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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类产品国际市场分析
李宗友 肖梦熊 童元元 赵英凯 徐俊
杨坤杰

牟笑海

【摘要】

王俊文 刘扬

党海霞

近年来，包括中药在内的植物药和传统药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和青睐。2015 年，全

球植物药市场销售额为 931.5 亿美元。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
我国中成药及饮片的销售额约 1 200 亿美元。为进一步明确全球中草药市场现状及中药产品的国际市场份
额，本研究从 PubMed 数据库、政府网站、研究报告及搜索引擎中收集相关数据，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和
地区的传统药物市场现状。结果显示，中药类产品包括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中药保健品的
国内外市场销售额约为 1 350 亿美元，而我国中药类产品(不包括保健品)约占国际中草药或传统药物市场
的 80%。
【关健词】

中药；植物药；传统药物；中药出口；国际市场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 Zongyou*, Xiao Mengxiong,
Tong Yuanyuan, Zhao Yingkai, Xu Jun, Wang Junwen, Liu Yang, Yang Kunjie, Mou Xiaohai, Dang Haixia.
*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1007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Dang Haixia,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100700, China; Email: danghaixia@126.com
【Abstract】

Recently, herbal medicine inclu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gained huge

attention in the world. In 2015, the global trades of herbal medicine reached 93.15 billion US dollars. And, the
latest statistics from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wed
that total sale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and raw herbs reached 120 billion US dollars in 2014.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n herbal medicine and how much TCM
shared in it. The PubMed database, search engines and government websites and research reports were searched
for analys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otal trades of TCM products in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were
about 135 billion US dollars, including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raw herbs, herbal extracts, herbal health care
products, whose proportion of the global marketing was 80%.
【Key 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bal medicine; Traditional medicine; Chinese materia

medica exports; Global marketing

1992 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国家中医药

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该课题主要围

管理局共同支持下，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与中国

绕“以华裔为中心的中药传统市场”
“日本、韩国

中医科学院(原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

中药传统市场”“西方草药市场”展开。1993 年，

所合作进行一项国家级软科学研究——“促进中

这三大市场规模约 140 亿美元，同年我国中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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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创汇 4 亿美元，约占三大市场的 3%。由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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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和基本条件。2010 年 9 月 2 日《人民日报》刊
载的文章称“据海关统计，1996 年我国中成药出口
额为 1.25 亿美元，2009 年出口额为 1.6 亿美元”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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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认为，中成药出口 13 年间仅实现不足

及饮片 12.9 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 36%；中药

30%的增长，除去物价上涨和汇率因素，还可能为

提取物为 20.5 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 57%，见

负增长。2012 年 2 月 22 日发表在中国医药保健品

图 1。

进出口商会网站的文章称：
“日本汉方医学起源于
120 000
100 000

出口金额/万美元

中国古代中医学。日本民众具有服用中药的传统，
汉方制剂品种有 2 万多种，目前收载于医疗保险
药品目录中的方剂为 233 种。日本在草药制药领

80 000
60 000
40 000

域已占据领先地位，在国际中草药市场上的产品

20 000

占有率约达 80%” 2 。因此，有人惊呼日本可能
[ ]

0
亚洲

成为世界传统草药的供给中心。我国中药在国际

非洲

中成药

欧洲

北美洲

中药材及饮片

大洋洲 拉丁美洲
中药提取物

市场份额现状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为此，本文在
图 1 中药类产品出口金额

收集整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解析中药产品的国
际主要市场现状，为中医药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

2.1 中成药：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统计，

支撑。

我国 70%的中成药产品出口至亚洲国家或地区，
其次是非洲(10%)和北美洲(9%)。在中成药出口

1

我国中药市场现状

国家或地区中，前 5 位依次为香港、美国、日本、

1.1 中成药及中药饮片：2014 年我国中药工业总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见表 1。

