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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方药概况及其对我国中医古代经典名方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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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古代经典名方”研发工作正在推进中，日本汉方药与中医古代经典名方制剂有一
定的相似性，又有其本国特点。本文从日本汉方发展的背景、制剂审批基准、制剂生产、销售等方面
进行了概述，并将其与中医复方制剂的审批条件、市场规模等方面进行了比较。中医古代经典名方的
研发监管应借鉴日本汉方质量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经验，汲取其中药西用的历史教训，以期更好地
发展及惠及民众。
关键词：中医古代经典名方；日本汉方制剂；启示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8.02.001
中图分类号：R2-03；R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8)02-0001-04

General Situation of Japanese Kampo and Its Inspiration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CM
Ancient Classical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s
CHEN Xue-mei1, CAI Qiu-jie2, ZHANG Hua-min1*
(1.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2. Research Cent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project of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out Ancient Classical TCM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s are carrying forward. There are a certain similarities between Japanese Kampo and ancient
classical TCM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s, but Japanese Kampo has its own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Kampo, preparations approval benchmark,
preparation production, sales and other aspects, and it also compared th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conditions
and market scale of Japanese Kampo with TCM compound formulations. The development and supervision of
ancient classical TCM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s should use 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Kampo in quality
management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reference,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Western use of
Chinese medicine. Then it can better develop TCM and benefit the people.
Key words: ancient classical TCM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s; Japanese Kampo;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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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药复方制剂开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食

方，在医院药局购买，纳入社会保险和国民健康保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险范围。而一般用汉方制剂，可以在药店药局自行

局）逐步推进“古代经典名方”的研发工作。2017

购买，不纳入保险范围。1967 年，小太郎汉方制药

年 10 月，《中药经典名方复方制剂简化注册审批管

公司的医用汉方制剂以“药价收载”方式公布，包

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简化注审规

括葛根汤、五苓散、当归芍药散等在内的 6 种汉方

[3]

定》）在社会范围内征求意见 。随着国家古代经

颗粒制剂始被政府医疗保险应用。1976 年，日本世

典名方制剂政策的不断出台，免临床试验的“中医

界医师会会长武见太郎以“汉方药已经 2000 多年的

经典名方”的研发和简化注册审批都将积极推动中

人体临床检验”的理由使一批汉方处方的颗粒制剂

医古代经典名方的传承，促进中医药的发展。日本

免除一般新药必须经历的系列药理和临床实验手

和中国一衣带水，日本汉方医学源于中医学，但日

续，直接进入日本的医疗保险体系，并由此带动汉

本对于汉方制剂却拥有多年的研究和应用经验，开

方医疗及其相关产业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和持续增

发、注册、监管与中医古代经典名方有诸多相似之

长。自从汉方药品进入医疗保险体系后，由生产总

处。因此，在推进古代经典名方遴选的同时，了解

值不足 100 亿日元，实现逐渐递增，1978 年 200 亿

汲取日本汉方发展历程及研究经验，对我国中医古

日元，1983 年 536 亿日元，1988 年突破 1000 亿日

代经典名方的研发工作是极其必要和必需的。

元，1992 年曾一度上升至 1848 亿日元[6]。

1 日本汉方制剂

1.3 汉方制剂的审批基准

1.1 日本汉方发展历程及特点

日本汉方药的审批主要基于《一般用汉方制剂

汉方医学是基于中医并在日本发展的传统草药

承认基准》 [7] ，市售所有汉方制剂的处方基本均来

医学[4]。它在公元 6 世纪左右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

源于此。日本厚生劳动省组织行业专家从《伤寒

传入日本，随着实践发展，又不断融入了日本特色

论》《金匮要略》《和剂局方》等约 700 种处方中

内容。

确定备选处方，并同时参考其本国的《经验汉方处

历史上，汉方发展最鼎盛的时期是江户时期

分分量集》《汉方诊疗医典》等汉方书籍中的处方

（1603－1867 年），当时出现了不同流派，有推崇

比例、剂量、给药途径和适应症，经过日本中央药

张仲景《伤寒论》注重实践经验的古方派、以中国

事委员会讨论、征求意见后，于 1975 年 4 月颁布

明代医学为基础的后世派、折衷古方和后世的古今

《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收录了 210 种常用

折衷派、折衷西方医学与中国医学的汉兰折衷派。

处方，其中 148 种为医用汉方制剂。

17 世纪，西医学由荷兰开始传入日本，日本受其解

《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自颁布以后，经

剖学的影响，并与中医结合，采用西医学说解释中

过了反复改版增补，最近一次增补为 2012 年，增补

医理论及以西医病名作汉方主治证候者渐成风气，

至 294 种处方。增补方式为先由日本药事与食品卫

[5]

并扩大汉方在现代医学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由于

生委员会（日本厚生劳动省的顾问机构）根据一般

医学流派的涌现，加之医家长期临床经验的积累和

用汉方处方审查调研小组的调查结果并结合专家意

西医的影响，日本汉方形成具备了自身特色的体

见等讨论确定增补处方，再以厚生劳动省医药食品

系，即以《伤寒论》为理论的基本框架，具有注重

局审查管理课长通知的形式对外公布 [8] 。目前，

方与证对应、西医医学病名与方剂对应、方剂应用

《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收载的处方绝大部分

加减变化少等特点。

出自中医经典名著，其中来自《伤寒论》《金匮要

明治维新时期（19 世纪 60－90 年代），日本

略》中的方剂将近半数，也有少量方剂出自日本汉

排斥中医学，汉方一度濒临绝境。20 世纪 70 年

方医籍，如《本朝经验方》《方机》《吉益东洞经

代，日本步入老龄化，以老年疾病为主的疑难杂病

验方》《勿误药室方函》等。

越来越多，汉方优势渐显，政府也采取措施关注汉

图 1 为《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著录的经

方医学发展，汉方逐渐复兴起来。

典方剂小柴胡汤。如图所示，书中对每一处方均明

1.2 汉方与医疗保险

确其配伍、用法用量及功能主治。组成药物无炮

日本把汉方制剂分为“医用汉方制剂”和“一

制，均为生药；药物剂量为范围剂量，各药品生产

般用汉方制剂”。医用汉方制剂需要医生开具处

的申请者可在此范围内自主确定药材配伍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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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相对宽泛，症状与疾病名称并用，例如，小柴

