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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药品及其制备方法，即一种

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及其制备工艺，其特征在

于：这种药品是由蜂蜜、黄油、牛奶、冰糖、红糖、

玉竹、天花粉、天门冬、黄精、肉桂（去粗皮）、天竹

黄、手掌参、光明盐、五灵脂、紫硇砂等15味成分

按一定重量配比组成。这种药品的制备工艺是：

将部分原料药经酸性离子水杀菌消毒，再用碱性

离子水煎煮，最后加入其余成分，制成油丸。其有

益效果是：根据蒙药药物六味功效理论，结合蒙

药药性，研发一种具有滋补健身、增强体魄、补肾

益寿作用的保健药物组方，并将传统工艺与现代

技术相结合，获得一种操作简单、方法独特的药

物制备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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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其特征在于：所述蒙药的原料药按重量份配比为：蜂蜜

4800—7200份、黄油4000—6000份、牛奶2000—3000份、冰糖800—1200份、红糖720—1080

份、五灵脂80—120份、手掌参72—108份、玉竹40—60份、天花粉40—60份、天门冬40—60

份、黄精40—60份、肉桂（去粗皮）8—12份、天竹黄8—12份、光明盐8—12份、紫硇砂8—12

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其特征在于：所述蒙药的原料药按

重量份配比为：蜂蜜6000份、黄油5000份、牛奶2500份、冰糖1000份、红糖900份、五灵脂100

份、手掌参90份、玉竹50份、天花粉50份、天门冬50份、黄精50份、肉桂（去粗皮）10份、天竹黄

10份、光明盐10份、紫硇砂10份。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将净化

后的自来水装入离子水生成器中，通过正负电极，在电场的作用下分别得到碱性离子水和

酸性离子水，备用，将玉竹、天花粉、天门冬、黄精、肉桂（去粗皮）、天竹黄、手掌参、五灵脂混

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燥，粉碎成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

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火烧开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

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次，合并3次提取液，备用，将光明盐、紫硇砂

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将黄油、牛奶、蜂蜜、红糖、冰糖、光明盐、紫硇砂加入到提取液

中，浓缩至无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即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药按重量份

加入诃子120—180份、川楝子120—180份、石榴120—180份、寒水石（制）120—180份、荜荜

52—78份、栀子60—90份、胡椒44—66份、蒺藜（制）40—60份、茵陈40—60份、侧柏叶40—60

份、麻黄40—60份、杜鹃叶40—60份、白豆蔻28—42份、高良姜24—36份、麦冬20—30份、红

花20—30份、肉豆蔻12—18份、丁香8—12份、草果8—12份。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将净化后的

自来水装入离子水生成器中，通过正负电极，在电场的作用下分别得到碱性离子水和酸性

离子水，备用，将玉竹、天花粉、天门冬、黄精、肉桂（去粗皮）、天竹黄、手掌参、五灵脂、诃子、

川楝子、栀子、蒺藜（制）、石榴、高良姜、麦冬、白豆蔻、荜荜、茵陈、胡椒、侧柏叶、麻黄、杜鹃

叶、肉豆蔻、红花、丁香、草果混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燥，粉碎成

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火烧开后改

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次，合并3次提

取液，备用，将光明盐、紫硇砂、寒水石（制）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将黄油、牛奶、蜂

蜜、红糖、冰糖、光明盐、紫硇砂、寒水石（制）加入到提取液中，浓缩至无水分，呈现油光泽、

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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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药品及其制备方法，即一种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及其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医疗保健、生活质量等受到越来

越多人的高度关注。一般来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年人可能会出现生理机能和代谢功

能不同程度的退化或损伤，给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此外，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对生活

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需求急速增加，给个人和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可以说，老

年人体质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他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以及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此外，

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由于工作、生活压力大，精神过度紧张，再加上饮食不规律、睡眠不

足等原因，造成了他们虽然没有出现具体的疾病，但也不能达到健康的标准，表现为疲乏无

力、关节酸痛、头昏头痛、心悸胸闷、睡眠紊乱、活力降低、免疫力下降、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

等亚健康症状。

[0003] 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延缓衰老类、补充营养类、养生类、包治百病类的保健药

品，使保健药品市场乱象丛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有行业门槛低、政府监管难、缺乏

用药知识等因素，但也说明了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的保健品和药品相对匮乏。国内正规

的保健药品主要以中医药养生保健药方为主，而蒙医药作为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养生保健方面具有独特的理论、方药和剂型，但是因缺乏现代药理、药效学研究，推广