产值为 7 302.09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成药制造
为 5 806.4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3.14%；中药
饮 片 加 工 为 1 495.63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增 长

表1
排名

中成药出口前 10 位的国家或地区
国家/地区

出口额(万美元)

1

香港

10 760.06

2

美国

1 762.91

3

日本

1 484.59

4

新加坡

1 198.74

造利润为 597.9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29%；

5

马来西亚

892.86

中药饮片加工利润为 105.25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6

越南

686.23

7

贝宁

682.30

8

澳大利亚

665.60

1.2 中药保健品市场：据统计，2011 年中药保健

9

印度尼西亚

617.24

品市场规模为 340.2 亿元人民币，占整个保健品市

10

泰国

522.32

15.72%，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3 。全国中成药累计
[ ]

总产量为 367.31 万吨，同比增长 2.4%。中成药制

长 8.36%。

注

数据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场的 27%。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 2014 年发布的
数据显示，我国保健品市场以每年 11%的速度增
[4]

2.2

中药材及饮片：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

长 ，据此估算，2014 年，我国中药保健品市场

会统计，在我国中药材及饮片出口中，87%出口亚

规模约为 466 亿元人民币。

洲国家或地区（以香港、日本、韩国、越南和台
湾为主），其次是欧洲和北美洲，分别占 9%和 3%，

2

中药类产品出口及国际市场现状
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统计，2014 年

见表 2。
2.3

中药提取物：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中药类产品出口额为 35.9 亿美元。其中，中成药

统计，中药提取物是中药类产品进出口的主力。

出口额为 2.5 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 7%；中药材

2014 年，我国共向 133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植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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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物产品，其中，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传统市

植物药销售前 3 位的是德国、意大利、法国，销售

场稳居前列，三者占总出口额的 92%。非洲、拉

额分别为 11.89 亿欧元、8.47 亿欧元、7.84 亿欧元。

丁美洲虽所占份额较少，但同比增速也达到

3.2

[5]

53.65%和 29.36% 。
表2
排名

药，但不接受中医理论。据营养商业杂志(Nutrition

中药材及饮片出口前 10 位的国家或地区
国家/地区

出口额(万美元)

Business Journal)统计，美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
健康产品(包括膳食补充剂、天然和有机食品、功

1

香港

51 741.71

2

日本

25 789.82

3

韩国

11 733.04

4

越南

8 360.37

药品使用，需按化学药的注册要求进行申报，进

5

台湾省

5 508.24

6

3 763.62

一步加剧了植物产品进入市场的难度。因此，美

马来西亚

7

美国

3 603.79

国的植物药品市场主要以草药类膳食补充剂的形

8

荷兰

2 978.99

式存在。2011 年美国草药类膳食补充剂销售额为

9

德国

2 511.73

新加坡

2 298.60

10
注

能性食品、个人和家庭护理产品)市场，2010 年市
场规模约为 1 170 亿美元。植物产品若在美国做为

52.78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 3%。前 3 名仍为
蓝莓(蔓越橘)提取物、锯叶棕和大豆提取物 9 。
[ ]

数据来源：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3.3
3

美国：美国 FDA 接受包括中药在内的植物

加拿大：1999 年 3 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卫

生部将包括中药在内的草药制品列为“天然保健

国际传统药物市场现状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2005 年全球的植物药市场为

品”，成立了天然保健品新药办公室，并通过了

260 亿美元，其中欧洲占 34.5%(德国、法国占欧

关于天然保健品管理改革的指导原则 10 。该指导

洲市场的 65%)，北美占 21%，亚洲占 26%，日本

原则第 10 条明确规定“必须尊重各种不同的文

占 11.3%。全球植物药市场发展速度为 10%～20%，

化传统”。目前，包括中草药在内的天然保健品

[6]

[

]

