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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

用药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药物

组合物含有下述成分：黄芪15‑45重量份、灵芝

10‑20重量份、党参10‑20重量份、鱼腥草8‑18重

量份、天花粉8‑16重量份、黄芩7‑17重量份、柴胡

6‑18重量份、甘草5‑14重量份。本发明的药物组

合物具有延缓疲劳、增强非特异性免疫效用，可

用作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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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该药物组合物由如下

组分制成：

黄  芪     15-45重量份      灵 芝     10-20重量份

党 参     10-20重量份     鱼腥草    8-18重量份

天花粉    8-16重量份       黄  芩     7-17重量份

柴  胡     6-18重量份       甘 草     5-14重量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该药物组合物制成片剂、胶囊剂、颗粒

剂或口服液体制剂。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将各成分的中药材经水提或醇提后制成浸膏干粉，再加入药物可接受的辅料，制成

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或口服液体制剂。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提是将各成分的中药材用10-35

倍量的水煎煮2-4次，每次1-6小时；所述醇提是将各成的中药材用5-15倍量的浓度为30～

90wt%的乙醇煎煮2-4次，每次1-6小时。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可接受的辅料包括粘合剂、崩

解剂、助流剂、增塑剂和/或稀释剂。

6.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

（1）将除灵芝以外的所述中药材浸泡30-120分钟备用；

（2）将除灵芝以外的所述已浸泡中药材经水提或醇提后制成提取液，30-90℃减压浓缩

至相对密度为1  .10-1  .58的浸膏；

（3）将灵芝粉碎成细粉，所述细粉为全部能通过五号筛并且能够通过六号筛的粉末不

少于95%；

（4）将步骤（3）得到的灵芝细粉加入到步骤（2）的浸膏中，再加入药物可接受的辅料，制

成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或口服液体制剂。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提是将各成分的中药材用10-35

倍量的水煎煮2-4次，每次1-6小时；所述醇提是将各成的中药材用5-15倍量的浓度为30～

90wt%的乙醇煎煮2-4次，每次1-6小时。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可接受的辅料包括粘合剂、崩

解剂、助流剂、矫味剂、增塑剂和/或稀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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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药物组合物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由感染艾滋病病毒(HIV病毒)引起。HIV是一

种能攻击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它把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CD4T淋巴细胞作为主要攻击

目标，大量破坏该细胞，使人体丧失免疫功能。因此，人体易于感染各种疾病，并可发生恶性

肿瘤，病死率较高。目前的现有医药中，缺乏可维持、提高或重建艾滋病患者的免疫系统的

药物。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

的药物组合物(以下，有时称作“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具有提高对

HIV的免疫能力、重建机体免疫系统的功效。

[0004] 本发明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该药物组合物含有下述成

分：

[0005]

[0006] 如上所述的药物组合物，优选含有下述重量份的各成分：

[0007]

[0008] 进一步优选含有下述重量份的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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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0010] 还优选含有下述重量份的各成分：

[0011]

[0012] 还优选含有下述重量份的各成分：

[0013]

[0014] 如上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该药物组合物制成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冲

剂或口服液体制剂。

[0015] 如上所述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将各成分的中药材经水提或醇提后制成浸膏干粉，再加入药物可接受的辅料，制成片剂、胶

囊剂、颗粒剂、冲剂或口服液体制剂。

[0016] 如上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提是将各成分的中药材用10-35倍量的

水煎煮2-4次，每次1-6小时；所述醇提是将各成的中药材用5-15倍量的浓度为30～90wt％

的乙醇煎煮2-4次，每次1-6小时。

[0017] 如上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可接受的辅料包括粘合剂、崩解剂、

助流剂、增塑剂和/或稀释剂。

[0018] 如上所述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0019] (1)将除灵芝以外的所述中药材浸泡30-120分钟备用；

[0020] (2)将除灵芝以外的所述已浸泡中药材经水提或醇提后制成提取液，30-90℃减压

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0-1.58的浸膏；

[0021] (3)将灵芝粉碎成细粉，所述细粉为全部能通过五号筛并且能够通过六号筛的粉

末不少于95％；

[0022] (4)将步骤(3)得到的灵芝细粉加入到步骤(2)的浸膏中，再加入药物可接受的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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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制成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冲剂或口服液体制剂。

[0023] 如上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提是将各成分的中药材用10-35倍量的

