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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技术在中药方面的应用

21世纪以来，膜对中药质量的影

响研究和应用，无论在单体成分分离，

还是在复方制剂，以及在中药工业工

程化、产业化研究和应用方面，都有了

长足的进步。

一、中药质量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贬低中医药的现象屡

纠、屡现。除了中、西医药学科理论类

型和观察、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存在

哲学层面和方法论模式上的较大差异

外，中、西药品质量方面确实还存在一

定差距。

西药（化学药品）以单体物质、分

子状态为主要存在形式，成分明确，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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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固定、准确，杂质少，用量小，起效

快，副作用大，定性定量分析时如“水

里观鱼：看得见，摸得着”。

中药（传统药物）以复方群体物

质、颗粒状态为主要存在形式，极少数

有效成分明确，多数未知，只有指标成

分含量较固定、较准确，用量大，起效

慢，作用时间长，副作用无或小，定性

定量分析时像“雾里看花：多数看不

清，摸不着”。        

近年来，我国上市的中药产品有

7000种左右，有相当部分产品“大、黑、

粗”的性状仍普遍存在，绝大多数以药

材粗、细粉或药材提取物的颗粒制成，

多数固体制剂产品粗到80%~95%以上

为无效杂质和辅料，有效成分约占产品

质量的3%～20%。而有效组分中所含有

效活性成分是什么、量有多少，其配伍

药效关系和规律如何，又不十分明确。

以《中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

收载的 564种成药为例，其中，180

种(31.9%)不能定量控制有效成分，

仅有一种有效成分含量测定标准的

占68%(每一种都有数百或上千种成

分)，用五号药材细粉（粒径18万nm）

制作的丸、散、膏、丹制剂有298种（占

52.8%）。个别品种，如中风回春片还

用丹参、地龙、蜈蚣、白花蛇、土鳖虫、

僵蚕和全蝎等药材以五号筛粉末入

药。这些粗制剂吸收慢，很难达到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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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ch理论;发明了膜的负压清洗方法，获得了世界上第一

个负压清洗专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

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北京市科技进步

二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环保科技进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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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和现代生活步骤要求的高效、速

效和低污染、低毒副作用的现代化中

药标准。  

中药注射剂相对固体制剂纯度

高，有一批像香丹、丹红、脉络宁、灯盏

花素、舒血宁、血塞通、血栓通注射液

和冻干粉针剂，有效成分明确，质量

好，疗效确切；但也确有部分注射液

鞣质、蛋白、热原或增溶剂土温-80等

存在或超标。然而，肌内注射可能会造

成局部硬结，不易吸收，形成青紫硬

块，长期痛痒；输液和注射会引起药

疹、荨麻疹等不良反应；如有部分内

毒素存在，还可能会引起发热、胸闷、

心悸等急性不良反应和致人死亡的恶

性医疗事故。在统计的1990-1999年

460篇 1291例中药不良反应报告中，

注射剂方面的占55.62%，其中，过敏

反应占44.6%，过敏性休克占22.8%。

2006年，葛根素注射液因引起血管内

弥漫型溶血死亡8例，而后有鱼腥草

等7种注射液被国家停止审报和慎

用。2008年10月8日，卫生部和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紧急通知，要

求暂停销售、使用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的刺五加注射液，其中有3例死亡。 

药物的吸收、代谢，是通过生物

膜转运过程实现的，实际是在分子

和纳米水平进行的。生物膜的厚度

为 7.5～10nm，细胞间隙孔道只有

0.4nm，小肠的毛细血管内皮孔径略

大于4nm，但膜上皮细胞允许物质通

过的微孔直径仅为0.8nm左右，其单层

柱状吸收细胞（absorptive cell）有很强

的吸收功能。皮肤细胞的间隙孔径多在

20nm以下，角质细胞间的通道孔径平

均30nm，是传递体的主要通道，角质细

胞束最宽的裂缝也在100nm以下。

中药的吸收方式有简单扩散、被

动转运、主动转运等。无论哪种方式，吸

收的速率均与药物有效成分的粒径大

小有着直接的关系。粒径小于皮肤和粘

膜通道的吸收速率高，大于通道的低或

不易被吸收。因此，经消化或呼吸道粘

膜吸收的药物粒径应在0.4～10nm为

好，经皮肤和腔道粘膜吸收的透皮吸收

制剂粒径则在30nm左右为宜。     

然而，现在大多数丸、散中成药

五号筛粒径的尺度为 18万nm，是粘

膜细胞间隙通道的1.8万～4.5万倍。

按比例估算，相当于把φ18～45cm

包裹有效成分的中药材纤维颗粒硬往

φ1mm的血管里塞一样困难。而这往

往是工艺研究和企业决策者容易忽略

的现实问题。

以上提到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

中药产品生产中有效组分分离、纯化

精度不够，生产设备落后所致，这也是

21世纪中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瓶颈”

