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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南 药



前 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南药”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

道地药材中“四大南药”指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所产的槟榔、益智仁、砂仁、

巴戟天四味中药。砂仁性温，味辛，具有化湿开胃、温脾止泻、理气安胎等

功效，是中医肠胃疾病的常用药。

广东省是阳春砂的道地产区。2016年12月7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

《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条例》中阳春砂在八种保护岭南中药材之列。

此外，砂仁作为中国传统大宗常用药材，每年市场需求量估计超过220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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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仁（Amomi Fructus）是中国著名“四大南药”之一，来源于姜科豆蔻属多年生草

本植物，有着1300多年的药用和食用历史。

药典规定砂仁的正品植物来源为阳春砂（Amomum villosum Lour.）、绿壳砂

（A.villosum Lour. var. xanthioides T.LWu et Senjen）和海南砂( A.longil-igulare T. 

L．Wu) 3 种，其余砂仁种类均被文献记载为砂仁代用品或混淆（伪）品。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砂仁中的主要功效成分包括乙酸龙脑酯、樟脑、柠檬烯、龙脑等挥

发性物质。

砂仁技术背景概述



与木香配伍使用，用治脘腹胀满，

头身困重，小便短少。

化湿行气之功效

与木香、枳实配伍使用，用治胃气

上逆所致的胃脘冷痛，呕吐呃逆。

温中止呕之功效

与党参、白术、茯苓等药材配伍使

用，用治湿阻脾胃之痢疾。

温脾止泻之功效

与檀香配伍使用，以温中阳，行气

滞，止痹痛。

温中阳之功效

与苏梗或佩兰配伍，用治湿阻气郁、

食欲不振、胎动不安等证。

安胎之功效

与黄柏、茯苓等配伍使用，以润肾

燥，清下焦热，治头痛等证。

润肾燥之功效

砂仁技术背景概述



数据来源： Innography、广东省专利大数据应用服务系统。

检索策略：采用标题、摘要、权利要求的组合

中文关键词：砂仁 or 缩砂 or 缩砂仁 or 春砂仁 or 缩沙蜜 or 缩砂蕃 or 阳春砂 or 阳春砂仁 or 

海南砂 or 海南砂仁 or 西砂 or 西砂仁 or 进口砂 or 进口砂仁 or 壳砂仁 or 砂米 or 砂头 or 砂

王 or 大砂王 or 原砂仁 or 奎砂仁 or 赛桂香 or 风味团头 or 罗定砂仁 or 蟠龙正春砂

英文关键词：Fructus Amomi or villous amomum or Amomum villosum lour or 

amomum villosum loar

专利申请公开量：kind_code_a or kind_code_a1 or kind_code_a2 or kind_code_y or 

kind_code_u

专利授权公开量：kind_code_b or kind_code_b1 or kind_code_b2 or kind_code_c or 

kind_code_y or kind_code_u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对砂仁专利进行一些常规的分析：如砂仁的专利量、

专利申请与授权趋势、专利发明人、专利技术发源地区、
IPC主分类、专利应用国等。发现砂仁专利技术的发源

地主要来自中国，专利应用国也是中国。砂仁的申请和
授权专利主要分布于A61K 36/00（含有来自藻类、苔藓、

真菌或植物或其派生物，含传统草药的未确定结构的药
物制剂）和A23L 1/00（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饮料）类。



砂仁相关专利概况汇总

注：由于2017、2018年的专利官方数据公开还不充分，部分专利数据还没收录，

可能会对专利总数有一定影响；有效专利量指截至检索日为止已授权且仍处于维持

状态的专利数量。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专利总量 专利授权量 有效专利量

10961件 2351件 1088件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的全球专利情况

中国砂仁专利申请年度趋势图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的全球专利情况

砂仁专利申请发明人分布图（Top 20）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的全球专利情况

砂仁专利申请发明人所在地域分布图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的全球专利情况

砂仁专利申请IPC分布图（Top 20）

A61K 36/00:含有来

自藻类、苔藓、真
菌或植物或其派生
物，例如传统草药
的未确定结构的药
物制剂

A23L 1/00:食品或食

料；它们的制备或
处理一般保存入
A23L3/00

A23K 1/00:动物饲料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的全球专利情况

砂仁专利应用国家分布图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砂仁授权专利授权趋势图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砂仁授权专利发明人分布图（Top 20）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砂仁授权专利发明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分布图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砂仁发明专利的IPC分类图（Top 20）

