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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

制备抗肿瘤药物的应用，中药组合物由下述物质

组成：君药：黄芪和牡蛎；臣药：三棱、莪术、大黄

和阿魏；佐使药为九香虫、丁香、地龙、三七、白

术、威灵仙、冬虫夏草和红景天；其中，按君药占

总体质量百分比计，君药用量为总量的35％～

40％。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是由牡蛎、黄芪等15

味中药组成的中药复方制剂，扶正祛邪，活血止

痛，化瘀散结，可用于消化道肿瘤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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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下述物质组成：

君药：黄芪和牡蛎；

臣药：三棱、莪术、大黄和阿魏；

佐使药为九香虫、丁香、地龙、三七、白术、威灵仙、冬虫夏草和红景天；

其中，按君药占总体质量百分比计，君药用量为总量的35％～40％。

2.一种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下述物质按质量份组成：

冬虫夏草1～2份，九香虫3～5份，丁香2～3份，黄芪13～14份，地龙4～5份，三七3～5

份，阿魏1～2份，大黄2～3份，三棱3～5份，莪术3～5份，牡蛎13～14份，天花粉6～7份，白术

5～6份，威灵仙2～3份，红景天4～5份。

3.一种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一日水煎量计，由下述物质组成：

黄芪30g，红景天10g，三棱9g，莪术9g，牡蛎30g，冬虫夏草3g，白术12g，地龙10g，阿魏

3g，九昏虫9g，丁香6g，三七9g，大黄6g，威灵仙6g，天花粉15g。

4.一种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下述物质组成：

冬虫夏草13g，九香虫40g，丁香26g，黄芪132g，地龙44g，三七40g，阿魏13g，大黄26g，三

棱40g，莪术40g，牡蛎132g，天花粉66g，白术53g，威灵仙26g，红景天44g。

5.一种抗肿瘤胶囊，其特征在于，药用成分为权利要求1‑4中任一所述的中药组合物。

6.一种抗肿瘤胶囊，其特征在于，由下述物质组成：

冬虫夏草13g，九香虫40g，丁香26g，黄芪132g，地龙44g，三七40g，阿魏13g，大黄26g，三

棱40g，莪术40g，牡蛎132g，天花粉66g，白术53g，威灵仙26g，红景天44g。

7.一种抗肿瘤胶囊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抗肿瘤胶囊为权利要求5或6所述

的抗肿瘤胶囊，制备方法包括：

按配方量：

冬虫夏草、九香虫、丁香、地龙、三七和阿魏六味粉碎成细粉，备用；

剩余九味中药加水煎煮三次，每次10倍量，1.5小时，滤液合并，减压浓缩至相对密度为

1.30～1.35的稠膏，加入上述细粉混匀，真空干燥后粉碎成细粉，制粒并装入胶囊即得。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抗肿瘤胶囊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真空干燥的条件为：

0.06～0.08MPa，60～65℃；所述细粉的粒径为100目。

9.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用于制备抗肿瘤药物的应用。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肿瘤包括：消化系统早期肿瘤，或

者肝癌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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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制备抗肿瘤药物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药物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制备抗肿瘤药

物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在致病因素中较注重内因。癌症发病原因较

为复杂，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为六淫不正之气，内因为七情刺激和正气不足。由于

致病因素的作用，导效机体阴阳失调，脏腑功能障碍，经络阻塞，气血运行失常，气滞血瘀，

痰凝邪毒等互相交结而造成肿瘤的发生。其次与年龄、生活习惯等方面也有一定关系。

[0003] 首先，中医认为七情所伤，情绪抑郁不畅，会影响内脏的气机失于正常运行，气滞

日久，必有瘀血，气滞血瘀长期蕴结不散，常可逐渐形成肿块。其次，中医认为肿瘤的形成与

脏腑功能失名，正气虚弱有关。当正虚不能抵御外邪侵袭，导致邪气滞留，气滞血瘀，痰凝毒

聚，互相博结时，就会引起肿瘤的发生。其三，恣食辛辣厚味，脾胃运化失常，痰浊内结聚成

核，痰与肿瘤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其四，外感六淫之邪，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也有一定的关

系。《灵枢·五变》中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蓄积留止，大聚乃起”。就是说冷热不注意，致

癌因素侵入人体，留积不散，就会发生大的积聚。上述病因病机中，主要是正气不足，抗病能

力减低，加之邪毒侵袭，日积月累，导致肿瘤发生。

[0004] 辩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核心，种瘤也不例外，但着先应该掌握整体与局部统

一的单证关系，处理好扶用与祛邪，标本缓急等治疗原则。恶性肿瘤的治疗步骤，概括有二：

一是祛邪，二是扶正。所谓扶正，就是选用攻坚破积，活血化瘀，虫类搜剔、清热解毒等峻猛

药物，以达到消除癌症的目的。但这些药物易使人体正气损耗，抗病力低下，因而要注意扶

正。所以其治疗原则就是扶正。扶正，是应用补气药物，扶助正气，提高机体抗病力，以利于

祛邪而消除癌肿。这是治疗恶性肿瘤的关键。一般来说，癌症早期以祛邪为主，中期以攻补

兼施，晚期重在扶正。根据祖国医学对癌症的认识，近年一些医家常用的治疗方法有：清热

解毒法、活血祛瘀法、化痰散结法、疏肝理气法、扶正祛邪法。这些方法常根据病情或单用或

联合应用，以达到治疗目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制备抗肿瘤药物的应用，该中药组合

物扶正祛邪，活血止痛，化瘀散结，可用于消化道肿瘤早期阶段。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中药组合物，由下述物质组成：

[0008] 君药：黄芪和牡蛎；

[0009] 臣药：三棱、莪术、大黄和阿魏；

[0010] 佐使药为九香虫、丁香、地龙、三七、白术、威灵仙、冬虫夏草和红景天；

[0011] 其中，按君药占总体质量百分比计，君药用量为总量的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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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一种中药组合物，由下述物质按质量份组成：

[0013] 冬虫夏草1～2份，九香虫3～5份，丁香2～3份，黄芪13～14份，地龙4～5份，三七3

～5份，阿魏1～2份，大黄2～3份，三棱3～5份，莪术3～5份，牡蛎13～14份，天花粉6～7份，

白术5～6份，威灵仙2～3份，红景天4～5份。

[0014] 一种中药组合物，以一日水煎量计，由下述物质组成：

[0015] 黄芪30g，红景天10g，三棱9g，莪术9g，牡蛎30g，冬虫夏草3g，白术12g，地龙10g，阿

魏3g，九昏虫9g，丁香6g，三七9g，大黄6g，威灵仙6g，天花粉15g。

[0016] 一种中药组合物，由下述物质组成：

[0017] 冬虫夏草13g，九香虫40g，丁香26g，黄芪132g，地龙44g，三七40g，阿魏13g，大黄

26g，三棱40g，莪术40g，牡蛎132g，天花粉66g，白术53g，威灵仙26g，红景天44g。

[0018] 一种抗肿瘤胶囊，药用成分为本发明所述的中药组合物。

[0019] 一种抗肿瘤胶囊，由下述物质组成：冬虫夏草13g，九香虫40g，丁香26g，黄芪132g，

地龙44g，三七40g，阿魏13g，大黄26g，三棱40g，莪术40g，牡蛎132g，天花粉66g，白术53g，威

灵仙26g，红景天44g。

[0020] 一种抗肿瘤胶囊的制备方法，所述的抗肿瘤胶囊为本发明的抗肿瘤胶囊，制备方

法包括：

[0021] 按配方量：

[0022] 冬虫夏草、九香虫、丁香、地龙、三七和阿魏六味粉碎成细粉，备用；

[0023] 剩余九味中药加水煎煮三次，每次10倍量，1.5小时，滤液合并，减压浓缩至相对密

度为1.30～1.35的稠膏，加入上述细粉混匀，真空干燥后粉碎成细粉，制粒并装入胶囊即

得。

[0024] 可选的，真空干燥的条件为：0.06～0.08MPa，60～65℃；所述细粉的粒径为100目。

[0025] 本发明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用于制备抗肿瘤药物的应用。

[0026] 可选的，所述的肿瘤包括：消化系统早期肿瘤，或者肝癌肿瘤。

[002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8]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是由牡蛎、黄芪等15味中药组成的中药复方制剂，扶正祛邪，

