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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保健食品的质量控制现状和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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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药保健食品在养生和降低疾病发生风险方面具有诸多优势，满足了人们对“大健康”和“治未病”的诉求。但是由
于其成分复杂多样、原料质量不一的特征，加之已有质量标准模糊且缺乏整体性，导致保健食品市场混乱，制约了其应有保健
功能的发挥，给保健食品的质量控制提出新的挑战。目前，已申报的品种功能性 / 标志性成分检查大多测定总成分含量，或者
单个成分含量，安全性检测和微生物检测方法未能覆盖中药原料污染范围，因此，无法达到鉴别真伪、保证安全和功效的目
的。由于中药保健食品近年出现了诸多以中药提取物为原料的产品，但很多提取物却缺乏标准。笔者认为，中药保健食品的
质量控制要加强中药提取物的质量控制，从源头控制产品质量，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其次，加强整体质量控制，保证产品的真
实性； 扩大安全性检查的范围，全面保证产品的安全性。同时，着眼于整个生产链，加强全程质量控制，加强原料的全面质量
控制，从源头保障产品质量，生产出高质量的中药保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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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 food containing Chinese materia medica has many advantages in health preservation and reducing the risk of disease occurrence，which meets people's demands for " great health" and "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 However，due to its complex
ingredients，diverse quality of raw materials，as well as the vagueness and lack of integrity for existing quality standards，chaos is
caused in the health food market，which restricts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also poses new challenges to the quality control of healthy
food． At present，the total component content or single component content is determined in most functional / marker component examinations． Safety and microbial detection methods fail to cover the contamination range of the raw material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herefore，it is impossible to meet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authenticity，safety and efficacy． In recent years，a lot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extracts have been used as raw materials for food products，but many extracts lack standard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quality control of health food containing Chinese materia medicas should start with the quality control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extracts． In
this way，product quality is controlled from source to ensure product consistency； secondly，the overall quality control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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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ed to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products； the scope of safety inspection shall be expanded to fundamentally ensure the
safety of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whole process an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quality control
of raw materials to produce health food of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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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 law
在我国，“药食同源”文化源远流长，早在《黄帝内经》和
《本草纲目》等中医药经典著作中已收录了大量食药并用方

［5］

评价体系研究发现，内在质量差异较大

。本文就目前中药

保健食品的质量控制进行综述，以期为中药保健食品质量的

剂和食药并用的药材。国家已经公布了可用于保健食品的

有效控制提供思路。

114 个物品名单和 101 个药食同源物品。截止 2018 年 12

1

月，卫生部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国产保健食

中药保健食品的概况
保健食品是指声称并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以补充维

品注册文号有 16 690 个。在所有使用的原料中使用总次数

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即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

较高的前 10 种原料均属于中药，次序由高到底依次为枸杞

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并且对人体不产生任

子、
蜂胶、
西洋参、
黄芪等（ 图 1） ，共占到保健食品总数的 6%。

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保健食品可以分为补充

这些源于中药的多成分多功能特点，其中含有参类中药的保

营养为目的的营养补充剂和具有特定功能的保健食品，其中

健食品，
其主要的功能声称有 8 项，而含有栀子的保健食品，

中药保健食品大多属于后者。国际上没有完全等同我国的

［1-2］

其保健功能声称有 18 种

。保健食品在分类上属于特殊食

保健食品，国际上的保健食品类似产品有欧洲的功能食品

品，
属于食品范畴。因此，
以中药为原料的中药保健食品的质

（ function food） ，美 国 的 膳 食 补 充 剂 或 饮 食 补 充 剂 （ dietary

量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源自中药或其他植物中活性成分开

supplements） ，日本的“特定保健用食品”。

发的产品在国际市场有很强的商业潜力。但是这些成分复杂
的中药，
给保健食品的质量控制提出新的挑战。

中药保健食品是中国特色保健食品，也是主流的保健食
品，约占申报总数的 70%。中药保健食品是以中医药理论为
指导，采用以中药标准控制的中药或中药提取物为原料加
工、生产而成的，经过安全性和功能性评价，由国家相关行政
管理部门批准，具有调节人体某些生理功能，有助于身体健
［6］

康的保健食品

。在我国，中药保健食品有 4 个要素： ①使

用中药或中药提取物为原料； ②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组
方和配伍； ③原料的使用及用法、用量有相应的中药标准作
［7］

