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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用于治疗虚损的

中药组合物，涉及中药技术领域，所述中药组合

物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紫河车60-100

份、玛卡30-50份、阿里30-50份、红参25-35份、川

贝15-25份、三七25-35份、血竭10-15份、蚕砂20-

25份。其中，紫河车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为君药，

阿里、玛卡及红参阴阳双补，健脾益肾为臣药，川

贝、三七及血竭化痰活血通脉为佐药，蚕砂燥湿

祛风、活血定痛为使药，诸药合用，共奏大补元

气，补肾健脾，协调五脏，化痰化瘀通络之功。本

发明的中药组合物能显著改善虚损衰老症状，具

有较好的疗效，且适应范围广泛，服用方便，无毒

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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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数的

原料制成：紫河车60-100份、玛卡30-50份、阿里30-50份、红参25-35份、川贝15-25份、三七

25-35份、血竭10-15份、蚕砂20-2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

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紫河车70-90份、玛卡30-45份、阿里40-50份、红参25-30份、川贝

15-22份、三七28-35份、血竭10-12份、蚕砂20-22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

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紫河车80份、玛卡40份、阿里45份、红参30份、川贝20份、三七30

份、血竭12份、蚕砂22份。

4.一种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按重量份数称取晒干后的各原料，采用粉碎机分开进行粉碎并过80-100目筛，过筛后粉末

混合后搅拌均匀，即制得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

5.一种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剂由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中

药组合物或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制得的中药组合物与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制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制剂为颗粒

剂、胶囊剂、片剂或丸剂。

7.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中医虚损证药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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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实施例涉及中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

背景技术

[0002] 虚损，又称虚劳。它是由多种原因所致的，以脏腑元气亏损，精血不足为主要病理

过程的一类慢性虚衰性病证的总称，常因禀赋不足，后天失调，体质虚弱，或诸病失治、病久

失养，或积劳内伤，形神过耗而减至元气亏损，阴阳、气血、脏腑虚损，本病临床表现复杂，可

因虚损的病位，性质及其轻重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症候表现，但终以病势缠绵，诸虚不足为

特点。临床可见，四肢无力，气短懒言，自汗或盗汗，心悸、健忘失眠、头晕眼花，食欲不振，大

便糖稀或燥结，腰膝酸软，遗精早泄，体质虚弱，时寒时热，易感冒、易感染等。

[0003]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口年龄的老年化，以及近些年来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许多

中青年不时会出现精神不振、四肢乏力等亚健康状态。如不及时纠正就会导致一些疾病的

发生，如“慢性疲劳综合征”。另外疾病谱的改变，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及恶

性肿瘤等非感染性、慢性疾病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的主要杀手，其最终均会表现出

虚劳之体。故可以看到现代医学认为的含自身免疫功能低下或免疫功能失调、内分泌腺体

功能紊乱、造血功能障碍、代谢紊乱、营养缺乏等疾病，以及其他器官系统功能衰退性疾病

都可能出现虚、损、劳。

[0004] 中医在治疗虚损方面历史悠久，并有简便、安全、低毒、副作用小等优势。而一般中

药配方治疗亚健康状态及虚损导致的各种疾病，多偏于单纯补虚，或单纯攻邪，或只考虑某

个脏腑的因素，或只是从气血等枝叶入手，没有从元气这个根本及整体入手，协调五脏，虚

实兼顾，具有起效慢且治疗效果不甚理想的缺陷。

[0005]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6] 为此，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该组合物具有见效快，

效果显著、不易复发且无不良反应的优点。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8] 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第一方面中，提供了一种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所

述中药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紫河车60-100份、玛卡30-50份、阿里30-50份、

红参25-35份、川贝15-25份、三七25-35份、血竭10-15份、蚕砂20-25份。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中药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紫河车70-90份、玛卡30-

45份、阿里40-50份、红参25-30份、川贝15-22份、三七28-35份、血竭10-12份、蚕砂20-22份。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中药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紫河车80份、玛卡40份、

