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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月 30 日 

 

清肺宁嗽颗粒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清肺宁嗽颗粒 
曾用名称：保肺宁嗽颗粒 
汉语拼音：Qingfei Ningsou Keli 

【成    份】熊胆粉、玄参、金银花、细辛、五味子、胆南星、苦杏
仁、槲寄生。 

【性    状】本品为灰棕色至棕褐色颗粒，气微腥，味甜而苦。 
【功能主治】清肺化痰，利咽止咳。用于痰热所致的咳嗽痰稠、咽痛、

咳痰不利；急慢性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急慢性
咽炎等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0.93g。 
【用法用量】温开水冲服。一日 2 次，一次 15g，饭后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小儿、孕妇忌服。 

2、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忌烟、酒及辛辣、油腻食物。 

2、服药期间不宜同时服用滋补药。 
3、风寒咳嗽者、脾胃虚寒者不宜使用。 
4、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 
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7、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 
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    藏】 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 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15g。 
【有 效 期】 24 个月。 
【执行标准】 滇 ZJGF-407-2019 
【批准文号】 滇药制字（Z）20082555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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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9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金水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金水丸 
汉语拼音：Jinshui Wan 

【成    份】麦冬、生地黄、山药、茯苓、泽泻、牡丹皮、紫丹参、

五味子、紫菀（蜜）、桑白皮（蜜）、地骨皮、苦杏仁、

枳壳、黄芩、法半夏、麻黄（蜜）、陈皮、甘草。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至棕色浓缩水丸，气微香，味微苦。 
【功能主治】滋阴润燥，止咳平喘。用于阴虚肺燥所致的干咳少痰， 

或痰中带血，口咽干燥，气短喘促，潮热颧红等。 
【规    格】每 24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68g）。 
【用法用量】温开水送服。一日 3 次，一次 5g，儿童酌减。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忌与川乌、制川乌、草乌、制草乌、附子等乌头类中药

同用。 
【注意事项】1、忌食烟、酒及辛辣、油腻等食物。 

2、小儿、年老体弱者、孕妇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26-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66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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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川贝清热止咳颗粒说明书 
本品含硼砂，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川贝清热止咳颗粒 
曾用名称：清热止咳颗粒 
汉语拼音：Chuanbei Qingre Zhike Keli 

【成    份】麻黄、苦杏仁、石膏、川贝母、冰片、桑白皮（蜜）、
地骨皮、 青黛、 硼砂、茯苓、陈皮、法半夏、桑叶（蜜）、
甘草。  

【性    状】本品为浅灰色至灰绿色颗粒，气辛香，味甜微苦。 
【功能主治】宣肺清热，止咳平喘。用于痰热犯肺所致的咳嗽痰黄，

口干等；急性支气管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0.72g。 
【用法用量】温开水冲服。一日 3 次，一次 15g，儿童酌减或遵医嘱。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孕妇、哺乳期妇女、婴儿忌服。 
【注意事项】 1、使用本品 3 天症状未缓解应停药并立即就医。 

2、本品每袋含硼砂 0.225g，严格按用法用量服用，不
宜长期服用。 
3、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4、不宜与含川乌、草乌、附子的药品同时服用。 
5、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
下使用。 
6、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7、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8、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    藏】密闭，防潮。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15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08-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0050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4- 
 

核准日期：2008 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8月 20 日 
 

清肺止咳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清肺止咳合剂 
汉语拼音：Qingfei Zhike Heji 

【成    份】麻黄、石膏、苦杏仁、桔梗、前胡、浙贝母、竹茹、芦
根、黄芩（酒）、桑白皮（蜜）、款冬花（蜜）、紫菀
（蜜）、炙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清热化痰，宣肺平喘。用于痰热蕴肺所致的咳嗽，咯吐

黄痰等。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50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脾胃虚寒者不宜使用。 

2、忌食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3、风寒感冒者不适用，表现为发热畏冷、肢凉、流清
涕，咽不红者。 
4、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6、请将此药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7、不宜与含川乌、草乌、附子、海藻、芫花、大戟、
甘遂的药品同用。 
8、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9、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36-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97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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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健脾养肝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健脾养肝丸 
汉语拼音：Jianpi Yanggan Wan 
【成    份】 山药、白术（麸炒）、北沙参、银柴胡、白芍、茯苓、

薏苡仁、砂仁、乌药、黄芩、乌梅、山楂、陈皮、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黄色至棕色水丸，气微香，味微甜。 
【功能主治】健脾和胃，疏肝理气，调畅气机。用于脾胃虚弱，肝郁

气滞所致的纳差，肋痛，泻泄等。 
【规    格】每 22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0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g。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外感现恶寒发热，头痛，鼻塞流涕，咳嗽咽痒等症
时不宜服用。 
3、脾胃湿热，症见腹痛，硬满，呕吐，下痢或便秘，
发热者禁用。 
4、小儿，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28-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64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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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4 月 23 日 

 

调中健胃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调中健胃合剂 
汉语拼音：Tiaozhong Jianwei Heji 

【成    份】苍术（麸炒）、厚朴、陈皮、木香、神曲、谷芽、麦芽、
法半夏、草豆蔻、黄芩（酒）、柴胡（醋）、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香、味
苦。 

【功能主治】燥湿和胃，行气宽中。用于湿阻中焦所致的胃脘饱闷，
腹胀疼痛，纳呆食少等。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47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与含川乌、草乌、附子的药品同时服用。 
3、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4、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5、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22-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98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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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日 

 

十味消渴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十味消渴丸 
曾用名称：降糖丸 
汉语拼音：Shiwei Xiaoke Wan 

【成    份】太子参、山药、黄芪、麦冬、天花粉、桑叶、知母、生
地黄、葛根、紫丹参。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至棕色水丸，气香，味微甜。 
【功能主治】养阴清热，益气活血。用于气阴两虚，郁热内蕴所致的

口干口渴、消瘦、多汗、乏力、多尿等。 
【规    格】每 18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23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一次 10g。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感冒发热忌服。 

2、忌辛辣、香燥、甜腻食物。 
3、脾胃虚寒，症见腹痛、畏寒、泄泻者慎用。 
4、心脏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严重者应在医师指 
导下服用。 
5、不宜与含藜芦、川乌、草乌的药品同用。 
6、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7、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8、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20-2019 
【批准文号】 滇药制字（Z）20082561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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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9 月 8日 
修订日期：2019年 7月 30日 
 

通脉降浊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通脉降浊丸 
曾用名称：通脉降脂丸 
汉语拼音：Tongmai Jiangzhuo Wan 

【成    份】三七、紫丹参、山楂、黄芪、灵芝、制何首乌、枸杞子、

当归、 川芎、 赤芍、益母草、水蛭、泽泻、决明子、

荷叶。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至棕色水丸，气香，味微苦。 
【功能主治】活血通脉，行滞化浊。用于气滞血瘀、痰浊不化所致的

头晕、头痛、肢体麻木；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见上

述证候者。 
【规    格】每 22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16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g。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肝功能不全者或肝生化指标异常者禁用。 

2、孕妇禁用。 
3、已知有本品或组方药物肝损伤个人史的患者不宜使

用。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外感表现为恶寒发热，头痛，鼻塞流涕，咳嗽咽痒

等症不宜服用。 
3、本品含制何首乌，不宜长期超量服用，避免与肝毒

性药物同时使用，注意监测肝功能。 
4、老年人、肝病史者或肝病家族史者慎用。 
5、哺乳期妇女服药期间应选择停止哺乳或停止使用本

品。 
6、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

下使用。 



-9- 
 

7、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8、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9、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11、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89-2019 
【批准文号】 滇药制字（Z）2008256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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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蠲痹颗粒说明书 
本品含有白附片，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蠲痹颗粒 
汉语拼音：Juanbi Keli 

