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药剂学实验讲义(精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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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须知 

1. 依据中药学院 2014 版中药学专业培养计划及教学进程表，中药药剂学实验单独设课，独立考核。 

2. 中药药剂学实验为 2 人一组，每组人员及实验台位固定后不可随意变动。 

3. 除另有约定之外，上午实验课自 10 点开始，下午实验课自 14 点开始。 

4. 要求学生身穿白色实验服，仪表严谨，携带实验预习报告，经检查合格后才可进入实验室。 

5. 午餐及晚餐时间，各实验台至少留一人值守，用餐同学离开实验室须签离，再回到实验室须签到，用餐

时间原则上不超过半小时，不得将食品带入实验室。 

6. 实验过程中损坏仪器应及时报告，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对于隐瞒不报的同学一经发现，将给与相应

处分。 

7. 实验过程中应遵守实验室纪律规范，不得迟到、早退、换组、大声喧哗，不得玩手机、看报纸、闲聊，

不得做与本课程无关的事，暂时离开实验室须向实验老师请假，不能出勤须提交书面请假条。 

8. 实验过程中应遵守实验室安全规范，实验操作应符合标准操作规程，对于不规范操作并且拒不改正或严

重干扰实验教学的同学，实验老师有权暂停其实验课。 

9. 每组同学实验结束后做所在实验台的卫生，药材渣勿入水槽，经实验管理员检查合格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10. 每次实验结束后，由一组同学做实验公共卫生，包括整理擦洗边台、实剂架、水槽、公共实验仪器，

清理实验垃圾、扫地、拖地等，经实验管理员检查合格后，签字确认之后方可离开实验室。 

11. 每次实验之后的实验制剂不可自行处理，按实验老师的要求统一回收或无害处理，严禁私自带出实验

室，一经查实取消实验成绩，并按校规追则。 

12. 每次实验前应撰写预习报告，实验结束后应完成实验报告，预习报告和实验报告以剂型为单位撰写，

如果一次实验做多个剂型，需分别撰写报告，按时提交报告。 

13. 实验课结束后，自行将全部实验报告汇总，扫描或拍照，转成 PDF 版，于期末考试前按约定时间提交，

逾期未交者取消期末考试资格。 

14. 应使用专用的实验记录纸撰写实验报告，蓝色布纹纸封皮和封底，顶部装订，正文内容之上的标题栏

中，除“分数”和“批改教师签字”两项不填外，其他项都应填写完整(特别是应注明实验时间)。 

15. 实验成绩以 100 分计，其中平时成绩占 60%，实验考试成绩占 40%。实验平时成绩由实验自主学习、

预习、操作、报告四部分的分数组成，实验考试内容详见综合设计性实验《中药制剂的剂型设计与处方优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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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报告正文格式及评分点如下： 

题 目 

一、实验目的(5 分)； 

二、实验内容(以流程图表示，非漫画或素描)(10 分)； 

三、仪器及试药(10 分) 

四、实验结果(10 分) 

五、注意事项(15 分) 

六、思考题(10 分) 

七、讨论(20 分) 

字迹工整(10 分)，结构严谨(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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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煎膏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掌握煎膏剂制备方法； 

2.学习相对密度测定方法。 

二、实验内容 

益母草膏 

[处方] 益母草 125g，红糖 31.5g。 

[仪器与试药] 电磁炉、不锈钢锅、电热套、量筒、蒸发皿、烧杯、漏斗、电子天平、酒石酸、纯化水等。 

[制法]  

(1)提取  取益母草加 10 倍量水煎煮 0.5h，棉花滤过，将药渣以 8 倍量水再煎煮 0.5h，棉花滤过，合并滤

液得提取液。 

(2)浓缩  将提取液加热浓缩，至 80℃下相对密度为 1.21—1.25 的清膏。 

(3)炼糖  取红糖加 16ml 水，滴加 0.4ml 0.1%酒石酸(约 8 滴)，加热搅拌，炼至金黄色。 

(4)收膏  将清膏与炼糖混合，加热熬炼，至打白丝。 

[功效] 血瘀所致的月经不调、产后恶露不绝，症见月经量少、淋漓不净，产后出血时间过长；产后子宫复

旧不全。 

三、思考题 

1. 如何防止煎膏剂“返砂”？ 

2. 炼糖与收膏的指标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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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糖浆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糖浆剂制备方法； 