活血止痛，化瘀散结，可用于消化道肿瘤早期阶段。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的抗肿瘤胶囊的制备工艺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以下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并非全部实施例，也并

未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凡是利用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包括对本实施例做了简

单的变化，均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1]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由下述物质组成：君药：黄芪和牡蛎；臣药：三棱、莪术、大黄

和阿魏；佐使药为九香虫、丁香、地龙、三七、白术、威灵仙、冬虫夏草和红景天；其中，按君药

占总体质量百分比计，君药用量为总量的35％～40％。该方君药为黄芪和牡蛎。黄芪益气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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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牡蛎软坚散结祛邪，两味药在方中用量都很大，其生药日均用量均在30g。黄芪，《药典》

(2005年版)记载，其性味甘，温。归肺、脾经，具有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的功

能，可用于气虚乏力，中气下陷，气虚水肿，痈疽难溃，久溃不敛等症。黄芪补气且又托毒利

尿、排脓、可谓扶正祛邪两具备。牡蛎性味咸，微寒。归肝、胆、肾经。具有潜阳补阴，软坚散结

功能。临床除对阴虚引起自汗盗汗，失眠眩晕，耳鸣有治疗作用外，对瘰病痰核，癥瘕痞块也

有治疗作用。这说明牡蛎也有扶正(补阴)祛邪(软坚散结)两方面作用。二药合用，加强了扶

正祛邪的作用。本方臣药为三棱、莪术、大黄和阿魏。这四味药以祛邪为主。前面已经阐述过

肿瘤之形成多与气滞血瘀，痰凝邪毒相互博结而成。这四味药均具有这方面的功能。三棱

辛，苦，平。归肝、脾经。莪术辛，苦，温。归肝、脾经。《药典》记载该二药作用基本相同：破血行

气，消积止痛，用于瘤瘕痞，瘀血经闭，食积胀痛。说明二药皆为破血祛瘀之品，有较强的消

积散结作用。二药虽功效相仿，然各有所偏。三棱长于破血中之气，破血之力大于破气；莪术

善于破气中之血，破气之力大于破血。正如《医学衷中参西录》所云：“三棱气味俱淡，唯有辛

意；莪术味微苦，气微香，亦唯有辛意，性皆为温，为化瘀血之要药......，若细核二药之区

别，化血之力三棱优于莪术。利气之力莪术优于三棱。”二药配伍，则相须而用，使散结之力

更雄，为临床治疗气滞血瘀所致的癥瘕积聚、胃脘胀痛等病症的常用配伍药。目前临床多用

于慢性肝炎、肝硬化、肝脾肿大、肝癌及腹部肿块不消等疾病的治疗。大黄苦，寒。归脾、胃、

大肠、肝、心包经。大黄泄热通肠，凉血解毒，逐瘀通经。临床除用于湿热便秘、积滞腹痛、湿

热黄疸等病症外，也用于痈肿疗疮，瘀血经闭以及消化道出血等症。阿魏苦，辛，温。归脾、胃

经。具有消积散瘀作用，常用于瘀血癥瘕，腹中癖块等症。4味臣药都具有消散癥瘕的作用，

合而用之，加强了祛邪作用。本方佐使药为九香虫、丁香、地龙、三七、白术、威灵仙、冬虫夏

草和红景天。这九味药有的是加强君药扶正为主的，如白术、红景天、冬虫夏草、丁香。白术

苦，甘，温。归脾、胃经。具有健脾其作用。该药与君药黄芪长相须为用，意在加强补气作用。

然黄芪最善补肺，白术最善补脾，二者合用，既可健脾补中，又能补益肺气，在加强补虚益气

的同时，又扩大了治疗范围。因此，无论脾气虚，肺气弱或脾肺气弱之证，均可应用。此外，黄

芪，白术皆有托毒排脓之功，因而白术配伍黄芪也可起到扶正祛邪作用。红景天甘，苦，平。

归肺、心经。也是一味补气药，且具有活血作用，《药典》记载红景天可用于气虚血瘀症，因而

加用该品既可以加强黄芪的补气作用，又可加强方中诸活血药的祛瘀作用。冬虫夏草甘，

平。归肺、肾经。可补肺益肾。丁香辛温。归脾、肺、肾经。可补肾助阳，又可治疗心腹冷痛。其

他四味佐使药或活血或止痛，除加强祛邪作用外对改善症状起着重要作用。如九香虫咸，

温。归肝、脾、肾经。可以理气止痛，温中助阳。三七甘，微苦，温。归肝、胃经。散瘀止痛，消肿

定痛。地龙咸，寒。归肝、脾、膀胱经。可以清热定惊，通络利尿。天花粉甘，微苦，微寒。归肺、

胃经。清热生津，消肿排脓。威灵仙辛，咸，温。归膀胱经。通络止痛。总之，该方虽然药味较

多，但其组方不歪扶正祛邪两方面。所选药物特别注意了它的多功能特点。如黄芪虽为补气

要药。但又不腻滞，同时还有利尿托疮排脓作用，可谓扶正祛邪两兼。牡蛎软坚散结为主，但

又有补阴作用。两味君药力专而性均平和，所以用量大而安全，其他诸药或扶正或祛邪或兼

而有之，相须相使主攻方向明确而不分散，对早起消化道肿瘤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或

消散作用，以及对症状的改善。

[0032] 一种中药组合物，由下述物质按质量份组成：冬虫夏草1～2份，九香虫3～5份，丁

香2～3份，黄芪13～14份，地龙4～5份，三七3～5份，阿魏1～2份，大黄2～3份，三棱3～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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莪术3～5份，牡蛎13～14份，天花粉6～7份，白术5～6份，威灵仙2～3份，红景天4～5份。

[0033] 一种中药组合物，以一日水煎量计，由下述物质组成：黄芪30g，红景天10g，三棱

9g，莪术9g，牡蛎30g，冬虫夏草3g，白术12g，地龙10g，阿魏3g，九昏虫9g，丁香6g，三七9g，大

黄6g，威灵仙6g，天花粉15g。这里所说的一日水煎量，指的是取一服药，用水煎服，一般用水

复煎两次，第一次加水煎熬然后把药汤倒出来，这个为头煎。然后再往药渣里加水，再煎，这

次得到的汤药是二煎。把两次汤药混合再分成2–3次服用。注意的是，第二次放水比第一次

减少1/3。比如根据1g中药加10ml水的原则，把总加水量的(体积百分数)65％加到第一煎

中，余下的(体积百分数)35％留给二煎用。

[0034] 一种中药组合物，由下述物质组成：冬虫夏草13g，九香虫40g，丁香26g，黄芪132g，

地龙44g，三七40g，阿魏13g，大黄26g，三棱40g，莪术40g，牡蛎132g，天花粉66g，白术53g，威

灵仙26g，红景天44g。

[0035] 一种抗肿瘤胶囊，药用成分为本发明所述的中药组合物。

[0036] 一种抗肿瘤胶囊，由下述物质组成：冬虫夏草13g，九香虫40g，丁香26g，黄芪132g，

地龙44g，三七40g，阿魏13g，大黄26g，三棱40g，莪术40g，牡蛎132g，天花粉66g，白术53g，威

灵仙26g，红景天44g。此处的抗肿瘤胶囊是以制药工艺中将上述中药成分制作成胶囊粉的

形式进行配方量的计算，因此，具体的配方含量与传统的水煎量的配方含量稍有不同，但是

药效相同。

[0037] 一种抗肿瘤胶囊的制备方法，所述的抗肿瘤胶囊为本发明的抗肿瘤胶囊，制备方

法包括：

[0038] 按配方量：冬虫夏草、九香虫、丁香、地龙、三七和阿魏六味粉碎成细粉，备用；剩余

九味中药加水煎煮三次，每次10倍量，1.5小时，滤液合并，减压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30～

1.35的稠膏，加入上述细粉混匀，真空干燥后粉碎成细粉，制粒并装入胶囊即得。可选的，真

空干燥的条件为：0.06～0.08MPa，60～65℃；所述细粉的粒径为100目。

[0039] 本发明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用于制备抗肿瘤药物的应用。肿瘤包括：消化系统早期