应用困难。在老龄化社会和亚健康高发的背景下，急需在蒙医理论指导下和蒙药传统方剂

的基础上，开发用于医疗保健的蒙药新组方，进一步扩大人们选择高质量保健药品的范围，

满足人们增强体质、调节机能、保障健康的用药需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研制一种质量高、效果好、价格低的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组方。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的制备工艺。

[0006] 上述目的是由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提供一种用于滋补强壮的蒙药，其特征在于：

这种药品的原料药按重量份配比为蜂蜜4800—7200份、黄油4000—6000份、牛奶2000—

3000份、冰糖800—1200份、红糖720—1080份、五灵脂80—120份、手掌参72—108份、玉竹

40—60份、天花粉40—60份、天门冬40—60份、黄精40—60份、肉桂（去粗皮）8—12份、天竹

黄8—12份、光明盐8—12份、紫硇砂8—12份。

[0007] 上述配方原料药按重量份配比的优选方案是：蜂蜜6000份、黄油5000份、牛奶2500

份、冰糖1000份、红糖900份、五灵脂100份、手掌参90份、玉竹50份、天花粉50份、天门冬50

份、黄精50份、肉桂（去粗皮）10份、天竹黄10份、光明盐10份、紫硇砂10份。

[0008] 上述蒙药的制备工艺是：将净化后的自来水装入离子水生成器中，通过正负电极，

在电场的作用下分别得到碱性离子水和酸性离子水，备用，将五灵脂、手掌参、玉竹、天花

粉、天门冬、黄精、肉桂（去粗皮）、天竹黄混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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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粉碎成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

武火烧开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

次，合并3次提取液，备用，将光明盐、紫硇砂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将黄油、牛奶、蜂

蜜、红糖、冰糖、光明盐、紫硇砂加入到提取液中，浓缩至无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时，

制成油丸，即得。

[0009] 所述蜂蜜4800—7200份、黄油4000—6000份、牛奶2000—3000份、冰糖800—1200

份、红糖720—1080份、五灵脂80—120份、手掌参72—108份、玉竹40—60份、天花粉40—60

份、天门冬40—60份、黄精40—60份、肉桂（去粗皮）8—12份、天竹黄8—12份、光明盐8—12

份、紫硇砂8—12份，加入诃子120—180份、川楝子120—180份、石榴120—180份、寒水石

（制）120—180份、荜荜52—78份、栀子60—90份、胡椒44—66份、蒺藜（制）40—60份、茵陈

40—60份、侧柏叶40—60份、麻黄40—60份、杜鹃叶40—60份、白豆蔻28—42份、高良姜24—

36份、麦冬20—30份、红花20—30份、肉豆蔻12—18份、丁香8—12份、草果8—12份。

[0010] 上述蒙药的制备工艺是：将净化后的自来水装入离子水生成器中，通过正负电极，

在电场的作用下分别得到碱性离子水和酸性离子水，备用，将五灵脂、手掌参、玉竹、天花

粉、天门冬、黄精、肉桂（去粗皮）、天竹黄、诃子、川楝子、栀子、蒺藜（制）、石榴、高良姜、麦

冬、白豆蔻、荜荜、茵陈、胡椒、侧柏叶、麻黄、杜鹃叶、肉豆蔻、红花、丁香、草果混合，加酸性

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燥，粉碎成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

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火烧开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

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次，合并3次提取液，备用，将光明盐、紫硇砂、寒水石

（制）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将黄油、牛奶、蜂蜜、红糖、冰糖、光明盐、紫硇砂、寒水石

（制）加入到提取液中，浓缩至无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即得。

[001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根据蒙药药物六味功效理论，结合蒙药药性，研发一种具有

滋补健身、增强体魄、补肾益寿作用的保健药物组方，并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获

得一种操作简单、方法独特的药物制备工艺。

具体实施方式

[0012] 第一种实施例：将净化后的自来水装入离子水生成器中，通过正负电极，在电场的

作用下分别得到碱性离子水和酸性离子水，备用。按重量份取五灵脂80—120份、手掌参

72—108份、玉竹40—60份、天花粉40—60份、天门冬40—60份、黄精40—60份、肉桂（去粗

皮）8—12份、天竹黄8—12份混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燥，粉碎成

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火烧开后改

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次，合并3次提

取液，备用。按重量份取光明盐8—12份、紫硇砂8—12份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按重

量份取蜂蜜4800—7200份、黄油4000—6000份、牛奶2000—3000份、冰糖800—1200份、红糖

720—1080份、光明盐8—12份、紫硇砂8—12份加入到提取液中，浓缩至无水分，呈现油光

泽、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即得。

[0013] 上述原料药组方及加工方法可按以下方式优选：按重量份优选五灵脂100份、手掌

参90份、玉竹50份、天花粉50份、天门冬50份、黄精50份、肉桂（去粗皮）10份、天竹黄10份混

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燥，粉碎成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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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火烧开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