为参考； ④经过国家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国家公布的

“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和“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均
［8］

为中药保健食品的中药原料来源

。

中药保健食品根据成分不同，大致主要包括以药材、饮
图1

截至 2018 年 12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

［9］

片或其粉末为主的产品，如人参、灵芝、鹿茸等

； 以中药某

评中心已批准保健食品中含有的、排名前 10 的原料及含有

一功能部位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如银杏叶总黄酮、黄芪多糖

这些原料的中药保健食品品种数目

胶囊等； 和以中药混合物或者中药复方为原料的保健食品。

Fig．1

依据功效成分，中药保健食品的主要功效成分包括总多糖、

Top ten raw materials used in health food and the number

of health food containing these materials approved by National

总黄酮、总皂苷、生物碱、蒽醌、多酚类等。

Centre for Drug Evaluation，CFDA up to 2018 December

2

中药保健食品质量控制现状
中药保健食品的质量评价主要包括安全性和功能性相

目前，由于保健食品功效及安全性评价还存在一定缺
陷，市场准入标准不高，产品质量控制标准低，原料质量不

关成分的评价。保健食品涉及的标准主要有《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保健食品》（ GB16740-2014） 、药典标准和企 业 标 准

，导致市售保健食品功效及安全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保

等。国家标准中的技术要求主要包括金属污染物、真菌毒

障。市场上相当比例的中药保健食品品种同质化严重，市场

素、微生物、食品添加剂等内容，该标准重点对产品的安全

竞争力不强。为了凸显功效，有的不法分子进行违法添加化

性做出了具体的限度规定并明确了检验方法。但是国家对

［3］

一

，从而导致保健食品市场消费者信赖度不高，制约

于功能相关成分未做规定。近年来批准的产品，企业标准

了保健食品应有保健功能的发挥。王晓光等收集目前市售

对每个 产 品 具 体 的 功 能 性 相 关 成 分 进 行 含 量 限 度 规 定

中药保健食品组成相近产品，通过益损指数-累计积分食品

（ 表 1） 。

［4］

学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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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8 年批准的含芦荟、银杏叶的中药保健食品的组成、功能和质量控制指标

Table 1

Composition，fun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index of health food containing Aloe vera and Ginkgo biloba approved in

2016—2018
保健功能

产品名称
芦荟软胶囊

通便

主要原料
芦荟提取物、大豆油、蜂蜡

功能 / 标志性成分
芦荟苷

伊路健牌芦荟软胶囊

通便

芦荟全叶烘干粉、大豆油、蜂蜡

芦荟苷

高远牌福瑞颗粒

提高缺氧耐受力

西洋参、茯芩、白术、刺五加、葛根、银杏叶

总皂苷、总黄酮

银杏叶红曲胶囊

辅助降血脂

红曲、银杏叶提取物

总黄酮、洛伐他汀

银杏叶大蒜粉片

增强免疫力

大蒜粉、银杏叶提取物

总黄酮、大蒜素

金正胶囊

辅助降血脂

红曲、纳豆、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川芎提取物

洛伐他汀、总皂苷

蜂胶银杏叶提取物软胶囊

增强免疫力

蜂胶、银杏叶提取物、蜂蜡、大豆油

总黄酮

御芝林牌臻通集胶囊

辅助降血脂、增强免疫力

三七粉、黄芪提取物、丹参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 总黄酮、总皂苷
葛根提取物、余甘子提取物、玉竹提取物

