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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胆子产销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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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理研究表明，鸦胆子在抗肿瘤方面疗效独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近年来，鸦胆子需求逐年增
加，产地、市场产销两旺，价格持续攀升，成为众人关注的抗肿瘤中药品种之一。笔者对鸦胆子近 10 年来的
产销动态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其价格变化原因、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为鸦胆子生产与销售的合理布局提供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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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Analysis o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Bruceae Fructus LI Hai-yan1,2,3, PANG Yu-xi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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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Bruceae Fructus has unique antitumous effects, which
has broad market prospects. In recent years, the demand of Bruceae Fructus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hrive, and prices continue to rise.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Chinese
medicinal herbs with antitumour effects that obtained people’s attention. This author summarized the dynamic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Bruceae Fructus during the last 10 years, and analyzed the major
reasons for price changes and forecast development tendenc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asonable
layout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Bruceae Fru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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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鸦胆子在抗肿瘤方面的独特疗效，其市场前

石灰山疏林中，分布村边、路旁、旷野、丘陵及低山

景越来越广阔。目前市场上流通的鸦胆子绝大部分来

地区，混生在灌木林小乔木或灌木丛中。鸦胆子耐旱，

自国内，少量从东南亚进口。笔者现对近 10 年鸦胆

喜光，不耐涝，不耐寒。当气温稳定在 28～30 ℃时，

子产销趋势进行分析，为鸦胆子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及

可正常生长发育、开花结果；当气温在 25 ℃以下时，

生产销售合理布局提供参考。

生长缓慢，开花坐果将受到影响。鸦胆子对土壤要求

1 鸦胆子生境及产区分布

不严格，土层深厚、排水良好、水源充足的砂壤土、

鸦胆子为苦木科植物鸦胆子 Brucea javanica
（L.） Merr.的干燥成熟果实。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
[1]

除去杂质，晒干 。鸦胆子多生于海拔 100～1000 m

壤土、坡地、缓坡地均可。鸦胆子花期 3－10 月，其
中 4－8 月为盛花期；采果期 8 月至来年 3 月。鸦胆
子主产亚洲东南部至大洋洲北部，包括中国、印度、
锡金、不丹、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在

基金项目：海南省国际科技合作专项（KJHZ2015-15）；江苏万

我国，鸦胆子主产区分布于东南、南部和西南各省区，

高药业有限公司资助项目(VG-PZSO1)

包括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贵州、云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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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广东、广西是主产地，为传统道地产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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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以广东产量大、质量优。

扬，年底升至 15 元/kg 左右，升幅 136.4%～166.7%。

2 产量与存量分析

其主要原因是有企业吸纳大货作为生产原料用，市场

2.1 野生产量逐年下降

货量不多，加之平时属冷背品种，商家很少有库存，

长期以来，鸦胆子处于野生状态，广西、广东、

遇需求量突然增加，市场供不应求，故出现市场上销

贵州、海南、香港的多个县市地区均发现野生鸦胆

旺、价格陡升的局面[15]。2004 年 1－4 月，价格回落

子[2-7]。近年来，一方面由于产区大面积种植桉树、

至 12 元/kg 左右，5 月份以后因市场需求量增加而产

柑橘、甘蔗、橡胶等农林作物，原有野生鸦胆子被大

量减少，产新期市价上升至 20 元/kg，升幅为 66.7%～

量砍伐，致使产量剧减。资料显示，20 世纪八九十年

72.7%。在不足 1 年时间里，鸦胆子之所以再次旺销

代，鸦胆子年上市量为 70～80 t，21 世纪年上市量则

价升，一是广西鸦胆子仍处野生状态，当地政府发动

不足 40 t

[8]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制药企业对中药

农户大面积开荒种植甘蔗和其他经济作物，原有野生

材鸦胆子果实的需求，野生果实不分大小生熟被掠夺

鸦胆子被大量砍伐，使鸦胆子上市量锐减；二是 2003

性采收，植株被大量破坏，种子得不到繁殖，导致野

年下半年以前，鸦胆子为主要原料开发出来的中成药

生资源逐年枯竭。

新产品投产，使其需求量剧增，市场上货量供不应求，

2.2 种植产量持续增加

缺口加大，使鸦胆子在广西市场上销旺价扬。
自 2005 年始，鸦胆子销势不断减缓，价格从年

近几年来，国内不断有人研究鸦胆子组织培养技
术

[9-10]

，种植面积也逐年扩大。在广西隆安、天等、

初 13～14 元/kg 跌至年末 9～10 元/kg，跌幅为

大新、宁明、崇左、横县、北海、灵山、博白、陆川、

28.6%～30.8%。一直到 2008 年 11 月，市价均在 8～

北流、百色，广东博罗、海康、茂名、龙川，以及海

11 元/kg 徘徊。
安徽亳州市场鸦胆子行情变化见图 1。

南临高、昌江等地有人工种植。据了解，广西右江的
山区盆地气候非常适合鸦胆子生长，林下种植鸦胆子
当地林业局还组织他县村民培训种植鸦胆子。广西百
城街道也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强化政策宣传，加强
培训指导，使周边村屯的村民加入种植鸦胆子的大军
2

72
价格/（元/kg）

已成为新兴特色产业，2 年种植面积就达 300 hm2[11]。

60
48
3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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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鸦胆子种植面积超过 42 hm ，年产量约 600 t。

0

海南省政府建立了鸦胆子生产基地，为更多鸦胆子相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关药品生产提供了原料保障[12]。2004 年，由浙江九

年份

旭药业有限公司投资兴建，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作物所
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建立的南药鸦胆子“中药材生产质
2

