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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创造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

药组合物及制备方法。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包括以

下重量份的原料：长春花草5-15份，羊儿草30-35

份，穿山甲20-25份，广木香15-20份，陈皮15-20

份，获笭20-25份，白术25-30份，夏枯草25-30份，

党参20-25份，生惹仁25-30份，石见穿25-30份，

王不留行20-25份，黄苠20-25份，当归20-25份，

甘草8-10份，柴胡20-25份，黄岑20-25份，香附

15-20份，白英45-50份，白芷20-25份，桔便20-25

份，半夏15-20份。所述中草药组合物，采用22味

中草药组合而成，其中原料互相渗透具有治疗乳

腺癌有良好的治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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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长春花草5-15份，羊儿草30-35份，穿山甲20-25份，广木香15-20份，陈皮15-20份，茯苓

20-25份，白术25-30份，夏枯草25-30份，党参20-25份，生薏仁25-30份，石见穿25-30份，王

不留行20-25份，黄芪20-25份，当归20-25份，甘草8-10份，柴胡20-25份，黄岺20-25份，香附

15-20份，白英45-50份，白芷20-25份，桔便20-25份，半夏15-2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草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长春花草7-13份，羊儿草28-32份，穿山甲18-23份，广木香18-23份，半夏13-18份，陈皮

13-18份，茯苓18-23份，白术23-28份，夏枯草23-28份，党参18-23份，生薏仁18-23份，石见

穿23-28份，王不留行18-23份，黄芪18-23份，当归18-23份，甘草6-8份，柴胡18-23份，黄芩

18-23份，香附13-18份，白英40-45份，白芷18-23份，桔便18-23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草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长春花草7份，羊儿草32份，穿山甲23份，广木香25份，半夏13份，陈皮15份，茯苓18份，

白术23份，党参20份，夏枯草27份，生薏仁23份，石见穿25份，王不留行20份，黄芪22份，当归

22份，甘草6份，柴胡20份，黄芩20份，香附15份，白英40份，白20份，桔便20份。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草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春花草13份，羊儿草33份，穿山甲23份，广木香23份，半夏15份，陈皮20份，茯苓23份，白

术25份，夏枯草30份，党参25份，生薏仁25份，石见穿30份，王不留行25份，黄芪25份，当归25

份，甘草8份，柴胡25份，黄芩20份，香附15份，白英45份，白芷25份，桔便25份。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草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春花草10份，羊儿草30份，穿山甲25份，广木香25份，半夏20份，陈皮20份，茯苓25份，白

术25份，夏枯草30份，党参25份，生薏仁30份，石见穿30份，王不留行25份，黄芪25份，当归25

份，香附20份，白英50份，白芷25份，桔便25份，黄岺25份，柴胡25份，甘草10份。

6.根据权利1-5任一所述的中草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将各原料粉碎备用，得到原料的细粉，

B、向所述原料的细粉加水，加热至煮沸过滤后取滤液，即可得到含有所述中草药组合

物药液。

7.根据权利6要求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A中将各原料粉碎后过30-40目的

筛得到原料细粉。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加水煮沸后维持2-3小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中所述原料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

5-10。

10.根据权利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B还包括对所述药液的蒸汽灭菌步骤，

将所述药液使用115-125度蒸汽灭菌15-2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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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重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污染不断加剧，肿瘤已经成为威胁人民身体

健康的一大疾病，恶性肿瘤源起DNA的突变或是经遗传得到的缺陷基因，导致这些有序的过

程受到改变。随着细胞生长复制，如同滚雪球般持续累积新突破，最终不受管制而增殖的细

胞通常会恶化癌变，恶性肿瘤不但会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或是侵入别的组织，甚至会危及

到生命，而且目前市面上大部分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法都是通过败毒抗癌的代谢药物，抗生

素和激素等西药治疗，但是西药大部份都存在副作用，容易复发的缺点，而市面上出现的中

草药方剂，大多有效果不全面，治愈率不高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及制备方

法，所述中草药组合物采用多种中草药制备而成，其中以长春花草为主的22味中草药原料

互相配制渗透，对治疗乳腺癌有综合功效，有良好的治愈作用。

[0004] 本创造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

料：

[0005] 长春花草5-15份，羊儿草30-35份，穿山甲20-25份，广木香20-25份，半夏15-20份，

陈皮15-20份，茯苓20-25份，白术25-30份，夏枯草25-30份，党参20-25份，生薏仁25-30份，

石见穿25-30份，王不留行20-25份，黄芪20-25份，当归20-25份，甘草8-10份，柴胡20-25份，

黄岺20-25份，香附20-25份，白英45-50份，白芷20-25份，桔便20-25份。

[0006] 为使所述中草药组合物的疗效更加确切，优选的技术方案是，所述中草药组合物，

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07] 长春花草7-13份，羊儿草28-32份，穿山甲18-23份，广木香18-23份，半夏13-18份，

陈皮13-18份，茯苓18-23份，白术23-28份，夏枯草23-28份，党参18-23份，生薏仁18-23份，

石见穿23-28份，王不留行18-23份，黄芪18-23份，当归18-23份，甘草6-8份，柴胡18-23份，

黄岺18-23份，香附13-18份，白英40-45份，白芷18-23份，桔便18-23份。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09] 长春花草7份，羊儿草32份，穿山甲23份，广木香25份，半夏13份，陈皮15份，茯苓18

