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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

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中药组合物包含

以下重量份的中药成分：大黄20‑80份、枳实20‑

80份、厚朴20‑80份、青皮20‑80份、木香20‑80份、

槟榔10‑60份、黄连20‑80份、黄芩20‑80份、五味

子50‑200份和甘草20‑80份；其剂型为片剂、胶囊

剂、粉剂或丸剂；制备方法包括将各组分原料药

分别粉碎后混合，再制成各种剂型。本发明中的

枳实、厚朴、青皮、槟榔和木香，促进胃肠道蠕动，

加速积存物的排出，大黄用量不大，既温和刺激

肠道蠕动，又达到凉血散瘀的作用，积存物排出

后，肠道内的刺激性因素大大减少，减轻呕吐反

应，治疗作用较好，实际推广价值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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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

按重量份计，由以下中药成分组成：

大黄20‑80份、枳实20‑80份、厚朴20‑80份、青皮20‑80份、木香20‑80份、槟榔10‑60份、

黄连20‑80份、黄芩20‑80份、五味子50‑200份和甘草20‑8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所述中药组合物由以

下中药成分组成：

大黄60‑78份、枳实58‑72份、厚朴50‑64份、青皮62‑74份、木香52‑65份、槟榔42‑54份、

黄连47.5‑64份、黄芩55‑64份、五味子78‑124份和甘草54‑65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所述中药组合物由以

下中药成分组成：

大黄72份、枳实66份、厚朴58份、青皮68.5份、木香57份、槟榔48.7份、黄连57.4份、黄芩

61.4份、五味子98.6份和甘草58.8份。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剂型为

片剂、胶囊剂、粉剂和丸剂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剂型为丸剂，所述制备方法包括，按组方量称取各中药成分，分别粉

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加炼蜜制成小蜜丸，干燥，打光，装袋即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每100g复合中药粉中，加炼蜜130‑

150g，制成小蜜丸，每丸含复合中药粉0.9g。

7.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剂型为片剂，所述制备方法包括，按组方量称取各中药成分，分别粉

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加入辅料，压片包衣即可。

8.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剂型为胶囊剂，所述制备方法包括，按组方量称取各中药成分，分别

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加入辅料，混合均匀装入胶囊即可。

9.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兽药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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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兽用中医药技术领域，涉及宠物湿热痢疾的治疗技术领域，更具体的，

涉及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宠物生活中，常有嗅、舔、捡食异物的行为，或因饮食不洁，而引起呕吐、腹泻等消

化道问题。常见症状为腹泻，或先吐后泻；排便稀臭黏腻，常混有胶冻状黏液，偶见秽臭血

便。发病多较突然，病程一般尚不久，症状特点以舌红、脉有力，吐泻物秽臭为特点，属中兽

医“湿热痢疾”范畴。另有很多其它原因引起的肠炎，如犬细小病毒性肠炎等，初期也常见湿

热痢疾的表现。

[0003] 目前，对于湿热痢疾的西兽医治疗，多以止吐、止泻、抗菌为主。抗菌是有价值的治

疗方向；吐泻是消化道接触有害物后的保护性反应，如果消化道内有害物清除干净，则吐泻

可自止，所以，在吐泻并不十分严重而体况尚可时，不一定非止吐、止泻不可。目前的西兽医

治疗，并无促进肠道内有害物排出的有效途径。

[0004] 痢疾等消化道疾病中，肠道积存物如不及时清空，会不断发酵，产生大量有害产

物，吸收后，会对全身状态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中兽医治疗湿热痢疾，有一条著名的法则，

即通因通用‑‑既然腹泻是用来排出有害物的途径，则治疗中就应促进有害物尽快排出。但

目前，中兽医治疗湿热痢疾，主要采用的是白头翁汤，采用的是清热、燥湿、收涩的药物。这

些药物虽然对肠道炎症反应状态有所控制，但也无促进肠道有害物排出的作用。

[0005] 因此，研究开发一种采用“通因通用”的治则、促进患病宠物尽快排出肠道内的积

存物、配合活血化瘀药物和消散肠炎的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是十分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注重促进消化道积存物排出的治疗宠物