【成    份】白附片、川芎、赤芍、桂枝、麻黄、细辛、羌活、独活、
狗脊、透骨草、海桐皮、海风藤、石凤丹、苍术（麸炒）、
薏苡仁、五加皮、甘草。 

【性    状】本品为浅黄棕色至黄棕色颗粒，气微香，味甜、微苦。 
【功能主治】温经散寒，祛风除湿，消肿止痛。用于风寒湿邪所致的

关节疼痛、肢体麻木，遇寒加重，得热则缓；风湿性关
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14g。 
【用法用量】温开水冲服。一次 15g，一日 3 次。十五天为一疗程。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热性病症忌用，服药期间忌食生、冷、酸味食品。 

2、本品含白附片、桂枝、薏苡仁，孕妇慎用或在医师
指导下使用。 
3、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不宜与含半夏、瓜蒌、天花粉、贝母、白蔹、白及、
藜芦、石脂、犀角的药品同用。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15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88-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54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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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桂附痛舒颗粒说明书 
本品含有白附片和制草乌，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桂附痛舒颗粒 
曾用名称：痛风消颗粒 
汉语拼音：Guifu Tongshu Keli 

【成    份】白附片、制草乌、黄芪、防己、桂枝、白术、川芎、茯
苓、牛膝、羌活、独活、秦艽、海桐皮、薏苡仁、细辛、
淫羊藿、生姜、大枣、甘草。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的颗粒，气香，味甜，微苦。 
【功能主治】益气温阳，除湿止痛。用于阳气不足、寒湿痹阻所致的

痹病，症见关节疼痛、屈伸不利、遇寒则甚、得热则缓；
痛风性关节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2.02g。 
【用法用量】开水冲服。一日 3 次，一次 1 袋，饭后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服药期间忌食生、冷及酸味食品。 

2、本品含白附片、制草乌、桂枝、牛膝、薏苡仁，孕
妇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不宜与含半夏、瓜蒌、天花粉、贝母、白蔹、白及、
石脂、藜芦、海藻、大戟、芫花、甘遂、犀角的药品同用。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15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3-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0054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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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十味痛舒洗液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十味痛舒洗液 
曾用名称：痛风清洗液 
汉语拼音：Shiwei Tongshu Xiye 

【成    份】苦参、金荞麦、黄柏、虎杖、皂角刺、蒺藜、蛇床子、
透骨草、红花、枯矾。 

【性    状】本品为棕黄色至棕色的液体，有少许沉淀，气辛。 
【功能主治】清热除湿，消肿止痛。用于湿邪痹阻所致的关节红肿热

痛；痛风性关节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1.05g。 
【用法用量】外用。药液 50ml，兑温热水 1000~1500ml 泡洗局部，一

日 2 次，一次 30 分钟，药水可重复使用 2 日。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本品为外用清洗剂，切忌内服。 

2、仅供清洗无破损皮肤。 
3、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5、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7、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闭，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或玻璃瓶包装，（1）每瓶装 100ml，（2）每瓶

装 200ml。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21-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0053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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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9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年 5月 27日 
 

参附健心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参附健心胶囊 
汉语拼音：Shenfu Jianxin Jiaonang 
曾用名称：强心胶囊 

【成    份】黄芪、白附片、人参、桂枝、龙血竭、益母草、三七、
泽兰、桑白皮（蜜）、葶苈子、五加皮、车前子、枳实
（麸炒）。 

【性    状】本品为胶囊剂，内容物为土红色至棕红色颗粒和粉末，
气微香，味苦、微甜。 

【功能主治】益气温阳，活血利水。用于心阳不振，气血瘀阻所致的
心悸、气短、胸闷、小便短少、肢体浮肿等；慢性心力
衰竭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粒装 0.4g（相当于饮片 1.33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一次 4 粒。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忌生冷、饮料、酸冷食物。 

2、外感发热者不宜服用。 
3、本品含白附片、桂枝、龙血竭、益母草、三七、枳
实，孕妇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不宜与含半夏、瓜蒌、贝母、白蔹、白及、藜芦、
石脂、五灵脂、犀角的药品同用。 
7、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VC 硬片和药用铝箔泡罩包装，每盒装 24 粒。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40-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69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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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9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年 6月 19日 
 

丹七活血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丹七活血胶囊 
曾用名称：丹七胶囊 
汉语拼音：Danqi Huoxue Jiaonang 

【成    份】紫丹参、三七。 
【性    状】本品为胶囊剂，内容物为浅黄棕色至黄棕色颗粒和粉末，

气香，味苦、微甜。 
【功能主治】活血化瘀。用于血瘀气滞所致的心胸痹痛，经期腹痛。 
【规    格】每粒装 0.4g（相当于饮片 0.75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一次 2-3 粒。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服药期间忌食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等食物。 

2、外感期间停服。 
3、本品含三七、紫丹参，孕妇慎服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6、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7、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VC 硬片和药用铝箔泡罩包装，每盒装 24 粒。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42-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68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单位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15- 
 

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4 月 23 日 
 

淋清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淋清合剂 
汉语拼音：Linqing Heji 

【成    份】黄芩、黄柏、萹蓄、瞿麦、龙胆、连翘、大黄、栀子、
车前子、淡竹叶、灯心草、甘草。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
苦。 

【功能主治】清热利湿通淋。用于湿热下注所致的尿急，尿频，尿痛
等。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34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孕妇忌用。 
【注意事项】 1、虚证慎用。 

2、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4、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6、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31-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96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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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通石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通石合剂 
汉语拼音：Tongshi Heji                        

【成    份】金钱草、海金沙、鸡内金、瞿麦、石韦、滑石、车前子、
萹蓄、猪鬃草、 

枳壳、紫丹参、白茅根、牛膝、杜仲（盐）、王不
留行、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清热利湿，通淋排石。用于湿热下注所致的血尿，尿频，

尿急，尿痛等；泌尿系统结石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73g。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禁    忌】1、孕妇忌服。 

2、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服辛辣刺激性食物。 

2、过敏体质者慎用。 
3、哺乳期妇女、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需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5、请将此药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不宜与含藜芦、海藻、芫花、甘遂、大戟的药品同用。 
7、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8、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32-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95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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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清利石淋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清利石淋合剂 
曾 用 名称：排石合剂 
汉语拼音：Qingli  Shilin  Heji 

【成    份】金钱草、海金沙、滑石粉、石韦、王不留行、猪鬃草、
苘麻子、金樱子、蝉蜕、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清热利湿，通淋排石。用于湿热蕴结所致的腰腹疼痛、

尿频、尿急、尿痛、口苦口干等；泌尿系结石、胆结石
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36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服药期间忌辛辣油腻品。 

2、本品含王不留行，孕妇慎服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5、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7、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35-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94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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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复方天麻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复方天麻丸 
汉语拼音：Fufang Tianma Wan 
【成    份】天麻、蕤仁、藁本、防风、白芷、川芎、独活、法半夏、 

白芍、 桂枝、 茯苓、陈皮、大枣、生姜、炙甘草。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至棕色水丸，气微香，味微苦。 
【功能主治】祛风除湿，散寒止痛。用于寒湿痹阻所致的头痛。 
【规    格】每 20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19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g。温开水送服。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忌辛辣、油腻、生冷食物。 

2、外感风热头痛不宜服用。 
3、本品含桂枝，孕妇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不宜与含川乌、草乌、附子、石脂、海藻、大戟、
芫花、甘遂的药品同用。 
6、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7、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8、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7-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56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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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补肾调经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补肾调经丸 