肿瘤，或者肝癌肿瘤。抗瘤胶囊，其组方综合体现了前人和拟方人的一些临床经验。以扶正

祛邪为大原则，其次活血止痛，化瘀散结之用药都是建立在祛邪为主的基础上。

[0040] 研究内容：(以下如无特殊说明，％的液体浓度均为体积浓度)

[0041] 一、处方

[0042] 冬虫夏草13g，九香虫40g，丁香26g，黄芪132g，地龙44g，三七40g，阿魏13g，大黄

26g，三棱40g，莪术40g，牡蛎132g，天花粉66g，白术53g，威灵仙26g，红景天44g；

[0043] 二、制法

[0044] 结合图1，以上十五味，冬虫夏草、九香虫、丁香、地龙、三七、阿魏六味粉碎成细粉

(100目)，备用；其余黄芪等九味加水煎煮三次，每次10倍量，1.5小时，煎液滤过，滤液合并，

减压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30‑1.35(60C测)的稠膏，加入上述细粉，混匀，真空干燥(0.06～

0.08MPa，60～65℃)，粉碎成细粉(100目)，制粒，装入胶囊，共制成1000粒，即得。

[0045] 三、相关的工艺研究资料

[0046] 3.1提取原理

[0047] 大黄：本品为蓼科植物掌叶大黄Rheum  pelmetem  L、唐古特大Rheum  tanguticum 

Maxim.Balf或药用大黄Rhoum  offficinale  Baill的干燥根及根茎。大黄的化学成分有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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醌类、二苯乙烯甙类、色酮类、奶粉甙类苯丁酮类及鞣质。其有效成分为蒽醌类中的游离形

蒽醌。药理学研究表明大黄的抗癌作用主要是抑制癌细胞的氧化和脱氢。大黄素对艾氏腹

水癌的某些氨基酸和糖代谢中间产物的氧化和脱氢有强烈影响，对乳酸氧化和脱氢抑制率

较高，大黄酸对癌细胞的酵解作用也有明显作用。游离形蒽醌类物质可水提后加酸回流提

取。故大黄采用水煎煮方法提取有效成分。

[0048] 天花粉：本品为葫芦科植物栝楼Trichosanthes  Kinilowii  Maxim，或日本栝楼

Trichosanthes  japonica  Regel的干燥根。天花粉的化学成分有蛋白质、多糖类、植物凝集

素、酶类、氨基酸类。其有效成分为多糖类。天花粉多糖是一种热源，并有明显的免疫调节作

用，天花粉多糖部分能增强免疫活性，具有显著的抗肿瘤和细胞毒活性。药理学研究发现腹

腔注射天花粉水提液，可明显减少艾氏腹水癌小鼠的腹水，对小鼠实验性肝癌腹水型也有

一定治疗作用，对移植性肝癌实体瘤也有轻度抑制作用。对于天花粉中的多糖成分，宜采用

水收煮法进行提取。

[0049] 白术：本品为菊科植物白术Atractyledes  macrocephala  Koidz.的干燥根茎。白

术中挥发油含量为1.4％，主要成分为苍术醇(atractylol)，苍术酮(atractylon)，芹子烯，

倍半萜内酯化合物白术内酯(atractylenolide)等，药理学研究证明白术的抑瘤机理同降

低瘤细胞的增殖率，减低瘤组织的侵袭性，提高机体体外实验表明，白术挥发油中之中性治

对食管院细胞有明显抑制作用，白术挥发油对小白鼠肉瘤180、艾氏腹水癌及淋巴肉瘤腹水

型均有抑制作用。白术中挥发油可用热水提取出来，故采用传统水煎方法提取。

[0050] 黄芪：本品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Astraga l us  mem bra na ce us (Fis ch)

Bge.var.mongholicus(Beg)Hsiao.或膜炎黄芪Astragalus  menbranaceus(Fisch.)Bge的

干燥根，黄芪的化学成分有皂甙类、多糖类、黄酮类、氨基酸及微量无机元素。其有效成分为

皂甙类中的黄芪甲苷。黄民的仙草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机体的免疫系统作用中。黄芪对免疫

系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对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影响：水煎剂口服后对腹腔游走巨噬细

胞吞噬鸡紅细胞功能有较强促进作用，能显著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2)对体

液免疫的作用：黄芪对正常机体的抗体生成功能有明显促进作用，给小鼠口服其水煎剂可

使溶血空斑数(PPC)和溶血分光测定的抗体值(QHS)显著高于对照组，可使免疫后早期的抗

原结合细胞(RFC)，包括抗体分泌细胞及T、B淋巴细胞和NK细胞数明显升高：(3)对细胞免疫

的作用：人外周血淋巴细胞转化实验证明，黄芪水煎剂可促进正常人和肿瘤病人的淋巴细

胞转化率，恶性肿瘤病人淋巴细胞的反应性低于常人，要求较高的药物剂量，方能取得与正

常人淋巴细胞相当的促分裂效应：(4)对自然杀伤细胞的影响：黄芪水煎剂可增强小鼠NK细

胞的细胞毒活性，这一过程与诱生干扰素是同时发生的，但这种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5)

对诱生干扰素的影响：黄芪对干扰素系统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包括自身诱生、促进诱生和活

性发挥等三个方面。黄芪可以促进小鼠对病毒诱生干扰素的能力，从而一定程度抑制病毒

繁殖。

[0051] 牡蛎：本品为牡蛎科动物长牡蛎Ostrea  gigas  Thunberg、大连湾牡蛎Ostrea 

talienwhanensis  Crosse或近江牡蛎Ostrea  rivularis  Gould的贝壳。牡蛎壳主要以含钙

的矿物组成，另含少量有机物及多种元素。体外实验证明牡蛎水浸液具有抗肿瘤作用，具体

表现在对肿瘤细胞有明显的细胞毒样作用，对细胞突变亦有一定对抗作用方面。根据所查

资料，牡蝴宜水煎提取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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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红景天：本品为景天科植物红景天Rhodiola  rosea  L.等的干燥根及根茎，红景天

所含成分有黄酮类、小麦黄素、山奈酚、红景天苷(Salidroside)、胡萝卜甙等物质。其有效

成分为红景天苷，药理学实验证明红景天仙草作用在于对S180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无

毒副作用剂量范围内随浓度增而抑制作用增强。红景天苷为水溶性成分，故红景天采取水

煎煮法提取有效成分。

[0053] 三棱：本品为黑三棱科植物黑三棱Sparganium  stoloniferum  Buch.‑Ham.的干燥

块茎。三棱的化学成分主要为挥发油。实验中证实三棱中挥发油成分极难提取，故采取传统

中药水煎煮法进行提取。

[0054] 威灵仙：本品为毛莨科植物威灵仙Clematis  chinensis  Osbevk，棉团铁线莲

Clematis  hexapetala  Pall，或东北铁线莲Clenatis  manshurica  Rupr.的干燥根及根茎。

威灵仙中主要化学成分为齐墩果烷型三萜糖苷，其皂苷元常为齐墩果酸和常春藤皂苷元，

其它尚存在白头翁素，白头翁内脂等。其有效成分为齐墩果酸。药理研究表明，威灵仙水煎

剂胃内注入，可使大鼠的肝胆汁分泌量增加，估计胆红素排出的绝对值是增加的。另外现代

临床应用表明，威灵仙可用于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治疗泌尿系统结石，治疗急性乳腺炎，

腮腺炎。威灵仙中主要化学成分齐墩果酸和常春藤皂苷元，易溶于水，故采用水煎煮法进行

提取。

[0055] 莪术：本品为姜科植物蓬莪术Curcuma  phaeocaulis  Valeton、广西莪术Curcuma 

kwangsiensis  S.G.Lee  et  C.F.Liang或温郁金Curcuna  wwenyujinY.H.Chen  et.C.Ling

的干燥根茎。莪术中的主要为挥发油类化学成分。药理学研究表明，莪术具有抗癌作用。莪

术注射液口服及腹腔注射对小鼠S180肉瘤有抑制作用。复方莪术汤腹腔注射或灌胃，对小鼠

肝癌实体瘤(HSA)、S180肉瘤及肝癌(H22)实体瘤均有显著抑制作用。同时载术还具有抗菌和

抗炎的作用。故采用水煎煮法进行提取。

[0056] 粉碎原理的论述

[0057] 冬虫夏草：本品为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Cordyceps  sinensis(Berr.)寄生在蝙