全球植物提取物市场发展速度为 15%～20% 。据

已成为加拿大人自我保健的重要部分，2000 年销

全球行业分析公司（Global Industry Analysts Inc）

售额约为 15 亿美元，并以 10%～15%的速度逐年

分析，2015 年全球草药补充剂和药物市场规模达到

递增，约 50%的加拿大人使用天然保健品 10 ，据此

931.5 亿美元，2017 年达到 1 070 亿美元 7 。

比例预估，2014 年加拿大草药市场约为 60 亿美元。

3.1

3.4

[ ]

欧洲：欧洲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药市场，共

[

]

印度：80%的印度农村人口使用药用植物和

有 1 272 种植物药品种在市场流通，超过 60%的欧

印度本土医学 11 ，但印度在全球草药出口市场中

洲人用过植物药 8 。中药主要以食品补充剂、传统

的份额不足 1% 12 。印度的草药产品包括阿育吠

药、中药饮片、化妆品、医疗器械等途径进入欧

陀、尤那尼、悉达和顺势疗法产品。印度替代医

盟市场，而中医诊所、草药和保健品商店、中国

学和草药产品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18 年，印度

杂货品商店、西药房、中医院为中药销售的主渠

补充替代和草药产品市场将达 5 040 亿卢比，折合

道。据艾美仕市场研究公司(Ims Health)统计，

75.44 亿美元 13 。

2014 年，以药品形式存在的植物药产品(不包括保

3.5 韩国：据韩国韩医药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

健品和植物饮料等)市场份额为 59.3 亿美元，占整

2013 年韩国韩医药相关的制造、零售、医疗保健销

个非处方药(over the counter, OTC)药品市场的

售额为 80 226 亿韩元(约合 73 亿美元)。其中，医

22%，且每年保持 6%~7%的增长速度。在欧洲国家

疗保健业销售额为 45 246 亿韩元(约合 41 亿美元)，

中，德国和法国植物药市场规模较大。2014 年欧盟

占 56.4%；制造业销售额为 32 782 亿韩元(约合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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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亿美元)，占 40.5%；零售业销售额为 2 942 亿韩元

口药品占 20% 19 。据中国医保进出口商会 2014 年

(约合 2 亿美元)，占 3% 14 。目前我国在韩国的中

统计，我国向澳大利亚出口中药 4 240.22 万美元，

医药机构有 3 家，分别为北京同仁堂株式会社、

其中，中成药 665.6 万美元，中药材及饮片为

北京同仁堂首尔株式会社、天士力制药公司韩国代

567.28 万美元(通过香港、澳门和台湾出口中药

表处，3 家机构主要开展药品销售业务，而无行医

的销售额未统计)。据此估算，澳大利亚植物药

资格。韩国传统草药仅在 OTC 终端销售，2012 年

市场约为 0.7 亿美元。

[

]

[

]

韩药材年度生产总额 1.82 亿美元。2013 年，韩国
以现代科技研发的草药销售额为 1.82 亿美元。
2009 年韩国传统草药销售额约为 2.01 亿美元

[15]

