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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中医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提出的一种复

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为制备每1000g含

糖复方金银花颗粒或500g不含糖复方金银花颗

粒所需原料的质量为：金银花750g、连翘750g、黄

芩250g，还加入有辅料；利用柠檬酸调节PH值至4

～5的弱酸水对金银花进行提取得到金银花稠

膏；利用与黄芩、连翘质量比为10～15:1的水提

取得到黄芩、连翘稠膏；将辅料、金银花稠膏、黄

芩连翘稠膏混合得到复方金银花干颗粒；将所收

集的挥发油喷洒在复方金银花干颗粒上制得产

品。本发明具有有效成分提取率高，溶媒用量及

耗能小、低炭环保、提取温度低，收集的挥发油含

水量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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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提取制备工艺为：

1）原料的准备：制备每1000g含糖复方金银花颗粒或500g不含糖复方金银花颗粒所需

原料的质量为：金银花750g、连翘750g、黄芩250g，还加入有辅料；

2）原料的处理：金银花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黄芩快速用水洗去泥沙，蒸半小时，切

薄片，干燥；连翘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辅料粉碎成100目细粉，备用；

3）金银花的提取：提取用水为用柠檬酸调节PH值至4～5的弱酸水，金银花、弱酸水与生

物酶的质量比为1:10～15:0.001～0.0015；将金银花、生物酶放置在逆流提取机组中，再加

入弱酸水；金银花、弱酸水及生物酶的质量比为1:5:0.001～0.0015；然后将逆流提取机组

中药材及溶媒加热至50℃，并在50℃的温度下浸泡2小时；再将温度升高至80℃，并调节进

水流速陆续加入剩余量弱酸水，逆流提取40分钟；逆流提取的过程中同时收集挥发油；待逆

流提取完成后，药液滤过，浓缩至在50℃时测定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放凉；加浸膏

量3倍的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25～

1.3的稠膏；提取后的金银花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提取罐；

4）黄芩、连翘的提取：黄芩和连翘与水的质量比为1:10～15；将黄芩薄片与连翘一起置

逆流提取机组中，加水5倍量，加热到50℃预浸2小时，再升温至80℃，并调节进水流速，陆续

加入剩余量水，逆流提取1小时；药液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50℃测，放

凉；加浸膏量3倍的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

为1.25～1.3的稠膏；提取后的黄芩、连翘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逆流提取罐；

5）制粒：将所述辅料、金银花稠膏、黄芩连翘稠膏混合，于颗粒机中16目筛制粒，60℃沸

腾干燥得到复方金银花干颗粒；将所收集的挥发油喷洒在复方金银花干颗粒上，用16目筛

整粒，于不锈钢桶中闷润2小时，然后于二维混合机中，转速16转/分，总混30分钟，包装即

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生物酶

由β-葡聚糖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果胶酶构成。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料

为蔗糖，辅料为蔗糖时重量为900g。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辅料

为糊精与阿司帕坦的组合物；辅料为糊精与阿司帕坦的组合物时，糊精为400g，阿司帕坦为

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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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医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复方金银花颗粒为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十册收载品种，具有清热解

毒，凉血消肿之功；广泛用于风热感冒，咽炎，扁桃体炎，目痛，牙痛及痈肿疮疖。特别是在非

典、手足口病、甲型流感流行期间更显示出化学药品所没有的独特疗效；部颁标准中收录的

处方为：金银花750g、连翘750g、黄芩250g；制法：以上三味，金银花加水蒸馏，收集蒸馏液至

规定量，另器保存。蒸馏后的水溶液滤过；药渣加水适量，蒸煮30分钟，滤过，合并两次滤液，

浓缩至适量，加乙醇3倍量，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浓缩至稠膏状。黄芩、连翘加水煎

煮二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液，滤过，滤液浓缩至适量，加乙醇3倍量，搅拌，静置24小时，滤