蝠峨科昆虫幼虫上的子座及幼虫尸体的复合体，冬虫夏草中含有氨基酸类，糖和醇类，核苷

类，以及微量元素、维生素、有机酸等物质，主要成分为氨基酸类及糖和醇类。药理学研究中

有报道冬虫夏草的水提物或醇提物均可明显抑制小白鼠肉瘤(S180)、小白鼠肺癌(Lewis)、

小白鼠乳腺癌(MA737)等肿瘤的生长，并且口服或腹腔注射给药均有效，但对小白鼠白血病

(L615)小白仅肝癌(Hept)均未显示抑癌作用。此外冬虫夏草可增强机体提高免疫功能，增强

单核巨唑细胞系统作用，增加体液免疫功能，增强自然杀伤细胞(NK)活性，对治疗癌症有一

定辅助作用。但因冬虫夏草为名贵中药材，水提不易提取完全，为提高其利用率，宜采取粉

碎入药的方法

[0058] 丁香；本品为桃金娘科植物丁香Eugenia  caryophyllata  Thnb.的干燥花蕾。丁香

中的主要化学成分为挥发油和色原酮类化合物，其他还含有三萜和黄酮等，其有效成分为

挥发油中的丁香酚，丁香抗癌作用的主要机理是抗癌化合物诱导GST活性，丁香酚可增加

GST在肝脏中的活性，从而具有抗癌作用，由于挥发油成分通热易挥发，故粉碎入药。

[0059] 三七：本品为刺五加科植物三七Pannx  mologinseng(Burk.)F.H.Chen的干燥根。

三七的化学成分有挥发性成分、皂甙成分、三七素以及槲皮素、黄酮甙等物质，其有效成分

为皂式成分中的人参皂甙Rb1，人参皂甙Rg，三七皂甙Re。研究表明，三七中含的三七总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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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微量元素硒等抗癌活性物质，三七皂苷120ug/ml浓度的Rb1能使培养的肿瘤细胞92％受

到抑制，三七皂苷Rd的抑制率则为79％，三七皂苷Rh1对培养的肝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三七皂苷Rh2具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并能诱导癌细胞逆转成非癌细胞。此外，三七皂苷

和三七多糖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率和吞噬指数，对治疗癌

症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因三七喊有大量淀粉，且质地坚硬，用水或低浓度醇提取时易糊化，

难以过滤，故粉碎入药。

[0060] 九香虫：本品为蝽科昆虫九香虫Aspongopus  chinensis  Dallas的干燥体。九香虫

虫体中含脂肪、蛋白质及甲壳质。因虫体含油脂较多，宜采用粉碎入药。

[0061] 地龙：本品为钜蚓科动物参环毛蚓Pheretima  aspergillum(Perrier)或缟蚯蚓

Allolobophora  caliginosa(Savigny)trapezoides(Ant.Duges)的干燥体。地龙里含有多

种氨基酸：鸟氨酸、赖氨酸、丝氨酸、脯氨酸、甘氨酸、胱氨酸、缬氨酸、笨丙氨酸、色氨酸等。

中性脂：胆甾醇、游离脂肪酸、甘油三酯、络合脂。药理学研究表明，地龙提取物(912)具有很

强的抗肿瘤活性。口服给药对小鼠移植瘤S180H22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使肿瘤明显缩小，还

能改善荷瘤动物的一般情况，延长存活期。与人白细胞介素－2(IL‑2)同用对延缓肿瘤生长

有协同作用，可提高疗效并降低IL‑2的用量，给接种S180小鼠灌服912(2mg/只)，可使X‑ray

的肿瘤杀伤性效果有明显的增强，具辐射增敏作用。体外实验显示，912可明显抑制培养的

Hep‑2喉癌细胞的生长，且具量效关系。将地龙提取物经Sephadex  G50凝胶过滤所得组分及

透析组分与MGc80胃癌细胞作用，均可显著降低该细胞的3H‑TdR渗入值，抑别DNA合成，对

MGc803胃癌细胞生长有直接抑制作用。地龙的抗肿瘤作用机理与其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有

关。为了尽最大的可能保存地龙中的抗肿瘤有效成分，采用粉碎入药。

[0062] 阿魏：本品为伞形科植物新疆阿魏Ferula  sinkiangensis  K.M.Shen或阜康阿魏

Ferula  fukanensis  K.M.Shen的树脂，阿续中含有挥发油10～17％，树脂40～64％，树胶约

为25％，其他还含有倍半萜，香豆素等化合物。药理研究证明阿魏对免疫功能具有影响。阿

藏挥发油水乳剂能明显摔制DTH反应及降低有PHA诱导的淋巴细胞转化反应，使H‑TdR的掺

入量显著减少，阿魏由于粘性强不易分散，故应粉碎入药。但应注意阿魏干燥或粉碎时温度

不宜高过80℃，以免树脂类药材的芳香酸、酚、烃、挥发油等有效成分产生分解、脱羟等化学

反应而降低疗效。

[0063] 3.2工艺条件的优化筛选

[0064] 3.2.1粉碎工艺研究

[0065] 按处方比例称取冬虫夏草39g、九香虫120g、丁香78g、地龙132g、三七120g、阿魏

39g，共计三份，分别粉碎，过80目筛，计算出粉率，结果见表3.1。

[0066] 表3.1出粉率考察结果

[0067]

[0068] 从表3.1结果可以看出，上述药材粉性较好，平均出粉率均在95.0％以上，損失少，

具有生产可行性。

[0069] 3.2.2水煎煮工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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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对水煎煮结果影响较大的因素有煎煮次数、煎煮时间及加水量，因此，本试验以红

景天苷提取量和干浸膏得率为考察指标，采用正交试验法对煎煮次数、煎煮时间及加水量

进行研究确定。

[0071] (1)试剂与仪器

[0072] 仪器岛津LC‑201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电子分析天平(德国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

司；北京赛多利斯天平有限公司；)，超声波清洗机(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

[0073] 试剂：红景天苷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供含量测定用)，水为纯化水，其它

试剂均为分析纯。

[0074] (2)方法与结果

[0075] 用L9(3
4)正交表安排试验，称取黄芪33g、大黄6.5g、三校10g、莪术10g、牡蛎33g、天

花粉165g、白术13.25g、威灵仙6.5g、红景天11g按设定方案进行提取，滤过，滤液合并，摇

匀，备用。(具体方法见表3.2)

[0076] 红景天苷含量测定方法：

[0077]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中国药典2015年版四部通则0512)测定。

[0078]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用十八烷基硅烷健合硅胶为填充剂；甲醇－水(15：

85)为流动相；检测波长为275nm。理论板数按红景天苷峰计算应不低于2000。

[0079]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红景天苷对照品，加甲醇制成每1ml含0.845mg的溶

液，即得。

[0080]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精密量取上述滤液适量，置具塞锥形瓶中，水浴蒸干，精密加

入甲醇50ml，密塞，称定重量。超声提取30分钟，放冷，再称定重量，用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

摇匀，滤过，用微孔滤膜(0.45um)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0081] 测定法：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

即得。

[0082] 干浸膏得率测定方法：精密量取上述滤液适量，置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水浴蒸

干，105℃干燥3小时，称重，计算干浸膏得率。

[0083] 表3.2试验因素水平表

[0084]

[0085] 表3.3正交试验设计表及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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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0087]

[0088] 表3.4红景天苷提取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0089]