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次，合并3次提取液，备用，按重量份优选光

明盐10份、紫硇砂10份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按重量份取蜂蜜6000份、黄油5000份、

牛奶2500份、冰糖1000份、红糖900份、光明盐10份、紫硇砂10份加入到提取液中，浓缩至无

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即得。成人每服6g，一日2次。

[0014] 一、蒙药组方理论分析：

蒙药学常把多种原料药分为甘、酸、咸、苦、辛、涩六种味道，认为不同的药味有不同的

治疗作用，而相同的药味，有相近或相同的功效。其中甘味能清热解毒，调和气血，滋养强

身，益寿延年，添精补髓，接骨疗伤，改善视力、听力等，用于气血亏损、虚劳内伤等，药物有

甘草、玉竹、黄精、脂油、蜂蜜、糖类、奶类等；酸味能调和胃火，腐熟食物，开胃消食等，用于

胃火衰弱、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胸闷腹胀等，药物有石榴、柿子、酸枣、沙棘等；咸味能使身

体坚实，疏通解痉，治闭塞梗阻，调阳，开胃，用于手足抽搐、便秘、腹胀、郁滞、消化衰弱、肿

瘤等病，药物有青盐、红盐、光明盐、硇砂、芒硝、火硝等；苦味能消热降火，解毒，镇静，消肿，

利喉，燥湿，止呕等，用于热血性热病、中毒、瘟疫、乳痈、咽喉肿痛、希拉病、烦渴，以及头痛

眩晕、恶心、呕吐、烦躁不安等，药物有黄连、胡连、黄柏、黄芩、栀子、地丁、连翘、青蒿等；辛

味能祛赫依散风寒，健胃开郁，通经开窍，燥湿止泻，疗创伤，开胃消食等，用于胃火衰弱、消

化不良、食欲不振、脾胃不和、呕吐呃逆、胸腹胀满、浮肿水、冷痢腹痛、风寒湿痹、腰腿酸痛

等病，药物有干姜、胡椒、辣椒、阿魏、大蒜等；涩味能收敛疮疮疡，改善肤色，燥湿，消脂，止

泻，清血热，降火等，用于疮疡、泄泻、肿毒、血热等病，药物有诃子、川楝子、橡子等。

[0015] 蒙医认为药物配伍服用后经过消化分解，可改变其原有药味，其作用也随之改变。

六味在体内转化大致有3种，称之为“新三味”。即甘与咸味较强的转化后为甘味，酸味较强

的转化后仍为酸味，苦、辛、涩三味转化后为苦味。

[0016] 本实施例中的蒙药组方原则是根据蒙药六味和“新三味”功效理论，兼顾单味蒙药

的药性及解毒、缓和作用，并结合君、臣、佐、使进行组方和配伍，在传统蒙药方剂的基础上，

通过大量的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获得。本实施例蒙药组方成分均为甘味或咸味药材，在人

体消化道中进行消化和分解后，转化后为甘味效能，对人体具有滋补壮肾，强身健体，调理

体素，益寿延年，改善视力、听力等功效。

[0017] 二、蒙药组方成分分析：

冰糖，为禾本科植物甘蔗Saccharum  sinensis  Roxb制成白糖后的再加工制品。本品味

甘，具有补中益气，和胃润肺，止咳化痰，祛烦消渴，清热降浊，养阴生津，止汗解毒等功效。

[0018] 蜂蜜，为膜翅目蜜蜂种昆虫中华蜜蜂Apis  cerana  Fabricius或意大利蜂Apis 

mellifera  L.所酿的蜜糖。本品味甘，具有祛巴达干，润肠解毒，燥脓及黄水，调补脾胃，增

强营养之功效。

[0019] 肉桂，为樟科植物肉桂Cinnamomun  cassia  Presl的干燥树皮。本品味甘、辛、微

咸，有小毒，具有祛寒赫依，调胃火，止泻，敛脓之功效。

[0020] 五灵脂，为鼯鼠科动物复齿鼯鼠Trogopterus  xanthipes  Milne-Edwards的干燥

粪便。本品味苦、微咸。具有清热，调理体素，止痛，利尿，化瘀之功效。

[0021] 天竹黄，为禾本科植物青皮竹Bambusa  toxtilis  Mc  Clure等因被寄生的竹黄蜂

咬洞后，于竹节间贮积的液汁，经干涸凝结而成的块状物。本品味甘，具有清热，止咳，豁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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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心定惊。