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

[0007]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该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

[0008]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是提供该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的应用。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10] 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包含以下中药成分：

[0011] 大黄、枳实、厚朴、青皮、木香、槟榔、黄连、黄芩、五味子和甘草。

[0012] 其中，大黄清热泻火，攻积导滞，活血化瘀。

[0013] 其中，黄连、黄芩，清热泻火，苦寒燥湿。

[0014] 其中，枳实、厚朴、青皮、槟榔、木香，芳香燥湿、理气通肠。

[0015] 上述组合，腹泻耗气，方中多苦燥、芳燥药物而有伤阴之嫌，故甘草补气并调和诸

药，并配五味子酸甘化阴，制约芳燥、苦燥药的偏性。

[0016]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中药组合物，按重量份计，包含以下中药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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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大黄20‑80份、枳实20‑80份、厚朴20‑80份、青皮20‑80份、木香20‑80份、槟榔10‑60

份、黄连20‑80份、黄芩20‑80份、五味子50‑200份和甘草20‑80份。

[0018] 进一步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中药组合物，按重量份计，包含以下中药成分：

[0019] 大黄60‑78份、枳实58‑72份、厚朴50‑64份、青皮62‑74份、木香52‑65份、槟榔42‑54

份、黄连47.5‑64份、黄芩55‑64份、五味子78‑124份和甘草54‑65份。

[0020] 再进一步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中药组合物，按重量份计，包含以下中药成

分：

[0021] 大黄72份、枳实66份、厚朴58份、青皮68.5份、木香57份、槟榔48.7份、黄连57.4份、

黄芩61.4份、五味子98.6份和甘草58.8份。

[0022] 又进一步地，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剂型为片剂、胶囊剂、粉剂和

丸剂等口服制剂中的一种。

[0023] 本发明提供了该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剂型为丸剂，所述制

备方法包括，按组方量称取各中药成分，分别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

加炼蜜制成小蜜丸，干燥，打光，装袋即得。

[0024]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每100g复合中药粉中，加炼蜜130‑150g，制成小蜜丸，每丸2g。

[0025] 本发明提供了该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剂型为片剂，所述制

备方法包括，按组方量称取各中药成分，分别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

加入辅料，压片包衣即可。

[0026] 本发明提供了该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剂型为胶囊剂，所述

制备方法包括，按组方量称取各中药成分，分别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

粉，加入辅料，混合均匀装入胶囊即可。

[0027] 本发明还提供了该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兽药中的应用。

[0028] 本发明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具有如下优点：

[0029] (1)本发明所提供的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中，枳实、厚朴、青皮、槟榔和

木香等，促进胃肠道蠕动，加速积存物的排出，但因其芳香燥湿而并不引起腹泻加重，大黄

用量不大，一方面温和地刺激肠道蠕动，另一方面也达到凉血散瘀的作用，消散肠炎，以清

热、活血的作用为主，有利于控制肠道的充血和出血；

[0030] (2)本发明所提供的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中，在积存物排出后，肠道内

的刺激性因素大大减少，则泻可自止，胃的排空，也有利于呕吐反应的减轻，即本发明虽重

在治疗痢疾腹泻，但对同时发生的呕吐现象，也有较好的治疗作用，胃肠道的排空，也有利

于食欲的恢复；

[0031] (3)本发明所提供的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采用将各组分原料药分别粉

碎后混合，再制成各种剂型，所需条件和设备简单，工艺简单可控，且能有效促进消化道积

存物排出，从而有利于宠物湿热痢疾的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推广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3] 以下实施例仅用于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在不

背离本发明精神和实质的情况下，对本发明方法、步骤或条件所作的修改或替换，均属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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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范围。

