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仁堂全成分颗粒与其他厂家 5:1 颗粒/药粉经方用量举例对比
饮片
（克）

兑换
当量

全成分颗粒
FCG（克）

熟地黄

24

5

4.8

熟地黄

24

5:1

4.8

酒萸肉

12

5

2.4

酒萸肉

12

5:1

2.4

牡丹皮

12

10

1.2

牡丹皮

12

5:1

2.4

山药

9

10

0.9

山药

9

5:1

1.8

茯苓

9

10

0.9

茯苓

9

5:1

1.8

泽泻

9

10

0.9

泽泻

9

5:1

1.8

知母

6

5

1.2

知母

6

5:1

1.2

黄柏

6

10

0.6

黄柏

6

5:1

1.2

总克数

87

12.9

总克数

87

方名/成份
知柏地黄丸

方名/成份

饮片
（克）

兑换
比例

5:1 颗粒
用量/克

知柏地黄丸

桃红四物汤

17.4

桃红四物汤

当归

15

5

3.0

当归

15

5:1

3.0

川芎

8

5

1.6

川芎

8

5:1

1.6

白芍

10

20

0.5

白芍

熟地黄

10

5:1

2.0

12

5

2.4

桃仁

熟地

6

20

0.3

12

5:1

2.4

红花

4

10

0.4

6
4

5:1
5:1

1.2
0.8
11.0

总克数

55

8.2

桃仁
红花
总克数

55

北京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FCG, Full Composition Granules）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由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生产。
作为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家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研发生产企业，康仁堂药业依靠理论
和技术的优势，建立了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特点的自动化中药房，更好的发挥中医的个性化健
康服务的优势，为传统中医药应用于现代社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经过十几年临床研究与应用，证明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临床效果与传统汤剂一
致。广泛用于包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方医院、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友谊医院、北大医院、北医三院、北京地坛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2 医院
等国内知名大型三甲医院，更远销至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
俄罗斯、韩国、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量将逐渐替代传统饮片。

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与普通中药颗粒有什么不同？
通常的中药配方颗粒是一味味药分别煎煮、提取，即单煎后生产的。而传统汤剂是一付处方
的群药共煮，即共煎的汤剂。为解决中药配方颗粒的单煎与传统汤剂共煎一致性问题，北京
康仁堂药业经多年临床研究，以传统汤剂为对照，根据所有中药本身特性，研究出各个中药
的不同生产工艺，首次解决了单、共煎一致性的问题。突破目前市场上浓缩粉剂、颗粒剂统
一配比为 5 比 1 局面。使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真正达到了与传统汤剂一样的效果。

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怎样解决单共煎问题？
单、共煎的差异形成主要源于其煎煮环境条件不同。以四君子汤中的茯苓为例，汤剂共煎的
时候茯苓的溶媒是其他三味药的浸出液，单煎的时候茯苓的溶媒是水，由于煎煮环境条件不
一致， 导致煎煮溶出物质不一样。所以要研究它经常配伍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溶媒的特性，
研究可以发生的化学反应，氧化还原、酸碱中和等等。虽然配伍千变万化，可能发生的化学
反应只有这几种。在生产时根据所有中药本身特性而通过不同的生产工艺来提供与共煎相同
的煎煮环境，而达到共煎效果。

一味药在不同的组方中是如何解决的？
一味中药在不同的方子里面如果作用不同是因为成份发生了变化，那么工艺就是不一样的。
以大黄为例，共煎或后下不同的方式导致大黄中热敏成份蒽醌的破坏或者保留，最后导
致大黄不同的泻下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工艺是不一样的。所以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
颗粒的大黄分两个品种，一个是共煎大黄，这类大黄是通过用常压 100℃提取，破坏热敏成份
蒽醌，减少它的泻下作用；另一个是后下大黄，这类大黄是通过用常压 60℃提取，保留热敏
成份蒽醌， 确保了大黄的泻下作用。
一味中药在不同的方子里如果作用不同不是因为成份发生变化，而是因为组方不同导致
煎煮出来的有效成份不同，那么工艺就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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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丹参为例，现代研究表明：活血作用主要是脂溶性成份（丹参酮ⅡA 等）
，凉血作用主要是
水溶性成份。但在传统中医药使用时，丹参往往入汤药应用，并未因为两种有效成份煎出环
境要求不同，而产生不同煎煮方法。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温煎煮时，也能煎出脂溶性有效成
份。所以，按照传统用药习惯，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并没有把丹参的工艺分两种，而
是采用传统的水煎作为提取工艺。