[0022] 玉竹，为百合科植物玉竹Polygonatum  Odratum（Mill.）Druce的干燥根茎。本品味

甘，具有滋补强壮，燥黄水，祛肾寒，抑赫依，调胃火之功效。

[0023] 黄精，为百合科植物滇黄精Polygonatum  Kingianum  Goll.  et  Hemsl.、多黄精

Polygonatum  sibiricum  Delar.  Ex  Pedoute和花黄精Polygonatum  cyrtonema  Hua.的干

燥根茎。本品味甘、涩、苦，具有滋补壮阳，调胃火，开胃，祛巴达干，收敛脓液，祛黄水之功

效。

[0024] 天门冬，为百合科植物天门冬Asparagus  cochinchinen-sisi（Lour.）Merr.的干

燥块根。本品味甘、涩、苦，具有滋补，治遗精，除黄水，抑赫依，清隐伏热及陈热之功效。

[0025] 天花粉，为葫芦科栝楼属植物栝楼Trichosanthes  Kirilowii  Maxim.，或日本栝

楼Trichosanthes  Japonica  Regel.的干燥根。本品味甘，具有滋补壮阳，祛肾寒，除黄水，

破石痞之功效。

[0026] 手掌参，为兰科植物手掌参Gymnadenia  conopsea  (L.)  R.  Br.的干燥块茎。本品

味甘，具有益精壮阳，治遗精之功效。

[0027] 光明盐，为天然食盐结晶体，主要成分为氯化钠。本品味甘、咸，具有调理胃火，消

食，祛巴达干赫依，改善视力之功效。

[0028] 紫硇砂，紫色石盐Halite  Violaceous的块状结晶体，主要成分为氯化钠。本品味

咸、辛，具有抑制巴达干、赫依，调胃火，软便，止痛之功效。

[0029] 牛奶、黄油、红糖均为甘甜之物，具有滋补强壮，延年益寿，健胃强身，调理体质，助

消化，促进精华与糟粕分解，柔软皮肤，改善睡眠等功效，并作为蒙药油剂剂型的赋形物质。

[0030] 三、工艺分析：

离子水是功能水的一种，是碱性离子水和酸性离子水的统称。自来水经离子水生成器

电解后，阴极室生成碱性离子水，阳极室生成酸性离子水。

[0031] 碱性离子水的pH一般在7.5—9.5左右,它能中和体内的酸性代谢物，有利于平衡

人体内由于过度劳累产生的乳酸，防止体质酸性化，消除多种疾病隐患。碱性离子水含有丰

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且呈离子态易于人体吸收，可以有效补充微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有利于人体健康。长期坚持饮用碱性离子水，是一种廉价、有效的保健和治病的方法。碱性

离子水与普通水的分子团不同，普通水分子团有9—13个水分子，碱性离子水分子团只有

5—6个水分子，碱性离子水的小分子团具有渗透力强、溶解度高、运动速度快，更有利于药

物有效成分浸出。

[0032] 酸性离子水的pH在5—6.5之间。酸性离子水可有效去除各类细菌、病毒。酸性离子

水一接触到细菌，便能夺取细菌的电子，改变其细胞膜内外的平衡，破坏细胞膜，起到杀菌

的作用，酸性离子水可有效除去如葡萄球菌209P、大肠杆菌W3110和沙门氏菌UTB29等，消毒

杀菌效果非常明显。酸性离子水作为一种全新的杀菌消毒剂，具有生成容易、使用方便、杀

菌力强、杀菌时间短且无残留等优点。

[0033] 本实施例中先将原料药用酸性离子水短暂浸泡，杀菌消毒，然后用碱性离子水煎

煮，碱性离子水更有利于药物有效成分浸出，且碱性离子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在水份

蒸干后留在药物中，增加了药物中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含量。

[0034] 四、工艺试验研究：纯化水煎煮与离子水煎煮对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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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五灵脂100g、手掌参90g、玉竹50g、天花粉50g、天门冬50g、黄精50g、肉桂（去粗皮）

10g、天竹黄10g混合，粉碎成粗粉，加纯化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浸泡30min后，用武火烧

开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纯化水煎煮2次，合并3次

提取液，得溶液A，分别测定溶液A的菌落数量、矿物质及有效成分含量。测定结果见表1。

[0035] 取五灵脂100g、手掌参90g、玉竹50g、天花粉50g、天门冬50g、黄精50g、肉桂（去粗

皮）10g、天竹黄10g混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燥，粉碎成粗粉，加

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火烧开后改用文火，

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次，合并3次提取液，得

溶液B，分别测定溶液B的菌落数量、矿物质及有效成分含量。测定结果见表1。

[0036]