问题。

二、膜分离技术用于中药制备

的相关研究

膜分离技术具有高效、过程基本

无相变、可在常温下运作及工艺简

单、无污染等优点，已成为一项新兴

的用于中药澄清、分离、浓缩等的绿

色和节能技术。膜分离技术在中药制

备中的应用，对中药质量的影响，可

以通过部分研究人员的具体研究成

果得以体现。

1.颗粒药、浸膏除杂、纯化

笔者刘贺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医院黄正明等将φ100nm（截留分

子量10万）的改性膜用于新药芹x颗

粒工艺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色素、

鞣质等杂质去除干净，成品颜色橘黄。

与常用原工艺比较，他们所研制的成

品，从化学、物理性质和药理药效学等

基础层面，提高了产品的内在和外观

质量，成品色、味俱佳，富含生药材量

提高1倍，药效和初步临床验证疗效

确切，2003年获得国家临床研究批件，

现已投入试生产。

笔者刘贺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后勤部卫生部药品仪器检验所赵淑

华等用孔径为60nm的改性膜材料分

离、纯化鹿羊乳癖康颗粒，药材的色

素、树脂、鞣质等杂质去除干净，成品

颜色橘黄，颗粒细腻，在水中的溶解度

达到1﹕1的极易溶解程度，放置6年后

未见潮解和板结，药效学动物试验疗

效显著，临床研究应用660例，临床治

疗数千例，疗效确切，未见毒副作用。

①对兔血清雌二醇水平的影响：与模

型对照组比较，鹿羊乳癖康颗粒中、大

剂量组兔的血清雌二醇水平有显著差

异和非常显著性差异，与阳性对照药

乳疾灵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②对家

兔乳腺质量的影响：鹿羊乳癖康颗粒

中、大剂量组兔乳腺质量与模型对照

组比较，有显著和极显著的减轻，与阳

性对照药乳疾灵颗粒组相比也有显著

减轻。③对家兔乳腺组织的影响：乳

腺组织病理切片表明，鹿羊乳癖康颗

粒对家兔乳腺增生模型有确切疗效。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韩

燕全用φ180nm、φ100nm改性膜，按

正交设计提取、分离花肉苁蓉有效成

分，松果菊苷和毛蕊花糖苷的转移率

分别为 88.97%和 97.98%，干浸膏含

量分别提高99.1%和 115.8%，工艺操

作简单，纯化率高。

吉欣等用聚砜（PS）膜（截留相对

分子量为1万）分离红景天原料溶液，

总固体含量降低0.255g/10mL，浸膏

中红景天甙含量提高8.3%，红景天甙

回收率达90.38%，表明膜分离是提纯

红景天浸提液主要有效成分的简便、

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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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射针剂、注射粉针除菌除热原

笔者刘贺之、汪涛用孔径φ60 ～

100nm(截留相对分子量6万～10万)