[0034] 本发明实施例和对比例中所用原料来源：

[0035] 本发明实施例和对比例中所用草本中药均为市售产品。

[0036] 若未具体指明，本发明实施例中所用的技术手段均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

规手段。

[0037] 实施例1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

[0038] 1、原料配比：

[0039] 大黄68份、枳实62份、厚朴56份、青皮65份、木香57份、槟榔46.5份、黄连54份、黄芩

58份、五味子98份和甘草60份；

[0040] 2、制备方法：

[0041] 按组方量分别称取大黄、枳实、厚朴、青皮、木香、槟榔、黄连、黄芩、五味子和甘草，

分别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随后往复合中药粉中，加包衣剂和粘合

剂等，混合均匀，压制成片，即得，每片含复合中药粉0.45g。

[0042] 实施例2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

[0043] 1、原料配比：

[0044] 大黄48份、枳实64份、厚朴72份、青皮66份、木香59份、槟榔50份、黄连42份、黄芩

52.5份、五味子148份和甘草48份。

[0045] 2、制备方法：

[0046] 按组方量分别称取大黄、枳实、厚朴、青皮、木香、槟榔、黄连、黄芩、五味子和甘草，

分别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随后往复合中药粉中，加入成形剂，混合

均匀后，制成颗粒状后装入胶囊，即得，每个胶囊含复合中药粉0.4g。

[0047] 实施例3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

[0048] 1、原料配比：

[0049] 大黄72份、枳实66份、厚朴58份、青皮68.5份、木香57份、槟榔48.7份、黄连57.4份、

黄芩61.4份、五味子98.6份和甘草58.8份；

[0050] 2、制备方法：

[0051] 按组方量分别称取大黄、枳实、厚朴、青皮、木香、槟榔、黄连、黄芩、五味子和甘草，

分别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随后往每100g复合中药粉中，加炼蜜

140g，制成小蜜丸，每丸含复合中药粉0.9g。

[0052] 对比例1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

[0053] 1、原料配比：

[0054] 枳实66份、厚朴58份、青皮68.5份、木香57份、槟榔48.7份、黄连57.4份、黄芩61.4

份、五味子98.6份和甘草58.8份；

[0055] 2、制备方法：

[0056] 按组方量分别称取枳实、厚朴、青皮、木香、槟榔、黄连、黄芩、五味子和甘草，分别

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随后往每100g复合中药粉中，加炼蜜125g，制

成小蜜丸，每丸含复合中药粉0.9g。

[0057] 对比例2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

[0058] 1、原料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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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大黄66份、枳实64份、厚朴59份、青皮70份、木香57份、槟榔49.5份、黄连12份、黄芩