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与日本台湾颗粒有什么不同？
日本的颗粒在日本叫“汉方颗粒”
。都是经典方的颗粒，但只能加不能减，不符合中医的传统。
日本对颗粒的检测，定性分析用薄层，含量测定用液相，检测的是一个或者多个有效成份。
由于我国的中药炮制方法受到国际保护，故日本没有炮制品，是以生品为原料生产颗粒剂。
台湾的颗粒工艺在日本颗粒工艺基础上有所进步，药材粉碎以后再加到汤液里面，以汤
液为黏和剂制粒。严格的说应该叫散剂。
康仁堂全成分颗粒则是仿照传统中药的煎煮方式，以传统中药汤剂为标准，采用现代
化的生产方式，根据不同中药采用不同的生产工艺，经过提取、浓缩、喷雾、干燥、干法制
粒等工艺过程生产完成，既保证了所有中药的有效成分，又是对传统汤剂进行了革命性的改
型，且保证了与传统汤剂一样的临床疗效。康仁堂全成分颗粒是唯一解决了单、共煎的一致
性，按各味中药本身特性及各自当量生产的中药颗粒。康仁堂全成分颗粒不加入任何添加剂。
其当量是因中药的品种不同而不同，而非统一为 5：1。

康仁堂产品的质量保证？
作为拥有 GMP 认证的中药企业，北京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从原料到成品的质量控制
标准在严格按照药典规定应用薄层、液相标准测定方法基础上，更是唯一一家首创采用红外
指纹图谱技术进行全程质量控制的中药企业。
在十多年研究开发生产过程中，康仁堂发现中药的地道性不是仅仅靠薄层、液相指标成
份的含量测定方法来测定的，因为薄层、液相并不能检验出原料的产地、种源、炮制是否到
位。而红外指纹图谱技术能反应中药的产地、种源、炮制、生长年限等全部质量信息，同时
杜绝药材的掺假造假。并将红外指纹图谱技术应用于中间产品、成品的质量检验，确保批与
批之间生产过程一致，产品批与批之间质量均一，稳定，无差异，实现全过程质量控制。
作为唯一一家应用红外指纹图谱技术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的研发药业，康仁堂在十年中
建立了六千多种标准指纹图普，包括原料标准图谱，炮制品标准图谱，中间产品与成品的标
准图谱。检验时，采用全世界公用标准，以标准
图谱为对照，相似度在 90%以上，为合格品。这
就确保了选用传统道地产区、最佳种源、符合炮
制规范的中药饮片为原料，采用现代生产技术，
仿照传统煎煮方法，以传统汤剂为标准，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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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剂中所有成份全部转移至配方颗粒中，经过提取浓缩、喷雾干燥、干法制粒等工艺精制全

成分配方颗粒。服用时无需煎煮，只需开水一冲即可服用。保证了配方颗粒与传统汤剂单煎
与共煎标准一致。
它不仅保持了和汤剂一致的临床疗效，生产工艺规范，质量稳定可靠，智能化中药房调
剂精准，处方时可随证加减；携带方便，服用简单，深受广大医生和患者的普遍欢迎。
康仁堂全过程质量控制系统确保了整个采购、生产、成品的高质量及配方颗粒的临床疗效。
1）采购环节：通过液相、薄层及红外指纹图谱技术对每一个批次原料药的种源、产地、
炮制到位与否均与标准品的红外指纹图谱做比对。确保了每一个批次原料药材种源、产地道
地及炮制到位。
2) 生产环节：每一个批次的半成品、成品，均与标准品红外指纹图谱比对，确保批与批
之间生产过程一致、产品批与批之间质量一致、稳定，确保全过程质量控制。
3）临床疗效：因为全成分配方颗粒生产规范、质量稳定，临床疗效与传统汤剂基本一
致，有些更优于传统饮片。这是因为目前饮片质量难于保证，影响了临床疗效。
在行业内，康仁堂做了第一个采用多中心、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实验方法来验证全成分
配方颗粒和汤剂的临床等效性实验。本试验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陈信义教授主持的
复方浙贝颗粒辅助化疗的临床疗效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北京中医》杂志上。证明 全成