曾用名称：调经养颜丸 

汉语拼音：Bushen Tiaojing Wan 

【成    份】熟地黄、制何首乌、阿胶、山茱萸、巴戟天（盐）、菟

丝子（盐）、人参、白术、当归、皂角刺、益母草、路

路通、砂仁。 
【性    状】本品为棕色至棕褐色水丸，气微香，味微苦。 
【功能主治】补肾，养血，调经。用于妇女肾虚血亏、气血衰弱所致

的月经不调，早衰，更年期综合症等。 
【规    格】每 20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20g）。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10g，一日 2 次。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孕妇忌服。 

2、已知有本品或何首乌肝损伤个人史的患者不宜使用。 
3、肝功能不全者禁用。 

【注意事项】1、服药期间忌酸、冷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感冒类中成药。 
3、实热证、外感或便溏、泄泻者不宜服用。 
4、本品含制何首乌，不宜长期超量服用，避免与肝毒

性药物同时使用，注意监测肝功能。 
5、老年人、肝病史者或肝病家族史者慎用。 
6、哺乳期妇女服药期间应选择停止哺乳或停止使用本

品。 
7、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

下使用。 
8、不宜与含藜芦、五灵脂的药品同用。 
9、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10、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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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12、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8-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60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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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祛风清热散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祛风清热散 
曾用名称：妇爽散 
汉语拼音：Qufeng Qingre San 

【成    份】苦参、金荞麦、黄柏、蛇床子、乌梅、白鲜皮、百部。 
【性    状】本品为棕黄色带有部分植物纤维的粉末，气微。 
【功能主治】祛风清热，解毒杀虫。用于湿热下注引起的外阴瘙痒，

白带浓稠；霉菌性阴道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g。 
【用法用量】 外用，一日 1-2 次，取 30g，白布包，入盆中加水约 1000ml，

煮沸约 5 分钟后，先熏后洗或遵医嘱。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月经期禁用。 
【注意事项】 1、外用药品，切忌内服。 

2、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4、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9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6-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76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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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妇科如意散说明书 
本品含有生草乌，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妇科如意散 
汉语拼音：Fuke Ruyi San 

【成    份】大黄、黄柏、姜黄、白芷、生草乌、樟脑、山奈、石菖
蒲、甘草。 

【性    状】本品为姜黄色细粉，具樟脑气味。 
【功能主治】解毒消肿，祛瘀通络。用于瘀毒内结所致的少腹痛、癥

瘕、带下异常、痛经；慢性盆腔炎炎性包块、子宫内膜
异位症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g。 
【用法用量】取 50g（1/2 袋），用水调成糊状，加 10ml 白酒或酸醋

包小腹，夜包晨取，详遵医嘱。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孕妇忌用。 

2、本品含生草乌，严禁内服。 
【注意事项】1、本品含生草乌，误服后立即就医。 

2、月经期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10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9-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78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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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雄黄八味散说明书 
本品含雄黄，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雄黄八味散 
曾用名称：妇康散 
汉语拼音：Xionghuang Bawei San 

【成    份】苦参、金荞麦、黄柏、乌梅、花椒、苦楝皮、雄黄、枯矾。 
【性    状】 本品为桔黄色至橙红色带有部分植物纤维的粉末，气辛。 
【功能主治】祛风燥湿，杀虫。用于湿毒虫蕴所致的外阴瘙痒，白带

清稀；滴虫性阴道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g。 
【用法用量】 外用。一日 1~2次，取 30g，白布包，入盆中加水约1000ml，

煮沸 5 分钟后先熏后洗，详遵医嘱。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 1、孕妇、妇女经期禁用。 

2、对雄黄及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外用制剂，切忌内服，误服后立即就医。 

2、本品含雄黄，易氧化成三氧化二砷，切忌长时间煮
沸或暴露于空气中加热、暴晒。 
3、过敏体质者慎用。 
4、不可长期使用。 
5、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
下使用。 
6、哺乳期妇女使用本品时应停止哺乳。 
7、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8、不宜与含水银、朱砂、轻粉、红粉的中药同用。 
9、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9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7-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77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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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温肾散结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温肾散结合剂 
曾用名称：乳块消合剂 
汉语拼音：Wenshen Sanjie Heji 

【成    份】淫羊藿、肉苁蓉、鹿角霜、山茱萸、紫丹参、桃仁、莪
术、海藻、香附（醋）、郁金、薏苡仁、白术（麸炒）、
茯苓。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温补肾阳，软坚散结。用于肾阳不足，冲任失调所致的

形寒肢冷，腰膝酸软，乳房包块等；乳腺小叶增生见上
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57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孕妇忌用。 
【注意事项】 1、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2、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3、将此药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4、不宜与含藜芦、甘草、丁香的药品同用。 
5、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6、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25-2019 
【批准文号】 滇药制字（Z）20081889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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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疏肝散结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疏肝散结合剂 
曾用名称：乳核消合剂 
汉语拼音：Shugan Sanjie Heji 

【成    份】柴胡、郁金、香附（醋）、川芎、紫丹参、莪术、赤芍、
海藻、鹿角霜、肉苁蓉、白术（麸炒）、茯苓、天冬。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疏肝理气，调摄冲任，软坚散结。用于肝郁气滞，冲任

失调所致的胸胁胀痛，乳房包块等。乳腺增生病，乳房
肿块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54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孕妇忌用。 
【注意事项】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与含丁香、甘草、藜芦的药品同时服用。 
3、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4、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5、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29-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90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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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清骨消刺颗粒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清骨消刺颗粒 
汉语拼音：Qinggu Xiaoci Keli 

【成    份】紫丹参、黄芪、杜仲（盐）、续断、当归、红花、枸杞
子、茯苓、远志（制）、天麻、全蝎、蜈蚣、金铁锁、
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黄色颗粒，气微香，味甜、微苦。 
【功能主治】活血化瘀，通络止痛，补益肝肾。用于瘀血阻滞、肝肾

不足所致的颈肩疼痛，手臂麻木，头晕耳鸣；颈椎病等
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15g。 
【用法用量】温开水冲服。一日 2 次，一次 15g。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感冒、孕妇忌服。 

2、对蜈蚣及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服药期间忌酸、冷。 

2、严重肝病、肾病患者慎用。 
3、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过敏体质者慎用。 
6、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7、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15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2-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5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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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 2008 年 4 月 30日 
修订日期： 2019 年 7 月 30日 
 

补肾健骨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补肾健骨合剂 
汉语拼音：Bushen Jiangu Heji 

【成    份】紫丹参、黄芪、杜仲（盐）、续断、当归、红花、枸杞子、
茯苓、远志（制）、天麻、全蝎、蜈蚣、金铁锁、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黄色液体，有少量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益气补肾，活血祛风，强筋健骨。用于瘀血阻滞、肝肾

不足所致的颈肩疼痛，手臂麻木，头晕耳鸣；颈椎病等
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34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 1、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2、感冒患者、孕妇禁用。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严重肝病、肾病患者慎用。 
3、儿童和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系统的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不宜与含海藻、大戟、芫花、甘遂的药品同时服用。
5、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7、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 100mL。 
【有 效 期】12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26-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88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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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骨痹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骨痹合剂 
汉语拼音：Gubi Heji 

【成    份】独活、羌活、桑寄生、当归、红花、紫丹参、苍术（麸
炒）、细辛、杜仲（盐）、桂枝、全蝎、地龙、蜈蚣、
薏苡仁、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黄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祛风除湿，活血通络，补益肝肾。用于风寒湿邪阻滞、