佳信佰牌蜂胶银杏叶紫 辅助降血脂
苏籽油软胶囊

蜂胶、银杏叶提取物、紫苏籽油、蜂蜡

总黄酮、α-亚麻酸

乐仁牌新怡片

提高缺氧耐受力

红景天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蝙蝠蛾拟青霉

红景天苷、总黄酮、腺苷

三好牌山水胶囊

辅助降血脂

银杏叶、丹参、姜黄、决明子、红曲粉

总黄酮、洛伐他汀

2. 1

总成分测定为主，标准模糊，缺乏特征性，易导致非法

添加

分析近 3 年批准的中药保健食品的质量标准可知，中

单一指标测定，无法反映产品核心功能，且缺乏整体

2. 2

性，防伪性差

已批准的产品存在检测指标成分无法反映产

药保健食品仅以总黄酮、总皂苷、总多糖、总蒽醌等大类成分

品功效，一些贵重药味无检测指标或者检测指标单一等现

的混合体为功效成分的代表。质量标准制定上主要以紫外

象。其中冬虫夏草检测指标为腺苷，红景天提取物的检测指

分光光度法测定总成分（ 黄酮、总皂苷） 为主，但该方法无法

标为红景天苷，单纯的这些指标无法确认该药味的存在，因

知道总成分的具体组成，且不同产品的指标成分相同，容易

而容易导致非法添加或者产品组成描述和产品实物不符等

导致非法添加和替代（ 图 2） 。例如，我国曾经对银杏叶提取

现象

物仅规定了总黄酮含量的测定，未规定具体检测哪种黄酮类

2. 3

成分，不法商贩利用这一标准上的缺陷在银杏提取物产品中

的安全隐患，无法有效控制其安全性

大量添加低价的芦丁以提高黄酮类成分的含量，最后直接导

全国家标 准 保 健 食 品 》（ GB16740-2014） 规 定 了 重 金 属 中

［10］

致 2015 年银杏叶提取物 和 终 端 产 品 质 量 事 件 的 发 生

。

［11］

。

安全性检查项目少，无法有效控制中药原料污染带来
目前采用的《食品安

铅、砷、汞 的 含 量 标 准 为“铅 ≤ 2. 0； 总 砷 ≤ 1. 0； 总 汞 ≤

还有多糖的产品也存在因为多糖不合格，就添加糊精提高含

0. 3”。对真菌毒素的 限 量 规 定 为“符 合 GB2761 中 相 应 类

量。另外，以多酚、总蒽醌等为检测标准的产品也可能存在

属食品的规定和（ 或） 有关规定”。维生物限量规定为“微

同样类似的问题。以总成分为质量控制指标的方法，也无法

生物限量应符合 GB29921 中相应类属食品和相应类属食品

防止中药原料中其他药用部位原料的替代，如采用人参地上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无相应类属食品规定的应符

部位提 取 物 做 原 料 替 代 人 参，这 些 替 代 可 能 影 响 产 品

合如下规定： 大肠菌群数 ≤0. 92； 霉菌和酵母菌 ≤50 g，金

的功能。

黄色葡萄球菌≤0 /25 g，沙门氏菌≤0 /25 g”。对于中药的
安全性检查，除了上述的检查项目外，还包括镉、铜及有害
元素检测，有机农药残留检测，黄曲霉素检测等。但是这些
安全性检查项在中药保健食品国家标准中还没有规定。
3

中药保健食品质量提升策略
国际上欧洲已经将多成分定量技术引入植物药保健食

品的研究中，美国推行采用指纹图谱技术进行植物药的生产
过程控制，日本植物药企业和日本药典主要采用指标含量测
定方法进行质量控制，但其对生产原料从源头进行严格管
控。国内中药复方研究进行从产品到原料的溯源性研究，
研究质量传递规律，采用含量测定、结合特征图谱 / 指纹图
图2
Fig．2

中药保健食品质量控制的现状和未来可能发展方向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quality control of health food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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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进行整体性质量控制模式，这些质量控制方法体系同样
适用于中药复方保健食品。因此，如何借鉴国外植物药评
价体系，借鉴中药复方质量控制的思路和方法体系，是开发
适合于中药复方保健食品质量评价体系的重要方向。值得