分的中药配方颗粒在疗效上和汤剂是等效的。
大量临床实验证明了全成分配方颗粒的安全性、有效性，临床疗效与传统汤剂一致。
什么是红外指纹图谱技术？
红外指纹图谱技术是一种检测手段。用来做定性分析。一直被广泛应用于西药定性鉴别。
红外指纹图谱技术具有两个特性。
第一，标准的特性：每一个药材，不同的产地、不同的种源、不同的炮制方法，它都有
不同的红外指纹特征，这是特异性；同一个药材，同一个产地、同一个种源、同一种炮制方
法，它的红外指纹特征始终一致，这是可重复的。
第二，红外指纹图谱技术不关注具体指标成份，反映中药的全部质量信息。符合中医药
整体观念。
以上两个特性让红外指纹图谱技术
不仅可以用来鉴别中药，同时可用来实现
和衡量康仁堂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以
传统汤剂为标准，以颗粒配方为样品，采
用红外指纹图谱技术对比，当全成分配方
颗粒样品与传统汤剂标准一致时，即单煎
与共煎一致，这样就可确定全成分配方颗
粒的提取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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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和薄层都是针对指标成份的。而中药的道地性不是指标成份的含量高低能够决定
的。以山银花与金银花为例，山银花与金银花的绿原酸含量都能达到药典要求，但这两种药
材临床疗效是不完全相同的。仅靠绿原酸含量并不能区分两种药材。在红外指纹图谱技术中，
与金银花对照药材标准指纹图谱对比，立即能判断哪个是正品金银花, 哪个是山银花。所以康
仁堂全成分颗粒全部采用正品金银花。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与传统汤剂煎煮方法一样吗？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是在继承传统汤剂煎煮方法基础上，仿照传统汤剂的煎煮方法，采用现
代科学技术研究生产：
1．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的提取工艺是按照传统汤剂的煎煮要求进行工艺设计，包括
加水量、浸泡时间、煎煮次数、煎煮时间、先煎、后下、包煎、烊化、溶化、另煎、冲服等，
均采用现代生产技术，研究并确定不同品种的提取工艺。
2． 结合现代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对药理药效成份明确为脂溶性成份的品种，通过
对不同浓度乙醇提取和不同酸碱度溶媒提取的研究，最大限度保留该类产品的有效成份，使
之与传统汤剂一致或不断接近一致。
3． 对于传统用药时以粉末入药、以粉末入丸散的品种，采用超微粉碎技术，使药材细
胞破壁，制成超微粉，提高中药溶出度、生物利用度，快速发挥药效。
4．浓缩采用高效真空浓缩；干燥采用喷雾干燥。
5． 制粒采用干法造粒，不添加赋型剂。少量品种确实需要加入赋型剂的（如不能成粒）
，
也是尽量少加辅料。这是区别于中成药之处，中成药制备时会加入大量蔗糖或其它辅料，而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不含糖。
生产上如何体现“先煎”？
先煎是要求增加药物的煎煮时间，目的是为了增加有效成份在水中的溶出，降低药物的毒性，
充分发挥药效。
如石膏等矿石类；川乌、草乌等药物，均需要先煎。如川乌、草乌煎煮 2 个小时，相当
于患者回家先煎四十分钟。

