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需提交宣贯和推广实施总结报告的中成药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目录 
 

序号 共识编号 共识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1 GS/CACM 201-2019 奇正®消痛贴膏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华中医药学会外治学分会、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

限公司 
温建民 

2 GS/CACM 202-2019 
碟脉灵®苦碟子注射液临床应用专家共

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中

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通化华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允岭、廖星 

3 GS/CACM 203-2019 丹参川芎嗪注射液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长春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贵州拜特制药有限公司 
王健、姜俊杰 

4 GS/CACM 204-2019 六味五灵片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分会、山东世博金都药业有

限公司 
李秀惠、肖小河 

5 GS/CACM 205-2019 
喜炎平注射液临床应用（儿童）专家共

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天津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马融、王志飞 

6 GS/CACM 206-2019 护肝片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地坛医院、葵花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王融冰、刘峘 

7 GS/CACM 207-2019 
康妇消炎栓治疗女性盆腔炎性疾病临床

应用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哈尔滨红叶医药有限公

司 

侯丽辉、王连心 

8 GS/CACM 265-2019 
心脑宁胶囊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

疾病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贵州景诚制药有限公司 陆峰 

9 GS/CACM 266-2019 消渴丸治疗 2 型糖尿病临床应用专家共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广州白 倪青、黎元元 



序号 共识编号 共识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识 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10 GS/CACM 267-2019 舒筋健腰丸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中

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

司 

高景华、黎元元 

11 GS/CACM 268-2019 
喜炎平注射液治疗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

临床应用专家共识（成人版）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 

中日友好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张洪春、苗青、王

志飞 

12 GS/CACM 269-2019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中

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苗青、陈达灿、王

连心 

13 GS/CACM 270-2019 芪龙胶囊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济宁华能制药厂有限公司 
谢颖桢、王志飞 

14 GS/CACM 271-2019 
鳖甲煎丸治疗肝纤维化临床应用专家共

识 
湖北省中医院、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李晓东 

15 GS/CACM 272-2019 注射用灯盏花素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郭蓉娟、黎元元 

16 GS/CACM 273-2019 六味祛风活络膏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贵州苗药药业有限公司 陈卫衡 

17 GS/CACM 274-2020 
肝爽颗粒治疗肝纤维化临床应用专家共

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保定天浩制药有

限公司 
李秀惠 

18 GS/CACM 275-2020 
八宝丹胶囊治疗病毒性肝炎临床应用专

家共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厦门中药厂有限

公司 
李秀惠 

19 GS/CACM 277-2020 
灯盏生脉胶囊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临床应

用专家共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高颖 

20 GS/CACM 278-2020 
复方伤痛胶囊治疗急性胸壁扭挫伤临床

应用专家共识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 
昝强 

21 GS/CACM 279-2020 前列舒通胶囊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保定天浩制药有限 陈磊 



序号 共识编号 共识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湿热瘀阻型）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公司 

22 GS/CACM 280-2020 
抗病毒口服液治疗感冒临床应用专家共

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市

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何丽云、刘清泉、

温泽淮 

23 GS/CACM 281-2020 
抗病毒口服液治疗流感临床应用专家共

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广州市

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刘清泉、李洪皎、

温泽淮 

24 GS/CACM 282-2020 妇科再造胶囊（丸）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王小云 

25 GS/CACM 283-2020 
喉咽清口服液（颗粒）临床应用专家共

识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时代阳光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阮岩 

26 GS/CACM 284-2020 
参芪降糖颗粒治疗 2 型糖尿病临床应用

专家共识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杨叔禹 

27 GS/CACM 285-2020 
四磨汤口服液用于慢性胃肠疾病治疗及

腹部手术后肠胃功能康复的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唐旭东 

28 GS/CACM 286-2020 
双石通淋胶囊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临床应

用专家共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陕西摩美得气血和制

药有限公司 
李海松 

29 GS/CACM 287-2020 
射麻口服液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临床

应用专家共识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海南省中盛合美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 
孙增涛 

30 GS/CACM 288-2021 
和血明目片治疗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

性眼底出血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亢泽峰 

31 GS/CACM 289-2021 
云南红药胶囊治疗糖尿病眼底出血临床

应用专家共识 
云南省中医院、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温伟波 

32 GS/CACM 290-2021 
银杏酮酯分散片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临床

应用专家共识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神龙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杨文明 

33 GS/CACM 291-2021 正清风痛宁缓释片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临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正清制药集团 刘维 



序号 共识编号 共识名称 承担单位 负责人 

床应用专家共识 股份有限公司 

34 GS/CACM 293-2021 接骨七厘片（胶囊）治疗骨折专家共识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湖南金沙业有限责任公

司 
朱立国 

35 GS/CACM 294-2021 
健肝乐颗粒治疗肝功能异常（胁痛）临

床应用专家共识 
湖北省中医院、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李晓东 

36 GS/CACM 295-2021 
通脉养心丸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和慢性房

颤(气阴两虚证)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中华中医药学会介入心脏病学分会、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直门医院、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

仁堂制药厂 

王显 

37 GS/CACM 296-2021 甘桔冰梅片临床应用专家共识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华森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阮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