[0090] F1‑0·05(2·2)＝19*有显著性差异

[0091] 表3.5干浸青得丰正交试验方差分析

[0092] 列号 因子 SS ν MS F

1 A 7.629 2 3.8145 0.73

2 B 59.952 2 29.976 5.72

3 C 0.885 2 0.4425 0.08

4 误差 10.485 2 5.2425 1.00

[0093] 从F界值表可查得F1‑0·05(2·2)＝19，表中*表示F＞F0·05，P＜0.05，表明以红景天苷

为考察指标时，B因素的作用首先值得重视，其次是A因素和C因素的作用，由表3结果可见，A

因素取2水平和3水平提取率接近，B因素取2水平和3水平提取率接近，C取因素2水平和3水

平提取率接近，综合前面的分析表明，以取A2B2C2有效成分提取率较高。以干浸膏得率为考

察指标时，B因素的作用首先值得重视，其次是A因素和C因素的作用，由表3.3结果可见，结

果与含量测定一致。综合前面的分析表明，选取A2B2C2有效成分提取率较高，且节省能源。

[0094] 综上所述，以红景天苷为考察指标时和干浸膏得率为考察指标时，最佳工艺组均

为：A2B2C2，并据此条件验证三批，结果见表3.6。

[0095] 表3.6水提取工艺验证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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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0097] 试验结果表明，验证试验结果与正交优送试验结果一致，由此确定水提最佳工艺

条件为：A2B2C2，即加水量为10倍量，提取时间为1.5小时，提取次数为2次。

[0098] 3.2.3浓缩工艺

[0099] 减压浓缩具有温度低、回收效率高、有效成分破坏小的优点，因此，拟对本品渗漉

液采用减压浓缩方法进行回收与浓缩，经试验，回收浓缩过程中，压力宜保持在0.06～

0.08Mp，温度宜保持在60～65℃。

[0100] 3.2.4干燥工艺

[0101] 真空干燥具有干燥时间短，温度低，有效成分破坏小，干燥所得浸膏疏松，易于粉

碎等优点。因此，拟对本品稠膏和细粉混合物采用真空干燥法进行干燥，经试验，干燥过程

中，压力宜保持在0.06～0.08Mp，温度宜保持在60～65℃。

[0102] 3.3成型工艺研究

[0103] 3.3.1辅料的选择

[0104] 由于本品原料为提取干浸膏和药物细粉的混合物，细粉在处方中比例较大，约占

60％，可兼做稀释剂的作用，经试验本品药粉耐湿性较好，因此，不再考虑加入赋型剂。

[0105] 3.2润湿剂的选择

[0106] 取本品药粉3份，每份200g，分别以75％、85％、95％乙醇制粒，过40目筛，对颗粒的

外观、流动性进行测试比较，结果见表3.7。

[0107] 表3.7润湿剂考察结果

[0108]

[0109] 根据上述结果，以85％乙醇的粘性适宜，颗粒成型性、流动性较好，因此，确定以

85％乙醇为润湿剂。

[0110] 3.3.2规格的确定

[0111] 根据本品的出粉率(97％)及出膏率(23％)，一个处方量药材约可制成药粉300g，

若制成1000粒，则每粒装0.3g。

[0112] 四、药效学的实验研究：

[0113] 抗瘤胶囊是由西安北大医院研制的抗癌中药复方制剂，根据其功能主治进行了临

床前主要药效学的实验研究。抗瘤胶囊药效学试验剂量小鼠采用3.6g/kg·bw、1.8g/kg·

bw、0.9g/kg·bw，分别相当于临床拟用最大剂量的30倍、15倍和7.5倍。采用灌胃给药途径。

实验结果显示：抗瘤胶囊3.6g/kg、1.8g/kg及0.9g/kg·bw剂量组能明显抑制小鼠移植性

S180瘤体的生长(P＜0.01)，其抑瘤率分别达到44.44％、36.42％、27.16％；抗瘤胶囊3.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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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1.8g/kg及0.9g/kg剂量组能明显抑制小鼠移植性H22瘤体的生长(P＜0.01)，且星现一定

的剂量效应关系，其抑瘤率分别达到44.18％、38.96％和30.92％。抗瘤胶囊3.6g/kg·bw、

1.8g/kg·bw、0.9g/kg·bw剂量组的脾指数和胸腺指数明显高于环磷酰胺组小鼠的脾指数

和胸腺指数(P＜0.05或P＜0.01)。抗瘤胶囊3.6g/kg、1.8g/kg和0.9g/kg剂量组能使H22荷瘤

小鼠的淋巴母细胞和过渡型细胞百分率均明显高于H22荷瘤对照组(P＜0.01)；能显著增加

免疫低下小鼠的HC50值和腹腔巨噬细胞的碳粒廓清能力(P＜0.01)，且吞噬指数及吞噬系数

均明显高于模型组(P＜0.05)。抗瘤胶囊3.6g/kg及1.8g/kg剂量组具有拮抗环磷酰胺所致

小鼠外周血象中白细胞减少的毒性作用(P＜0.05)；可明显延长物理性热刺激所引起小鼠

尾巴回缩反应的时间(P＜0 .01)；明显减少化学性酸刺激所引起的扭体反应次数(P＜

0.05)。抗瘤胶囊3.6g/kg·bw剂量组可明显延长小鼠断头后的喘气次数和呼吸时间(P＜

0.05)。以上试验结果表明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S180和H22实体瘤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

且对小鼠移植性S180和H22实体瘤的体内抗肿瘤活性已达到抗癌药筛选规程规定的药效标

准，其作用机制可能在于：抗瘤胶囊能使胸腺指数和脾指数明显增加；并且在体内可明显促

进荷瘤小鼠的淋巴细胞转化能力；明显增强免疫低下小鼠的抗体生成能力和单核巨噬细胞

的吞噬功能，通过加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功能来发挥抗肿瘤作用。此外，抗瘤胶囊具有一定的

镇痛作用；并可明显增强小鼠对急性脑缺血、缺氧的耐受力。

[0114] 试验目的：以小鼠S180肉瘤和小鼠H22肝癌移植瘤模型观察抗瘤胶囊的抑制肿瘤作

用及其对荷H22肝癌小鼠的免疫增强作用、镇痛作用以及对急性脑缺血、缺氧小鼠的保护作

用等，籍以了解抗瘤胶囊与临床功能主治有关的药理作用，为在临床进一步应用提供试验

依据。

[0115] 4.1.试验材料

[0116] 4.1 .1受试药物：抗瘤胶囊，墨褐色药粉，1g提取物相当于2.45g生药材，由西安北

大医院制剂中心制备，批号060206。临床拟用量；口服，一次6粒，一日3次，即每人每天服用

抗瘤胶囊药粉7.2g(成人以60kg计)。试药以电子天平精确称量，临用前以常水配制成所需

浓度，用后贮存于4℃冰箱，每次仅配制满足2天的用量。采用灌胃给药，每天1次，给药容积

为20ml/kg。

[0117] 4.1.2阳性药：

[0118] 环磷酰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0119] 盐酸左旋咪唑片：山东省莒南制药厂生产。

[0120] 益血生：吉林敖东珠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0121] 盐酸吗啡：

[0122] 4.1 .3瘤株：小鼠S180肉瘤细胞株和小鼠H22瘤细胞株，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

究所引进，本院实验动物中心接种传代。

[0123] 4.1.4实验动物与试验条件：

[0124] 4.1 .4.1实验动物：ICR封闭群小鼠，♀♂兼用，由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合格证号：医动字第08‑24号(陕西省医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1997.11.21)。实验

前饲养3～5天，选行为活动、饮食、精神状态均正常的小鼠进行试验。

[0125] 4.1.4.2试验条件：室温22～28℃，相对湿度30～70％，空调调温，排气扇通风换气

每天2次，每次1h。试验小鼠雌雄分笼喂养，水(常水)、标准颗粒饲料自由摄取。鼠舍保持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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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卫生。光/暗时间为12/12h。

[0126] 4.1.5试剂与仪器：

[0127] 4.1.5.1试剂：

[0128] (1)植物血凝素(PHA)，上海伊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0129] (2)印度墨汁：北京笃信精细制剂厂生产。

[0130] (3)瑞氏染料：上海试剂三厂生产。

[0131] (4)冰醋酸：分析纯，天津市医药工业技术研究所生产。

[0132] (5)碳酸钠：分析纯，西安化学试剂厂生产。

[0133] (6)磷酸氢二钾：分析纯，西安化学试剂厂生产。

[0134] (7)磷酸二氢钠：分析纯，西安化学试剂厂生产。

[0135] (8)氯化钠注射液：西安京西双鹤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0136] 4.1.5.2仪器：