生产上如何体现“后下”？
后下是要求减少药物的煎煮时间，中药里有两类药要求后下，一种是含挥发性成份，一种是
有效成份遇热不稳定，后下目的分别是保护挥发性成份，避免不稳定成份被破坏。
气味芳香，含挥发油多的药物，如薄荷、荆芥、羌活、砂仁等，先收集挥发油，再加水
提取，挥发油用环糊精包裹、稳定化处理后再添加到配方颗粒中，避免挥发油的挥发，保证
挥发性成份的稳定。
有效成份遇热不稳定的药物，如大黄（后下）等，进行低温提取、低温浓缩，避免泻下
成份蒽醌遇高温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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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上如何体现“文火”
、
“武火”？
对于火候，不可太过，亦不可不及。古人煎药，各有法度。表药以气胜，武火骤煎；补药以
味胜，文火慢煎。指出解表药因以气胜，故需急火速煎，补益药因以味胜，故需慢火缓煎。
也就是说，不同功效、类型的药材传统煎煮火候要求是不同的。
武火即急火。如解表药，一般气味芳香，极易挥发，这时要求加水量不要过多，火力要
大，煎煮时间短，这样煎出来的药汁气味芳香，发汗解表作用就强，服后能迅速奏效。
文火即小火。滋补调理药，一般质地比较坚韧、粘稠（以根、茎类为多），一时不易煎
出有效成份，这时就要求加水量多一些，开始时用大火煎沸，然后改用小火慢煎，时间宜长，
这样煎出来的药汁味浓质稠，滋补作用明显，服后药力持久。
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的生产是通过控制提取时的压力、温度来实现传统煎煮的
文火、武火的火侯控制。

生产上毒性药如何保证去毒？
毒性药工艺分为两种：
一种是炮制时就可以把毒性去除的。如苦杏仁，采用炒苦杏仁为原料，而炒苦杏仁由苦
杏仁水煮、干燥后炒制而成。水煮的过程已去除毒性，也就是常说的杀酶保苷，除去有毒成
份苦杏仁酶，保留有效成份苦杏仁苷。在生产时按照正常提取。
一种是炮制后毒性仍较大，需要先煎把毒性降到安全范围，如川乌、草乌延长煎煮时间
（相当病人回家先煎四十分钟），保证毒性降到最低。

浓缩不会破坏有效成份吗？
提取液的浓缩采用高效真空浓缩机组，蒸发量大、温度低、药液浓缩受热时间短，避免了长
时间高温对有效成份的影响。热敏性品种则采用低温浓缩。浓缩不会破坏有效成份。

干燥对中药有效成份有没有影响？
干燥采用喷雾干燥，通过机械作用（离心喷 雾）， 将需干 燥的 药液，分 散成很细 的像 雾
一样的微粒（增大水分蒸发面积，加速干燥过程），与热空气接触，在瞬间将大部分水
分除去，使药液干燥成粉末。干燥过程仅存在瞬间高温，避免长时间高温破坏有效成
份、热敏成份。

干法制粒的优点？
传统的湿法制粒，中药浸膏里加入大量的蔗糖、糊精混合制粒、干燥，大量辅料的加入，大
大增加了患者的服药量。
干法制粒，是将喷雾干燥粉通过干压制粒机直接压成块、破碎成颗粒。制粒过程简单，
不需要添加辅料，少数品种不能成粒的，只添加工艺需要的、少量的辅料。
干法制粒的优点是辅料量少、防潮性能好、密度均一、流动性好、质量稳定、生产操作
简单，并避免湿法制粒再干燥破坏有效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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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的防潮性能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生产过程是在三十万净化级的空气质量下完成，不需要加防腐剂。
每批产品都进行卫生学检查，均符合药典卫生学要求。我们的配方颗粒放在铝塑复合膜包装
袋或瓶中，常温放置，可以保证五年有效期内质量稳定、不吸潮。

如何保证药材地道性？
通过应用红外指纹图谱技术，保证了药材产地、种源、炮制的道地性。

1. 产地
以枳实为例，药典只检测辛弗林，不检测有效成份柚皮苷，结果各产地的枳实辛弗林均符合
要求。但我们经过对各产地枳实进行质量比较研究发现，只有道地产区江西新干的枳实含有
柚皮柑，并且与对照药材红外指纹图谱技术相似度在 90%以上。所以康仁堂选用的是江西新
干的枳实。