从表1测定结果可以看出，溶液B中有效成分原儿茶酸和桂皮醛的含量均显著高于溶液

A中的含量；溶液B中矿物质Ca和Mg的含量均显著高于溶液A中的含量；溶液B中葡萄球菌和

大肠杆菌的数量均显著低于溶液A中的数量。说明原料药用离子水杀菌消毒、浸泡、煎煮效

果优于纯化水。

[0037] 五、毒理实验：

蒙药的制备：取五灵脂100g、手掌参90g、玉竹50g、天花粉50g、天门冬50g、黄精50g、肉

桂（去粗皮）10份g、天竹黄10g混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燥，粉碎

成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火烧开后

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次，合并3次

提取液，备用，取光明盐10g、紫硇砂10g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取蜂蜜6000g、黄油

5000g、牛奶2500g、冰糖1000g、红糖900g、光明盐10g、紫硇砂10g加入到提取液中，浓缩至无

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即得。

[0038] 小鼠急性毒性实验：受到药物的浓度和给药体积的限制，蒙药的小鼠半数致死量

（LD50）无法测出，因此只进行了小鼠最大耐受量实验。具体实验如下：取实验级小鼠40只，体

重（20±2）g，雌雄各半，随机分为空白组和观察组，每组20只，雌雄各半。禁食不禁水12h后，

观察组的小鼠每10g小鼠给予0.3g蒙药，相当于成人临床等效剂量的300倍，一日灌胃2次，

每次间隔6h。空白组的小鼠给予同样剂量的蒸馏水，一日灌胃2次，每次间隔6h。给药后连续

观察6h，从给药第二日起到给药后第14天，每天上下午各观察记录一次动物的毒性反应及

死亡情况，并于给药后第7天和第14天称重，记录小鼠体重增长情况；第14天颈椎脱臼处死

所有小鼠，迅速解剖，肉眼观察各组织、脏器，有明显病变者取相关组织做病理学检查。小鼠

急性毒性实验结果：蒙药给药后，观察组小鼠均显示正常。观察组所有小鼠第7天和14天的

体重增长正常，处死后解剖观察，各组织、器官无明显异常。提示该药无毒性作用。

[0039] 大鼠长期毒性实验：实验前将大鼠在动物实验室饲养观察1周，包括外观体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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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动、腺体分泌、呼吸、粪便性状、食量、体重等。取实验级大鼠120只，体重（100±20）g，雌

雄各半，按性别和体重随机分为4组，每组30只。观察组分为高、中、低三个剂量组，分别给药

剂量为每10g小鼠给予0.05，0.03，0.02g（分别相当于成人临床等效剂量的50倍、30倍、20

倍），按连续给药180天，一日灌胃2次，每次间隔6h。并分别在给药第90天、第180天和停药恢

复第30天时，每组各剖杀10只大鼠。分别观察了大鼠体重、摄食量、皮毛、色泽及自主活动等

一般生理指标，检测12项血液指标、17  项生化指标和28项病理组织切片。空白组的小鼠给

予同样剂量的蒸馏水，一日灌胃2次，每次间隔6h。

[0040] 大鼠长期毒性实验结果：1.对大鼠一般状况的影响：给药6个月及停药1个月期间，

动物的行为活动、饮食、粪便等均未见异常，未见明显毒性反应，也未见大鼠死亡。各给药组

动物在各时间的体重分别与空白组动物体重比较，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对血液学

的影响：观察组各剂量组动物血液学指标与空白组比较未见明显差异。3.对血液生化指标

的影响：观察组各剂量组各项生化指标与空白组比较无明显差异。4.病理学检查：连续给药

90天、180天和停药恢复30天后大鼠各脏器组织学观察结果，各项组织结构正常，未见异常

病理改变。表明，蒙药连续180天大剂量灌胃给药对大鼠脏器未见明显毒害作用。

[0041] 长期毒性试验中，3个剂量组的大鼠体重、血液学及生化指标、病理检查等均在正

常范围内，未见明显毒性反应，表明该蒙药无蓄积毒性，临床安全可靠。

[0042] 六、药理药效实验：

蒙药的制备：取五灵脂100g、手掌参90g、玉竹50g、天花粉50g、天门冬50g、黄精50g、肉

桂（去粗皮）10份g、天竹黄10g混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燥，粉碎

成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火烧开后

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次，合并3次

提取液，备用，取光明盐10g、紫硇砂10g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取蜂蜜6000g、黄油