过，滤液浓缩至稠膏状，加入金银花稠膏及蒸馏液与糖粉适量，混匀，制成颗粒，即得。

[0003] 复方金银花颗粒现行生产工艺存在的缺陷：提取时间长、溶媒用量大，温度高，受

热时间长；金银花挥发油在制备湿颗粒时加入，湿颗粒烘干过程中基本损殆尽。如金银花提

取，第一遍，水蒸汽蒸馏法收集挥发油，通常需要2至2.5小时，第二遍再煎煮30分钟，提取时

间长共3小时。溶媒用量大药材与溶媒比为1:22，黄芩、连翘提取同样存在，时间长、溶媒用

量大，有效成分受热时间长的问题。且使后续醇沉除杂乙醇用量大，乙醇回收浓缩时间长，

从而使有效成分损耗大，特别是热不稳定成分损失严重，致使提取效率低、能耗大；原工艺

采用水蒸汽蒸馏法提取挥发油，得到的挥发油为白色油水混合物，含水多，只能选择在制湿

颗粒工序加入，在湿颗粒的烘干过程中，由于蒸馏液均为挥发性成分随颗粒的干燥基本损

失殆尽，使成品气微，没有了湿颗粒的浓郁香气。

[0004] 由于以上原因，使生产企业在复方金银花颗粒生产中，为保证产品质量，不得不加

大药材的投入量，而患者服用时为了达到更好的疗效，也不得不加大服用量，严重制约了患

者的用药需求，造成中药材资源的严重浪费，阻碍了中药现代化、中药国际化的进程。

[0005] 金银花相关提取工艺研究有多种方法，如醇提法，只考虑到绿原酸，忽略了挥发油

的提取；超声法不适应于大生产；微波法，对设备要求高。均有不足之处。

[0006] 本品中主要成份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保肝利胆的功能，  是常用的中

药材之一。  它所含的化学成分有绿原酸、异绿原酸、黄酮化合物、芳樟醇和双花醇等，其中

绿原酸被认为是抗菌解毒、消炎利胆的主要有效成分；连翘中的主要成分连翘苷具有较强

的抑菌、抗病毒作用；黄芩中的主要成分黄芩苷具有抗癌、抗菌、抗病毒、解热、清除氧自由

基及抗氧化等作用。因此本品中挥发油的收集、加入方法及绿原酸、连翘苷、黄芩苷含量的

高低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及、及疗效。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现有提取工艺中有效成分损失严重、提取时间长、效率低下等不足，本发

明提出了一种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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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制备工艺，所述的提取制备工艺为：

[0010] 1）原料的准备：制备每1000g含糖复方金银花颗粒或500g不含糖复方金银花颗粒

所需原料的质量为：金银花750g、连翘750g、黄芩250g，还加入有辅料；

[0011] 2）原料的处理：金银花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黄芩快速用水洗去泥沙，蒸半小

时，切薄片，干燥；连翘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辅料粉碎成100目细粉，备用；

[0012] 3）金银花的提取：提取用水为用柠檬酸调节PH值至4～5的弱酸水，金银花、弱酸水

与生物酶的质量比为1:10～15:0.001～0.0015；将金银花、生物酶放置在逆流提取机组中，

再加入弱酸水；金银花、弱酸水及生物酶的质量比为1:5:0.001～0.0015；然后将逆流提取

机组中药材及溶媒加热至50℃，并在50℃的温度下浸泡2小时；再将温度升高至80℃，并调

节进水流速陆续加入剩余量弱酸水，逆流提取40分钟；逆流提取的过程中同时收集挥发油；

待逆流提取完成后，药液滤过，浓缩至在50℃时测定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放凉；加

浸膏量3倍的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25

～1.3的稠膏；提取后的金银花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提取罐；

[0013] 4）黄芩、连翘的提取：黄芩和连翘与水的质量比为1:10～15；将黄芩薄片与连翘一

起置逆流提取机组中，加水5倍量，加热到50℃预浸2小时，再升温至80℃，并调节进水流速，

陆续加入剩余量水，逆流提取1小时；药液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50℃

测，放凉；加浸膏量3倍的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

密度为1.25～1.3的稠膏；提取后的黄芩、连翘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逆流提取罐；

[0014] 5）制粒：将所述辅料、金银花稠膏、黄芩连翘稠膏混合，于颗粒机中16目筛制粒，60

℃沸腾干燥得到复方金银花干颗粒；将所收集的挥发油喷洒在复方金银花干颗粒上，用16

目筛整粒，于不锈钢桶中闷润2小时，然后于二维混合机中，转速16转/分，总混30分钟，包装

即得。

[0015] 所述生物酶由β-葡聚糖酶、纤维素酶、木聚糖酶和果胶酶构成。

[0016] 所述的辅料为蔗糖，辅料为蔗糖时重量为900g。

[0017] 所述的辅料为糊精与阿司帕坦的组合物；辅料为糊精与阿司帕坦的组合物时，糊

精为400g，阿司帕坦为2.5g。

[0018]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复方金银花颗粒的提取工艺，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有