水煎煮2-4次，每次1-6小时；所述醇提是将各成的中药材用5-15倍量的浓度为30～90wt％

的乙醇煎煮2-4次，每次1-6小时。

[0024] 如上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可接受的辅料包括粘合剂、崩解剂、

助流剂、矫味剂、增塑剂和/或稀释剂。

[002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的质量控制方法，其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待测试样品中黄芩苷的含量。

[0026] 如上所述的质量控制方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待测试样品中黄芩苷的含量的色

谱条件为：以体积比为30:70的乙腈-0.05％磷酸溶液为流动相进行等度洗脱，检测波长为

280nm。

[0027] 如上所述的质量控制方法，其具体包括下述步骤：

[0028] (1)取黄芩苷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1ml含100μg的溶液，制成黄芩

苷对照品溶液；

[0029] (2)取待测的治疗艾滋病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适量，研细，取约0.5g，精密称定，

置100ml的容量瓶中，加甲醇40ml，称定重量，超声提取30min，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滤

过，制成供试品溶液；

[0030] (3)另取适量缺少黄芩的阴性对照药材，精密称定，置100ml的容量瓶中，加甲醇

40ml，称定重量，超声提取30min，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滤过，制成缺黄芩的阴性对照溶

液；

[0031] (4)以十八烷基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体积比为30:70的乙腈-0.05％的磷酸溶液

为流动相，设定流速为0.8ml/min，检测波长为280nm，柱温为28℃，理论塔板数按黄芩苷峰

计不低于2500；取黄芩苷对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各10μl，在280nm波长下检测。

[0032]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是在金元医家李东垣《脾胃论》中所载补中益气汤基础上，

根据艾滋病的病因、病机和临床证候，结合现代中医药研究成果，按照中医理法方药的组方

原则，筛选组合而成。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用黄芪补中益气，扶正培本，康艾强身，以为主

药；辅以灵芝益精补血，强健筋骨，固本强身。配党参养阴生津，补气益血；佐以鱼腥草清热

化毒，祛毒除邪。合天花粉滋阴生津，泻火排毒。伍黄芩清热燥湿，凉血解毒。配柴胡疏理肝

气，透邪解郁；使以甘草益气补中，清热解毒，协调药性。全方诸药为伍，则气、血双补，毒、热

俱解，正气得复，元气充盈，而艾邪必袪。组方中黄芪、党参、灵芝具有增强巨噬细胞吞噬能

力，对机体各系统均具有正向调节和保护修复作用；鱼腥草、天花粉、黄芩、柴胡、甘草具有

较佳的抗病毒和抗菌作用，并可增强机体对HIV的免疫能力。该组方多年来在兰州市肺科医

院感染科使用，作为艾滋病的辅助用药，具有清热祛邪、扶正固本之效，能够在抑制HIV的同

时，重建机体免疫体系。此外，颗粒剂具有吸收快，显效迅速；剂量小，口感好；生产设备简单

易操作；服用、携带、贮藏和运输方便的特点，中药相对于西药在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具有

优势。

附图说明

[0033] 图1是对照品溶液高效液相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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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图2是供试品溶液高效液相色谱图。

[0035] 图3是阴性对照溶液高效液相色谱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优选实施例仅用

于说明和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7] 一、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及质量控制