肝肾不足所致的腰腿痛、四肢关节疼痛；风湿性关节炎、
软组织疼痛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43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孕妇禁用。 

2、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感冒患者不宜服用。 

2、服药期间忌酸、冷。 
3、严重肝病、肾病患者慎用。 
4、儿童和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系统的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7、长期服用本品应定期检查肝肾功能，若发现异常应
立即停药。 
8、不宜与含藜芦、石脂的药品同用。 
9、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04-2019 
【批准文号】 滇药制字（Z）20081887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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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紫连膏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紫连膏 
曾用名称：黄金万红膏 
汉语拼音：Zilian Gao 

【成    份】紫草、地黄、黄连、当归、虎杖、蒲公英、龙胆、黄芩、
黄柏、紫花地丁、白蔹、冰片。 

【性    状】本品为紫红色均匀细腻的软膏，具冰片香气。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祛腐生肌。用于烫伤、烧伤、婴儿红臀属热

毒内盛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0.3g。 
【用法用量】外用。取适量涂擦患处，一日数次，详遵医嘱。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对冰片及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外用药品，切忌内服。 

2、感染伤口和分泌物多应遵医嘱使用。 
3、过敏体质者慎用。 
4、孕妇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
下使用。 
5、哺乳期妇女用于乳房时应停止哺乳。 
6、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7、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避光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药膏盒包装，每盒装 2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6-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71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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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芩楼软膏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芩楼软膏 
曾用名称：痤疮膏 
汉语拼音：Qinlou Ruangao 

【成    份】黄芩、重楼、黄柏、黄连、大黄、龙胆、莪术、蒲公英、
茵陈、广藿香、金银花、桂枝、冰片、硫磺。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至棕色软膏，具冰片香气。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除湿散结。用于湿热内蕴所致的痤疮。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0.54g。 
【用法用量】外用。清洁面部后取适量敷于面部，约 25 分钟后洗去，

详遵医嘱。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对冰片、硫磺、酒精及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外用药品，切忌内服。 

2、洁面后使用本品效佳，敷面后应洗净本品。 
3、过敏体质者慎用本品。 
4、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不宜与含朴硝、石脂的药品同用。 
7、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    藏】密封，避光，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药膏盒包装，每盒装 10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3-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73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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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祛风利湿颗粒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祛风利湿颗粒 
曾用名称：止痒解毒颗粒 
汉语拼音：Qufeng Lishi Keli 

【成    份】绿豆、黑豆、赤小豆、金荞麦、蒺藜、白鲜皮、地肤子、
茵陈、苦参、 乌梅、槟榔、蜈蚣、乌梢蛇。 

【性    状】本品为浅黄棕色至黄棕色颗粒，气微香、微腥，味甜、
微苦。 

【功能主治】清热利湿，祛风通络，解毒止痒。用于皮肤瘙痒、湿疹、
丘疹性荨麻疹、过敏性皮炎属风湿夹毒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09g。 
【用法用量】温开水冲服。一日 3 次，一次 15g。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孕妇禁用。 

2、对蜈蚣、乌梢蛇及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脾胃虚弱者出现腹胀、纳呆、便溏慎用。 

2、过敏体质者慎用。 
3、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15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4-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51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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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芩连解毒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芩连解毒丸 
曾用名称：解毒靓肤丸 
汉语拼音：Qinlian Jiedu Wan 
【成    份】黄连、黄芩（酒）、茵陈、桑白皮、制何首乌、生地黄、

枇杷叶、牡丹皮、赤芍、泽泻、金荞麦、山楂（焦）。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至棕色浓缩水丸，气微香，味微苦。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除湿消肿。用于湿热毒邪蕴结皮肤所致的酒

糟鼻；痤疮，脂溢性皮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8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2.09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5g。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肝功能不全者禁用。 

2、孕妇禁用。 
3、已知有本品或组方药物肝损伤个人史的患者不宜使用。 

【注意事项】1、本品含制何首乌，不宜长期超量服用，避免与肝毒性 
药物同时使用，注意监测肝功能。 
2、老年人、肝病史者或肝病家族史者慎用。 
3、哺乳期妇女服药期间应选择停止哺乳或停止使用本品。 
4、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6、服药期间忌食荤腥油腻、生冷辛辣食物及烟酒。 
7、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8、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9、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10、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4-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65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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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凉血解毒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凉血解毒丸 
汉语拼音：Liangxue Jiedu Wan 

【成    份】生地黄、金荞麦、黄芩（酒）、牡丹皮、赤芍、苦参、
龙胆、 白鲜皮、 蒺藜、地肤子、车前子、荆芥。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至棕色浓缩水丸，气微香，味苦。 
【功能主治】清热除湿，祛风止痒。用于湿热蕴肤所致的湿疹、荨麻

疹、日光性皮炎、皮肤瘙痒等。 
【规    格】每 20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2.12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3 次，一次 5g。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忌烟、酒及辛辣、油炸、海鲜等食物。 

2、在服药期间不宜同时服用滋补中成药。 
3、本品含牡丹皮，孕妇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年老体弱者、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
性研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6、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7、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8、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闭，防潮。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5-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67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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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7月 30日 
 

复方龙胆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复方龙胆合剂 
汉语拼音：Fufang Longdan Heji 

【成    份】龙胆、酒黄芩、车前子、苦参、火把花根、金荞麦、千
里光、乌梢蛇。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液体，有少量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清热利湿，解毒止痒。用于湿热型急性湿疹、药疹、带

状疱疹、糜烂性龟头炎等。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44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 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孕妇、虚寒证忌用。 

2、对乌梢蛇及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忌烟、酒及辛辣、油腻食物。 

2、服药期间不宜同时服用滋补药。 
3、风寒咳嗽者不宜用。 
4、过敏体质者慎用。 
5、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6、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7、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8、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0-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79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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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7月 30日 
 

芩楼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芩楼合剂 
曾用名称：痤疮合剂 
汉语拼音：Qinlou Heji 

【成    份】黄芩（酒）、黄连、枇杷叶、桑白皮、蒲公英、重楼、
生地黄、牡丹皮、皂角刺、蜈蚣。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清热凉血，解毒消肿。用于肺胃热盛所致的痤疮。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52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孕妇禁用。 
【注意事项】1、脾胃虚寒者慎用。 

2、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4、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6、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06-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8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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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8月 20日 

 

凉血止痒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凉血止痒合剂 
汉语拼音：Liangxue Zhiyang Heji 

【成    份】紫草、生地黄、牡丹皮、赤芍、黄芩（酒）、荆芥、制
何首乌、 黄芪、 蒺藜、僵蚕、火把花根、千里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清热凉血，祛风止痒。用于血热型荨麻疹、湿疹、神经

性皮炎、皮肤瘙痒等。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79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肝功能不全者或肝生化指标异常者禁用。 

2、孕妇禁用。 
3、已知有本品或组方药物肝损伤个人史的患者不宜使用。 

【注意事项】1、虚寒证忌用。 
2、本品含制何首乌，不宜长期超量服用，避免与肝毒 
性药物同时使用，注意监测肝功能。 
3、老年人、肝病史者或肝病家族史者慎用。 
4、目前尚无系统的儿童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儿童需 
在医师指导下慎用。 
5、哺乳妇女服药期间应选择停止哺乳或停止使用本品。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7、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8、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32-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80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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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祛风止痒散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祛风止痒散 
汉语拼音：Qufeng Zhiyang San 