2. 学习含糖量的测定方法。 

二、实验内容 

鼻渊糖浆 

[处方] 苍耳子 166.4g，辛夷 31.2g，野菊花 10.4g，金银花 10.4g，茜草 10.4g，蔗糖 60g，山梨酸 0.2g，加

水至 100ml。 

[仪器与试药] 球形烧瓶、挥发油提取器、球形冷凝管、电热套、电磁炉、量筒、蒸发皿、电子天平、渗漉

筒、手持式糖量计、擦镜纸、三角瓶、水浴锅、乙醇、纯化水等。 

[制法] 

(1)取辛夷和野菊花加 10 倍量水浸泡 1h，蒸馏 2～3h，收集挥发油①，蒸馏后的水溶液②另器收集。 

(2)苍耳子加水煎煮 2 次，第一次加 6 倍量水，第二次加 4 倍水，每次煎煮 0.5h，棉花滤过，合并滤液③。 

(3)金银花加水于 80℃水浴温浸 2 次，第一次加 10 倍量水，第二次加 6 倍量水，每次 1 小时，滤过，合并

滤液④。 

(4)取茜草粗粉，以 70%乙醇渗漉至色浅，渗漉液浓缩⑤。将②③④合并，浓缩至约 80～90g，加入⑤，再

加热约 1～2min，加蔗糖和山梨酸，加热煮沸溶解，趁热过滤，加入挥发油，补加馏出水至 100mL，搅匀，

测定含糖量。 

[功效] 祛风宣肺，清热解毒，通窍止痛。用于鼻塞鼻渊，通气不畅，流涕黄浊，嗅觉不灵，头痛，眉棱骨

痛。 

三、思考题 

1. 一般糖浆剂的含糖量是多少？ 

2. 处方中山梨酸的作用？ 

3. 糖浆剂易产生沉淀，其原因可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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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三  液体药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掌握各类液体药剂的制备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复方碘溶液 

[处方] 碘 2.5g，碘化钾 5g，蒸馏水加至 50ml。 

[仪器与试药] 玻棒、烧杯、量筒、电子天平等。 

[制法] 称取碘化钾 5g，置于烧杯中，加水约 5ml 溶解，加入碘 2.5g，随加随搅拌，使溶解后，再加蒸馏

水至 50ml，振摇均匀，即得。 

[功效] 小剂量碘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原料，可促进甲状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可用于防治单纯性甲状腺肿，

大剂量碘剂具有抗甲状腺作用。 

2. 石灰搽剂 

[处方] 氢氧化钙溶液 10ml，花生油 10ml。 

[仪器与试药] 量筒、具塞三角瓶、纯化水等。 

[制法] 取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与花生油置于具塞三角烧瓶中，振摇至乳浊液生成。 

[功效] 解毒蚀腐，敛疮止血，杀虫止痒。 

3. 松节油搽剂 

[处方] 松节油 37.5ml，樟脑 2.5g，软皂 3.75g(或吐温-80 3.75g)，蒸馏水加至 50ml。 

[仪器与试药] 量筒、电子天平、研钵、具塞三角瓶等。 

[制法] 将软皂与樟脑置乳钵中研匀，缓慢加入松节油，继续研匀。将上步产物分次注入贮存 12.5ml 蒸馏

水的具塞三角瓶中，随加随用力振摇，待乳化完全，加水至 100ml，即得。 

[功效] 用于减轻肌肉痛、关节痛、神经痛以及扭伤。 

4. 氧化锌混悬剂 

[处方] 甲基纤维素 0.1g，氧化锌 0.5g，蒸馏水加至 10ml。 

[仪器与试药] 电子天平、具塞刻度试管、研钵、试管架等。 

[制法] 称取甲基纤维素加入约 7ml 蒸馏水研磨溶解，加入氧化锌细粉，研成糊状，转移至 10ml 具塞刻度

试管中，加约 3ml 蒸馏水洗涤研钵，合并入试管中，加蒸馏水定容至 10ml，静置 1h，计算沉降容积比。 

沉降容积比=沉降物高度/混悬液高度 

[功效] 保护皮肤、收敛，促进伤口愈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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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考题： 

1. 配制复方碘溶液中，碘化钾起何作用？制备本品应注意哪些思考题？ 

2. 石灰搽剂的配制原理是什么？ 

3. 试分析松节油搽剂处方中各物质的作用？该乳浊液为何易分层？ 

4. 氧化锌混悬剂中甲基纤维素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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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注射液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中药注射剂的制备工艺流程。 