都是西医。日本明治维新后，院校没有正规的汉方

胡汤功能主治中，既有厌食、恶心等症状，也有胃

医学教育。2006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将《中医学概

炎等西医病名。

论》列入全国 80 所专业或综合性大学医学部的必修
课程。从 2008 年开始，作为日本医生临床考试内容
之一，《中医学概论》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的试
题范围[11]。1976 年以前，全日本运用汉方诊疗的医
师仅 400 人左右，2008 年则达到 12 万之众。据日
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汉方药处方状况调查，2008 年
调查医师 684 人，汉方使用率 83.5%；2011 年调查

图 1 《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著录之小柴胡汤

医师 627 人，汉方使用率 89.0%[12]。

《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是日本汉方药研

目前，日本汉方制剂的生产企业 18 家，其中津

究及生产的基础，在只以水为提取溶剂的前提下，

村药业占了近 80%的市场份额，处于垄断地位[8]。

任何企业可自主选择剂型、制定工艺及质量标准，

日本汉方制剂销售主要是内销，在日本的市场占有

免除药理和临床研究，并直接申请生产。对于未收

率也十分有限。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日本所有汉

录于《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1968－2015 年

方药销售额约 81.78 亿人民币，其中医用汉方制剂

批准生产的汉方制剂，企业申请生产只需要工艺和

仅占日本健康保险年度总额的 1.2%～1.5%，一般用

质量标准研究，在只以水为提取溶剂的前提下，也

汉方制剂约占自费药物市场的 1.4%[13]。

可免除药理和临床研究。而如采用其他工艺或未被

2 中医经典名方制剂与日本汉方制剂比较

收录的新的汉方制剂，则必须提供处方合理性依
[9]

《简化注审规定》第二条规定，“国家中医药

据，进行药理毒理学和临床研究 。

管理局会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古代经

1.4 汉方颗粒剂及质量控制

典名方的目录。该目录应包括每个方剂的处方出

汉方制剂主要以颗粒剂为主，按原处方的煎服

处、处方药味及剂量、制法等基本内容”，名方目

方法经现代加工，不仅保留了原方的功效及有效成

录内容体例与日本《一般用汉方制剂承认基准》目

分，而且具备成药易贮藏、易携带、易服用的特

录体例基本一致。但同时《简化注审规定》第三条

点，深受民众喜爱。颗粒剂最初由国立东亚治疗学

规定了实施简化注册审批的经典名方制剂应当符合

第一代所长板仓武在 1943 年开发制作。1947 年，武

的条件，其中明确规定，处方制备方法、剂型、给

田制药的渡边武首次公开发表颗粒剂制造；1950 年，

药途径、日用饮片量及功能主治都应当与古代医籍

京都圣光园细野诊疗所细野史郎将自制的 20 种颗粒

记载一致。目前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中医古代经

剂应用于临床治疗；1957 年，小太郎汉方制药公司

典名方制剂与日本汉方最主要的区别是，⑴中医古

始向市场出售一般用颗粒剂，共 35 种；1967 年，颗

代经典名方药物遵古炮制，剂量标准明确；日本汉

粒剂开始被日本政府医疗保险收载，从当时的 6 种

方药味不炮制只使用生药，剂量不明确而只是范围

到 1986 年增加至 148 种，沿用至今。

剂量；⑵明确规定中医古代经典名方制剂功能主治

1974 年 日 本 制 定 了 《 药 品 生 产 质 量 管 理 规

应当采用中医术语表述，应当与古代医籍记载一

范》，1989 年又出版了《汉方 GMP》，成为日本汉

致，说明中医古代经典名方制剂主要由中医医师应

方药制剂生产实施的标准

[10]

。为确保汉方药的高品

质，日本多方位、多环节地对颗粒剂进行质量控制，

用为主，这与日本一般用汉方制剂可以自行购买，
医用汉方制剂须由西医医生开具也是截然不同的。

将其与标准汤剂进行药理、化学等多方面的比较，

同时，相对我国来说，日本汉方制剂的生产企

厚生劳动省要求生产企业提交“关于与标准汤剂比

业较少，市场规模也相对较小，日本汉方企业 18

较的资料”，制剂的指标成分规格要达到标准汤剂

家，销售基本为津村把持，而我国将近有 2000 家药

下限值的 70%以上。同时对颗粒剂的粒度、稳定

企，市场规模也是汉方市场的百倍以上[14]，这也是

性，甚至包装材料都有严格要求，保证产品质量。

两国不同之处。一旦我国古代经典名方目录和技术

1.5 汉方使用与销售

要求出台，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注册申请高峰，企业

日本没有汉方医师的资格认证，汉方的使用者

之间竞争会更加激烈。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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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日本汉方制剂有中药西用的特
点，违背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曾一度出现了
小柴胡汤事件

[15]

，即 20 世纪 90 年代报道的因使用

小柴胡汤颗粒治疗肝炎导致发生了 188 例间质性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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