益效果：

[0019] （1）采用生物酶加逆流提取技术，同时用柠檬酸调水的PH值4～5，酸性条件下更有

利于细胞壁酶解破裂，利于挥发油的快速溶出；且在低酸度溶液中绿原酸电离过程被抑制，

主要以分子形式存在，有利于绿原酸的溶出，从而大大提高挥发油及绿原酸的转移率；生物

酶促进细胞破壁，有利于有效成分快速溶出；逆流可使药材与溶媒保持较高的浓度差，促进

有效成分快速溶出；黄芩与连翘采用逆流提取技术，使连翘苷、黄芩苷提取率也有较大幅度

提高。

[0020] （2）通过采用生物酶加逆流提取工艺，大大缩短了提取、浓缩时间，节省了能耗，节

约溶媒用量40%。

[0021] （3）提取温度低、时间短可减少挥发性成分、热敏成分的破坏，还减少了纤维、淀

粉、粘液质等杂质的溶出，有利于下道工序的醇沉除杂。充分体现了高效、节能、环保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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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技术。

[0022] （4）由于生物酶的加入，提取温度低、时间短，收集到的挥发性成分，为油状物，含

水少，可直接加入干颗粒中，避免干燥过程中损失；而原水蒸汽蒸馏法收集到的蒸馏液含水

多，加在干颗粒中影响颗粒水分，只能在制湿颗粒时加入，湿颗粒干燥过程中又挥发损失

掉。

[0023] （5）质量稳定性：经18个月的长期稳定性试验，各项质量指标与0月比无明显差别

（相对标准偏差均小于3%），表明产品质量很稳定。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有效成分提取率高，溶媒用量及耗能小、低炭环保、提取温

度低，收集的挥发油含水量小的特点；另外挥发油选择在制粒烘干后加入，不影响成品颗粒

的水分，又避免烘干过程的损失。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加以说明：

[0026] 实施例1

[0027] 含蔗糖复方金银花颗粒100袋，每袋装10g由以下重量比的原辅料制成：金银花

750g、连翘750g、黄芩250g、蔗糖900g。

[0028] 其制备工艺过程如下：

[0029] 1、金银花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黄芩快速用水洗去泥沙，蒸半小时，切薄片，干

燥；连翘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蔗糖粉碎成细粉，备用。

[0030] 2、金银花的提取：提取用水为用柠檬酸调节PH值至4～5的弱酸水，金银花、弱酸水

与生物酶的质量比为1:10:0.001。将金银花放置在逆流提取机组中，先加入弱酸水及生物

酶，金银花、弱酸水及生物酶的质量比为1:5:0.001；然后将逆流提取机组中药材及溶媒加

热至50℃，并在50℃的温度下浸泡2小时；再将温度升高至80℃，并调节进水流速陆续加入

剩余5倍量弱酸水，逆流提取40分钟；逆流提取的过程中同时收集挥发油；待药液逆流提取

完成后，药液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  50℃时测定，放凉。加浸膏量3倍

的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25～1.3的稠

膏；提取后的金银花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提取罐；

[0031] 3、黄芩、连翘的提取：黄芩和连翘与水的质量比为1:10；将黄芩薄片与连翘一起置

逆流提取机组中，加水5倍量,加热至50℃预浸2小时，再升温至80℃，并调节进水流速，陆续

加入剩余5倍量水，逆流提取1小时；药液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50℃

测，放凉；加浸膏量3倍的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

密度为1.25～1.3的稠膏；提取后的黄芩、连翘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逆流提取罐；

[0032] 3、金银花、黄芩、连翘浸膏与蔗糖粉混合，于颗粒机中16目筛制粒，60℃沸腾干燥。

喷洒挥发油，16目筛整粒，于不锈钢桶中闷润2小时，于二维混合机中，转速16转/分，总混30

分钟，包装（每袋装10g），即得。

[0033] 实施例2

[0034] 无蔗糖复方金银花颗粒100袋，每袋5g由以下重量比的原辅料制成：金银花750g、

连翘750g、黄芩250g、糊精400g、阿司帕坦2.5g。

[0035] 其制备工艺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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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1、金银花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黄芩快速用水洗去泥沙，蒸半小时，切薄片，干