2. 熟悉中药注射剂的质量要求。 

二、实验内容 

黄芩苷注射液 

[处方] 黄芩苷 0.5g，葡萄糖 5g，注射用水 50ml。 

[仪器与试药] 分析天平、烧杯、安瓿、酒精喷灯、精密 pH 试纸、注射器、微孔滤膜、镊子、电热套、抽

滤瓶、滤纸、布氏漏斗、氢氧化钠、活性炭、无水乙醇等。 

[制法] 精密称取黄芩苷，置小烧杯中，加约 40mL 注射用水混悬，10%氢氧化钠调 pH7.3(呈棕黄色)，加入

5g 葡萄糖溶解，加注射用水至 50mL，加 0.1g 活性炭，加热微沸，放冷，抽滤，精滤，灌装(2mL/支)，熔

封。 

[功效] 清热解毒，抑菌抗炎。 

三、思考题： 

1. 葡萄糖的作用？ 

2. 以活性炭处理注射液的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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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软膏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不同类型基质软膏剂的制备方法。 

2. 了解不同类型基质对药物释放度的影响(扩散法) 

二、实验内容 

水杨酸软膏的制备 

1. 油溶性基质 

[处方] 水杨酸细粉 0.40g，凡士林 8.70g，羊毛脂 0.90g。 

[仪器与试药] 研钵、蒸发皿、水浴锅、电子天平、玻棒等。 

[制法] 称取凡士林，加入羊毛脂，置于蒸发皿中，水浴加热熔融，待温度降至 60℃左右加入水杨酸细粉，

边加边搅拌至冷凝，即得。 

2. 乳剂型基质 

[处方] 水杨酸细粉 0.40g，冰片 0.02g，单硬脂酸甘油酯 0.40g，硬脂酸 1.20g，蓖麻油 2.00g，甘油 1.00g，

三乙醇胺 0.15mL，尼泊金乙酯 0.01g，蒸馏水 5.00mL。 

[仪器与试药] 研钵、烧杯、水浴锅、分析天平、滴管、玻棒等。 

[制法] 

(1)单硬脂酸甘油酯、硬脂酸、蓖麻油、尼泊金乙酯置于干燥烧杯中，水浴加热至 80℃，使全部熔化。 

(2)甘油、三乙醇胺、水、水杨酸置于烧杯中，水浴加热至 80℃，使全部溶化。 

(3)将冰片加入(1)中溶解，迅速将(1)逐渐加入至(2)中，边加边搅拌至室温，即得。 

3. 水溶性基质 

[处方] 水杨酸细粉 0.4g，甘油 1g，甲基纤维素 1.7g，苯甲酸钠 0.01g，蒸馏水 17mL。 

[仪器与试药] 研钵、电子天平、水浴锅、滴管等。 

[制法]  

(1)将水杨酸细粉、苯甲酸钠、水混合，水浴加热(80℃以上)，使全溶。 

(2)甲基纤维素中加入甘油，置研钵中研匀 

(3)将(1)加入(2)中，研匀，即得。 

[功效] 头癣、足癣及局部角质增生。 

4. 药物释放度测定 

4.1 琼脂培养基的制备 

[处方] 琼脂 1g，林格氏液 5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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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 量取林格氏液内，置烧杯中，加入琼脂，加热煮沸溶解，加入 5ml 三氯化铁试液，混匀，趁热注入

3 个试管中(距上口 1cm 止)，冷却备用。 

4.2 将三种软膏填满试管，记录药物渗透距离，总共测定 48h。以时间为横坐标，以扩散长度为纵坐标作

图。 

基质类型 
扩散长度(mm) 

1h      2h      4h      8h      16h      24h      48h 

油脂型  

乳剂型  

水溶性  

三、思考题 

1. 中药软膏有哪些制备方法？ 

2. 根据实验结果讨论药物在不同软膏基质中的释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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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六  栓剂的制备 

一、 实验目的 

掌握热熔法制备栓剂 

二、实验内容： 

1. 紫花地丁甘油明胶栓(鸭嘴形栓) 