阿里45份、红参30份、川贝20份、三七30份、血竭12份、蚕砂22份。

[0011] 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第二方面中，提供了一种上述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

物的制备方法，按重量份数称取晒干后的各原料，采用粉碎机分开进行粉碎并过80-10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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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过筛后粉末混合后搅拌均匀，即制得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

[0012] 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第三方面中，提供了一种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制剂，所述

制剂由上述的中药组合物或上述的方法制得的中药组合物与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制成。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制剂为颗粒剂、胶囊剂、片剂或丸剂。

[0014] 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第四方面中，提供了上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中医虚

损证药物中的应用。

[0015]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的服用方法：采取小量缓补，第一周，每次2克，2～3次/天，一

周以后，每次3克，2～3次/天，于饭前服用为好。

[0016] 本发明所选用的原料的功效如下：

[0017] 紫河车：即人胎盘，味甘、咸、温，入肺、心、肾经，大补先天，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

之功，用于虚劳赢瘦，骨蒸盗汗，气短喘嗽，食少，阳痿遗精，不孕少乳等诸虚百损，有再造人

体免疫力之功。《本草纲目》释其名谓：“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始，胚胎将兆，九九数

足，胎儿则乘而载之，遨游于西天佛国，南海仙山，飘荡于蓬莱仙境，万里天河，故称之为河

车”。《本草拾遗》言其“主气血羸瘦，妇人劳损，面黩皮黑，腹内诸病渐瘦悴者”。紫河车是古

方补天丸、大造丸主药。本品为“血肉有情之品”，有一般草木药难以达到的补益功效，尤能

入肾而大补先天。胎盘附着之脐带，古名“坎气”，对肾虚喘咳有殊效，民间也常用于晚期宫

颈癌及各型白血病等。故用为君药。

[0018] 阿里：味苦性凉，是马来西亚国宝，功效滋阴补阳，补中益肾，对腰腿疼痛，关节炎，

体弱乏力效果显著，此外可治白带，暖宫通络。长期服用，轻身不老。自古为马来土族人的传

统滋补佳品。其中红阿里是所有东革阿里中疗效最好的，其效果超过黑、黄东革阿里。即使

对于开采东革阿里的马来土族人，红阿里都被视为稀世珍宝。玛卡性：温味辛甘，入肺、肾

经。具有补肾壮阳，益肺生津的功效，可辅助治疗少精、性功能障碍、不孕不育、月经不调、乳

腺增生、更年期综合征等症。玛卡是一种纯天然食品，主要出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和中国

云南丽江，是一种十字花科植物，可快速提升机体免疫力，对抗疲劳，增强精力、体力，改善

贫血症状，并具有温阳而不燥的特点。红参：味甘微苦，性微温，入脾肺经。功能大补元气，补

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益智。久病虚赢不思食，用之有殊功。肺肾两虚之喘，小量打碎，细嚼

慢咽，立刻生效。阿里、玛卡、红参均为根类药，均有大补元气或阴阳双补、健脾益肾之功，为

世界各地传统滋补药，对先后天均有补益作用，故共为臣药。

[0019] 川贝：性凉，甘平。入肺经、胃经，有润肺止咳化痰平喘，清热化痰之功效，是一味名

贵中药材。药用始载于明代的《滇南本草》一书。用于肺虚、久咳、虚劳咳嗽、燥热咳嗽、干咳

少痰、咯痰带血、肺痈、瘰疬、痈肿、乳痈。其化痰之力卓著。三七：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胃