5000g、牛奶2500g、冰糖1000g、红糖900g、光明盐10g、紫硇砂10g加入到提取液中，浓缩至无

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即得。

[0043] 滋补强壮，抗疲劳的实验

取健康成年实验级雄性小鼠60只，体重（20±2g），随机分为空白组、实验组，实验组灌

胃给予蒙药15天，每10g小鼠每次服0.001g蒙药，每日2次，空白组给等体积水。15天后分别

将空白组和实验组的每只小鼠放在一根长5m两端固定的绳子上，以秒表记录小鼠从刚攀到

绳子上至落地的时间，比较小鼠在绳子上持续的爬绳能力，统计两组差异,见表2。再将上述

小鼠继续灌胃给药3天后，将小鼠置于水箱中，并在小鼠尾部加1.5g负荷,记录小鼠在水箱

内游泳的时间，以小鼠下沉水底不能再浮出水面为截止时间，统计两组差异。结果见表3。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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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小鼠平均爬绳时间显著高于空白组（P＜0.05）。实验组小鼠持续

游泳时间显著高于空白组（P＜0.05）。小鼠服用蒙药可显著延长爬绳时间和游泳时间。表明

蒙药具有滋补强壮和抗疲劳作用。

[0045] 小鼠常压缺氧状态下存活时间的影响实验：

取健康成年实验级雄性小鼠40只，体重（20±2g），随机分为空白组和实验组，每组20

只，实验组灌胃给予蒙药15天，每10g小鼠每次服0.001g蒙药，每日2次，空白组给等体积水。

15天后将所有小鼠放入500ml密闭的广口瓶中，广口瓶内放10g钠石灰，吸收呼出的二氧化

碳以及水分，观察并记录小鼠呼吸停止时间，统计结果见表4。

[0046]

结果表明：蒙药能显著延长小鼠缺氧状态下的存活时间。

[0047] 雄性激素样作用实验：

取健康成年实验级雄性大鼠，体重（100±20）g，40只随机分为空白组和实验组，灌胃给

药，每10g大鼠每次服0.001g蒙药，每日2次，空白对照组给水，连续15天后，乙醚麻醉，下腔

静脉取血，收集抗凝血液，离心取血浆，放免法测睾丸酮含量。结果见表5。

[0048]

结果表明蒙药可显著增加大鼠血浆中睾丸酮的含量。

[0049] 七、临床试验：

选取年龄为55—85岁的志愿者80名，其中男性56名，女24名，平均年龄61.5岁。记录下

每个人的各项衰老症状及体征。服用蒙药前，停止服用其他一切抗衰老药物及滋补剂，服药

期间不改变饮食习惯及锻炼方法。

[0050] 蒙药的制备：取五灵脂100g、手掌参90g、玉竹50g、天花粉50g、天门冬50g、黄精

50g、肉桂（去粗皮）10份g、天竹黄10g混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

燥，粉碎成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

火烧开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

次，合并3次提取液，备用，取光明盐10g、紫硇砂10g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取蜂蜜

6000g、黄油5000g、牛奶2500g、冰糖1000g、红糖900g、光明盐10g、紫硇砂10g加入到提取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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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浓缩至无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即得。

[0051] 疗效标准：显效：治疗后症状明显好转；有效：治疗后症状改善；无效：治疗后症状

无改善。

[0052] 治疗方法：80名志愿者口服蒙药，每服6g，一日2次。3个月为1个疗程，连续服用2个

疗程。参照《抗衰老药物研究的筛选规范与临床评价》对80名志愿者进行临床观察和记录。

结果见表6。

[0053]

显效率=显效人数/总人数×100%；有效率=有效人数/总人数×100%；无效率=无效人

数/总人数×100%；总有效人数=显效人数+有效人数；总有效率=总有效人数/总人数×

100%。

[0054] 结果显示：80名志愿者服用蒙药2个疗程结束后，9项衰老症状都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蒙药组方能够提高生命效率，改善体质，延缓机体生理衰老过程，增强免疫能力和延长