[处方] 紫花地丁 20g，甘油 7g，明胶 13g(如果使用未溶胀的干明胶，则只称 6.5g，加水浸泡 1h)，蒸馏水

适量。 

[仪器与试药] 电磁炉、不锈钢锅、电子天平、漏斗、鸭嘴形栓模、蒸发皿、电热套、玻棒、钢铲、脱脂棉、

液状石蜡、蒸馏水。 

[制法] 

(1)紫花地丁液制备：紫花地丁中加水煎煮，第一次加 12 倍量水，煎煮 0.5h，第二加 6 倍量水，煎煮 0.5h，

棉花过滤，合并提取液，浓缩至 10g。 

(2)含药甘油明胶制备：取明胶置于小蒸发皿中，加入甘油，水浴加热搅拌至熔融，将(1)加入至熔融的明胶

中，轻轻搅拌至明胶团块全部溶解。 

(3)将栓模用少量乙醇擦净，用脱脂棉蘸少许润滑剂(液体石蜡或植物油)涂于栓模内，将(2)注入模中，至稍

溢出模口为度，冷却成型，削去多余部分，脱膜，即得。 

[功效] 清热解毒，利湿散结，杀虫止痒。 

2. 阿司匹林栓(鱼雷形栓) 

[处方] 阿司匹林 3g，半合成脂肪酸甘油酯 6g。 

[仪器与试药] 研钵、电子天平、水浴锅、蒸发皿、鱼雷形栓模、钢铲、吐温-80、蒸馏水等。 

[制法] 取半合成脂肪酸甘油酯置干燥小蒸发皿中，水浴加热熔化，加入研细的阿司匹林粉末，搅拌均匀。

栓模中涂少许润滑剂(润滑剂为 Tween-80:水=1:5)，将含药基质注入模中，至稍溢出模口为度，冷却成型，

削去多余部分，脱膜，即得。 

[功效] 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也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牙痛、

肌肉痛、神经痛、痛经。 

三、思考题 

1. 基质中加入药物的方法有哪些？ 

2. 栓剂常用的润滑剂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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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  颗粒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掌握颗粒剂的制备流程 

二、实验内容 

感冒退热颗粒 

[处方] 大青叶 50g，板蓝根 50g，连翘 25g，拳参 25g、糖粉、糊精适量。 

[仪器与试药] 电磁炉、不锈钢锅、漏斗、三角瓶、量筒、研钵、电子天平、蒸发皿、玻棒、制粒筛、烘箱、

乙醇、蒸馏水等。 

[制法] 

(1)提取  取以上 4 味药，加水煎煮 2 次，第一次加水 1200mL，煎煮 0.5h，第二次加水 900mL，煎煮 0.5h，

以纱布(或棉花)过滤，合并提取液，浓缩至 1∶1。 

(2)醇沉  将浓缩液放冷至室温，加入等量乙醇，加盖，静置 1 周。 

(3)浓缩  将水提醇沉液过滤，浓缩至 25g，得清膏。 

(4)制粒  取糖粉和糊精按 3∶1.25 混合均匀，清膏、糖粉、糊精按 1∶3∶1.25 比例加入清膏，混匀，制软

材，过 14 目筛制粒，60～80℃干燥，14 目筛整粒，即得。 

[功效] 清热解毒，疏风解表。 

三、思考题： 

1. 颗粒剂通常做哪些质量控制项目？ 

2. 颗粒剂处方中的挥发性成分应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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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八  滴丸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掌握滴丸的制备工艺(滴制法)。 

二、实验内容 

苏冰滴丸 

[处方] 苏合香 1g，冰片 2g，PEG-6000 7g 

[仪器与试药] 电子天平、蒸发皿、水浴锅、大量筒、滴管、玻棒、滤纸、液状石蜡等。 

[制法] 

(1)大量筒中加入液体石蜡，外壁以冰水浴冷却，作为冷却柱。 

(2)取 PEG-6000 置于蒸发皿中，于水浴上加热至全部熔融，加入苏合香和冰片，搅拌至熔化。 

(3)以滴管吸取熔融含药基质，调节滴口与液状石蜡液间的距离约为 2cm，控制滴速滴制，待滴丸完全冷却

后，取出滴丸，摊于滤纸上，擦去表面吸附着的液体石蜡，装于瓶中，即得。 

[功效] 芳香开窍，理气止痛，用于胸闷、心绞痛、心肌梗塞等及冠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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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九  蜜丸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掌握蜜丸的制备方法(塑制法)。 