106份、五味子108份和甘草60份；

[0060] 2、制备方法：

[0061] 按组方量分别称取大黄、枳实、厚朴、青皮、木香、槟榔、黄连、黄芩、五味子和甘草，

分别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随后往复合中药粉中，加包衣剂和粘合

剂等，混合均匀，压制成片，即得，每片含复合中药粉0.45g。

[0062] 对比例3一种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中药组合物

[0063] 1、原料配比：

[0064] 大黄58份、枳实76份、厚朴80份、青皮76份、木香69份、黄连42份、黄芩52.5份、五味

子148份和甘草48份。

[0065] 2、制备方法：

[0066] 按组方量分别称取大黄、枳实、厚朴、青皮、木香、槟榔、黄连、黄芩、五味子和甘草，

分别粉碎并过100目筛后，混合均匀得复合中药粉，随后往复合中药粉中，加入成形剂，混合

均匀后，制成颗粒状后装入胶囊，即得，每个胶囊含复合中药粉0.4g。

[0067] 试验效果对比：

[0068] 1、对比试验的相关资料

[0069] 病例纳入标准：选取患有湿热痢疾的自然发病病犬和病猫作为验证对象，其具体

症状为：初期精神变差，食欲减退或废绝，鼻镜干燥，有时可见体温升高；继之出现腹泻，甚

至便血，血便呈砖红色、酱油色、鲜红色不等，粪便气味恶臭，可有呕吐；逐渐出现脱水现象，

皮肤弹性下降，提捏皮肤时皱褶消失缓慢。经常规抗菌、止血疗法(庆大霉素等口服、奎诺酮

类皮下注射等；酚磺乙胺等止血药皮下注射)治疗7日以上无效者，可纳入试验性治疗。

[0070] 治愈或无效判断标准：腹泻完全停止或已排出正常成形粪便，食欲恢复至正常食

量的1/2以上，精神状态明显改善。连续用药7日以上仍见稀便，精神、食欲无改善或持续恶

化者为无效。

[0071] 2、试验方法

[0072] 将64例符合上述标准的病犬和16例符合上述标准的病猫随机分为8组，每组8例病

犬和2例病猫。

[0073] 试验组1‑3分别采用实施例1‑3的中药组合物制剂进行临床试验性治疗，试验组4‑

6分别采用对比例1‑3的中药组合物制剂进行临床试验性治疗，试验组7采用现有的常规抗

菌素、抗病毒药进行临床试验性治疗，试验组8作对比空白试验，不给予治疗。

[0074] 用药量控制为，每10kg体重，服用的制剂所含的中药组合物的重量为0.9g，每日2

次。

[0075] 3、试验结果

[0076] 上述临床试验性治疗结果如下表1所示。

[0077] 表1各分组临床试验性治疗的结果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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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0079]

[0080] 由表1的结果可知，应用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制剂治疗宠物湿热痢疾的平均治愈

率可达70％以上(最高可达90％以上)，明显高于现有的常规抗菌素、抗病毒药的治疗效果

(60％的治愈率)，且相应的用药疗程也比现有的常规抗菌素、抗病毒药的治疗用药疗程短。

[0081] 典型病例：

[0082] 病例1

[0083] 泰迪犬，雄性，2岁，体重4kg，已免疫。3日前清晨呕吐，吐出物为前夜摄入之狗粮，

并见黄色黏稠黏液，气味酸臭；当日下午开始见腹泻，排泄物呈糊状，饲主自行使用黄连素，

未效。发生吐泻后第3日，呕吐停止，但粪便变为稀溏黏腻，内有胶冻蛋清状黏液，气味恶臭，

无食欲，精神状态尚可，皮肤弹性变差，舌偏红，脉实而有力，符合湿热痢疾判断标准。

[0084] 服用本发明实施例3的丸剂，当日中午用药后，下午至晚间排便次数增加，排出恶

臭黏腻稀便，当晚食欲开始恢复；当日服药2次，次日粪便已开始成型；第3日，症状完全消

失，用药3日停药。追访1周，饮食二便状态良好。

[0085] 此病例，饲主自行使用的黄连素，与本发明中的黄连、黄芩有相关性，但缺乏促进

肠道积存物排出的药物，故效果不理想。用本发明之药物后，有害积存物排出体外，故很快

恢复。

[0086] 病例2

[0087] 拉布拉多犬，雄性，3月龄，体重2kg，免疫状况不明。饲主购入4日，见有呕吐，食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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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差，尚未见腹泻。经测，细小病毒呈阳性。该犬精神状态尚可，舌偏红，脉力亢进，虽尚未见