经。有活血通脉、散瘀止血，消肿定痛之功效，用于咯血，吐血，衄血，便血，崩漏，外伤出血，

胸腹刺痛，跌扑肿痛等。《本草纲目拾遗》谓：“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

故称人参三七，为中药之最珍贵者。”其化瘀之力卓著，尤其适宜于入散剂。血竭：味甘咸，性

平，入心、肝经。有散瘀定痛，止血，生肌敛疮之功效，主跌打损伤，内伤瘀痛，痛经，产后瘀阻

腹痛，外伤出血不止，瘰疬，臁疮溃久不合及痔疮等。为外伤及瘀滞痛症的要药，有止血不留

瘀的特点。川贝三七血竭均宜入散剂，量小功大，共奏化痰活血通脉之功，故共为佐药。

[0020] 蚕砂性温味辛甘，入肝、脾、胃经。有燥湿、祛风、和胃化浊、活血定痛之功，主治风

湿痹痛、皮肤不仁、关节不遂、急剧吐泻转筋、筋骨不遂、腰脚痛、腹内瘀血、头风赤眼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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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纲目》云其“治消渴，症结，及妇人血崩，头风，风赤眼，去风除湿。”《本草求原》谓：“原蚕

沙，为风湿之专药，凡风湿瘫缓固宜，即血虚不能养经络者，亦宜加入滋补药中。”本品善袪

风湿，祛风燥湿、清热活血。其为家蚕之干燥粪便，以浊入浊，其一可将川贝、三七、血竭等引

入瘀浊之中；其二可监制红参的升发之性。故为使药。

[0021] 肾为先天之本，元气之根，久病必损及于肾，则生命根基动摇。万病不治，求之于元

气，本固则枝荣，此即本方“固元通络”之义。

[0022]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23] 1、本发明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以紫河车、玛卡、阿里、红参、川贝、三七、血

竭、蚕砂为原料，其中，紫河车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为君药，阿里、玛卡及红参阴阳双补，健脾

益肾为臣药，川贝、三七及血竭化痰活血通脉为佐药，蚕砂燥湿祛风、活血定痛为使药，诸药

合用，共奏大补元气，补肾健脾，协调五脏，化痰化瘀通络之功。本方补中有通，化瘀祛浊，流

通气血，可推陈致新。治疗亚健康状态及年老体弱、机能衰退；或先天不足，免疫缺陷；或久

损不复，罹患肿瘤、糖尿病、高血压等，虚中夹瘀、夹痰、夹积等症。尤其适用于冬季或四季养

生及现代各种文明病症的康复调理，是养生膏方的方便替代品。

[0024] 2、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能显著改善虚损衰老症状，具有较好的疗效，且适应范围

广泛，服用方便，无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由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熟悉此技术的人士可由本说明

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

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

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6] 本部分对本发明试验中所使用到的材料以及试验方法进行一般性的描述。虽然为

实现本发明目的所使用的许多材料和操作方法是本领域公知的，但是本发明仍然在此作尽

可能详细描述。本领域技术人员清楚，在上下文中，如果未特别说明，本发明所用材料和操

作方法是本领域公知的。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实施例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的原料包括：紫河车65g、玛卡38g、阿里

42g、红参32g、川贝15g、三七26g、血竭15g、蚕砂22g。

[0029] 本实施例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称取晒干后的各原料，采用

粉碎机分开进行粉碎并过100目筛，过筛后粉末混合后搅拌均匀，即制得用于治疗虚损的中

药组合物。

[0030] 实施例2

[0031] 本实施例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的原料包括：紫河车80g、玛卡40g、阿里

45g、红参30g、川贝20g、三七30g、血竭12g、蚕砂22g。

[0032] 本实施例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3] 实施例3

[0034] 本实施例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的原料包括：紫河车92g、玛卡30g、阿里

48g、红参35g、川贝18g、三七32g、血竭12g、蚕砂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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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本实施例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6] 实施例4

[0037] 本实施例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的原料包括：紫河车75g、玛卡45g、阿里

32g、红参28g、川贝25g、三七28g、血竭15g、蚕砂20g。

[0038] 本实施例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9] 实施例5

[0040] 本实施例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的原料包括：紫河车82g、玛卡50g、阿里