【成    份】苦参、花椒、茵陈、透骨草、蛇床子、百部、黄柏、苍
耳子。 

【性    状】本品为棕黄色至浅棕色带部分植物纤维的粉末，气辛凉。  
【功能主治】祛风清热，杀虫止痒。用于湿热蕴结或虫毒蕴肤所致的

疥疮、皮肤瘙痒、慢性湿疹等。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g。 
【用法用量】外用。将 40g 倒入盆中，加 1000-1500ml 沸水浸泡片刻，

洗患部。一日 40g，洗 2 次，一次 20 分钟。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外用药品，切忌内服。 

2、洗敷时药汁不宜过烫，以免烫伤或加重病情。 
3、渗出物多者不宜用。 
4、儿童、哺乳期妇女、孕妇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4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5-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79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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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润肤止痒散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润肤止痒散 
汉语拼音：Runfu Zhiyang San 

【成    份】广藿香、香薷、茵陈、透骨草、乌梅、蒲公英、大黄。 
【性    状】本品为黄绿色至浅黄棕色带部分植物纤维的粉末，气微

香。  
【功能主治】清热，除湿，止痒。用于湿热蕴肤所致的干燥型手足癣、

红斑鳞屑性皮肤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g。 
【用法用量】外用。取 40g 倒入盆中，加 1000-1500ml 沸水浸泡片刻，

洗患部。一日 40g，洗 2 次，一次 20 分钟。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外用药品，切忌内服。 

2、洗敷时药汁不宜过烫，以免烫伤或加重病情。 
3、渗出物多者不宜用。 
4、儿童、哺乳期妇女、孕妇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4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23-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80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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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燥湿止痒散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燥湿止痒散 
曾用名称：消炎止痒散 
汉语拼音：Zaoshi Zhiyang San 

【成    份】苦参、龙胆、白头翁、透骨草、虎杖、重楼、大黄。 
【性    状】本品为浅棕黄色至棕黄色带部分植物纤维的粉末，气微

辛。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燥湿止痒。用于湿热毒邪所致的急性湿疹、

脓皮病、水疱型手足癣。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g。 
【用法用量】外用。取 40g 倒入盆中，加 1000-1500ml 沸水浸泡片刻，

洗患部。一日 2 次，一次 40g，一次洗 20 分钟。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外用药品，切忌内服。 

2、洗敷时药汁不宜过烫，以免烫伤或加重病情。 
3、渗出物多者不宜用。 
4、儿童、哺乳期妇女、孕妇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4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24-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81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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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外 

养血祛风散说明书 
本品含有生白附子，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养血祛风散 
曾用名称：祛斑面膜 
汉语拼音：Yangxue Qufeng San 

【成    份】当归、白芷、生白附子、白芍、竹叶防风、香附、白及、
白薇、白术、桃仁、小玉竹、茯苓、桂枝、绿豆。 

【性    状】本品为浅棕色细粉，气香。 
【功能主治】活血通络，养血祛风。用于气血失和、瘀血阻络所致的

黄褐斑。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g。 
【用法用量】外用。遵医嘱，洁面、按摩后取 40g 用开水加少许橄榄

油调成糊状，敷面 20 分钟后洗去。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 1、本品含生白附子，严禁内服。 

2、对生白附子及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本品含生白附子，误服后应立即就医。 

2、每次敷面时间不宜超过 30 分钟。 
3、过敏体质者慎用。 
4、儿童、哺乳期妇女、孕妇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4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2-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8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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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月 30 日 
 

调肝养颜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调肝养颜合剂 
曾用名称：祛斑合剂 
汉语拼音：Tiaogan Yangyan Heji 

【成    份】女贞子、墨旱莲、玉竹、白芍、肉苁蓉、紫丹参、玫瑰
花、水蛭、冬瓜子、柴胡（醋）。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滋补肝肾，疏肝解郁，化瘀祛斑。用于肝肾不足或气血

失和所致的黄褐斑。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58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孕妇禁用。 
【注意事项】 1、热毒症忌用。 

2、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4、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7、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00-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81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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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7月 30日 
 

解毒散结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解毒散结合剂 
曾用名称：消疣合剂 
汉语拼音：Jiedu Sanjie Heji 

【成    份】麻黄、桃仁、薏苡仁、板蓝根、木贼、重楼、白芥子、
香附（醋）、白芷、紫丹参、柴胡、莪术、赤芍、牡蛎、
鸡内金。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
苦。 

【功能主治】活血化瘀，利湿解毒，软坚散结。用于气血凝滞、风热
毒侵于肌肤所致的扁平疣，荨常疣；传染性软疣及尖锐
湿疣的辅助治疗。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96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孕妇禁用。 
【注意事项】 1、哺乳期妇女、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2、儿童需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3、请将此药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4、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5、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6、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02-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84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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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月 30 日 
 

参芪鼻舒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参芪鼻舒胶囊 
曾用名称：鼻敏爽胶囊 
汉语拼音：Shenqi Bishu Jiaonang 

【成    份】黄芪、白术（麸炒）、防风、太子参、益智仁、麻黄、
细辛、 荆芥、柴胡、苍耳子、白芷、蝉蜕、全蝎、五味
子、乌梅、甘草 。 

【性    状】本品为胶囊剂，内容物为浅棕色至棕色颗粒和粉末，气
芳香，味微酸苦、微麻。 

【功能主治】益气固表，宣肺通窍。用于气虚、肺窍不利所致鼻鼽，
症见鼻痒、喷嚏、流清涕、鼻塞等；过敏性鼻炎见上述
证候者。 

【规    格】每粒装 0.4g(相当于饮片 1.13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一次 3~4 粒。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2、孕妇禁用。 
【注意事项】1、忌食烟、酒及辛辣、油腻等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成药。 
3、过敏体质者慎用。 
4、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不宜与含海藻、大戟、甘遂、芫花、藜芦的药品同用。 
6、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7、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    藏】密封。 
【包    装】药用 PVC 硬片和药用铝箔泡罩包装，每盒装 24 粒。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01-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005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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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通鼻消涕颗粒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通鼻消涕颗粒 
汉语拼音：Tongbi Xiaoti Keli 

【成    份】黄芪、金银花、蒲公英、败酱草、茵陈、桔梗、葛根、
皂角刺、白芷、天花粉、苍术（麸炒）、薏苡仁、广藿
香、甘草。 

【性    状】本品为浅黄棕色至黄棕色颗粒，气香，味甜、微苦。 
【功能主治】益气通窍，清热解毒。用于气虚、痰热内蕴所致的鼻塞、

流黄稠涕、头痛等；鼻窦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1.10g。 
【用法用量】开水冲服。一次 15g，一日 2 次。餐后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本品含薏苡仁、天花粉，孕妇慎服或在医师指导下 

使用。 
2、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品。 
3、脾胃虚寒，症见腹痛，喜暖、泄泻者慎用。 
4、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不宜与含川乌、草乌、附子、海藻、大戟、芫花、
甘遂的药品同用。 
6、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7、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8、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15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1-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53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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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知石利咽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知石利咽合剂 
曾用名称：咽炎消合剂 
汉语拼音：Zhishi Liyan Heji 

【成    份】知母、石膏、法半夏、厚朴、茯苓、生地黄、麦冬、地
骨皮、紫苏梗、佛手、牛膝、浙贝母、僵蚕、桔梗。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
苦。 

【功能主治】清热养阴，理气利咽。用于虚火喉痹所致的咽痛咽干、
咽部异物感；慢性咽炎，返流性咽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46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饭后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湿热症忌用。 

2、本品含牛膝，孕妇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5、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7、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03-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91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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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8 年 8 月 30 日 
 

臭灵丹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臭灵丹合剂 
汉语拼音：Choulingdan Heji 