二、实验内容 

大山楂丸 

[处方] 山楂 20g，六神曲(炒)3g，麦芽(炒)3g，中蜜 26g。 

[仪器与试药] 电子天平、蒸发皿、烧杯、电热套、香油等。 

[制法]  

(1)将以上三味药粉碎成细粉，过 7 号筛(100 目)，混匀。 

(2)将中蜜加热至沸，与上述细粉混合均匀，制成丸块。 

(3)搓丸条，制丸，每丸重 9g。(如果丸块较粘，可在手上少涂一点香油) 

[功效] 开胃消食，主治食积内停所致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脘腹胀闷。 

三、思考题 

塑制法制备蜜丸时，一般性药粉，燥性药粉，粘性药粉其用蜜量、炼蜜程度、和药用蜜温度应怎样掌握？ 



 14 

实验十  散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各类散剂的制备方法； 

2. 熟悉等量递增法与打底套色法。 

二、实验内容 

1. 益元散 

[处方] 滑石粉 10g，甘草 1.7g，朱砂 0.5g。 

[仪器与试药] 分析天平、药匙、研钵、药筛等。 

[制法] 取少量滑石粉饱和研钵表面能，将朱砂置研钵中，以等量递增法加入滑石粉，研匀倒出，取甘草置

研钵中，再以等量递增法加入上述混合物，研匀。 

[功效] 祛暑，清暑利湿，主治感受暑湿，身热心烦，口渴喜饮，小便短赤。 

2. 养阴生肌散 

[处方] 雄黄 0.62g，人工牛黄 0.15g，青黛 0.93g，龙胆草 0.62g，黄柏 0.62g，黄连 0.62g，煅石膏 0.62g，

甘草 0.62g，冰片 0.62g，薄荷冰 0.62g。 

[仪器与试药] 分析天平、药匙、研钵、药筛等。 

[制法] 

(1)将各药材粉碎，过 120 目筛。 

(2)将黄连、黄柏、龙胆草、甘草置研钵中，套研均匀，倾出。 

(3)将雄黄置研钵中，加煅石膏研磨均匀，倾出。 

(4)取青黛置研钵中，研匀，倾出。 

(5)将冰片、薄荷冰放入研钵中，轻研，研匀后依次加入青黛，人工牛黄、雄黄-煅石膏混合粉，每加入一

种药都要充分研匀。 

(6)再将黄连等四味药的混合粉加入，研匀，至颜色均匀，装瓶，即得。 

[功效] 用于复发性口疮。 

三、思考题 

等量递增法的混合原则？ 



 15 

实验十一  片剂的制备及质量检查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中药半浸膏片的制备工艺 

2. 掌握片剂常规质量检查方法 

二、实验内容 

1. 穿山莲片的制备 

[处方] 穿心莲饮片 40g，穿心莲粉 16g(100 目)，滑石粉适量(1%) 

[仪器及试药] 电磁炉、不锈钢锅、漏斗、量筒、蒸发皿、烧杯、药匙、电子天平、制粒筛、单冲式压片机、

蜂蜜或淀粉浆、蒸馏水等。 

[制法] 

(1)提取  穿心莲饮片加水提取，第一次加 10 倍量水，煎煮 30min，第二次加 6 倍量水，煎煮 30min，以纱

布或棉花过滤，合并滤液，浓缩至 15g。 

(2)制粒  浓缩液加入至穿心莲粉中，制软材，14 目筛制颗粒，70℃干燥 30min，14 目筛整粒，称重，按

重量的 1%加入滑石粉。 

(3)压片  单冲式压片机压片，片重 300mg。 

[功效] 清热解毒，凉血消肿，用于邪毒内盛，感冒发烧，咽喉肿痛，口舌生疮，顿咳劳嗽，泄泻痢疾，热

淋涩痛，痈肿疮疡，毒蛇咬伤。 

2. 片剂的质量检查 

[仪器及试药] 分析天平、崩解仪、片剂硬度计、脆碎仪、蒸馏水等。 

2.1 外观  应光洁圆整。 

2.2 重量差异  取 20 片，精称总重，计算平均片重，准确称量各片的重量，计算每片的片重与平均片重差

异的百分率。 

100%
 


平均片重

平均片重片重
重量差异

－
 

平均重量 重量差异限度 

<0.3g ±7.5% 

>0.3g ±5% 

2.3 崩解时限  取 6 片，置于崩解仪中，如有 1 片不能完全崩解，另取 6 片复试。 

片剂类型 崩解时限(min) 