2. 种源
以甘草为例，常用的有乌拉尔甘草、新疆胀果甘草。近年新疆胀果甘草由于甘草酸含量很高，
被广泛使用，导致新疆有的地方甘草一度被挖绝。经对各种源甘草进行质量比较研究发现，
新疆胀果甘草虽然甘草酸含量高，但甘草苷含量很低，而乌拉尔甘草的甘草酸、甘草苷均符
合药典要求且含量均高，所以我们选择乌拉尔甘草为种源，并且建立了以乌拉尔甘草对照药
材的红外指纹图谱为标准指纹图谱。

3. 炮制
以熟地黄为例，生地制成熟地后，多糖分解成单糖，反应在红外指纹图谱上就是一个单峰分
解成双峰。不熟的熟地黄则仍是单峰。因此，应用红外指纹图谱技术就可以鉴别熟地黄是否
炮制到位。

临床使用
1．冲服
一般用 80-100℃开水冲服。开水冲后搅拌均匀，浸泡，放凉至可服用的温度时服用。

2．可否直接放嘴里送服？
可以直接含服颗粒，用温水送服。

3．是否可以再次共溶加热？
可以! 加热 2-3 分钟溶解更完全。但是清热解表等含挥发性成份的药不建议加热。

4. 配方颗粒用水冲开服用和再加热后有没有区别？
再加热后没什么区别，溶解性会更好。但清热解表含挥发性成份的药不建议再加热。

5. 有的方子会有不溶物，稍放凉后沉淀在杯底，不溶物也要服用吗 ？
偶尔出现颗粒未全部溶解是正常现象。但未溶解的颗粒也是有效成份，应与药液一起服用为
好，更能保证疗效。不溶物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药材提取时是高温提取，服用时用开水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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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溶解全部提取成份。如同传统的汤剂，干燥成固体后，再用开水溶解，有时不一定能
全溶，这是一个道理。还有一些贵重药材是打粉入药，这些药不能全溶。
所以在服用时，用 80-100℃热水溶解，应充分搅匀，或加热 1-2 分钟则会溶解得更好。

6．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对糖尿病人和高血脂病人有没有影响？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干法制料，不添加任何辅料，不含蔗糖，糖尿病人
和高血脂病人可放心服用。

7. 外用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不仅可以内服，也可以水煎后外用。如果是外用，一般建议加水量为内
服量的 20 倍。

8．别的厂家的颗粒也是全成分吗？
不是！目前全国只有康仁堂的配方颗粒是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
名词解释
当量
当量是指中药配方颗粒相当于多少克饮片。如康仁堂全成分配方颗粒白芍当量 20，即指 1
克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相当于 20 克白芍饮片。当医生处方 10 克白芍饮片，只需配全成分
配方颗粒白芍 0.5 克。
换算公式：全成分配方颗粒(克) =

饮片量(克)

当量
比如：全成分配方颗粒陈皮当量 10，即指 1 克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相当于 10 克陈皮
饮片。医生处方 6 克陈皮饮片，只需要全成分配方颗粒陈皮 0.6 克。党参当量是 5，医生处
方 10 克党参饮片，只需要全成分配方颗粒党参 2 克。换算精确，无需猜算。
换算方法以下列的六味地黄汤为例, 与目前市场上供应的其他颗粒剂/药粉做比较：
康仁堂全成分颗粒
方名/成份