【成    份】臭灵丹、橙皮酊。辅料：蔗糖、尼泊金、苯甲酸钠。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香，味

甜，微苦、涩。 
【功能主治】抗菌消炎。用于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扁桃体炎、咽峡炎、

腮腺炎等。 
【规    格】每瓶装 100ml。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一次 20ml。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糖尿病患者禁服。 
【注意事项】 1、忌烟、酒、辛辣、鱼腥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孕妇慎用，儿童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4、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5、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7、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放置通风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100ml/瓶。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医院制剂检验手册》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036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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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7月 30日 

 

六味龙竭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六味龙竭胶囊 
曾用名称：复方光明胶囊 
汉语拼音：Liuwei Longjie Jiaonang 

【成    份】龙血竭、水蛭、土鳖虫、地龙、川芎、冰片。 
【性    状】本品为胶囊剂。内容物为土红色至红褐色颗粒和粉末，

气辛，味微苦。 
【功能主治】活血化瘀，通络明目。用于瘀血阻滞所致的视瞻昏渺，

视物不明或昏花；视网膜静脉阻塞、眼底出血见上述证
候者。 

【规    格】每粒装 0.4g（相当于饮片 0.59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一次 4~6 粒。餐后 2 小时温开水送服。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孕妇忌服。 

2、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等食物。 

2、外感期间停服。 
3、有药物过敏史者或过敏体质者慎服。 
4、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VC 硬片和药用铝箔泡罩包装，每盒装 24 粒。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09-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0051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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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珍珠光明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珍珠光明丸 
汉语拼音：Zhenzhu Guangming Wan 

【成    份】熟地黄、桑椹、枸杞子、珍珠、沙苑子、三七、川芎、
薏苡仁、砂仁。 

【性    状】本品为棕色至棕褐色水丸，气微香，味微苦。 
【功能主治】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用于肝血不足、肾精亏虚所致的

视瞻昏渺、丹翳内障；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视疲
劳、老年性白内障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8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37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一次 10g，餐后 2 小时盐开水送服，

儿童酌减或遵医嘱。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风火上目及实热者不宜服用。 

2、忌烟、酒及辛辣、油腻等食物。 
3、本品含三七、薏苡仁，孕妇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6、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7、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8-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63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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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7月 30日 
 

三仁解毒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三仁解毒合剂 
汉语拼音：Sanren Jiedu Heji 

【成    份】苦杏仁、薏苡仁、豆蔻、粉萆薢、黄柏（盐）、茵陈、
苍术（麸炒）、金银花、黄芩、荆芥（炒）、蝉蜕。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清热除湿，解毒明目。用于病毒性角膜炎，结膜炎、视

网膜水肿、视神经炎属湿热不化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37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脾胃虚寒及气虚疮疡脓清者慎用。 

2、本品含薏苡仁，孕妇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5、将此药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7、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91-2019 
【批准文号】 滇药制字（Z）20081893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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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8月 20日 
 

加味知柏地黄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加味知柏地黄合剂 
汉语拼音：Jiawei Zhibai Dihuang Heji 

【成    份】生地黄、知母、黄柏（盐）、山茱萸、泽泻、茯苓、牡
丹皮、金银花、红花、蝉蜕、黄芩（酒）。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滋阴清热。用于阴虚火旺所致的目赤肿痛、视物不明；

病毒性角膜炎、结膜炎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44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本品含红花和牡丹皮，孕妇慎服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2、虚寒性病证患者不适用，其表现为怕冷，手足凉，
喜热饮。 
3、不宜和感冒类药同时服用。 
4、哺乳期妇女、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5、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6、请将该药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7、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该药品前请咨询医师或
药师。 
8、该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39-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9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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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日期：2018 年 11 月 5 日 
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外 

冬青软膏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冬青软膏 
汉语拼音：Dongqing Ruangao 
曾用名称：冬青膏 

【成    份】水杨酸甲酯（冬绿油）、薄荷脑。辅料为白凡士林。 
【性    状】本品为类白色至淡黄色均匀细腻软膏，气芳香，有清凉
感。 
【适 应 症】 增加推拿治疗时的透热及消炎镇痛效果，润滑保护皮肤。 
【规    格】复方。 
【用法用量】局部外用。取适量涂于患处，作为递质进行推拿。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对本品过敏者，皮肤破溃和开放性伤口禁用。 
【注意事项】 1、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2、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慎用。 
3、避免接触眼睛及其他黏膜（如口、鼻等）。 
4、避免用于破损及糜烂的皮肤和开放性伤口。 
5、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用。  
6、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7、请将此药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药物相互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
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理作用】本品外用具有局部消炎、止痒、消肿及止痛作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每盒装 25g，药用药膏盒包装。 
【有 效 期】24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129-2018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H）2008257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光华街 120号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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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6 月 19 日 

外 

四黄软膏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四黄软膏 
汉语拼音：Sihuang Ruangao 

【成    份】大黄、黄连、黄柏、黄芩、冰片。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至棕色软膏，具冰片香气。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用于湿热下注所致的痔疮、肛裂、

肛漏、肛周肿痛或瘙痒、大便带血；肛管炎见上述证候
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0.15g。 
【用法用量】外用，涂搽患处，详遵医嘱。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对冰片或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外用药品，切忌内服。 

2、本品含冰片，孕妇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过敏体质者慎用。 
4、儿童、年老体弱者、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
性研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6、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7、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软管包装，每支装 25g。 
【有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41-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70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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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8 年 8 月 30 日 

外 

盐酸黄连素软膏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盐酸黄连素软膏 
汉语拼音：Yansuan Huangliansu Ruangao 

【成    份】盐酸黄连素。辅料为液状石蜡、羊毛脂、凡士林。 
【性    状】本品为黄色均匀细腻的软膏。 
【功能主治】抗菌消炎。适用于皮肤化脓性创伤及痔疮。 
【规    格】2% 
【用法用量】外用，涂搽患处，详遵医嘱。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对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外用药品，切忌内服。 

2、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4、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6、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闭，避光凉处保存。 
【包    装】药用药膏盒包装，每盒装 2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医院制剂检验手册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777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54- 
 

核准日期：2008年 9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年 7月 30日 
 

灵芝益肾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灵芝益肾丸 
曾用名称：灵芝益寿丸 
汉语拼音：Lingzhi Yishen Wan 
【成    份】灵芝、制何首乌、桑椹、人参、黄芪、淫羊藿、枸杞子、 

三七、 黄精（酒）、当归、砂仁。  
【性    状】本品为棕色至棕褐色水丸，气微香，味微甜。 
【功能主治】滋补肝肾，益气养血。用于肝肾不足或气血亏虚所致的

脱发，头晕健忘，神疲乏力，失眠多梦，腰膝酸软等。 
【规    格】每 18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36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g，饭前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 1、肝功能不全者或肝生化指标异常者禁用。 

2、孕妇禁用。 
3、已知有本品或组方药物肝损伤个人史的患者不宜使

用。 
【注意事项】 1、忌生冷、油腻食物。 

2、脾胃虚弱，症见腹胀、纳呆、便溏者慎用。 
3、本品含制何首乌，不宜长期超量服用，避免与肝毒

性药物同时使用，注意监测肝功能。 
4、老年人、肝病史者或肝病家族史者慎用。 
5、哺乳期妇女服药期间应选择停止哺乳或停止使用本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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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儿童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需在医师指导

下使用。 
7、不宜与含藜芦、五灵脂的药品同用。 
8、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9、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11、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80g；（2）16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9-2019 
【批准文号】 滇药制字（Z）20082558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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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9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培正扶生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培正扶生丸 
汉语拼音：Peizheng Fusheng Wan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至棕色水丸，气特异，味微苦。 
【成    份】黄芪、白术、黄精（酒）、三七、败酱草、仙鹤草、薏