[0137] (1)电子计重秤：ACZ‑6A型，分度值：1g，上海三积分电子有限公司生产。

[0138] (2)电子天平：AL104型，精确度：0.1mg，上海梅特勒－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生产。

[0139] (3)生物显微镜：CHA‑213型，日本Olympus公司生产。

[0140] (4)分光光度计：721型，上海湖光科学仪器公司生产。

[0141] (5)生化自动分析仪：7170A型，日本日立公司生产。

[0142] 4.1.6试验剂量的选择依据和实验结果的统计方法

[0143] 4.1 .6.1试验剂量设计：抗瘤胶囊的急性毒性试验结果显示:小鼠急性毒性试验，

采用ig给药测出一天最大给药量为48g/kg·bw。本次抗瘤胶囊主要药效学试验用药剂量设

计为：小鼠大、中、小剂量分别为3.6g/kg·bw、1.8g/kg·bw及0.9g/kg·bw，分别相当于临

床人拟用最大量的30倍、15倍积7.5倍。

[0144] 4.1.6.2统计方法：试验数据以均值±标准差 表示，组间进行t检验。

[0145] 4.2.试验方法与结果

[0146] 4.2.1对小鼠移植性S180实体瘤生长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ICR小鼠50只，体重18

～22g，单一性别，按体重随机分为5组，分别为荷瘤对照组(常水20ml/kg·bw)、阳性对照组

(环磷酰胺25mg/kg·bw)和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及0.9g/kg·bw剂量组。灌

胃给药(ig)，每天1次，连续给药15d，d6给药后接种S180瘤细胞。取接种7～10d，生长良好且

健康状况较佳的腹水型S180种瘤小鼠，断颈处死，无菌操作制备瘤细胞液(1x107/ml)，于小

鼠右前肢腋窝皮下接种0.2ml瘤细胞液。环磷酰胺于种瘤后次日开始给药，共给药10d。末次

给药后24h，称小鼠体重后处死小鼠，分别剖取瘤块称重，计算抑瘤率。试验重复2次。结果详

见表4‑1～表4‑3。

[0147] 表4‑1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S180实体瘤生长的影响 (试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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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8]

[0149] 注：与荷瘤对照组相比:*P＜0.05；**P<0.01；

[0150] 表4‑2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S180实体瘤生长的影响 (试验2)

[0151]

[0152] 注：与荷瘤对照组相比:*P＜0.05；**P<0.01；

[0153] 表4‑3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S180实体瘤生长的影响 (合计)

[0154]

[0155] 注：与荷瘤对照组相比:*P＜0.05；**P<0.01；

[0156] 由表4‑1～表4‑3结果可见：抗瘤胶囊3.6g/kg·bw及1.8g/kg·bw剂量组能明显抑

制小鼠移植性S180瘤体的生长(P＜0.01)，其抑瘤率分别达到44.44％和36.42％；抗瘤胶囊

0.9g/kg·bw剂量组对S180瘤体的生长也有一定抑制作用(P＜0.01)，其抑瘤率为27.16％。

表明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S180实体瘤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对小鼠移植性S180实体

瘤的体内抗肿瘤活性已达到抗癌药筛选规程规定的药效标准。

[0157] 4.2.2对小鼠移植性H22实体瘤生长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ICR小鼠50只，体重18～

22g，单一性别，按体重随机分为5组，分别为荷瘤对照组(常水20ml/kg·bw)、阳性对照组

(环磷酰胺25mg/kg·bw)和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及0.9g/kg·bw剂量组。灌

胃给药(ig)，每天1次，连续给药15d，d6给药后接种H22瘤细胞。取接种7～10d，生长良好且健

康状况较佳的腹水型H22种瘤小鼠，断颈处死，无菌操作制备瘤细胞液(1x107/ml)，于小鼠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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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肢腋窝皮下接种0.2ml瘤细胞液。环磷酰胺于种瘤后次日开始给药，共给药10d。末次给药

后24h，称小鼠体重后处死小鼠，分别剖取瘤块称重，计算抑瘤率。试验重复2次。结果详见表

4‑4～表4‑6。

[0158] 表4‑4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H22实体瘤生长的影响 (试验1)

[0159]

[0160] 注：与荷瘤对照组相比:*P＜0.05；**P<0.01；

[0161] 表4‑5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H22实体瘤生长的影响 (试验2)

[0162]

[0163] 注：与荷瘤对照组相比:*P＜0.05；**P<0.01；

[0164] 表4‑6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H22实体瘤生长的影响 (合计)

[0165]

[0166] 注：与荷瘤对照组相比:*P＜0.05；**P<0.01；

[0167] 由表4‑4～表4‑6结果可见：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及0.9g/kg·bw剂

量组均能明显抑制小鼠移植性H22瘤体的生长(P＜0.01)，且呈现出一定的剂量效应关系，抑

瘤率分别达到44.18％、38.96和30.92％，表明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H22实体瘤具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并且对小鼠移植性H22实体瘤的体内抗肿瘤活性已达到抗癌药筛选规程规定的药

效标准。

[0168] 4.2.3对H22荷瘤小鼠免疫器官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ICR小鼠50只，体重18～2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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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性别，按体重随机分为5组，分别为荷瘤对照组(常水20ml/kg·bw)、阳性对照组(环磷

酰胺25mg/kg·bw)和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和0.9g/kg·bw剂量组。ig给药，

每天1次，连续给药15d，d6给药后接种H22瘤细胞。接种方法同2.1。环磷酰胺于种瘤后次日开

始给药，共给药10d。末次给药后24h，称小鼠体重后处死小鼠，分别称量小鼠脾重及胸腺重，

计算脾指数和胸腺指数。试验重复2次，结果合并统计分析，组间进行t检验。结果详见表4‑

7。

[0169] 表4‑7抗瘤胶囊对H22荷瘤小鼠免疫器官的影响

[0170]

[0171] 注：与荷瘤对照组相比:*P＜0.05；**P＜0.01；与环磷酰胺组相比：′P＜0.05；″P＜

0.01；

[0172] 由表4‑7结果可见：抗瘤胶囊3个剂量组的脾指数和胸腺指数与荷瘤对照组比较均

无明显差异(P＞0.05)；但抗瘤胶囊3.6g/kg·bw和1.8g/kg·bw的脾指数和3.6g/kg·bw、

[0173] 1.8g/kg·bw和0.9g/kg·bw剂量组的脾指数和胸腺指数均明显高于环磷酰胺组

的脾指数和胸腺指数(P＜0.05或P＜0.01)。提示抗瘤胶囊能使胸腺指数和脾指数明显增

加。

[0174] 2.4对H22荷瘤小鼠淋巴细胞转化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雄性ICR小鼠60只，体重22

～25g，随机分为6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常水20ml/kg·bw)、荷瘤对照组(常水20ml/kg·

bw)、阳性对照组(左旋咪唑50mg/kg·bw)和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和0.9g/

kg·bw剂量组。ig给药，每天1次，连续给药15d，d6给药后，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小鼠均接种

H22瘤细胞。接种方法同2.1。在给药结束前3天，各组小鼠均每天肌肉注射PHA10mg/kg，共3

次。末次给药后1h，各组小鼠均剪尾取血推片，瑞氏染色，油镜下计数100个淋巴细系，计算

淋巴母细胞和过渡型淋巴细胞所占的百分率。结果详见表4‑8。

[0175] 表4‑8抗瘤胶囊对H22荷瘤小鼠淋巴细胞转化的影响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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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6]

[0177] 注：与荷瘤对照组相比:*P＜0.05；**P＜0.01；与环磷酰胺组相比：′P＜0.05；″P＜

0.01；

[0178] 由表4‑8结果可见：与空白对照组相比，H2z荷瘤小鼠的淋巴母细胞和过渡型淋巴

细系百分率均明显降低(P＜0.01)。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和0.9g/kg·bw剂