素片 15 

全粉末片 30 

浸膏、半浸膏片、糖衣片 60 

2.4 硬度  将药片立于两个压板之间，沿直径方向徐徐加压，刚刚破碎时的压力即为该片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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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脆碎度  每次试验取供试品若干片使供其总重量约为 6.5g；平均片重大于 0.65g 的供试品，取样品 10

片进行试验。用吹风机吹去脱落的粉末，精密称重，置圆筒中，转动 100 次。取出，同法去除粉末，精密

称重，按下述标准进行判定。 

(1)未检出断裂、龟裂或粉碎片，且其减失重量未超过 1%时，判为符合规定。   

(2)减失重量超过 1%，但未检出断裂、龟裂或粉碎片的供试品，应另取供试品复检 2 次。3 次试验的平均

减失重量未超 1%时，且未检出断裂、龟裂或粉碎片时，判为符合规定；3 次试验的平均减失重量超过 1%

时，判为不符合规定。  

(3)如检出断裂、龟裂及粉碎片的供试品，即判为不符合规定。 

三、思考题 

1. 如何计算中药半浸膏片片重？ 

2. 复方半浸膏片处方中含芳香性药材，应如何设计制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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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二 片剂溶解速率（溶出度）测定 

一、目的要求 

1. 掌握固体制剂（片剂、丸剂、胶囊剂）溶出度的测定原理、方法与数据处理。 

2. 熟悉溶出度的意义，溶出度测定仪的使用方法。 

3. 了解溶出仪的基本结构与性能 

二、实验内容 

牛黄解毒片中黄芩苷溶出度的测定 

1．比较 E 值的测定  取样品 10 片，精密称定，计算出平均片重(W )，将称定的片剂研细，再精密称取相

当于W 的量，置 1000ml 容量瓶中，加入人工胃液至刻度，混匀，放于 37℃±0.5℃水浴中，不时振摇，浸

渍 24 小时，取样，滤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 276nm 处测定吸收度 E 值。 

2．样品 Ei 值的测定  取温度为 37℃±0.5℃的人工胃液 1000ml，倒入圆底烧杯中，调节转篮转速为每分

钟 100 转，将精密称重的药片一片(W1)放在转篮内，以人工胃液接触药片开始计时，每隔 10 分钟取样一次

(取样位置固定在转篮正中，距杯壁不小于 1cm 处)，每次取样 10ml，并立即补充新鲜人工胃液 10ml 于圆

底烧杯中。取出的样品液滤过后用紫外分光光度计于 276nm 处测定吸收度 Ei值。 

三、实验数据处理 

1. 实验数据记录  牛黄解毒片实验结果记入表中，并计算百分溶出量和残留待溶量。 

表   牛黄解毒片中黄芩苷溶出度测定数据及计算结果 

取样时间(min)       空白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Ei 

百分溶出量（％） 

残留待溶量（％） 

[注] 百分溶出量(％)= %100
EW

EiW

i

；残留待溶量(％)=1—百分溶出量。 

2. 作溶出曲线图  以百分溶出量为纵坐标，溶出时间为横坐标用普遍坐标纸作图，绘制溶出曲线。 

四、思考题 

1. 固体制剂进行体外溶出度测定有何意义？哪些药物进行溶出度测定？ 

2. 影响溶出度测定结果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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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三  膜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掌握膜剂的制备流程。 

二、实验内容 

养阴生肌膜 

[处方] 养阴生肌散 1g，PVA-1788 5g，甘油 1mL，Tween-80 0.2g，蒸馏水 35mL。 

[仪器及试药] 烧杯、水浴锅、分析天平、玻棒、玻璃板、脱脂棉、液状石蜡、乙醇等。 

[制法] 

(1) PVA 胶液的制备  取 5g PVA-1788，置于小烧杯中，加 35mL 水，浸泡 20min，80℃水浴加热，时时搅

拌，使之溶解，补齐蒸馏水至 40g。 

(2)制膜浆  取养阴生肌散置研钵中研细，滴加甘油和 Tween-80，研匀，缓慢加入 PVA 胶液研匀，将研匀

的膜浆倒入烧杯中，置于水浴中，静置脱气 20min。 

(3)涂膜  取干燥洁净玻璃板(5×20cm)，以脱脂棉沾少量 75%乙醇擦拭，晾干，玻璃板上均匀涂上少许液

体石蜡，取膜浆 5mL，滴在玻璃板上，摊匀，50℃烘干。 

[功效] 用于复发性口疮。 

三、思考题 

PVA 在使用前应做如何处理？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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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四  包合物的制备及验证 