A61K 36/00:含有来

自藻类、苔藓、真
菌或植物或其派生
物，例如传统草药
的未确定结构的药
物制剂

A23L 1/00:食品或食

料；它们的制备或
处理一般保存入
A23L3/00

A61P 1/00:治疗消化

道或消化系统疾病
的药物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砂仁授权专利应用国家分布图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砂仁授权专利在中国国内省市分布图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砂仁种植的相关专利

序号 专利公开号 标 题 省市

1 CN1948253 甲基丁香酚在植物病害防治上的应用 北京

2 CN100577014 一种植物源农用杀菌剂及其制备方法 北京

3 CN103416293 一种提高砂仁授粉率或产量的方法 福建

4 CN205755699 一种砂仁种植农场 云南

5 CN206483559 一种砂仁选种繁育设备 云南

6 CN205755914 一种砂仁育苗温室 云南

7 CN206433396 一种砂仁采摘使用的改进型剪刀 云南

8 CN206433500 一种种植砂仁的排灌系统 云南

9 CN206481588 一种砂仁种植的开坑划行器 云南

10 CN206486966 一种坡地种植砂仁的防旱排涝系统 云南

11 CN206433382 一种砂仁的除草工具 云南

云南获授权
专利最多，内容
集中在种植相关
的设备与工具。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广东省高校砂仁相关授权专利

序号 专利公开号 标 题 专利权人

1 CN100574794 一种延缓皮肤衰老的中药组合物 广州中医药大学

2 CN103272167 一种治疗慢性腹泻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广州中医药大学

3 CN104435990 促进腹部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4 CN1240430 预防和治疗慢性疲劳综合症的药物 广州中医药大学

5 CN100488556 一种改善记忆的中药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暨南大学

6 CN100488557 一种中药组合物在制备缓解视力疲劳的药物中的用途 暨南大学

7 CN102511613 一种春砂仁枇杷蜜饯的生产方法 华南理工大学

8 CN101879292 春砂仁挥发油在制备治疗真菌感染的皮肤癣的药物中的应用 南方医科大学

9 CN102178885 一种用于醒酒的药物组合物 肇庆学院

10 CN85108183 春砂可乐饮料的生产方法 中山大学

11 CN101049492 一种治疗变应性鼻炎的制剂 广东药科大学

高校

的专利主
要集中在
中药组合
物与制剂。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广东省医药企业砂仁相关授权专利

序号 专利公开号 标 题 专利权人

1 CN103908619 一种具有补脾益肠作用的中药胃肠分溶型浓缩丸及其制备方法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2 CN101007155 一种具有补脾益肠作用的中药胃肠分溶型丸及其制备方法 广州陈李济药厂

3 CN100518808 跌打万花油喷雾剂和制备方法 广州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CN100387295 跌打万花油巴布剂和制备方法 广州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CN1768854 一种具有补脾益肠作用的中药胶囊制剂 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 CN102488206 一种藿香砂仁软胶囊及其制备方法 广州善元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7 CN102614441 一种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广州万正药业有限公司

8 CN1136902 化湿消滞片及其制备方法 广东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9 CN1056078 一种和胃止痛药 广东青云山药业有限公司

10 CN100548361 一种治疗胃脘痛的中药复方制剂的检测方法 深圳市中联制药有限公司

11 CN104288652 具有解酒保健功效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圣原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12 CN101433701 一种治疗小儿厌食的中药制剂及制备方法 中山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
胃
肠
相
关
疾
病
的
药
物
制
备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广东省主要成分包含砂仁的产品

品名 成分 生产厂商/批准文号

开胃健脾丸
白术、党参、茯苓、木香、黄连、六神曲（炒）、
陈皮、砂仁、麦芽（炒）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0921）
广东华天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3625）

香砂六君丸
党参、白术（炒）、茯苓、陈皮、半夏（制）、木
香、砂仁、炙甘草、生姜、大枣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0865）
国药集团冯了性(佛山)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2943）
广东宏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宏兴制药厂（国药准字Z44021515）
广东华天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3577）
广东益和堂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3022）
广东逢春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3226）
广东恒诚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3469）
广东三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3346）
广东瑞洋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2056）