48g、红参26g、川贝22g、三七28g、血竭10g、蚕砂22g。

[0041] 本实施例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42] 实施例6

[0043] 取实施例1-5任一所得到的粉末，加入常规辅料，按照常规工艺，制粒，即制成颗粒

剂。

[0044] 实施例7

[0045] 取实施例1-5任一所得到的粉末，用乙醇泛丸，或包衣，干燥，装入胶囊，即制成胶

囊剂。

[0046] 实施例8

[0047] 取实施例1-5任一所得到的粉末，加入常规辅料，按照常规压片工艺，即制成片剂。

[0048] 实施例9

[0049] 取实施例1-5任一所得到的粉末，加入蜂蜜，加水泛丸，干燥，按照常规工艺，即制

成丸剂。

[0050] 对比例1

[0051] 本对比例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的原料包括：紫河车30g、玛卡38g、阿里

42g、红参10g、川贝15g、三七26g、血竭15g、蚕砂22g。

[0052] 本对比例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3] 对比例2

[0054] 本对比例的用于治疗虚损的中药组合物的原料包括：黄精65g、玛卡38g、阿里42g、

红参32g、川贝15g、三七26g、血竭15g、蚕砂22g。

[0055] 本对比例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56] 试验例

[0057] 为了说明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具有治疗虚损的效果，本发明进行了下列疗效试

验。

[0058] 1一般资料

[0059] 选取2010年5月-2016年5月自愿接受治疗的38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凡年龄在45岁以上，具有神疲乏力、性欲减退、夜尿频数、皮肤干燥、腰膝酸软、畏寒等症

状的6项以上，或上述症状5项兼有：健忘、脱发、头发早白、齿摇、眼花、老年斑、不思食、心悸

等参考症状2项以上者，均可列于选择范围内。(2)中医辨证属肾精亏虚或兼有气血不足证

者。

[0060] 380例患者中，男216例，女164例；年龄范围46-70岁，平均年龄(58±6.42)岁；病程

1-18年，平均病程(5±3.58)年。按照临床症状积分法，将病情分为轻、中、重三级。轻度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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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分，中度为17～32分，重度33～48分；病情轻度者114例占30％，中度者209例占55％，

重度者57例占15％。以上病例均符合虚损衰老证的诊断标准。

[0061] 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1-5组和对照1-2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病情

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0062] 2治疗方法

[0063] 治疗1-5组：于饭前分别相应地口服实施例1-5的中药组合物，使用方法：第一周，

每次2克，2次/天，一周以后，每次3克，2次/天，连服1个月为1个疗程。治疗期间，除感冒外，

停其它治疗药物，禁服各类保健品。

[0064] 对照1-2组：于饭前分别相应地口服对比例1-2的中药组合物，使用方法同上。

[0065] 临床观察以下项目：衰老见证积分(按主要症状，次要症状及舌脉情况，用药前测

定积分1次，治疗结束后，再测定积分1次)，并观察患者服药过程中的毒副作用。

[0066] 3疗效判定标准

[0067] 显效：治疗后症状积分下降1/2以上，或治疗前后症状积分之差>10分；

[0068] 有效：治疗后症状积分下降l/3～1/2之间，或治疗前后症状积分之差在5～9分之

间。

[0069] 无效：治疗后症状积分下降l/3以下，或治疗前后症状积分之差在0～4分之间。

[0070] 4结果

[0071] 经过1个疗程治疗，两组的临床治疗效果对比结果见表1。

[0072] 表1

[0073]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1组 50 22 24 4 92％

治疗2组 55 30 22 3 94.5％

治疗3组 57 25 32 4 93％

治疗4组 52 25 27 4 92.3％

治疗5组 55 30 21 4 92.7％

对比1组 57 20 18 19 67％

对比2组 54 15 19 20 63％

[0074] 结果表明：用药1个疗程后，治疗组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对照组总有效率不到

70％，两组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本发明药物能改善虚损衰老症状，具有较好的疗效。

[0075] 治疗1-5组的患者服用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后无恶心呕吐、腹痛及腹泻等胃肠道

反应。从安全性指标来看，患者服药前后血象、肝肾功能、心电图等均无异常改变。说明该药

无明显毒副作用。

[0076]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本

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此，

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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