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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功能      药品名称              备注 

  一、内科用药  

  （一）解表剂  

  1     辛温解表    九味羌活丸（颗粒）  

  2             感冒清热颗粒  

  3     辛凉解表    柴胡注射液  

  4             银翘解毒丸（颗粒、片）  

  5     表里双解    防风通圣丸（颗粒）  

  6     扶正解表    玉屏风颗粒  

  （二）祛暑剂  

  7     解表祛暑    保济丸  

  8     藿香正气水  

  9     健胃祛暑    十滴水   

  （三）泻下剂  

  10    润肠通便    麻仁润肠丸（软胶囊）   

  （四）清热剂  

  11    清热泻火    黄连上清丸（颗粒、胶囊、片）  

  12            牛黄解毒丸（胶囊、软胶囊、片）    注释1  

  13            牛黄上清丸（胶囊、片）        注释2  

  14    清热解毒    双黄连合剂（颗粒、胶囊、片）  

  15            银黄颗粒（片）  

  16            板蓝根颗粒  

  17    清肝解毒    护肝片（胶囊、颗粒）  

  18    清热祛湿    茵栀黄颗粒（口服液）  

  19            复方黄连素片  

  （五）温里剂  

  20    温中健脾    附子理中丸（片）  

  21            香砂养胃丸（颗粒、片）  

  （六）止咳、平喘剂  

  22    散寒止咳    通宣理肺丸（颗粒、胶囊、片）  

  23    清肺止咳    蛇胆川贝液  

  24            橘红丸（颗粒、胶囊、片）  

  25            小儿消积止咳口服液  

  26    润肺止咳    养阴清肺丸  

  27    清肺平喘    蛤蚧定喘丸  

  （七）开窍剂  

  28    清热开窍    清开灵颗粒（胶囊、片、注射液）  

  29            安宫牛黄丸              注释3  

  30    化痰开窍    苏合香丸  

  （八）固涩剂  

  31    补肾缩尿    缩泉丸（胶囊）  



  （九）扶正剂  

  32    健脾益气    补中益气丸（颗粒）  

  33            参苓白术散（丸、颗粒）   

  34    健脾和胃    香砂六君丸  

  35    健脾养血    归脾丸（合剂）   

  36    滋阴补肾    六味地黄丸  

  37    滋阴降火    知柏地黄丸  

  38    滋肾养肝    杞菊地黄丸（胶囊、片）  

  39    温补肾阳    金匮肾气丸（片）  

  40    四神丸（片）  

  41    益气养阴    消渴丸  

  42    益气复脉    参麦注射液  

  43            生脉饮（颗粒、胶囊、注射液）   

  （十）安神剂  

  44    养心安神    天王补心丸（片）   

  （十一）止血剂  

  45    凉血止血    槐角丸   

  46    散瘀止血    三七胶囊（片）   

  （十二）祛瘀剂  

  47    活血祛瘀    血栓通注射液、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48            血塞通注射液、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49            丹参注射液   

  50    益气活血    麝香保心丸    注释4  

  51    理气活血    复方丹参片（胶囊、颗粒、滴丸）  

  52            血府逐瘀丸（胶囊）   

  53    滋阴活血    脉络宁注射液   

  54    化瘀宽胸    冠心苏合丸（胶囊、软胶囊）   

  55            速效救心丸   

  56            地奥心血康胶囊   

  57    化瘀通脉    通心络胶囊   

  （十三）理气剂  

  58    疏肝解郁    丹栀逍遥丸   

  59            逍遥丸（颗粒）   

  60    疏肝和胃    气滞胃痛颗粒（片）   

  61            胃苏颗粒   

  62    理气止痛    元胡止痛片（胶囊、颗粒、滴丸）   

  63            三九胃泰颗粒   

  （十四）消导剂  

  64    消食导滞    保和丸（颗粒、片）   

  （十五）治风剂  

  65    疏散外风    川芎茶调丸（散、颗粒、片）   

  66    祛风化瘀    正天丸（胶囊）   

  67    平肝息风    松龄血脉康胶囊   

  68    祛风通络    华佗再造丸   

  （十六）祛湿剂  

  69    消肿利水    五苓散（胶囊、片）   

  70    益肾通淋    普乐安胶囊（片）   

  71    化瘀通淋    癃闭舒胶囊   

  72    扶正祛湿    尪痹颗粒（片）  

  73    化浊降脂    血脂康胶囊  

  二、外科用药  

  74    清热利湿    消炎利胆片（颗粒、胶囊）   

  75    清热消肿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注释5  



  76    清热解毒    季德胜蛇药片  

  77            连翘败毒丸（膏、片）  

  78            如意金黄散  

  79    通淋消石    排石颗粒  

  80    软坚散结    内消瘰疬丸   

  三、妇科用药  

  （一）理气剂  

  81    养血舒肝    妇科十味片  

  82    活血化瘀    益母草膏（颗粒、胶囊、片）  

  （二）清热剂  

  83    清热除湿    妇科千金片（胶囊）   

  （三）扶正剂  

  84    养血理气    艾附暖宫丸  

  85    益气养血    八珍益母丸（胶囊）  

  86            乌鸡白凤丸（胶囊、片）  

  87    滋阴安神    更年安片  

  （四）散结剂   

  88    消肿散结    乳癖消片（胶囊、颗粒）   

  四、眼科用药  

  （一）清热剂  

  89    清热散风    明目上清片  

  （二）扶正剂  

  90    滋阴养肝    明目地黄丸  

  五、耳鼻喉科用药  

  （一）耳病   

  91    滋肾平肝    耳聋左慈丸  

  （二）鼻病  

  92    宣肺通窍    鼻炎康片  

  93    清热通窍    藿胆丸（片、滴丸）   

  （三）咽喉病  

  94    化痰利咽    黄氏响声丸  

  六、骨伤科用药  

  95    活血化瘀    接骨七厘片  

  96            伤科接骨片  

  97            云南白药（胶囊、膏、酊、气雾剂）  

  98    活血通络    活血止痛散（胶囊）   

  99            舒筋活血丸（片）  

  100            颈舒颗粒               注释6  

  101            狗皮膏  

  102    补肾壮骨    仙灵骨葆胶囊  

  注释1、注释2、注释6：目录第12号“牛黄解毒丸（胶囊、软胶囊、片）”、第13号“牛黄上清丸（胶囊、片）”、第100

号“颈舒颗粒”处方中的“牛黄”为人工牛黄。 注释3：目录第29号“安宫牛黄丸”处方中的“麝香”为人工麝香，“牛黄”为天

然牛黄、体内培植牛黄或体外培育牛黄。 注释4、注释5：目录第50号“麝香保心丸”、第75号“马应龙麝香痔疮膏”处方中“麝

香”为人工麝香，“牛黄”为人工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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