量组以及左旋味唑50mg/kg·bw组的淋巴母细胞和过渡型细胞百分率均明显高于荷瘤对照

组(P＜0.01)，表明抗瘤胶囊在体内能明显促进PHA刺激H22荷瘤小鼠的淋巴细胞转化能力，

提示抗瘤胶囊能增强荷瘤小鼠的细胞免疫功能。

[0179] 4.2.5对免疫低下小鼠溶血素生成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健康ICR小鼠60只，♀♂

各半，体重18～22g，随机分为6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常水20ml/kg·bw)、荷瘤对照组(常

水20ml/kg·bw)、阳性对照组(左旋咪唑50mg/kg·bw)和抗瘤胶囊3.6g/kg·bw、1.8g/kg·

bw和0.9g/kg·bw剂量组。ig给药，每天1次，连续给药10d，各组ig体积均为20ml/kg·bw。在

d4给药后，每鼠腹腔注射10％绵羊红细胞(SRBC)悬液0.2ml免疫。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

组小鼠在给药d6～d9分别腹腔注射环磷酰胺25mg/kg·bw，每天1次，连续注射4d。末次给药

后1h，小鼠眼眶取血1ml，分离血清，用生理盐水将血清稀释100倍，取稀释血清1ml，与10％

绵羊红细胞悬液0.5ml(约10亿个)，10％补体1ml，置37℃水浴中保温10min，孵毕即放入冰

浴已终止反应。2000rpm10min，取上清液1ml加3ml都氏试剂混匀，置10min后，分别测定各管

OD540nm值，计算HC50，组间进行t检验。结果详见表4‑9。

[0180] 表4‑9抗瘤胶囊对免疫低下小鼠溶血素生成的影响

[0181]

[0182]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183] 由表4‑9结果可见：环磷酰胺使小鼠产生针对SRBC溶血素的能力受到明显抑制，模

型组HC50与空白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P＜0.01)。抗瘤胶囊3.6g/kg·bw、1 .8g/kg·bw、

0.9g/kg·bw剂量组以及左旋咪唑50mg/kg·bw组能显著增加免疫低下小鼠的HC50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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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表明抗瘤胶囊具有拮抗环磷酰胺对小鼠血清溶血素生成的抑制作用。

[0184] 4.2.6对免疫低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雄性ICR小

鼠60只，体重22～25g，随机分为6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常水20ml/kg·bw)、荷瘤对照组

(常水20ml/kg·bw)、阳性对照组(左旋咪唑50mg/kg·bw)和抗瘤胶囊3.6g/kg·bw、1.8g/

kg·bw和0.9g/kg·bw剂量组。ig给药，每天1次，连续给药12d。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各组

小鼠在给药d7～d10分别腹腔注射环磷酰胺25mg/kg·bw，每天1次，连续注射4d。末次给药后

1h，称小鼠体重，尾静脉注入10％稀释的印度墨汁生理盐水0.1ml/10g·bw。在注入2min和

12min时，分别用微量移液器从小鼠内眦静脉丛取血20μl，立刻加入到2ml0.1％Na2CO3溶液

中，摇匀。试验结束后，在721分光光度计读取OD680nm值，并称其肝、脾重量，计算吞噬指数κ

及校正指数α值。结果详见表4‑10。

[0185] 表4‑10抗瘤胶囊对免疫低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0186]

[0187]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188] 由表4‑10结果可见：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0.9g/kg·bw剂量组的

吞噬指数均显著高于模型组(P＜0.05或P＜0.01)；抗瘤胶囊1.8g/kg·bw及0.9g/kg·bw剂

量组的吞噬系数均明显高于模型组(P＜0.05或P＜0.01)。表明抗瘤胶囊能显著提高免疫低

下小鼠的碳粒廓清能力，提示抗瘤胶囊能明显增强小鼠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

[0189] 4.2.7对环磷酰胺致小鼠白细胞减少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ICR小鼠60只，♀♂兼

用，体重18～22g，按性别、体重随机分为6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常水20ml/kg·bw)、模型

对照组(常水20ml/kg·bw)、阳性对照组(益血生2g/kg·bw)和抗瘤胶囊3.6g/kg·bw、

1.8g/kg·bw和0.9g/kg·bw剂量组。ig给药，每天1次，连续给药10d。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

小鼠在给药d5～d9分别ig环磷酰胺25mg/kg·bw，共5d。末次给药后1h，称小鼠体重，内眦静

脉丛采血，用微量移液器取血20μl，立刻加入到2ml2％冰醋酸溶液中，摇匀。常规计数白细

胞总数，比较给药组与模型对照组白细胞总数的差异。结果详见表4‑11。

[0190] 表4‑11抗瘤胶囊对环磷酰胺致小鼠白细胞减少的影响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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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1]

[0192]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193] 由表4‑11结果可见：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的白细胞总数显著降低(P＜

0.01)。与模型对照组比较，抗瘤胶囊3.6g/kg·bw及1.8g/kg·bw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益

血生2g/kg·bw)的白细胞总数均有显著提高(P＜0.05或P＜0.01)。表明抗瘤胶囊具有拮抗

环磷酰胺所致小鼠外周血象中白细胞减少的毒性作用。

[0194] 4.2.8对热刺激致小鼠尾巴回缩反应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ICR小鼠50只，♀♂各

半，体重18g～22g，随机分为5组：模型对照组(常水20ml/kg·bw)、阳性对照组(盐酸吗啡

10mg/kg·bw)和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0.9g/kg·bw组。各组动物均ig给药，

每天1次，连续给药3d。末次给药后1h，把小鼠尾部(下1/3)浸入55℃温水浴中，以尾部回缩

反应作为疼痛反应，记录各组小鼠尾部回缩时间(秒)，与对照组比较，组间进行t检验。结果

详见表4‑12。

[0195] 表4‑12抗瘤胶囊对热刺激致小鼠尾巴回缩反应的影响

[0196]

[0197]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198] 由表4‑12结果可见：抗瘤胶囊3.6g/kg·bw和1.8g/kg·bw剂量组以及盐酸吗啡

10mg/kg·bw组均可明显延长热刺激引起小鼠尾巴回缩反应的时间(P＜0.01)。表明抗瘤胶

囊能明显提高小鼠因物理性刺激所致的疼痛反应阈值。

[0199] 4.2.9对冰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ICR小鼠50只，♀♂各半，体

重18g～22g，随机分为5组：模型对照组(常水20ml/kg·bw)、阳性对照组(盐酸吗啡10mg/

kg·bw)和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0.9g/kg·bw组。各组动物均ig给药，每天1

次，连续给药3d。末次给药后1h，每只小鼠腹腔注射0.5％醋酸溶液0.2ml/只，放入观察盒内

适应5min后，开始记录10min内小鼠出现扭体反应(腹部内凹，伸展后肢，臀部抬高)次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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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比较，组间进行t检验。结果详见表4‑13。

[0200] 表4‑13抗瘤胶囊对醋酸致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

[0201]

[0202]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203] 由表4‑13结果可见：小鼠腹腔注射冰醋酸后出现典型的扭体反应，腹部收缩内陷、

躯体扭曲、后肢伸展及蠕行等。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剂量组以及盐酸吗啡

10mg/kg·bw组能显著减少小鼠的扭体次数(P＜0.05或P＜0.01)。表明抗瘤胶囊能明显提

高小鼠因H化学性因子刺激所致的疼痛反应阈值。

[0204] 4.2.10对小鼠急性脑缺血的影响：按文献方法，取ICR小鼠50只，♀♂各半，体重18g

～22g，随机分为5组：对照组(常水20ml/kg·bw)、阳性对照组(益血生2g/kg·bw)和抗瘤胶

囊3.6g/kg·bw、1.8g/kg·bw、0.9g/kg·bw组。各组动物均ig给药，每天1次，连续给药3d。

末次给药后1h，于小鼠耳后2mm处用利剪迅速断头，记录小鼠脑死亡前的张嘴呼吸次数及持

续时间，与对照组比较，组间进行t检验。结果详见表4‑14。

[0205] 表4‑14抗瘤胶囊对急性脑缺血小鼠的保护作用

[0206]