量管理规范”
（GAP）种植基地，规划占地 12 hm ，

图 1 2005－2014 年亳州鸦胆子统货价格变化

3.2 上升期（2009－2010 年）
由图 1 可见，进入 2009 年，鸦胆子价格又渐升。

开展鸦胆子育苗技术、繁育技术、生产管理技术等研
究，鸦胆子发芽率从 40%提高到 84.3%，成活率由 30%
提高到 75%，
单株产量提高 7 倍，年产量可达 200 t

[13]

。

2

其销势转快价扬原因有三：①2008 年，鸦胆子受台风
暴雨而减产，上市量比上年减产三成；②2009 年 2

2012 年，万高药业公司在海南租用了 40 hm 土地种

月份，企业入市购进鸦胆子，用于生产治疗阿米巴痢

植野生鸦胆子，由于必须达到野生要求，其种植技术

疾药物的原料，销量增加，而市场货量供不应求[16]；

难度大，因此开展了鸦胆子种苗繁育及高产栽培技术

③鸦胆子连年行情低糜，农户采摘积极性逐渐降低。

研究项目，最终解决其种植环节的关键技术问题，有

自 2009 年开始，因市场货源减少，行情上抬，

效缓解鸦胆子原料的短缺，促进鸦胆子产业的持续快

第 4 季度厂家开始大量吸货，市场价格由产新前后

2

16～18 元/kg 攀升至年底 35 元/kg 左右；2010 年，厂

速发展，目前野生技术问题已经解决，2014 年 40 hm
[14]

的野生鸦胆子原料已投入生产

。

家加大吸货力度，上半年市价突破 60 元/kg，但下半

3 市场动态分析

年产新中途曾回落至 40 元/kg 左右。

3.1

3.3

震荡调整期（2000－2008 年）
2000－2003 年 6 月产新之前，广西市场的鸦胆子

价格一直维持在 6 元/kg 左右；2003 年产新后价格上

下滑期（2011 年）
2011 年，鸦胆子在各大药材市场的价格总体呈下

滑趋势。2011－2014 年价格变化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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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大药材市场 2011－2014 年鸦胆子统货价格变化

近年来，因鸦胆子有治疗肿瘤的优势，使相关研

3 年内鸦胆子家种产量会增多，进口量也逐年增加，

究越来越多；且鸦胆子油作为生产成药的原料，市场

而野生产量则有减无增。总之，鸦胆子总体上将保持

需求越来越大。市场高价有效刺激了农户的采收积极

市场供应量增加的趋势，趋滑的可能性较小。但是，

性，云南、江苏、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大量栽培种

我国中药材市场与厂家的购货力度有密切关系，一旦

植。据湛江产区的收购商介绍，2010 年以前每年收购

失去厂家需求，鸦胆子市场行情将快速下降，因此，

量至多仅数吨，但 2011 年却收了 30～40 t；另外，越

经营鸦胆子的商家应密切注意市场货源的走动情况。

南当年的来货量也较往年大幅增加，货丰价滑，2011

当然，市场经济时刻都在变动，只要鸦胆子存在市场

年 12 月份行情滑至 38 元/kg 上下

[17]

。

需求，其后市价格将突破预期，并保持上涨趋势。

3.4 平稳期（2012－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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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亳州和荷花池市场均为 35 元/kg。

技出版社,2010：238.

表 1 四大药材市场鸦胆子进口统货价格变化（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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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鸦胆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随着
栽培面积的增加，产量也随之增加，并且不断有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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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专利申请质量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耿胜燕，耿立冬，欧阳雪宇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北京 100096
摘要：中药是我国五千年文明的瑰宝，有着系统的理论和可靠的临床疗效。作为中药的发源地，我国理应
拥有大量自主的中药知识产权，然而目前中药专利申请的整体质量并不乐观。本文针对我国中药专利申请的数
量与质量的差异，分析中药专利申请的质量现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并提供应对策略，建议今后我国知识产权
的工作重心从数量逐步转向质量，根据形成原因选择有针对性的对策，通过多方位、多部门的共同配合，实现
中药知识产权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关键词：中药；专利申请质量；现状；对策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6.01.004
中图分类号：R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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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for Patent Application Qual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ENG Sheng-yan, GENG Li-dong, OUYANG Xue-yu (Patent Examination Cooperation
Center of the Patent Office,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R.C, Beijing 100096,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 treasure of five-thousand-year civilization of China, with
systemic theory and reliable clinical efficacy. As the origin of TCM, China should have a large number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TCM beyond any doubt. However, the quality of TCM patent application as a whole is
far from optimistic currently. Targeting the differences in number and quality of TCM patent applica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analyzed current situation of TCM patent application, discussed the reasons and offered countermeasures, and
proposed that the work focu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China should shift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It also argued that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chosen according to the causing reasons, and overall promotion of the TCM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etiveness sh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multi-aspect and multi-department cooper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ent application; quality; status; countermeasure

自 1985 年我国专利法实施以来，中药专利申请
[1]

法创造预期的经济价值，而且不合适的保护范围还会

的数量逐年增长，并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 。但是，

阻碍正常的科技创新，导致人力、物力的严重浪费。

专利申请数量并不能反映专利水平的全貌。在巨大申

许多低质量申请实际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发明，该申请

请数量背后的另一个沉重的事实是，中药申请的整体

不能被批准，但其技术内容已被公开，公众均可检索

[2]

质量并不乐观 。专利申请质量不高的危害是显而易

到这些技术内容，无形中造成我国中药信息资源的惨

见的，因缺少技术创新，专利将无法产业化，继而无

痛流失。因此，要提高我国中药知识产权竞争力，加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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