的膜，分离、纯化中药注射用冻干粉

针，经滤过、分装、冷冻干燥所得成品

符合冻干粉针注射剂标准，澄明度和

效果极佳，舍去了灭菌步骤，从根本上

大大提高了中药注射剂的稳定性和内

在质量，获得国家专利。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吴

光夏、张东华等将中空纤维膜用于中

医药大学药厂清开灵注射液生产工艺

产业化、工程化建设，运行数年，取得

液体澄明、无热原、质量显著提高等重

要成果。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

维娜等将共混高性能孔径为10nm(截

留分子量1万)的膜用于中药新药水芹

注射液有效组分分离纯化和除热原工

艺，成品达静脉注射液标准。而未用膜

分离的注射液热原检查不合格。膜分

离解决了水芹注射液等的微生物特别

是热原污染的重大课题，为减少或杜

绝中药注射剂的严重不良反应找到了

有效方法。

朱才庆等用TP10-20型中空纤

维膜分离夏天无，采用6000～110万

截留分子量的膜，不仅可以除去鞣质

等杂质，而且可以清除热原，大大提高

产品的安全性，产品外观、药效都有很

大改善。相同剂量下，与传统工艺所得

药液相比，所制备的夏天无注射液对

ADP诱导的大鼠血小板聚集具有更

高的抑制率，显示出更强的药效作用。

3.液体制剂分离、纯化、浓缩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吴

琳琳等用亲水改性的φ180nm聚偏氟

乙烯膜处理六味地黄口服液，与未改

性膜比较，这种膜的水通量提高20%，

并具有更强的抗污染性能；与纸浆预

处理方式比较，能更有效地去除药液

中的粗颗粒杂质和易引起末污染的物

质，有助于后续的膜分离提高效率、减

轻压力。

韩燕全、吴琳琳等将改性的直径

在30～180nm（截留分子量3万～18万）

范围内的4种中空纤维膜用于北京市

“248”重大科技项目《中药制剂过程

关键性技术工程化研究》北京某制

药厂六味地黄口服液现代化生产工

艺改造，取得重要成果，使主要有效

成分多糖、马钱苷、芍药苷等的得率

（转移率）较醇沉法提高 28%、6.9%

和 5.7%，不仅舍去了 2道繁琐的灭

菌工序，缩短了生产工期，而且产品

的有效成分含量、澄明度、除菌、除

热源效果、稳定性等质量有根本性

提高，顺利完成了膜分离技术的产

业化、工程化应用。

王兴文自行设计用截留分子量

为50～100的反渗透膜、截留分子量

小于 200的纳滤膜和截留分子量为

10万的超滤膜，对三七提取物实现了

大分子物质的分离、浓缩和精制，实

现了对低分子物质的分离和浓缩，使

三七总皂苷提取得率达10%以上，纯

度达95%以上，近于白色结晶，优于国

家注射剂原料新标准。

于涛等用截留分子量为 5000、

1万、2万的平板膜分离提取银杏叶黄

酮，透过率89.45%，得率3.1%。徐志红

等用截留分子量为1000的磺化聚醚砜

膜进一步纯化银杏黄酮，使21.3%的

粗原料提高到39.2%的高纯品。

肖文军等用截留分子量为2500

或3500的膜分离七叶参皂甙，可制得

纯度为42%以上的七叶参皂甙产品。

用截留分子量为500的膜对纳滤分离

液进行浓缩，可进一步提高七叶参皂

甙的纯度。

饶双超等用截留分子量为 1万

(φ10nm)的TP10220型中空纤维膜处

理含栀子苷成分的药液，发现栀子苷

透过率为89.5%，干膏中栀子苷的质量

分数为45.7mg/g，表明药液分离效果

好，工艺操作简单可靠，纯化效率高。

游双银等用截留分子量为 200

（φ0.2n m）、500（φ0.5n m）、1500 

(φ1.5nm)的聚酰胺膜分离小叶丁香提

取液中的橄榄苦苷，可有效去除悬浮杂

质和大分子物质蛋白质、色素等，使超

滤渗透液变得澄清、稳定无沉淀出现。

樊文玲等用聚偏氟乙烯(PVDF)

膜分离地龙匀浆液中的蛋白物质，结

果表明，截留分子量为5万(φ50nm)

的膜效果最好，截留蛋白的浓度最大，

其次是截留分子量为1万的膜 。

方成等用PS膜分离当归浸提液

中的阿魏酸，回收率为醇沉法的1.58

倍，有效成分损失较少，杂质去除率是

非超滤法的1.44倍。醇沉后的当归药

液略带浅棕色，而纳米PS膜滤过后的

滤液几乎无色透明，因此，PS膜分离

在除杂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对

水提液中糖类杂质(无效多糖、糖蛋白

等)的去除效果也比醇沉法好。   

钟蕾等用FZ型管式截留分子量

为10万(φ100nm)、15万的膜对六味地

黄活性多糖进行富集，结果表明，膜分

离滴心丸的总含糖是传统工艺胶囊的

6.5倍。这为新制剂减少服用量、缩短用

药周期，科学有效地提供了物质基础。

韩永萍等用截留分子量为 8万

(φ80nm)的PVDF膜提取姬松茸多

糖，多糖可浓缩至35g/L，在低温下

干燥制备的姬松茸多糖制品纯度为

78.4%、回收率为76.36%。 

刘军海用聚砜截留分子量为3万

(φ30nm)的膜将茶多糖、蛋白质等大

分子物质从提取液中分离出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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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茶多糖与茶多酚、咖啡碱的全面分