一、实验目的 

掌握饱和水溶液法制备包合物的工艺及验证方法 

二、实验内容 

薄荷油 β-环糊精包合物 

[处方] β-环糊精 4g，薄荷油 1mL。 

[仪器与试药] 具塞三角瓶、磁力搅拌机、滴管、抽滤瓶、滤纸、布氏漏斗、乙醇等。 

[制法] 称取 β-环糊精 4g，加 50mL 水，置三角瓶中，加热溶解，降温至 50℃，滴加薄荷油 1mL，搅拌 1.5h，

冷冻 1h。过滤，用 5mL 乙醇分三次洗涤滤饼，置干燥器中干燥。 

[验证] 取 β-环糊精包合物 0.5g，加 95%乙醇 2mL，振摇，过滤，得样品 a；取少量薄荷油，加 95%乙醇

2mL 溶解，得样品 b；TLC 展开剂：石油醚-乙酸乙酯(85:15)；显色剂：1%香草醛-硫酸溶液，105℃烘至

斑点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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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十五 中药制剂的剂型设计与处方优选 

    每学期老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验设计进行筛选，最终选出设计方案合理、操作可行、实验材料又能够

满足的实验进行。通过丰富而又新颖的设计性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拓展学生的实验设计思路，提

高学生的实验技能，巩固学生对中药药剂学知识的掌握。 

设计性实验一 中药制剂提取工艺优化 

    中药提取是中药制剂的基本操作，是中药新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为加深学生对中药提取研究过

程的理解，提高学生分析思考题，解决思考题的能力，调动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探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开设了本设计实验。 

    实验形式 由教师选择一方药处方，提前布置实验设计。要求每一个学生根据处方中药物性质及临床

用途，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结合所学知识，设计该方药的提取工艺正交试验的优化方案，并确定以某一有

效成分为指标的定量测定方法，写出设计方案，交设计方案。经教师汇总，总结，制定实验方案。每一大

组做一正交实验、使学生掌握中药提取优化设计方法及正交设计实验及其数据处理方法。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正交试验设计在中药提取工艺研究中的应用及数据处理方法。 

2. 以黄连解毒汤为例，熟悉中药提取工艺设计原则。 

二、实验内容 

黄连解毒汤提取工艺优选 

某一医院制剂室需大量制备黄连解毒汤，处方如下: 

[处方] 黄连1500g、黄芩1000g、黄柏1000g、栀子1500g 

[功能与主治] 泻火解毒，用于三黄火热证。 

[仪器与试药] 球形烧瓶、球形冷凝管、电热套、量筒、容量瓶、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天平；黄连、黄芩、

黄柏、栀子、小檗碱对照品、蒸馏水、色谱甲醇、色谱乙腈、磷酸、三乙胺。 

三、实验要求 

1. 请根据处方，药物的性质，查阅文献资料，以正交试验设计黄连解毒汤的提取工艺优选方案案，选定试

验的因素及水平，选用合适的正交表。在正交试验中应以何种成分为测定指标?请说明理由。 

2. 如要将黄连解毒汤制成颗粒剂，该如何设计提取工艺?请写出提取方案及测定指标。 

3. 要求写出书面设计报告，经教师归纳总结后，进行正式实验。 

设计性实验二  片剂的处方设计及其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不同类型片剂辅料的选择、制备方法与基本工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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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单冲压片机的基本结构、使用和保养。 

二、实验内容 

学生自主从《中国药典》或《部颁标准》中选择适宜的中药成方制剂，查阅文献，自拟片剂处方及工艺。 

[仪器及试药] 不锈钢煎煮锅、电磁炉、布氏滤斗、抽滤饼、循环水真空泵、蒸发皿、制粒筛、分析天平、

压片机、片剂硬度计、崩解仪；药物粉末，蔗糖，淀粉，卡波姆-936，焦亚硫酸钠，亚硫酸钠，乳糖，微

晶纤维素，硬脂酸，羟丙甲基纤维素，聚维酮，Tween-80，Span-80，交联羟甲基纤维素钠，羟甲基纤维素

钠，十二烷基硫酸钠，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硬脂酸镁，滑石粉，PEG-2000，PEG-4000，PEG-400，单硬