苡仁、甘草。 
【功能主治】扶正祛邪。用于病后体弱，倦怠乏力，烦热口渴，食欲

不振，大便溏泄及肿瘤放疗、化疗后粒细胞减少的辅助

治疗。 
【规    格】每 25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20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g。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本品为病后体虚而病未愈者所用。凡疾病急性期及兼 

有外感发热、咳嗽等症，不宜服用。 
2、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3、小儿、孕妇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60g；（2）14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25-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57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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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8月 20 日 
 

补血益气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补血益气合剂 
汉语拼音：Buxue Yiqi Heji 

【成    份】三七（熟）、当归、枸杞子、炙黄芪、炙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至红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

微，味微苦。 
【功能主治】益气补血。用于气血两虚所致的面色萎黄、气短乏力、

精神倦怠、月经量少；营养不良性贫血，失血性贫血见
上述证候的辅助治疗。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23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饭后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忌烟、酒、生、冷。 

2、服药期间不宜同时服用行气类药物。 
3、感冒，湿热症，实热证者不宜使用。 
4、本品含三七（熟），孕妇慎用或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6、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7、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8、不宜与含甘遂、大戟、海藻、芫花的药品同时服用。 
9、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10、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34-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900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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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8月 20日 
 

扶正排毒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扶正排毒合剂 
汉语拼音：Fuzheng  Paidu  Heji 

【成    份】黄芪、白术、党参、茯苓、法半夏、山药、制何首乌、

泽泻、熟地黄、山茱萸、杜仲（盐）、枸杞子、牡丹皮、

大黄、紫丹参、车前子、益母草、薏苡仁、甘草。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

苦。 
【功能主治】健脾益肾，活血利水。用于脾肾两虚、水瘀交阻所致的

恶心呕吐，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全身乏力，浮肿等；

肾功能衰竭见上述证候的辅助治疗。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81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肝功能不全者或肝生化指标异常者禁用。 

2、孕妇禁用。 
3、已知有本品或组方药物肝损伤个人史的患者不宜使用。 

【注意事项】1、忌不易消化食物。 
2、感冒发热病人不宜服用。 
3、本品含制何首乌，不宜长期超量服用，避免与肝毒

性药物同时使用，注意监测肝功能。 
4、老年人、肝病史者或肝病家族史者慎用。 
5、目前尚无系统的儿童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儿童需

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6、哺乳妇女服药期间应选择停止哺乳或停止使用本品。 
7、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8、不宜与含川乌、草乌、附子的药品同用。 
9、请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0、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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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31-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899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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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9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蛤蚧兴阳丸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蛤蚧兴阳丸 
汉语拼音：Gejie Xingyang Wan 
【成    份】蛤蚧、鹿茸、仙茅、淫羊藿、菟丝子（盐）、蛇床子、

九香虫、枸杞子、柴胡、黄柏（盐）、金樱子、蜂房、

蜈蚣。 
【性    状】本品为棕色水丸，气微腥，味微苦。 
【功能主治】补肾定喘，益精纳气。用于肾阳不足所致的阳痿、早泄、 

遗精、滑精、腰膝酸痛、虚痨喘咳等。 
【规    格】每 20 丸重 1g（每 1g 相当于饮片 1.03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g，淡盐水送服。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孕妇、小儿禁用。 
【注意事项】 1、忌生冷、油腻食物。 

2、实热证不宜服用。 
3、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4、请将本品放置至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E 瓶包装，每瓶装（1）60g；（2）140g。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27-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59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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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12 年 12 月 1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柴丹振阳颗粒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柴丹振阳颗粒 
汉语拼音：Chaidan Zhenyang Keli 

【成    份】丹参、醋滇柴胡、白芍、枳壳、远志（制）、蛇床子、
淫羊藿、山茱萸、郁金、花椒、五味子、蜂房、鹿角胶、
蜈蚣。 

【性    状】本品为浅棕色至棕色的颗粒，气香，味甜、微苦。 
【功能主治】疏肝解郁，益肾活血。用于肝郁肾虚所致的情志抑郁、

胸胁胀满、腰膝酸软、头晕耳鸣；阳痿病、遗精病见上
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g 相当于饮片 0.65g。 
【用法用量】开水冲服。一日 3 次，一次 1~2 袋。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1、孕妇忌用。 

2、对蜈蚣及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服药期间忌饮酒及忌食狗肉、羊肉、煎炸和辛辣食 

物； 
2、过敏体质者慎用。 
3、不宜在服药期间服用其他滋补性药品。 
4、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不宜与含藜芦的药品同用。 
7、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闭，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 15g。 
【有 效 期】24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10-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12000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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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12 年 12 月 1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芪蛭通窍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芪蛭通窍胶囊 
曾用名称：前列通窍胶囊 
汉语拼音：Qizhi Tongqiao Jiaonang 

【成    份】黄芪、水蛭、菟丝子（盐）、乌药、益智仁、肉桂、川
牛膝。 

【性    状】本品为胶囊剂，内容物为棕色的颗粒和粉末，气辛香，
味甜微苦。 

【功能主治】益气补肾，祛瘀通窍。用于肾虚血瘀、水道不利所致的
排尿不畅、夜尿增多、尿频尿急、小腹会阴胀痛、腰膝
酸软、阴囊湿冷等症；前列腺增生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粒装 0.38g（相当于饮片 1.25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3~4 粒。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 1、孕妇禁用。 

2、对水蛭和本品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1、服药期间忌酒及辛辣食物。 

2、过敏体质慎用。 
3、儿童、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资料，
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将本品放置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不宜与含石脂的药品同用。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贮    藏】密封，置阴凉干燥处。 
【包    装】药用 PVC 硬片和药用铝箔泡罩包装，每盒装 24 粒。 
【有 效 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05-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120001A 
【配制单位】 
单位名 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 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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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清肺润燥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清肺润燥合剂 
汉语拼音：Qingfei Runzao Heji 

【成    份】桑叶、淡豆豉、蝉蜕、栀子、苦杏仁、枇杷叶（蜜）、
浙贝母、南沙参、麦冬、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清肺润燥，辛凉宣透。用于治疗风热初起之感冒咳嗽，

风燥伤肺所致咳嗽，进食辛辣香燥之物所致咳嗽。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57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1 岁以下一次 5~10ml；1 岁~3 岁一次

20~30ml；3岁~6岁一次30~40ml；6岁~9岁一次40~50ml；
9 岁以上一次 6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成药。 

2、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3、风寒感冒患者不宜服用。 
4、儿童必须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 
5、不宜与含川乌、草乌、附子、藜芦的药品同时服用。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7、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24-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908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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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宣肺平喘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宣肺平喘合剂 
汉语拼音：Xuanfei Pingchuan Heji 

【成    份】麻黄、苦杏仁、石膏、瓜蒌皮、川贝母、桔梗、天竺黄、
芦根、地龙、黄芩（酒）、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宣肺泄热，止咳平喘。用于小儿外感风热或肺热所致的

身热不解，咳逆气急，鼻扇痰鸣，口渴思饮，有汗或无
汗，舌苔薄白或黄，脉浮滑而数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74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1 岁以下一次 5~10ml，1 岁~3 岁一次

20~30ml，3岁~6岁一次30~40ml，6岁~9岁一次40~50ml，
9 岁以上一次 6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4、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不宜与含川乌、草乌、附子、海藻、大戟、芫花、
甘遂的药品同用。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7、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33-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903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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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镇咳平喘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镇咳平喘合剂 
汉语拼音：Zhenke Pingchuan Heji 