补脾益肠丸

黄芪、党参（米炒）、砂仁、白芍、当归（土炒）、
白术（土炒）、肉桂、延胡索（制）、荔枝核、干
姜（炮）、甘草（炙）、防风、木香、补骨脂（盐
制）、赤石脂（煅）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2627）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3376）

香砂养胃丸
木香、砂仁、白术、陈皮、茯苓、半夏（制）、香
附（醋制）、枳实（炒）、豆蔻（去壳）、厚朴
（姜制）、广藿香、甘草

国药集团冯了性（佛山）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2965）
广东益和堂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44020229）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云南省医药企业及高校与研究机构砂仁相关授权专利

序号 专利公开号 标 题 专利权人

1 CN1274353 一种防治儿童疳积的药物的制备方法 云南白药集团天紫红药业有限公司

2 CN1274354 防治儿童疳积的药物的制备方法 云南白药集团天紫红药业有限公司

3 CN101461921 一种治疗妇科疾病的药物组合物 云南白药集团天紫红药业有限公司

4 CN102258756 治疗慢性胃、胃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的中药组合物 昆明段洪光消化道疾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

5 CN102266537 治疗慢性胃炎及胃十二指肠溃疡的中成药及其制备方法 昆明段洪光消化道疾病专科医院有限公司

6 CN101450204 一种治疗慢性结肠炎及溃疡性结肠炎的药物 云南保元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 CN1261156 一种治疗慢性胃肠炎、结肠炎的药物 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司

8 CN102178229 一种具有解酒功能的保健食品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9 CN104435977 一种用于治疗肝损伤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

10 CN103040795 一种罗通定透皮贴剂及其制备方法 云南中医学院

11 CN101979082 治疗乳腺增生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药物组方与制备相关为主



砂仁的专利布局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的布局情况

主要成分包含砂仁的产品

品名 成分 生产厂商/批准文号

香砂平胃颗粒
苍术（炒）、陈皮、甘草、厚朴（姜炙）、香附
（醋炙）、砂仁。辅料为蔗糖。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53021561）
云南中药厂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53020875）
云南腾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53021652）



砂仁相关技术领域分析
相关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相关技术国际专利分类分析（IPC大类）
*A61（医学或兽医学；卫生学）； A23（其他类不包含的食品或食料；及其处理）

砂仁授权专利技术保护重点在医学（A61）和食品（A23）领域范围内。



砂仁相关技术领域分析
相关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砂仁专利技术领域关联度表

IPC 专利数 关联技术数量

主要关联技术及次数统计

关联技术 关联次数

A61K

（医用、牙科用或

梳妆用的配制品）

1381 11

A61P 1319

C12G 29

A23L 25

G01N 7

A61Q 6

A23F 4

A61M 3

A23K 3

A24D 1

A61B 1



砂仁相关技术领域分析
相关技术发展趋势分析

砂仁专利技术技术领域关联度表

IPC 专利数 关联技术数量

主要关联技术及次数统计

关联技术 关联次数

A23L

（不包含在A21D或

A23B至A23J小类中

的食品、食料或非酒

精饮料）

598 14

A61K 74

A61P 43

A23B 12

A23P 5

C12G 5

A23D 3

A23F 3

A21D 2

A23C 2

A22C 1

A23G 1

B65B 1

D04H 1

整个领域形成了以A61K及A23L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关联特征。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药物核心专利授权率分析

授权专利数量排名前5的IPC小类的专利授权率

IPC分类号 分类含义
申请专利数

（件）

授权专利数

（件）

专利授权率

（%）

A61K 36/00

含有来自藻类、苔藓、真菌或植物

或其派生物，例如传统草药的未确

定结构的药物制剂

4389 769 17.52%

A23L 1/00
食品或食料；它们的制备或处理

（一般保存入A23L3/00）
2760 517 18.73%

A61P 1/00 治疗消化道或消化系统疾病的药物 490 220 44.90%

A23K 1/00 动物饲料 521 71 13.63%

C12G 3/00 其他酒精饮料的制备 246 62 25.20%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核心专利相关技术强度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强度分布图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核心专利相关技术强度分析