寿命，在临床上能达到较好的疗效。

[0055] 第二种实施例：为了增强药物的治疗效果，扩大药物使用群体，在第一种实施例的

基础上，新增了蒙药诃子120—180份、川楝子120—180份、石榴120—180份、寒水石（制）

120—180份、荜荜52—78份、栀子60—90份、胡椒44—66份、蒺藜（制）40—60份、茵陈40—60

份、侧柏叶40—60份、麻黄40—60份、杜鹃叶40—60份、白豆蔻28—42份、高良姜24—36份、

麦冬20—30份、红花20—30份、肉豆蔻12—18份、丁香8—12份、草果8—12份。其加工方法如

下：

将净化后的自来水装入离子水生成器中，通过正负电极，在电场的作用下分别得到碱

性离子水和酸性离子水，备用，按重量份取五灵脂80—120份、手掌参72—108份、玉竹40—

60份、天花粉40—60份、天门冬40—60份、黄精40—60份、肉桂（去粗皮）8—12份、天竹黄8—

12份、诃子120—180份、川楝子120—180份、石榴120—180份、荜荜52—78份、栀子60—90

份、胡椒44—66份、蒺藜（制）40—60份、茵陈40—60份、侧柏叶40—60份、麻黄40—60份、杜

鹃叶40—60份、白豆蔻28—42份、高良姜24—36份、麦冬20—30份、红花20—30份、肉豆蔻

12—18份、丁香8—12份、草果8—12份混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水，干

燥，粉碎成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用武

火烧开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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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合并3次提取液，备用，按重量份取光明盐8—12份、紫硇砂8—12份、寒水石（制）120—

180份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按重量份取蜂蜜4800—7200份、黄油4000—6000份、牛

奶2000—3000份、冰糖800—1200份、红糖720—1080份、光明盐8—12份、紫硇砂8—12份、寒

水石（制）120—180份加入到提取液中，浓缩至无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

即得。

[0056] 服用方法：成人每服6g，一日2次。

[0057] 新增蒙药组分分析：

丁香，味辛、微苦，具有祛寒赫依，扶胃火，消食，开胃，解毒，表疹，利咽喉之功效。丁香

为六良药之一，系命脉良药，对头晕、失眠、气喘具有良效。

[0058] 肉豆蔻，味辛，具有调胃火，消食，开胃之功效。用于胸满心烦，叹气，心慌，头晕失

眠等。

[0059] 草果，味辛，具有祛脾、胃寒及赫依，扶胃火，消食之功效。草果是脾之良药，可用于

脾脏寒热各疾。

[0060] 白豆蔻，味辛、苦，具有祛肾寒，抑赫依，调胃火，消食，开胃，止吐之功效。白豆蔻为

肾之良药，可用于肾赫依病、肾痼疾，肾达日干病等。

[0061] 寒水石，味辛，具有祛巴达干热，止吐，止泻，消食，解毒，破痞，滋养，消肿，接骨，调

理体素之功效。用于营养不良，抗衰老，增食欲，壮身体。

[0062] 高良姜，味辛、甘，具有调理胃火，开胃，消食，祛巴达干赫依，收敛脓、痰，强壮身体

之功效。用于肾寒，腰腿疼痛，身体衰弱，阳痿，不消化等病。

[0063] 胡椒，味辛，具有调理胃火，消食，开胃，祛巴达干寒之功效。用于食物不化，消化不

良，腹胀，铁垢巴达干等。

[0064] 诃子，味涩，具有祛三弊所引起的诸疾，调理体素，解毒之功效。用于赫依、希拉、巴

达干合并症和聚合性诸证，与各病相应之方配合应用。

[0065] 川楝子，味苦、涩，具有祛巴达干希拉，燥黄水，止痛，杀虫，明目之功效。用于脱发，

关节肿痛，皮肤瘙痒，目赤肿痛等。

[0066] 栀子，味苦，具有清血热，明目，祛巴达干希拉，滋养强壮及调理体素之功效。用于

肝热病，体虚，少精，遗精，消渴病等。

[0067] 蒺藜，味甘、味苦，具有祛肾寒性赫依，补阳，利尿消肿之功效。用于浮肿，水肿，尿

闭，尿频，肾寒腰痛，遗精，阳痿，体虚等。

[0068] 石榴，味甘、酸，具有调理胃火，祛巴达干寒证，消食，开胃，止泻之功效。用于不消

化病，恶心，胃胀，肠鸣，嗳气，胃、肺、肾、肝之寒证等。

[0069] 麦冬，味甘、味苦，具有平希拉，清热，解毒之功效。用于发烧，头痛，烦渴，目、身、尿

发黄等热性希拉病。

[0070] 荜荜，味辛，具有调理胃火，祛巴达干赫依，调理体素，滋补强壮，平喘，祛痰，止痛

等功效。用于胃火衰败，不思饮食，肾寒，阳痿，失眠，身体虚弱等。

[0071] 茵陈，味苦、辛，具有清肺热，化痰，利胆退黄。用于肺热咳嗽，黄疸肝炎等。

[0072] 侧柏叶，味苦、涩，具有凉血，止血，清肺止咳之功效。用于热血脱发，肺热咳嗽等。

[0073] 麻黄，味苦、涩，具有清肝热，止血，破痞，疗伤，消肿，发汗之功效。用于肝损伤，吐

血，外伤出血，肾脉震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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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杜鹃叶，味甘、苦、涩，具有调理胃火，开胃，祛巴达干，止痛，止咳，祛痰，消肿，滋