【成    份】 紫苏子、葶苈子、莱菔子、麻黄绒（蜜）、青礞石、百
部、瓜蒌皮、冬瓜子、芦根、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降气涤痰，镇咳平喘，用于小儿痰壅气逆所致咳嗽或气

喘，痰多。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65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1 岁以下一次 5~10ml；1 岁~3 岁一次

20~30ml；3岁~6岁一次30~40ml；6岁~9岁一次40~50ml；
9 岁以上一次 6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4、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不宜与含草乌、川乌、附子、海藻、大戟、芫花、
甘遂的药品同用。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7、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30-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905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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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清化痰热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清化痰热合剂 
汉语拼音：Qinghua Tanre Heji 

【成    份】芦根、苦杏仁、冬瓜子、薏苡仁、桑白皮（蜜）、地骨
皮、枇杷叶（蜜）、黄芩（酒）、桃仁、南沙参、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清肺化痰。用于小儿肺热所致的咳嗽，痰黄难咯或白粘

稠，喉间痰声漉漉，大便不畅，甚则胸痛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70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1 岁以下一次 5~10ml；1 岁~3 岁一次

20~30ml；3岁~6岁一次30~40ml；6岁~9岁一次40~50ml；
9 岁以上一次 6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4、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5、不宜与含藜芦、海藻、大戟、芫花、甘遂的药品同
用。 
6、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7、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34-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906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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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4月 30日 
修订日期：2019年 4月 23日 
 

理肺祛痰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理肺祛痰合剂 
汉语拼音：Lifei Qutan Heji 

【成    份】麻黄绒（蜜）、荆芥、桔梗、苦杏仁、百部、紫菀（蜜）、
款冬花（蜜）、 
陈皮、白前、炙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止咳化痰。用于小儿外感初起之咳嗽、咳痰不爽，或伴

恶寒。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59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1 岁以下一次 5~10ml，1 岁~3 岁一次

20~30ml，3岁~6岁一次30~40ml，6岁~9岁一次40~50ml，
9 岁以上一次 6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药。 
3、糖尿病严重者及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肾病等
慢性病严重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4、服药期间，若患者发热体温超过 38.5℃，或出现喘
促气急者，或咳嗽加重、痰量明显增多者应去医院就诊。 
5、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6、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7、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323-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902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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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平肝清心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平肝清心合剂 
汉语拼音：Pinggan Qingxin Heji 

【成    份】栀子（炒）、淡豆豉、蝉蜕、夏枯草、赭石（煅）、乌
梅炭、浮小麦、小枣、竹茹、焦山楂、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至红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
微，味苦。 

【功能主治】平肝清心，除烦止汗。用于小儿心肝火旺所致的烦躁易
怒，揉眉擦眼，吮指齘齿，夜寐不安，惊惕多哭，目红
多眵，小便短赤，出汗等；佝偻病初期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72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1 岁以下一次 5~10ml；1 岁~3 岁一次

20~30ml；3岁~6岁一次30~40ml；6岁~9岁一次40~50ml；
9 岁以上一次 6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成药。 

2、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3、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4、不宜与含海藻、大戟、芫花、甘遂的药品同用。 
5、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6、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40-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907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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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 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 2019 年 8 月 20 日 
 

健脾益肾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健脾益肾合剂 
汉语拼音：Jianpi Yishen Heji 

【成    份】熟地黄、山药、山茱萸、黄芪、党参、白术（麸炒）、
茯苓、砂仁、益智仁、牛膝、杜仲（盐）、鹿角霜、黄
精（酒）、石菖蒲、炙甘草。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健脾益肾，温补下元。用于小儿脾肾两虚所致的面色㿠

白，夜尿频多，纳呆便溏，五迟五软；佝偻病见上述证
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53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1 岁以下一次 5~10ml，1 岁~3 岁一次

20~30ml，3岁~6岁一次30~40ml，6岁~9岁一次40~50ml，
9 岁以上一次 6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感冒及一切实证忌服。 

2、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3、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4、不宜与含藜芦、海藻、大戟、芫花、甘遂的药品同
用。 
5、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6、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100ml/瓶。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37-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904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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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4 月 30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8 月 20 日 
 

健脾养肝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健脾养肝合剂 
汉语拼音：Jianpi Yanggan Heji 

【成    份】白芍、白术（麸炒）、黄芪、银柴胡、北沙参、黄精（酒）、
鹿角霜、苍术（麸炒）、茯苓、白扁豆（炒）、砂仁、
龙骨（煅）、五味子、炙甘草、小枣。 

【性    状】本品为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微，味苦。 
【功能主治】健脾养肝，固肾壮骨。用于小儿脾弱肝旺所致的纳呆食

少，多汗，面色少华，夜啼不宁，五迟五软；佝偻病初
期、中期，反复呼吸道感染及病后初愈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59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1 岁以下一次 5~10ml，1 岁~3 岁一次

20~30ml，3岁~6岁一次30~40ml，6岁~9岁一次40~50ml，
9 岁以上一次 60ml，摇匀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感冒发热及实热证忌服或停服。 
【注意事项】 1、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2、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3、不宜与含藜芦、海藻、大戟、芫花、甘遂的药品同
用。 
4、如正在服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5、药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服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 100mL。 
【有 效 期】12 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38-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1901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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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年 9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年 8月 20日 
 

黄芪口服液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黄芪口服液 
汉语拼音：Huangqi Koufuye 

【成    份】黄芪。 
【性    状】本品为黄棕色液体，放置后有少量沉淀析出，气香，味

甜，微苦、涩。 
【功能主治】 益气固表，止汗。用于气虚所致的神疲乏力、自汗等症。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0.67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2 次，一次 10ml，早晚服用。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 1、忌油腻食物。 

2、感冒病人不宜服用。 
3、热毒证、湿热证、阴虚火旺证不宜单独服用。 
4、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6、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7、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8、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药用 PP 瓶包装，每瓶装（1）10ml；（2）100ml。 
【有 效 期】12个月。 
【执行标准】滇 ZJGF-433-2019 
【批准文号】滇药制字（Z）20082574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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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2008 年 9 月 8 日 
修订日期：2019 年 7 月 30 日 
 

蒲公英合剂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制剂名称】 
通用名称：蒲公英合剂 
汉语拼音：Pugongying Heji 

【成    份】蒲公英。 
【性    状】棕色液体，有少量摇之易散的沉淀，气香，味微咸、苦

涩。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用于热毒内蕴所致的咽痛、咳嗽、皮肤疮疖；

上呼吸道感染见上述证候者。 
【规    格】每 1ml 相当于饮片 1g。 
【用法用量】口服，一日 3 次，一次 10-15ml，服时摇匀。 
【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禁    忌】尚不明确。 
【注意事项】1、忌烟酒、辛辣、鱼腥食物。 

2、本品每 100ml 含蔗糖约 8g，糖尿病患者慎用或遵医
嘱。 
3、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目前尚无用药安全性研究
资料，需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4、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服用。 
5、请将本品放置到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6、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
师。 
7、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贮    藏】 密封，置阴凉处。 
【包    装】 药用 PP 瓶包装，（1）每瓶装 100ml，（2）每瓶装 10ml。 
【有 效 期】 12 个月。 
【执行标准】 滇 ZJGF-422-2019 
【批准文号】 滇药制字（Z）20082575A 
【配制单位】 
单位名称：云南省中医医院 
配制地址：昆明市西园路中段 
邮政编码：650021 
电话号码：0871-64155901 
 

本制剂仅限本医疗机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