其他 5:1 颗粒剂/药粉

饮片 全成分 FCG 全成分颗粒剂
(克) 颗粒当量
FCG（克）

饮片 比例 5:1 颗粒剂
(克)
用量（克）

六味地黄汤

六味地黄汤
熟地黄

方名/成份

24

5

4.8

熟地黄

24

5:1

4.8
2.4

酒萸肉

12

5

2.4

酒萸肉

12

5:1

山药

12

10

1.2

山药

12

5:1

2.4

牡丹皮

9

10

0.9

牡丹皮

9

5:1

1.8

茯苓

9

10

0.9

茯苓

9

5:1

1.8

9

5:1

1.8

泽泻

9

总克重

75

10

0.9
11.1

泽泻

7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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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仁堂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配方服务
作为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研发生产企业，康仁堂药业依靠理论和
技术的优势，建立了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特点的自动化中药房，更好的发挥中医的个性化健康
服务的优势，为传统中医药应用于现代社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所有调配过程均在北伦敦新建的十万级净化车间完成，保证了药品质量及卫生要求。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优势
1．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随时为您诊
所调配处方。诊所无需积压资金，贮存大量草药，药
粉。无需担忧有些药用量少而过期、结块，无需担忧
病人反复开启瓶盖而造成结块，影响质量。大大减少
了诊所经济损失。
2．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减少人工，
价格更具竞争力。
3．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随时为您诊
所调配处方。您可以按原饮片药剂量开方，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自动转换为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剂量。如白芍饮片 10 克，白芍当量 20，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转
换为 0.5 克。党参 10 克，党参当量 10，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转换为 1 克。并将一付药
调剂成两袋自动装袋并密封，装入精美包装盒内。病人用开水冲服即可。早晚各服一袋或遵
您的医嘱。患者像服用成药一样方便，但享受的是您给病人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汤剂。
4.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可以为您调配你自己的经验协定处方。并调剂成袋，
自动装袋并密封，装入精美包装盒内。
5．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为您调配外用洗剂配方，病人开水化开，即可外用。
6．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调剂前会自动审核十八反十九畏，如果出现临床禁
忌，系统会自动提示，这时则需要药师向医师再次确认才可调配。
调剂设备设置了自动的误操作提示系统，如果调剂人员不遵守调剂流程，不进行扫码，
调剂设备不进行调剂，并语音提示“颗粒错误”
。如果调剂人员错拿药品，系统扫码后，设备
会自动进行语音提示“颗粒错误”
。如果在扫码提示错误后，药师仍强行安装调剂瓶并按下调
剂按钮，设备将拒绝工作，并继续语音提示“颗粒错误”
。
自动误操作提示系统保证调剂设备完全避免人工操作可能出现的错误，使调剂准确无误。

我怎样使用你们的自动化配药系统？
有以下几种方式：
1． 登陆 www.donicahealth.co.uk 注册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授权您登陆密码。您可直接登陆网
上提交您的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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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真提交你的药单。传真：01707707022
3． 电话提交您的药单。电话：01707708303
4． 您可以按原饮片药剂量开方，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自动化配药系统自动转换为全成分
中药配方颗粒剂量。
5． 我们根据您的订数，一付药调剂成两袋，自动装袋并密封，装入精美包装盒/袋内寄您。

需要等多长时间能收到所订药物？
根据提交订单时间，吉庆堂提供当天配送服务。或第二天寄到。

我可以在我自己诊所调配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给我的病人吗?
可以!
虽然我们更主张所有调配均在我们的十万级净化车间完成，确保药品质量与卫生。同时
也销售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 100 克瓶装， 并配备便携式电子秤。您可根据全成分中药配方
颗粒的调配当量表，在您诊所自己进行调配。自我调配过程简便、准确、快速。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经方颗粒冲剂
为了帮助广大诊所度过目前中成药严重短缺局面，我们的全自动调配系统提供了全方位解决
方案。安全、高质量、临床疗效稳定可靠、便于使用、配送及时的经方颗粒冲剂在英国当地
即可获得。

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经方颗粒冲剂根据您订单要求, 通过我们的自动化调配系统设定
的标准参数完成经方调配。按需要自动调成每袋 2 克、3 克等等全成分中药配方经方颗粒，
每克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相当于 2-4 片浓缩片，6-8 粒浓缩丸。每盒 10 袋，或根据您的要求
配量。您可根据您病人病情，建议每次一袋，一天一或两袋。价格更具竞争力。
调剂成的纯全成分中药配方颗粒，不加任何辅料，无糖，无淀粉，无毒胶囊风险。糖
尿病人，肥胖病人，高血脂病人均可安全服用。

所附康仁堂全成分配方颗粒当量表，换算精确, 便于查阅。当你将同
一首方按当量对照表一查，对照市场上其他 5：1 颗粒剂一换算，便知
康仁堂全成分配方颗粒整体价格更具竞争力？

请认准康仁堂全成分配方颗粒！
目前最受医生、患者欢迎的中药饮片、中成药替代产品！
换算精确，价格更具竞争力！ 您诊所创收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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