离，有效除去了其中的游离蛋白质，纯

化后的多糖得率为34.3%，含糖量达

到52%以上。

李淑莉等用截留分子量为 2万

(φ20nm)的聚砜膜对黄连解毒汤进

行纯化，滤液达到原液体积的1.25倍

时，小檗碱透过率达95%，有效成分基

本上被完全回收，而醇沉法的有效回

收率为73%。膜滤法的回收率明显高

于醇沉法，而且膜滤法能比醇沉法去

除料液中更多的杂质，同时节省乙醇、

简化工序、缩短生产周期。  

石学萍等用不同孔径膜分离和浓

缩芦荟提取液发现，截留分子量小于

100(直径小于0.1nm)的膜，能将芦荟

素、大黄素、多糖、氨基酸、木质素、维生

素、生物碱等主要有效成分几乎100%的

截留，对矿物质离子也能达99%的截留。 

吴正奇用超滤膜和纳滤膜分离纯

化绿原酸提取液，结果表明，纳滤浓缩

液含绿原酸为17.96g/L，比原提取液

提高了24.8倍，绿原酸的纯度由2.8%

上升到27% 。

张业旺等用截留分子量为6000 

(φ6nm)的聚砜中空纤维膜滤刺五加

提取液，结果表明，有效成分总黄酮含

量截留89%，为醇沉法的92%，蛋白质

含量仅为醇沉法的0.09%，而澄明度

提高近1倍。 

张学著等研究发现，用截留分子

量为6.7万(φ70nm)的醋酸纤维素中

空纤维膜滤通宣理肺口服液后，麻黄

碱含量略高于滤前，使药液的澄清度、

外观性状有很大改善，提高了产品的

贮存期稳定性。药效学实验证明，超滤

前后，通宣理肺口服液的止咳、化痰效

果和对豚鼠离体气管平滑肌的影响基

本一致，同时发现滤后大剂量组的止

咳作用优于滤前。

普文英等用截留分子量为 5万

（φ50n m）、2万（φ20n m）、0.6万

(φ6nm)的聚丙烯腈膜、聚醚砜膜、聚

砜膜分离板蓝根水提液，结果表明，各

种滤液中固体物含量均低于醇沉液，

多糖含量接近醇沉液，各滤液中精氨

酸含量均高于醇沉液，而氯仿提取物

含量均低于醇沉液。  

三、膜分离技术的地位

近年来，膜分离技术已被国际上

公认为是传统化学分离方法的一次革

命，也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中期最有

发展前途的一项重大技术革新。 

在国家科学技术部2001年提出

的“十五”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

开发项目中，膜分离、浓缩、生产技术

及工艺工程化研究和中药生产过程中

质量控制的关键技术研究等被列为主

要内容。

2003年，膜分离技术、超临界萃取

和大孔树脂吸附，经国家科学技术部、

经贸委等5大部委组织专家进行充分

调研论证，确定为我国中药现代化强行

推广的3大高新技术，并希望以此为突

破口，启动中药产业高新技术改造的快

车，加快中药产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2006年，国家在制定《创新药物与

中药现代化“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

时，已把膜分离技术列为中药现代化推

行进程中的第2位高新技术，并计划拨

款10亿元巨资，资助此技术项目的应

用研究和企业关键技术工程化建设。

地方各级政府也纷纷纳入中药

现代化发展计划。2005年北京市科学

技术委员会设立的248重大科技项目

中，就资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

部某药厂六味地黄口服液、同仁堂等

6项共计2000万元的纳米膜分离二次

开发研究项目和关键技术工程化研究

课题，已完成的项目成效明显。

2000年以来，已经有大型企业投

入巨资，力攻现代化中药注射液高质

量产品。如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神威药业有限公司、成都地奥集

团、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哈尔滨

中药二厂等，中药注射液生产量、产值

已占到我国中成药产量的50%以上。

2004年，立志打造“国际中医药中心”

的李嘉诚先生投入巨款与同仁堂“联

姻”；福建投入20亿元发展中药产业；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海尔集团集数十

亿资金也在向中药领域扩展；天之骄

子药物开发有限公司与天津天士力集

团公司合作，投资8000万元创办全国

最大的中药注射液生产企业；广东科

本堂科技制药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研

发中药注射用冻干粉针剂；2005年，

北京大学某研究中心与北京某医药集

团协议，拟投资11.6亿元，组建天然

药物事务部。

国外各路资金也纷纷注资中药领

域。如日本、新加坡在上海都有中药业

投资；国际化学药生产巨头拜尔公司

和罗氏公司进入中国，准备重点投资

中药行业。尽管中药注射液个别产品

出了些质量问题，但是这并没有影响

各路资金的投入，而且这恰恰成为了

加大投资研究的缘由之一。由此可见，

用膜分离等高新技术促进我国中药现

代化将为期不远。

但是，目前膜分离技术应用于中

药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一是对膜分离技术的基础知识普及和

应用经验不足，企业存在某些疑虑；

二是设备的成本和价格有待大批量生

产后的降低；三是膜的清洗再生技术

应尽快完善，以免影响对膜分离技术

的整体应用和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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