燥；连翘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阿司帕坦粉碎成细粉，备用。

[0037] 2、金银花的提取：提取用水为用柠檬酸调节PH值至4～5的弱酸水，金银花、弱酸水

与生物酶的质量比为1:12:0.0012。将金银花放置在逆流提取机组中，先加入弱酸水及生物

酶，金银花、弱酸水及生物酶的质量比为1:5:0.001；然后将逆流提取机组中药材及溶媒加

热至50℃，并在50℃的温度下浸泡2小时；再将温度升高至80℃，并调节进水流速陆续加入

剩余7倍量弱酸水，逆流提取40分钟；逆流提取的过程中同时收集挥发油；待药液逆流提取

完成后，药液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  50℃时测定，放凉。加浸膏量3倍的

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25～1.3的稠

膏；提取后的金银花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提取罐；

[0038] 黄芩、连翘的提取：黄芩和连翘与水的质量比为1:12。将黄芩薄片与连翘一起置逆

流提取机组中，加水5倍量,加热至50℃预浸2小时，再升温至80℃，并调节进水流速，陆续加

入剩余7倍量水，逆流提取1小时；药液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50℃测，放

凉；加浸膏量3倍的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

为1.25～1.3的稠膏；提取后的黄芩、连翘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逆流提取罐；

[0039] 3、金银花、黄芩、连翘浸膏与糊精、阿司帕坦于槽型混合机中混合15分钟，于颗粒

机中16目筛制粒，60℃沸腾干燥，喷洒挥发油，16目筛整粒，于不锈钢桶中闷润2小时，于二

维混合机中，转速16转/分，总混30分钟，包装（每袋装5g），即得。

[0040] 实施例3

[0041] 含蔗糖复方金银花颗粒100袋，每袋10g由以下重量比的原辅料制成：金银花750g、

连翘750g、黄芩250g、蔗糖900g。

[0042] 其制备工艺过程如下：

[0043] 1、金银花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黄芩快速用水洗去泥沙，蒸半小时，切薄片，干

燥；连翘挑出非药用部分及杂质；蔗糖粉碎成细粉，备用。

[0044] 2、金银花的提取：提取用水为用柠檬酸调节PH值至4～5的弱酸水，金银花、弱酸水

与生物酶的质量比为1:14:0.0015。将金银花放置在逆流提取机组中，先加入弱酸水及生物

酶，金银花、弱酸水及生物酶的质量比为1:5:0.001；然后将逆流提取机组中药材及溶媒加

热至50℃，并在50℃的温度下浸泡2小时；再将温度升高至80℃，并调节进水流速陆续加入

剩余9倍量弱酸水，逆流提取40分钟；逆流提取的过程中同时收集挥发油；待药液逆流提取

完成后，药液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  50℃时测定，放凉。加浸膏量3倍

的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25～1.3的稠

膏；提取后的金银花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提取罐；

[0045] 黄芩、连翘的提取：黄芩和连翘与水的质量比为1:14。将黄芩薄片与连翘一起置逆

流提取机组中，加水5倍量,加热至50℃预浸2小时，再升温至80℃，并调节进水流速，陆续加

入剩余9倍量水，逆流提取1小时；药液滤过，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5～1.2的浸膏，50℃测，

放凉；加浸膏量3倍的乙醇，边加边搅拌，静置24小时，滤过，滤液回收乙醇并浓缩至相对密

度为1.25～1.3的稠膏；提取后的黄芩、连翘药渣离心甩干后弃去，清洗逆流提取罐；

[0046] 3、金银花、黄芩、连翘浸膏与蔗糖粉混合，于颗粒机中16目筛制粒，60℃沸腾干燥。

喷洒挥发油，16目筛整粒，于不锈钢桶中闷润2小时，于二维混合机中，转速16转/分，总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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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包装（每袋装10g），即得。

[0047] 自制品与市销售品质量对比

[0048] 复方金银花颗粒现行部颁标准（WS3-B-1985-95），由于颁布年代较早，没有含测指

标，但公司为了加强本品的质量控制，制订了企业内控标准，性状项下增加了“有浓郁香

气”，含测项下增加了“绿原酸、连翘苷、黄芩苷的含测指标”。

[0049] 本发明复方金银花颗粒实施例产品与市售其它公司产品有效成分质量比较，检测

标准依据我公司注册标准下的内控标准，结果如下：

[0050] 表1  本发明复方金银花颗粒实施例与市售品质量比较

[0051]

[0052] 本发明复方金银花颗粒（实施例1、2、3）的长期稳定性实验数据见表2、表3、表4。

[0053] 表2 实施例1的长期稳定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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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表3 实施例2的长期稳定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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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表4 实施例3的长期稳定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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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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