砂仁高强度专利拥有量排名

编号 专利权人 专利量 编号 专利权人 专利量

1 Wang Feng 23 11 Min Yang 6

2 Wang Wenkui 14 12 Jun Zhu 6

3 Qiang Zhang 12 13 Zhongju Xiang 6

4 Zhengguang Wang 11 14 Yang Wei 6

5 Yue Wang 10 15 He Huang 5

6 Bo Yu 10 16 Zhu Xinhua 4

7 Yuan Fang 10 17 Lijia Fu 4

8 Wenquan Zhang 10 18 Fu Jianjia 4

9 Guohui Yang 9 19 Jianguo Zhu 4

10 Xin Li 7 20 Lei Yan 4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核心专利相关技术强度分析

砂仁高强度专利的专利权人所在组织分布图（Top 20）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相关的技术分析

分别对2351件授权专利的权利要求项进行分析，判别并提炼

其技术侧重点，发现授权专利技术主要分布在功能性产品、药物

组合物与功能主治、药物剂型与制备方法三类。对3类专利进行技

术点分析，通过关键词、专利数量排名前5机构的专利信息、CPC

分类前5的专利信息的提取分析及各类专利进行文本聚类，多角度

分析该类专利研究的重点与相关机构研究重点。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功能性产品保护范围的技术点主题排名

主题
专利数量（件）

英文 中文

Health care 健康养护 234

Chinese medicine 中医药 265

Amomum fruit 砂仁 159

Following steps 制备步骤 164

Fructus amomi 砂仁 152

Orage peel 陈皮 92

Human body 人体 82

Hot pot 火锅 22

Strong fragrance 浓香 24

Low fat 低脂 23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核心专利相关技术强度分析

功能性产品专利数量排名前5机构专利保护范围所涉及领域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核心专利相关技术强度分析

功能性产品专利保护范围CPC分类排名前5所涉及主题领域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功能性产品相关专利聚类

其技术点主要

集中在砂仁相关的
调味品、保健食品
及用品相关的研究。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组合物与功能主治保护范围的技术点主题排名

主题
专利数量（件）

英文 中文

Amomum Fruit 砂仁 143

Curative Effect 疗效 126

Parts of Fructus 砂仁不同部位 102

Atractylodes Rhizome 苍术 82

Radix Astragali 黄芪 61

Radix Glycyrrhizae 甘草 57

Gastric Ulcer 胃溃疡 31

Hepatitis 肝炎 17

Children 儿童 13

Caulis Spatholobi 鸡血藤 9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核心专利相关技术强度分析

组合物与功能主治专利数量排名前5机构专利保护范围所涉及领域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核心专利相关技术强度分析

组合物与功能主治保护范围CPC分类排名前5所涉及主题领域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组合物与功能主治相关专利聚类

技术点主要

集中在砂仁相关
的中药材组方、
疗效、不良反应
和固本作用的研
究。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授权专利剂型与制备方法保护范围的技术点主题排名

主题
专利数量（件）

英文 中文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传统中药 332

Amomum Fruit 砂仁 246

Raw Materials 生药原材料 244

Curative Effect 疗效 232

Fructus Amomi 砂仁 218

Side Effect 副作用 218

Atractylodes Rhizome 苍术 124

Crushing or Extracting 粉碎或提取 21

Chinese-medicinal Materials Including Astragalus Root 中药材包括黄芪 10

Blood Pressure 血压 9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核心专利相关技术强度分析

剂型与制备方法专利数量排名前5机构专利保护范围所涉及领域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核心专利相关技术强度分析

剂型与制备方法保护范围CPC分类排名前5所涉及主题领域



药物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相关的技术分析

砂仁剂型与制备方法相关专利聚类

技术点主要集

中对含砂仁在内原
料的处理方法与过
程、辅料的选择等，
以达到提高有效率
及疗效、降低成本
的研究。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中药企业并未
重视专利申请

砂仁高价值技术
专利有待挖掘04

0302
研发人员重成
果、轻专利

问题
与展望

01

国际专利申请比
例低

中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中药国际化是目前中药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中药产业的国内外
专利布局情况进行分析，为企业制定专利布局战略及推动中药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建议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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