脂酸甘油酯，乙醇，泊洛沙姆，普朗尼克 F-68，聚乙烯(40)硬脂酸酯(S-40)，LE 包衣粉，50%乙醇。 

三、实验要求 

写出书面设计报告，经教师归纳总结后，定购实验物资，进行正式实验。实验由教师统一指导、学生分组

独立操作。 

设计性实验三  贴膏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贴膏剂的制备方法、操作关键及其注意事项； 

2. 熟悉贴膏剂的质量评定方法。 

二、实验内容 

学生自主从《中国药典》或《部颁标准》中选择适宜的中药成方制剂，查阅文献，自拟贴膏剂处方及工艺。 

[仪器及试药] 生橡胶、松香、氧化锌、凡士林、羊毛脂、植物油、液体石蜡、玻璃纸、无纺布、平纹白布、

旋盖玻璃瓶、电动搅拌机等。 

三、实验要求 

写出书面设计报告，经教师归纳总结后，定购实验物资，进行正式实验。实验由教师统一指导、学生分组

独立操作。 

设计性实验四  胶囊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掌握硬胶囊剂的制备过程及手工填充硬胶囊的方法。 

2. 掌握硬胶囊剂的制剂通则检查。 

二、实验内容 

学生自主从《中国药典》或《部颁标准》中选择适宜的中药成方制剂，查阅文献，自拟胶囊剂处方及工艺。 

[仪器及试药] 空胶囊、胶囊板、玻璃板、天平、称量纸、药匙、纱布、手套、酒精棉球、药物粉末等。 

三、实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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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书面设计报告，经教师归纳总结后，定购实验物资，进行正式实验。实验由教师统一指导、学生分组

独立操作。 

设计性实验五  眼用制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学习无菌操作法及无菌操作柜的使用方法，掌握滴眼剂的制备方法。 

2. 掌握滴眼剂的质量要求。 

二、实验内容 

学生自主从《中国药典》或《部颁标准》中选择适宜的中药成方制剂，查阅文献，自拟眼用制剂处方及工

艺。 

[仪器及试药] 无菌操作柜、垂熔玻璃漏斗、塑料眼药瓶或玻璃眼药瓶及其橡胶帽、烧杯、玻璃棒、天平、

量杯、灭菌器、蒸锅；玻尿酸、硼砂、硼酸、尼泊金乙酯、无水磷酸二氢钠、无水磷酸氢二钠、乙醇等。 

三、实验要求 

写出书面设计报告，经教师归纳总结后，定购实验物资，进行正式实验。实验由教师统一指导、学生分组

独立操作。 

设计性实验六  纳米粒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学习纳米粒的制备方法。 

2. 掌握纳米粒的质量要求。 

二、实验内容 

学生自选中药材，制备提取物，查阅文献，自拟纳米粒处方及工艺。 

[仪器及试药] 天平、旋转蒸发器、循环水多用真空泵；药材、卵磷脂、单硬脂酸甘油酯、吐温-80 等。 

三、实验要求 

写出书面设计报告，经教师归纳总结后，定购实验物资，进行正式实验。实验由教师统一指导、学生分组

独立操作。 

设计性实验七  靶向制剂的制备 

一、实验目的 

1. 学习靶向制剂的制备方法。 

2. 熟悉靶向制剂靶向性的评价方法。 

二、实验内容 

学生自主从《中国药典》或《部颁标准》中选择适宜的中药成方制剂，或选择某单味药材或有效部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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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文献，自拟靶向制剂的处方及工艺。 

[仪器及试药] 高压均质机，铁粉，各类乳化剂等。 

三、实验要求 

写出书面设计报告，经教师归纳总结后，定购实验物资，进行正式实验。实验由教师统一指导、学生分组

独立操作。 

设计性实验八  中药生物利用度的测定 

一、实验目的 

1. 学习中药生物利用度的测定方法。 

2. 掌握药代动力学相关参数的计算方法。 

二、实验内容 

学生自选某中成药或中药有效部位，查阅文献，设计生物利用度试验。 

[仪器及试药] 溶出仪、大鼠、小鼠、蠕动泵、紫外分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谱仪等。 

三、实验要求 

写出书面设计报告，经教师归纳总结后，定购实验物资，进行正式实验。实验由教师统一指导、学生分组

独立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