。

4
4.1

中药及植物药类产品市场估算
中药类商品市场分析：本研究中的中药类产

据中国医保进出口商会 2014 年统计，我国向韩国

品包括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保健品、中药提

出口中药 2.1 亿美元，其中，中成药 242.4 万美元，

取物。依据 2014 年我国中成药、中药饮片、中

中药材及饮片 1.17 亿万美元(通过香港、澳门和台

药保健品及提取物的国内市场销售额及中药类

湾出口的中药材及饮片的销售额未统计)。

产品的出口额计算中药类商品的市场份额，包括：

3.6 日本：2014 年第 5 期“中医药国际参考”发

①我国中成药及饮片销售额为 7 302 亿元人民币；

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汉方制剂共计 900 多

②中药保健品约 466 亿元人民币；③中药类产品出

种，但以我国古方中的小柴胡汤、柴朴汤等“七

口额为 35.9 亿美元，
加上离岸价与到岸价 3～4 倍差

汤二散一丸”10 个品种的产量最高，占全部汉方

别，约为 110 亿美元。因此，整个中药的全球市场

制剂的 50%以上。另外，日本在我国传统中药方

约为 1 350 亿美元。如果只将中成药纳入统计，国

“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出“救心丸”，每年的销

内市场加上出口到岸价与离岸价差值，则整个中

售额可达上亿日元。2011 年汉方制剂等的生产金

成药全球市场销售额约为 887 亿美元。

额为 1 422 亿日元；2013 年为 1 599.48 亿日元，

4.2

约合 15 亿美元。

比：WHO 将包括中药在内的草药产品统称为传统

3.7

巴西：2010 年巴西植物药市场销售额约为

和补充医学产品，包括草药、草药材料、草药制

10 亿美元，并以 20%的年增长速度递增。2014 年

剂以及含有植物部分、其他植物材料或混合物作

约达 14 亿美元。部分植物药也被列入公费医疗体

为有效成分的草药成品。在有些国家，草药在传

[16]

国际中(草)药及传统药物市场现状及中国占

。据中国医保进出口商会统计，2014 年我国

统上可包含不源自植物的有机或无机天然有效成

向巴西出口中药 2 555.74 万美元，其中，中成药

分(如动物和矿物材料)。由于传统和补充医学产

1.88 万美元、中药材及饮片 571.38 万美元。

品的法规和监管类别众多，其产品在各国的法律

3.8 非洲：当前非洲大陆 80%的人口仍在使用传

地位也不尽相同 20 。在我国中药具有药品的地位

统医药，传统医药在保护人们身体健康方面发挥

(处方药或 OTC 药)；在美国，草药类产品则以补

重要作用。在贝宁，2013 年草药市场销售额约为

充替代和膳食补充剂的形成存在。因此，很难精

系

270 万美元

[17]

。在加蓬共和国，2013 年植物药市

场销售额约为 150 万美元
3.9

[18]

。

[

]

准评估全球传统和补充医学产品市场的规模。所
以本研究中，将植物药(药品)、膳食补充剂、传

澳大利亚：目前，澳大利亚中药市场的格局

统草药等均纳入此部分统计，并在对全球主要传

大致是中国大陆出口的药品占 60%，中国香港转

统药物产品市场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估算主要国

口的药品占 20%，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尼等出

家 2014 年中草药或传统药物的市场份额(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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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预估其他未检索到市场份额的国家(其他国家
总计约 300 亿美元)。因此，按现有的相关数据计
算，中药约占全球植物药和传统药物市场的 80%。
表3

主要国家或地区植物药或传统药物市场份额

国家/地区

产品类型

市场份额(亿美元)
1 220.0

中国国内市场 药品

报,2006,3(25):100-103.
［9］

闫庆松,于志斌. 美国补充剂与植物药市场的博弈[J]. 中国
现代中药,2012,14(12):52-55.

［10］ 汪洋. 部分国家植物药市场及其管理法规纵览[N]. 中国中
医药报,2002-03-21.
［11］ Mukherjee PK,Wahile A. Integrated approaches towards drug
development from Ayurveda and other Indian system of
medicines[J]. J Ethnopharmacol,2006,103(1):25-35.
［12］ Singh H.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for harnessing opportunities

欧洲市场

植物药(OTC)

59.3

in medicinal plants sector in India[J]. LEAD J,2006,2:

美国

补充替代、膳食补充剂等

60.0

198-211.

加拿大

天然保健品

60.0

［13］ Ken research. Healthcare Report:India Alternative Medicine and

日本

汉方药

15.0

Herbal Products Market 2014-2018[EB/OL]. [2014-11-19].

韩国

韩药材、传统草药和现代草药

6.0

http://www.free-press-release.com/news-india-alternative-medic

印度

传统草药

60.0

巴西

传统草药

14.0

澳大利亚

传统草药

0.7

非州国家

传统草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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