[0038] 实施例1

[0039] 称量下述重量的各成分：黄芪30g、灵芝15g、党参15g、鱼腥草12g、天花粉12g、黄芩

12g、柴胡12g、甘草9g。

[0040] 将上述灵芝药材粉碎，粉粹成可全部通过五号筛并且能够通过六号筛的粉末不少

于95％的细粉；其余黄芪等药材加水浸泡1小时，分别以10倍、8倍、8倍水加热回流提取三

次，第一次1小时，第二次1小时，第三次0.5小时，合并滤液，60℃减压浓缩成相对密度为

1.20的浸膏，将其与灵芝细粉混匀，加入适量可溶性淀粉，制粒，干燥，整粒，制成颗粒剂。

[0041] 实施例2

[0042] 称量下述重量的各成分：黄芪15g、灵芝10g、党参10g、鱼腥草8g、天花粉8g、黄芩

7g、柴胡6g、甘草5g。

[0043] 将上述灵芝药材粉碎，粉粹成可全部通过五号筛并且能够通过六号筛的粉末不少

于95％的细粉；其余黄芪等药材加水浸泡1小时，以15倍、10倍、10倍水加热回流提取三次，

第一次1小时，第二次2小时，第三次3小时，合并滤液，60℃减压浓缩成相对密度为1.38的浸

膏，将其与灵芝细粉混匀，加入适量可溶性淀粉，制粒，干燥，整粒，制成胶囊剂。

[0044] 实施例3：

[0045] 称量下述重量的各成分：黄芪45g、灵芝20g、党参20g、鱼腥草18g、天花粉16g、黄芩

17g、柴胡18g、甘草14g。

[0046] 将上述灵芝药材粉碎，粉粹成可全部通过五号筛并且能够通过六号筛的粉末不少

于95％的细粉；其余黄芪等药材加水浸泡1小时，以3倍、5倍、5倍水加热回流提取三次，第一

次1小时，第二次1小时，第三次1小时，合并滤液，60℃减压浓缩成相对密度为1.58的浸膏，

将其与灵芝细粉混匀，干燥得到浸膏干粉，加入适量可溶性淀粉，硬脂酸镁0.8g、滑石粉5g，

制成片剂。

[0047] 实施例4：

[0048] 称量下述重量的各成分：黄芪16g、灵芝16g、党参16g、鱼腥草13g、天花粉11g、黄芩

13g、柴胡14g、甘草10g。

[0049] 将上述八味中药材粉碎成粗粉，过筛，混匀，用5倍量的乙醇(浓度70wt％)，煎煮2

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煮液，滤过，滤液浓缩干燥得到浸膏干粉。加入蔗糖30g、香精20g，加

水制成1000mL并调节pH值至7，摇匀，静置12小时，过滤，灌装，灭菌，制成口服液。

[0050] 实施例5：

[0051] 称量下述重量的各成分：黄芪20g、灵芝15g、党参20g、鱼腥草15g、天花粉9g、黄芩

9g、柴胡10g、甘草9g。

[0052] 将上述八味中药材粉碎成粗粉，过筛，混匀，用15倍量的水，煎煮3次，每次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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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提取液，滤过，滤液浓缩至适量，干燥得到浸膏干粉。浸膏干粉溶于纯化水中，加单糖浆

至1000ml，制成糖浆。

[0053] 实施例6：对上述实施例1-5中制备得到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药物组合物

进行质量控制，该检测步骤如下：

[0054] (1)取黄芩苷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1ml含100μg的溶液，制成黄芩

苷对照品溶液。

[0055] (2)取待测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的药物适量，研细，取约0.5g，精密称定，置

100ml的容量瓶中，加甲醇40ml，称定重量，超声提取30min，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滤过，

制成供试品溶液；

[0056] (3)另取适量缺少黄芩的阴性对照药材，精密称定，置100ml的容量瓶中，加甲醇

40ml，称定重量，超声提取30min，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滤过，制成缺黄芩的阴性对照溶

液；

[0057] (4)以十八烷基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体积比为30:70的乙腈-0.05％的磷酸溶液

为流动相，设定流速为0.8ml/min，检测波长为280nm，柱温为28℃，理论塔板数按黄芩苷峰

计不低于2500；取黄芩苷对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各10μl，在280nm波长下检测。

[0058] 具体请参见图1-图3，其中，图1是对照品溶液高效液相色谱图。图2是供试品(实施

例1制得的药物组合物)溶液高效液相色谱图。图3是阴性对照溶液高效液相色谱图。

[0059] 结果表明，阴性对照在与黄芩苷对照品保留时间相同位置上无色谱峰出现，表明

其它药材对测定结果无影响，同时上述实施例1-5中制备得到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

药药物组合物中黄芩苷的含量测定结果的范围为5.31-5.82mg/g之间，该药物组合物具有

质量可控性。

[0060] 在上述测定过程中，对于系统适用性实验包括如下步骤：

[0061] (1)线性关系的考察

[0062] 取黄芩苷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甲醇制成每1ml含1.06mg的溶液，摇匀，作为储

备液。精密吸取上述储备溶液0.2ml、0.6ml、1.0ml、1.2ml、1.4ml、1.6ml、2.0ml至10ml容量

瓶中，用乙腈-0.05％磷酸水(30:70)稀释至刻度，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各进样10μL，测

定峰面积，以对照品峰面积为纵坐标(Y)，浓度为横坐标(X)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y＝