代云桃等： 中药保健食品的质量控制现状和研究策略
［15］

注意的是，中药保健食品不同于中药复方制剂，中药保健食

差异＜5%，进而提高了成品质量的一致性

品的质量控制应该重点关注与其功能声称相关的成分，即

健食品的质量提升也可以通过提升原料的质量来实现。

。同样，中药保

功能因子的质量控制，同一味中药在不同中药保健食品中

中药提取物的质量控制主要包括组成的一致性评价和

的保健功能不同，需要控制的成分可能也不同。因此，中药

成分在制剂过程中的质量传递规律。采用化学指纹图谱、指

保健食品的质量标志物的选择应根据其核心功能而定。关

标成分含量测定相结合的模式，从整体定性和指标成分定量

于中药保健食品的质量控制，本文提出研究策略（ 图 3） 。

的角度建立中药提取物质量标准，从而实现从源头保证产品
质量。而在最终产品质量标准中，可以仅保留几个功能相关
成分或者特征成分的含量测定。其次，开展中药饮片、提取
物和产品的全程质量控制研究，研究指标成分 / 功能因子的
变化规律或者质量传递规律（ 图 3） ，从而确定相应的质量标
志物和评价方法，保证质量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
全程质量传递规律研究，也为制定合理工艺参数提供依据。
原料提取物的一致性和合理稳定的工艺参数控制，为保健食
品的质量稳定性提供了保障。另外，为了保证提取物的质量
一致性，要重视饮片的质量检测。加强药材饮片的质量检
测，一方面保证所用饮片符合药典规定，同时也为不同批次
饮片的勾兑混合提供依据，从而获得质量一致的提取物。
3. 2

多成分整体质量控制取代总成分含量，保证产品的真

实性

中药保健食品成分复杂多样，这是其质量控制的重点

和难点。中药功效成分是中药保健食品发挥作用的功能因
子。但许多中药的功效成分是多个化学成分，给质量控制研
究增加困难。中药指纹图谱和多成分含量测定对于中药的
图3

中药保健食品质量控制策略

质量控制更加具有特征性。指标成分选择时，除了重视功能

Fig．3 Quality control strategies of health food containing Chinese

因子，也不能忽视可能发挥功效协同作用的非标志性成分。

material medica

中药指纹图谱是通过全面反映中药中所含化学成分的种类
和数量而反映中药的质量，满足中药质量控制的整体性要

加强中药提取物原料的质量控制和全程质量控制，从

求，
是中药质量评价的有效手段。中药指纹图谱尤其对于有

源头和生产链控制产品的质量，保证生产出高质量的中药保

效成分不明确的中药，可有效表征中药质量。中药指纹图谱

健食品

我国已经批准的保健食品中，绝大多数产品配方使

是国际社会接受的有效的控制中药质量的有效手段，美国

用的是单味中药提取物。中药提取物是通过定向获取并富

FDA 2016 年 底 发 表 的“Botanical drug development guidance

3. 1

［12］

集植物中某 1 种或者多种有效成分而得到的一类物质

。

for industry”一文中指出，色谱或者光谱指纹图谱是植物药质

按照中药提取物的性状，可分为植物油类、浸膏、颗粒、粉等。

量一致性评价的有效手段之一，尤其适合于活性成分不明确

中药提取物是中药保健食品的重要原料，被广泛应用于中药

的复杂植物药体系。

保健食品的生产。然而，目前中药提取物标准尚不完善，存

中药指纹图谱更是有效控制中药提取物、配方颗粒等失

在部分中药提取物尚无国家标准等法定标准，检验方法不统

去中药外表特征的中药制剂的有效手段。指纹或特征图谱

［13］

一

。建立中药提取物的质量标准，规范市场中药提取物

的质量，是保障中药保健食品质量的基础环节。

作为中药质控的重要手段，具有方便、易操控的优点。一般
采用 HPLC 或 GC，并进行各批次产品相似度比对，确定终产

提高原料的一致是保证产品一致性的关键环节。为了

品指纹图谱相似度的可接受范围； 或比较主要成分峰的个

2016 年陈士林研究员等发表《中药
规范中药配方颗粒市场，

数，
规定其相对保留时间及峰的比例。中药指纹图谱的整体

标准汤剂研究策略》提出中药“标准汤剂”的概念，以提高临

性特征，决定其对提高中药提取物及其产品的质量具有重要

［14］

床用药的准确性和疗效的一致性

。目前，通过提高原料

作用。指纹图谱是防伪评价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避免非法

的一致性，从而提高产品质量的一致性是中药配方颗粒和中

添加、偷工减料、部位替换等，从而提高质量标准的可控性。

药经典名方研究的重要方向。已有对中药复方生产工艺的

3. 3

研究表明，生产工艺对产品质量一致性的影响一般不超过

中药保健食品质量评价的关键内容。安全性评价不仅包括

加强安全性检查，保障产品的安全性

安全性评价是

5%，而原料的影响甚至会超过 30%。采用调配技术提高原

农药残留、重金属、真菌毒素污染等中药原料带来的污染问

料的质量一致性，使得调配后原料生产的产品与参照组批间

题，也包括非法添加化学药品和中药中可能引起安全性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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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成分的限量检查。非法添加的化学药品能达到见效快的