腹泻，但依据临床症状和犬细小病毒的发展规律，符合湿热痢疾的标准。饲主资金不足，无

力作补液、抗病毒等治疗。服用本发明实施例3的丸剂，嘱停食1日，自行饮用30％葡萄糖溶

液。

[0088] 用药次日，排出恶臭稀便3次，随排便次数增加，粪便的恶臭气味变轻。第3日未见

排便，食欲有所恢复，嘱可少量进食。第4日未见排便，食欲较昨进一步提高。第5日饮食二便

基本恢复正常。

[0089] 此病例为发病不久，体况尚可。细小病毒后期多有恶臭血便，虽初期未见排便，但

通过舌红、脉力亢进，判断其肠道内有积滞，如不及时排出，毒素吸收后会影响全身状态。故

虽尚未见腹泻，亦可使用本发明之药物，达到通肠排毒、既病防变的作用。

[0090] 病例3

[0091] 金毛犬，雄性，3岁，体重30kg。平时有捡食杂物习惯。昨晚突然发生腹泻，喷出红褐

色稀薄血便，气味腥臭，精神正常，食欲明显减退，未见呕吐。腹部触诊未见明显异物。经实

验室检测，胰脂肪酶异常，白细胞总数明显升高，诊断为胰腺炎。该犬舌色正常，脉实而有

力，搏动较亢进。本病例脉搏力量亢进，表明其血便为实证，符合湿热痢疾标准，可用通泄、

活血方法；虽然对胰腺炎病例一般不宜经口给药，但本患犬无呕吐，且仍有少量食欲，则嘱

服用本发明实施例1的片剂。嘱饲主口服给药时将本发明之片剂以糖水化成糊状，用吸管少

量频喂，病犬可以接受，未发生呕吐。其它治疗方面，饲主同意绝食1－2日，期间饮用30％葡

萄糖溶液。

[0092] 服药后次日，病犬开始排出黑色黏稠便，腥臭气味减轻；第3日无排便，饲主开始饲

喂偏素食物。服药第5日，开始排出形态、颜色正常的粪便。服药共5日后停药，状态正常。追

访2周，食欲渐复，未见异常。

[0093] 病例4

[0094] 中华田园猫，雌性，3岁，体重3.5kg，未作任何人工免疫。饲主家住楼房1层，该猫偶

能逃出家门。近一周前出逃，归来后食欲差，偶有呕吐，吐出物秽臭，昨开始完全不进食，尚

未见排便。来院时检测体温40.3℃，猫瘟病毒阳性。根据临床表现，分析其肠道内有稀便，只

是尚未排出，符合湿热痢疾标准。猫一般不易接受口服给药，但该猫性情比较温驯，与饲主

关系良好，并且饲主无力支付抗病毒药物及补液费用。故给予本发明实施例3的丸剂，嘱以

葡萄糖糖水将药丸化为糊状，点滴饲喂，并少量多次给予口服补液盐配伍高渗葡萄糖溶液，

以补充能量。

[0095] 用药2日后，该猫分3次排出黏腻粪便少量，夹杂少量胶冻状黏液(证实其确实符合

湿热痢疾)；并开始出现食欲，之后食欲逐渐增加。之后2日未见排便。至用药第4日，食欲达

到正常食量的一半。第5日，精神、食欲基本恢复。

[0096] 病例5

[0097] 秋田犬，雄性，5岁，体重23kg。近1年来，时有腹泻发作，每次均与饲喂肉食有关。每

发作时见里急后重状，黏液便内有较大量肠黏膜脱落，气味虽谈不上恶臭，但与正常粪便气

味不同，符合湿热痢疾标准。之前的常规治疗，每每用头孢类或奎诺酮类抗生素，稀便持续4

～7日方可止。该犬舌色偏红，脉搏力量正常。考虑其长期反复发作腹泻，且与饲喂高蛋白高

脂食物有关，判断其应有脾虚，但受不良食物刺激，发作时又表现为实证。故发病时，当先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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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再考虑补虚。用本发明实施例3的丸剂，给药2天即止泻，明显较平常治疗取效迅速。恐过

用“通因通用”药物伤正，给药3天即止。然后逐步用通补兼施药物1周，再用益气健脾药物2

周。随访半年，饮食、二便正常，未见再次发作。

[0098] 最后，以上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案，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

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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