养，调理体素之功效。用于不消化病，铁垢巴达干，体虚，营养不良，年老体弱等。

[0075] 红花，味甘、味苦，具有清肝热，调经，活血，止血，止痛，消肿，滋养正精之功效。用

于肝脏疾患，月经不调，腰腿酸痛等。

[0076] 和第一种实施例相比，本实施例的药品扩大了应用范围，对近年出现的多种亚健

康类型具有确切的疗效。现在人们生活及工作压力普遍大，精神高度紧张，生活节奏快，加

之长时间处在电脑、手机以及多种电子产品的辐射条件下，会感觉身心疲惫，焦虑不安，面

容老化，精神抑郁，甚至引发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而导致各种生理疾病的产生。加入上

述原料药形成新的组方，可以调整人的精神状态，缓解压力，消除疲劳，增强免疫力，预防疾

病的发生。

[0077] 临床疗效分析：

选取2016年12月—2017年12月在医院体检中心进行健康检查的志愿者118名，男性70

名，女性48名,  年龄35—68岁，平均年龄45.2岁，均符合疲劳性亚健康的诊断标准，并采用

疲劳量表-14  (FS-14)评定疲劳状况，分数均大于3。疲劳性亚健康的诊断标准：1.主要诊断

标准：（1）持久或反复发作的疲劳，持续在6个月以上；（2）根据病史、体征或实验室检查结

果，可以排除引起慢性疲劳的各种器质性疾病。2.症状标准：（1）体力或心理负荷过重引起

不易解除的疲劳；（2）没有明确原因的肌肉无力；（3）失眠症状普遍存在，或有多梦和早醒；

（4）头胀、头昏或头痛；（5）注意力不易集中，记忆力减退；（6）食欲不振；（7）肩背部不适、胸

部有紧缩感，或有腰背痛、不定位的肌痛和关节痛，无明确的风湿或外伤史；（8）心情抑郁、

焦虑或紧张、恐惧；（9）兴趣减退或丧失；（10）性功能减退；（11）低热；（12）咽干、咽痛或喉部

有紧缩感。

[0078] 蒙药的制备：将净化后的自来水装入离子水生成器中，通过正负电极，在电场的作

用下分别得到碱性离子水和酸性离子水，备用，按重量份取五灵脂80—120g、手掌参72—

108g、玉竹40—60g、天花粉40—60g、天门冬40—60g、黄精40—60g、肉桂（去粗皮）8—12g、

天竹黄8—12g、诃子120—180份、川楝子120—180份、石榴120—180份、荜荜52—78份、栀子

60—90份、胡椒44—66份、蒺藜（制）40—60份、茵陈40—60份、侧柏叶40—60份、麻黄40—60

份、杜鹃叶40—60份、白豆蔻28—42份、高良姜24—36份、麦冬20—30份、红花20—30份、肉

豆蔻12—18份、丁香8—12份、草果8—12份混合，加酸性离子水，浸泡5min，滤除酸性离子

水，干燥，粉碎成粗粉，加碱性离子水，碱性离子水水量没过药材1—2cm，继续浸泡30min后，

用武火烧开后改用文火，保持微沸，煎煮20min后，过滤，得提取液，药渣再用碱性离子水煎

煮2次，合并3次提取液，备用，按重量份取光明盐8—12g、紫硇砂8—12g、寒水石（制）120—

180g混合，粉碎，过100目筛，备用，按重量份取蜂蜜4800—7200g、黄油4000—6000g、牛奶

2000—3000g、冰糖800—1200g、红糖720—1080g、光明盐8—12g、紫硇砂8—12g、寒水石

（制）120—180g加入到提取液中，浓缩至无水分，呈现油光泽、红黑透明时，制成油丸，即得。

成人每服6g，一日2次。

[0079] 疗效标准：治愈：治疗后症状消失；有效：治疗后症状改善；无效：治疗症状无改善。

[0080] 治疗方法：118名志愿者口服蒙药，每服6g，一日2次。3个月为1个疗程，连续服用2

个疗程。治疗结果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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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治愈率=治愈人数/总人数×100%；有效率=有效人数/总人数×100%；无效率=无效人

数/总人数×100%；总有效人数=显效人数+有效人数；总有效率=总有效人数/总人数×

100%。

[0082] 结果显示：蒙药对118名疲劳性亚健康志愿者的肌肉无力、性欲减退、头晕头胀、失

眠多梦、焦虑紧张、食不消化、口干舌燥、咽喉不适、腰酸背痛等症状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3.88%、83.11%、95.74%、94.32%、84.78%、97.15%、97.56%、93.33%、96.43%，说明蒙药对118

名疲劳性亚健康志愿者在临床上达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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