的对 比 评 价 及 相 关 问 题 探 讨 ［J］． 重 庆 医 学，2014，43

目的，但是却往往由于长期服用，引发严重的毒副作用，主要

（ 12） ： 1463．

包括减肥产品，辅助治疗便秘、糖尿病，降血压和改善睡眠的
［16-17］

产品等。已有学者建立了非法添加化学品的检测方法

，

建立了中药保健食品中农药残留、重金属和真菌毒素的检测
［18-21］

方法

。这些方法扩大了中药安全性检查的范围，为中药

保健食品的安全评价提供了方法。
中药中有的活性成分可能引起毒性，如含有蒽醌类的药
物，决明子、何首乌、芦荟、大黄等中药，在发挥保健作用的同
时，
也可能产生副作用。含蒽醌类中药引起不良反应的报道
不断增加，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长期服用含蒽醌类成分的
中药或中药保健食品可能引起结肠黑变病、药物性肝损伤、
［22］

药物性肾损伤等疾病

［6］ 戴莹，于春媛，周立新，等． 中药类保健食品质量安全主要风
2018（ 12） ： 142．
险因子分析［J］． 首都食品与医药，
［7］ 王林元，张建军，王淳，等． 对中药类保健食品的认识及研究
2016，41（ 21） ： 3927．
开发策略［J］． 中国中药杂志，
［8］ 肖培根，李连达，刘勇．中药保健食品安全性评估系统的初步
2005，
30（ 1） ： 10．
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
［9］ 於洪建，吴春福． 我国中药类保健食品的发展趋势［J］． 中草
2016，47（ 18） ： 3342．
药，
［10］ 杨扬，周斌，赵文杰．“银杏叶事件”的分析与思考［J］． 中草
药，2016，47（ 14） ： 2397．
［11］ Qiu S，Yang W Z，Yao C L，et al． Nontargeted metabolomic

。另外，为了和国际接轨，中国中医

analysis and " commercial-homophyletic" comparison-induced bi-

药保健食品进出口商务会于 2013 年发表的《银杏叶提取物

omarkers verification for the systematic chemical differentiation of

国际商务标准》中，加入了银杏酸的限量检查为不大于 5%。

five different parts of Panax ginseng［J］． J Chromatogr A，2016

已批准的产品中包含有何首乌的品种有 274 条，鉴于其中二

（ 1453） ： 78．

苯乙稀苷的毒性，也应该加入其限量标准。因此，要观察中
药保健食品长期服用自身或者和某些化学药品联用可能引
发的安全性，不断完善中药安全性控制内容和方法，根本上
保障中药保健食品的安全性。
总之，保证中药保健食品质量，从两方面进行控制： 首

［12］ 萨翼． 浅谈含中药提取物的保健食品工艺及质量控制［J］． 中
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3，20（ 6） ： 3．
［13］ 丛骆骆，吴彬，张建武，等． 中药提取物标准管理的思路与对
2015，
24（ 21） ： 2405．
策研究［J］． 中国新药杂志，
［14］ 陈士林，刘安，李琦，等． 中药饮片标准汤剂研究策略［J］． 中
2016，41（ 8） ： 1367．
国中药杂志，

先，要强化从源头进行整体质量控制和全程质量控制，从源

［15］ 钟文，陈莎，章军，等． 重点是原料，还是工艺？ ———以葛根

头和工艺保证保健食品的质量。其次，设定中药保健食品的

芩连汤为例探讨中成药质量一致性控制方法［J］． 中国中药

质量标准，包括功能相关性成分和安全相关成分。鉴于中药

2016，41（ 6） ： 1027．
杂志，

提取物种类的多样性，笔者认为，质量标准的制定可以分 2

［16］ 刘芸，丁涛，廖雪晴，等． 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 / 静电场轨道

类进行： 对于一般的中药粗提物，如来源于中药传统用法的

阱高分辨率质谱法快速筛查中成药和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

水提物，这类提取物由于制法简单，便于国家建立统一标准，
建议将质量控制的重点定位于提取物，建立提取物的完整质
量检测方法，而产品质量标准中仅制定与功能相关成分或指
标成分的含量标准和安全性检查； 若提取物工艺复杂独特，
不便于大量推广，质量控制的重点则置于中药复方保健食
品，其质量标准建议提供指纹图谱、含量测定和安全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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