[0207] 注：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P<0.01；

[0208] 由表4‑14结果可见：抗瘤胶囊3.6g/kg·bw剂量组和益血生2g/kg·bw组均可明显

延长小鼠断头后的喘气次数和呼吸时间(P＜0.05)。即能延长小鼠断头致急性脑缺血缺氧

下的生存时间，提示抗瘤胶囊可增强小鼠对急性脑缺血、缺氧的耐受力。

[0209] 4.3.讨论与结论

[0210] 抗瘤胶囊是由黄芪、牡蛎等15味中药组成的中药复方制剂，具有扶正祛邪，活血止

痛，化瘀散结之功效，临床上主要用于消化道肿瘤早期阶段的治疗。本文抗瘤胶囊主要药效

学试验的给药剂量经预试验和综合分析后设计为：小鼠大、中、小剂量分别采用3.6g/kg、

1.8g/kg、0.9g/kg，分别相当于临床人拟用最大剂量的30倍、15倍和7.5倍。药效学试验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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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途径：灌胃给药。

[0211] 试验结果显示：抗瘤胶囊3.6g/kg及1.8g/kg剂量组能明显抑制小鼠移植性S180瘤

体的生长(P＜0.01)，其抑瘤率分别达到44.44％和36.42％；抗瘤胶囊3.6g/kg、1.8g/kg及

0.9g/kg剂量组均能明显抑制小鼠移植性H22瘤体的生长(P＜0.01)，且呈现出一定的剂量效

应关系，其抑瘤率分别达到44.18％、38.96％和30.92％。以上结果充分显示抗瘤胶囊对小

鼠移植性S180和H22实体瘤的体内抗癌活性已达到抗癌药筛选规程规定的药效标准(抑瘤率

≥30％)。

[0212] 抗瘤胶囊3.6g/kg·bw、1.8g/kg·bw、0.9g/kg·bw剂量组的脾指数和胸腺指数与

荷瘤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但明显高于环磷酰胺组小鼠的脾指数和胸腺指数

(P＜0.05或P＜0.01)。抗瘤胶囊3.6g/kg、1.8g/kg和0.9g/kg剂量组能使H22荷瘤小鼠的淋巴

母细胞和过渡型细胞百分率均明显高于H22荷瘤对照组(P＜0.01)；能显著增加免疫低下小

鼠的HC50值和腹腔巨噬细胞的碳粒廓清能力(P＜0.01)，且吞噬指数及吞噬系数均明显高于

模型组(P＜0.05)。以上结果表明抗瘤胶囊对小鼠移植性S180和H22实体瘤具有明显的抑制作

用，其作用机制可能在于抗瘤胶囊能明显促进荷瘤小鼠免疫器官的生长，促进荷瘤小鼠的

淋巴细胞转化能力，具有拮抗环磷酰胺对小鼠血清溶血素生成的抑制作用，明显增强免疫

低下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即通过增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功能来发挥抗肿瘤作用。

[0213] 此外，抗瘤胶囊3.6g/kg及1.8g/kg剂量组具有拮抗环磷酰胺所致小鼠外周血象中

白细胞减少的毒性作用(P＜0.05)；可明显延长物理性热刺激所致小鼠尾巴回缩反应的时

间(P＜0.01)；明显抑制小鼠冰醋酸所引起的扭体反应次数(P＜0.05)，表明抗瘤胶囊能抑

制物理性和化学性刺激因子引起的疼痛反应，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抗瘤胶囊3.6g/kg·bw

剂量组可明显延长小鼠断头后的喘气次数和呼吸时间(P＜0.05)，表明抗瘤胶囊可增强小

鼠对急性脑缺血、缺氧的耐受力。

[0214] 综上所述，本文关于抗瘤胶囊的药效学实验结果与其功能主治相吻合，为抗瘤胶

囊在临床上进一步应用于治疗恶性肿瘤尤其是治疗消化系统的早期肿瘤提供了较为充足

的药理学依据。

[0215] 五、小鼠急性毒性试验；

[0216] 抗瘤胶囊按40％的浓度以0.4ml/10g体重的给药容量，24小时给ICR小鼠灌胃3次，

小鼠无1只死亡，也无明显中毒反应，测得抗瘤胶囊药粉最大给药量为48g/kg体重(折合生

药117.6g/kg)，为临床人日用量0.12g/kg的400倍。试验目的：观察给小鼠灌胃抗瘤胶囊后

所产生的毒性反应和死亡情况。

[0217] 5.1.试验条件

[0218] 5.1.1动物品系：ICR小鼠体重18‑20g，♀♂各半，由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动物中心

提供，合格证，陕医动字第08‑24号，实验前饲养1周，选行为活动、饮食、精神状况正常的小

鼠进行实验。

[0219] 5.1.2饲养管理：室温20‑24℃，相对湿度45％－70％，光照12小时/日，排风扇通风

2次/日，每次0.5h，♀♂分笼饲养，水(自来水)自由摄取，符合GB14925‑94，合格证号为医动

字08‑23号，饲料为实验动物全价营养饲料，合格证号为医动字第08‑22号。

[0220] 5 .1 .3受试动物：抗瘤胶囊药粉，黄色干燥粉末，由西安北大医院提供，批号：

060206。1克药粉相当原生药12g。临床人拟用量：每日7.2g/人/天。每公斤体重服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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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g/kg(人的体重以60kg计)。试验时将药粉用蒸馏水配成40％浓度。

[0221] 5.2.试验方法

[0222] 5 .2.1预试：取ICR小鼠9只，体重18‑20g，给药前禁食12小时，分3组，剂量分别为

40％浓度0.4ml/10g体重、0.3ml/10g体重、0.2ml/10g体重，24小时内灌药3次，每次间隔3小

时，给药后观察小鼠一般情况。见小鼠活动自如，进食、饮水正常，大便呈湿润颗粒状，3个剂

量小鼠72小时内无1只死亡，也无明显中毒反应，提示本品难以测出LD50，故选择最大给药量

试验。

[0223] 5.2.2最大给药量试验：取小鼠20只，♀♂各半，体重18‑20g，给药前禁食12小时，以

40％浓度的抗瘤胶囊药粉混悬液24小时内分3次灌药，每次给药0.4ml/10g体重，每次间隔3

小时，给药后再禁食3小时，连续观察一周，观察内容见表5.1。详细记录小鼠行为活动、状

态、饮食、大小便及毛色、分泌物等。

[0224] 表5.1动物急性毒性试验观察表

[0225] 观察项目 表现和症状

自发活动 增多、减少、审动、倦卧不动

肌肉运动 震颤、抽搐、麻痹、共济失调

肌张力 增强、减弱、肌强直、肌松弛

反应 紧张不安、反应迟钝

植物神经 竖毛、流泪、流涎、凸眼、腹泻、扭体反应

呼吸 抑制、急促、衰竭、

皮肤颜色 苍白、紫绀、充血

死亡时间 急死、緩死

死亡症状 挣扎、角弓反张、口吐白沫

[0226] 5.3.结果

[0227] 20只小鼠外观体征未见异常，活动自如、进食、饮水、类便均正常，皮毛光洁，口、

鼻、眼及肛门清洁无分泌物，无惊厥、震颤、角弓反张、活动增多、跳跃、奔跑。嘴唇及为尾部

无紫绀、苍白、充血表现。呼吸无急促、抑制、衰竭等改变。连续观察一周，体重有增加，给药

前后体重变化见表5.2。小鼠全部存活，无明显中毒反应，解剖所见；胸腔，腹腔未见异常液

体，肠管未见胀气，心、肝、脾、肺、肾等重要脏器未见颜色、形态异常，未见出血点及其它病

理改变，胃粘膜颜色红润，无出血点或溃疡，尸检无异常。

[0228] 表5.2抗瘤胶囊小鼠急性毒性实验体重统计( g)

[0229]

[0230]

[0231] 5.4.试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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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2] 抗瘤胶囊给ICR品系小鼠灌胃未测出LD50，其最大给药量为48g/kg体重，约为临床

人日用量0.12g/kg(人的体重以60kg计)的400倍。故本试验提供小鼠急性毒性最大给药量

为48g/kg体重。

[0233]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公开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公开并不限于上述实

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公开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公开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

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公开的保护范围。

[0234]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公开对各种可

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235] 此外，本公开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背本

公开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公开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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