9E+07x–29273(r＝0.9996)，线性范围为0.212～2.12μg。

[0063] (2)精密度试验精密吸取同一对照品溶液10μl，连续进样6次，测定色谱峰的峰面

积，黄芩苷的RSD为0.31％，结果表明，精密度良好。

[0064] (3)稳定性试验精密吸取同一对照品溶液10μl，分别于0、2、4、6、12小时进样，测定

色谱峰的峰面积，得黄芩苷峰面积的RSD值为0.82％，结果表明在0～12小时内稳定性良好。

[0065] (4)重复性试验取同一批号待测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药物组合物适量，研细，取

约0.5g的5份样品，分别精密称定，按照样品制备方法进行样品处理，分别进样测定，得到黄

芩苷的RSD为1.45％，结果表明该方法重现性较好。

[0066] (5)回收率试验取已知含量的同一批号待测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药物组合物适

量，研细，取约0.25g，精密称定，加入一定量的黄芩苷对照品，依法测定，根据色谱峰峰面积

值，计算回收率，得到RSD为1.19％，见表5。结果表明，本法回收率良好。

[0067] 表5回收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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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6)样品的测定

[0070] 取实施例1-3待测治疗艾滋病的辅助用药药物组合物适量，研细，各取约0.5g，精

密称定，置100ml的容量瓶中，加甲醇40ml，称定重量，超声提取30min，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

量，滤过，制成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续滤液10μL进样，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黄芩苷的含量，

结果见表6。

[0071] 表6样品含量测定结果(n＝3)

[0072]

[0073] 二、药效实验

[0074] 增强免疫力药效设计

[0075] (一)本发明药物组合物对抗运动性疲劳作用的实验研究

[0076] 1实验动物

[0077] 健康成年昆明种小鼠48只，体重18～22g，雌雄不限。

[0078] 2方法与结果

[0079] 2.1实验方法

[0080] 2.1.1动物分组

[0081] 将48只小鼠随机分为三组，实验组、阳性对照组、空白对照组，每组16只。实验组灌

胃本发明药物组合物3.93g/(kg·d)，阳性对照组灌胃红景天口服液(北京红景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1ml/d，空白对照组灌胃蒸馏水10ml/(kg·d)。每组连续给药28天。

[0082] 2.1.2对小鼠负重游泳时间的影响：末次灌胃0.5h后，将分组后的小鼠尾根部负荷

5％体重的铅块，按组别放入泳池中游泳(水深30cm,温度(25±1.0)℃，记录小鼠入水游泳

至沉入水底不再浮起所需的时间。

[0083] 2.1 .3对小鼠常压缺氧能力的影响：按照上述分组要求，同样选取三组小鼠，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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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胃0.5h后，将小鼠置于加有5％钠石灰的250ml的磨口瓶中，瓶口用凡士林涂封，记录小鼠

自进瓶开始至死亡所经历的时间。

[0084] 2.1.4对小鼠HB含量的影响：按照以上分组要求，选取三组小鼠，末次灌胃0.5h后，

摘取小鼠眼球采血，应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迈瑞BC-5000，广东)测定每只小鼠HB含量。

[0085] 2.1.5对运动后小鼠血乳酸含量的影响：选取三组小鼠，末次灌胃0.5h后，采血(在

眼内眦静脉丛处)20μl，应用血乳酸分析仪(YSI1500SPORT，美国)测定血乳酸含量。然后在

不负重的情况下，放入泳池中游泳[水温(30±1.0)℃]，10min后取出，立即采血测定血乳酸

含量，休息20min后再次采血测定血乳酸含量。对比三组实验小鼠运动前、运动后即刻和运

动结束20min后体内血乳酸含量的变化。

[0086] 2.1 .6对小鼠血BUN的影响：选取三组小鼠，末次灌胃0.5h后，放入泳池中游泳[水

温(30±1.0)℃]，90min后取出，立即摘取小鼠眼球采血，离心血清，测定BUN含量。

[0087] 2.2统计学分析

[0088] 所有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组间均数比较用t检验。采用SPSS16.0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具有齐性时用LSD检验，方差不齐用

Dunnett，s  T3检验进行各组间比较。P<0.05表示差异有显著性。

[0089] 2.3结果

[0090] 2.3.1对小鼠负重游泳时间及常压缺氧耐力的影响：经本药物组合物灌胃后的小

鼠与空白对照组相比，负重游泳时间延长118.9％(P<0.01)，与灌胃红景天口服液的阳性对

照组比较也有明显延长(P<0.01)；实验组小鼠的缺氧耐力也有显著提高40.2％(P<0.01)，

但与阳性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n＝16)(见表1)。

[0091] 表1本发明药物组合物对小鼠负重游泳时间及常压缺氧耐力的影响(min， )

[0092]

[0093] 注：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094]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095] 2.3.2对小鼠HB含量和运动后血BUN的影响：结果显示，服用本药物28天后，小鼠HB

含量升高34％(P<0.01)，与阳性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n＝16)，服用本药物小

鼠运动后血清BUN含量下降25％(P<0.01)，与阳性对照组相比减少12％(P<0.01，n＝16)(见

表2)。

[0096] 表2本发明药物对小鼠HB和BUN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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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0098] 注：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099]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100] 2.3.3对小鼠血乳酸值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各组小鼠运动前血乳酸值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游泳后即刻，各组小鼠血乳酸值均有明显增高(P<0.05)；与空白对照

组比较，实验组和阳性对照组均有明显差异(P<0.01)，即服用红景天口服液和服用该药物

的小鼠血乳酸值升高水平均明显低于空白对照组，而阳性组和实验组之间无明显差异(P<

0.05)。休息20分钟后，各组血乳酸值均有明显降低(P<0.05)；实验组和阳性对照组血乳酸

值均低于空白对照组(P<0.01)，而实验组与阳性对照组之间也存在差异(P<0.01，n＝16)

(见表3)。

[0101] 表3本发明药物组合物对小鼠乳酸值的影响(mmol/L， )

[0102]

[0103] 注：与阳性组比较，*P<0.05，**P<0.01

[0104] 实验结果表明：本药物能够明显延长小鼠负重游泳运动时间，说明其具有较强的

延缓疲劳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提高运动耐力；能有效增强机体对缺氧环境的耐受能力；能够

显著提高HB含量；能够减少运动后BUN的含量，其减少幅度较红景天更明显；能明显减少小

鼠运动后体内血乳酸的堆积。这表明无氧糖酵解受到抑制，细胞有氧利用率得到提高，从而

增强了机体的有氧代谢和能量供应；休息20min后，血乳酸值大大减少，疲劳得到明显缓解。

[0105] (二)本发明药物组合物增强机体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实验研究

[0106] 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作为一种细胞毒化疗药物，同时也属于烷化剂

类免疫抑制剂，其作用主要是破坏DNA的结构，从而阻断其复制，导致细胞死亡。而在免疫毒

理学中，环磷酰胺是制备免疫抑制模型的常用药物。

[0107] 1材料

[0108] 试剂、器械及药物

[0109] 环磷酰胺(Sigma公司)，按60mg/kg体重(周剂量)，用蒸馏水配制，每日经口给予；

电子便携式天平(型号：JM5102，余姚市纪铭称重校验设备有限公司，精密度0.1g)；注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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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1ml)；注射针头；灌胃针头；干湿温度计；棕色试剂瓶；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药:鲨肝

醇，不做任何处理，仅用饲料喂养；受试组：本发明药物组。

[0110] 1.2实验动物

[0111] Balb/C小鼠72只，雌性，6～8周龄，体重18～22g。

[0112] 2方法与结果

[0113] 2.1对环磷酰胺模型小鼠的升高白细胞作用

[0114] 取小鼠36只，随机分为3组，空白对照组每日灌胃蒸馏水10ml/kg·d，其余组每日

灌胃60mg/kg环磷酰胺，周期为30天。实验组灌胃本发明药物组合物1.0g/(kg·d)，阳性对

照组灌胃鲨肝醇10ml/kg.d，每组连续给药28天。末次给药1小时后，小鼠眼眶取血测白细胞

数。结果显示：环磷酰胺可使小鼠血白细胞数明显下降(P<0.01)，本发明药物可对抗环磷酰

胺所致小鼠白细胞下降的作用，见表4。

[0115] 表4本发明药物组合物对环磷酰胺所致小鼠白细胞减少的影响

[0116]

[0117] 注：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118]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119] 2.2对环磷酰胺模型小鼠免疫器官的影响

[0120] 取小鼠36只，随机分为3组，实验方法同上。于末次给药1小时后，解剖取小鼠胸腺、

脾脏，称重并计算脏器指数。结果显示：环磷酰胺可造成小鼠胸腺、脾脏萎缩，器官脏器指数

显著减轻，而本发明药物组合物有对抗环磷酰胺抑制免疫器官的作用，对非特异性疫功能

有一定促进作用，见表5。

[0121] 表5本发明药物组合物对环磷酰胺所致小鼠的胸腺、脾脏重量减轻的影响

[0122]

[0123] 注：与阳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124]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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