份，白术23份，夏枯草27份，党参20份，生薏仁25份，石见穿25份，王不留行20份，黄芪23份，

当归20份，甘草6份，柴胡20份，黄岺20份，香附15份，白英40份，白芷20份，桔便20份。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11] 长春花革13份，羊儿草33份，穿山甲23份，广木香23份，半夏15份，陈皮20份，茯苓

23份，白术25份，夏枯草30份，党参25份，生薏仁25份，石见穿30份，王不留行25份，黄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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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当归25份，甘草8份，柴胡25份，黄岺20份，香附15份，白英45份，白芷25份，桔便25份。

[0012] 优选的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包括以下下重量份的原料：

[0013] 长春花草10份，羊儿草30份，穿山甲25份，广木香25份，半夏20份，陈皮20份，茯苓

25份，白术25份，夏枯草30份，党参25份，生薏仁30份，石见穿30份，王不留行25份，黄芪25

份，当归25份，甘草10份，柴胡25份，黄岺25份，香附20份，白英50份，白芷25份，桔便25份。

[0014] 本创造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所述中草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A、将各原料粉碎备用，得到原料细粉。

[0016] B、向所述原料细粉加水，加热至煮沸过滤后取滤液，即可得到含有所述中草药组

合物药液。

[0017] 所述制备方法具有简单易操作，便于加工的优点，并且将所述中药组合物制成液

的剂型，方使患者服用，为了提高原料的利用率，便于提取原料中的有效成份，优选的技术

方案是步骤A中，将各原料粉碎后过30-40目的筛得到原料细粉，粉末的目粒度越细，其各种

原料混合时便容易混合均匀，易于相互渗透药效。

[0018] 同时考虑到原料中有效成份的提取需要时间，步骤B中加水煮沸后维持2-3小时，

所述原料细粉与水的重量比1∶5-10。

[0019] 为了使所述药液的保存时间更长，优选的技术方案是步骤B中，还包括对所述药液

的蒸汽灭菌步骤，将所述药液使用115-125℃(蒸汽灭菌15-25分钟)

[0020] 当然还可以将所述原料制30-40目粉末后包装成胶囊或药丸的形成。在此就不在

赘述。

[0021] 下面将对本创造发明所采用的主要原料进行简要分析：

[0022] 长春花草——全草具有解毒、防癌、抗癌、治癌，清热平肝之功效。

[0023] 羊儿草——即漆姑草，为石竹种植物，漆姑草的全草，具有凉血解毒，杀虫止痒功

效，常用于漆疮秃疱、湿疹，无各种毒、毒蛇咬伤，鼻渊、龄齿痛，跌打内伤，化包块。

[0024] 白术——补脾益胃和中、慢性消化不良，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肾炎水肿，营养不

良性水肿，妊娠水肿，慢性支气管炎。

[0025] 柴胡——发表退热，疏肝解郁，升阳举陷，感冒，流感，疟疾，肝炎，胆囊炎，肋间神

经通，脱肛、子宫下垂，胃下垂。

[0026] 白芷——拢散风除湿，通窍止痛，消肿排脓，风寒感冒头痛，妇女白带过多，疮疡红

肿。

[0027] 桔便——宣肺祛痰，利咽，排脓，急、慢性支气管炎，大叶性肺炎，肺脓疡，扁桃体急

性咽炎，咽炎。

[0028] 生薏仁——利水消肿，健脾补中，祛湿疗痹，消痹排脓，肾炎水肿，肾孟肾炎，慢性

胃肠炎，肺脓疡，阑尾炎，扁平疣。

[0029] 黄芪——补气固表，利尿托毒，排脓敛疮，生肌，久病体虚，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脱

工，子宫下垂，胃下垂，急慢性肾炎，脑血管意外，糖尿病，低血压，痛疽溃而不敛。

[0030] 白英——清热利湿，解毒消肿，抗癌，病毒性肝炎，胆囊炎，胆结石，肝硬化，感冒寒

热，白带、节节炎，咽喉炎，疗疮肿毒，淋巴结核，癌肿。

[0031] 黄岺-清热燥湿，泻炎解毒，止血安胎，上呼吸道感染，大叶性肺炎，支气管炎，急性

咽炎，急性菌痢，肠炎，急性黄疸型肝炎，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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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夏枯草——清肝明目，平肝降压，清热解结。急性结膜炎，高血压，慢性淋巴结炎，

淋巴结核，单纯性甲状肿，肺结核。

[0033] 石见穿——清热解毒，活血止痛，急、慢性肝炎，面神经麻痹，乳腺火疖肿。

[0034] 王不留行——活血通经，下乳消肿；血疲经闭，乳汁不通，乳痛初起。

[0035] 香附——行气解郁，调经止痛。月经不调，痛经，慢性肝炎，慢性胃炎，胃及十二指

肠溃汤，妇女乳腺增生、乳腺炎。

[0036] 穿山甲——活血消肿，通经下乳，消肿排胀，乳汁不通，痛疮，风湿性关节炎。

[0037] 党参——补中益气，健脾益肺，生津，神经衰弱，贫血症，低血压症，糖尿病，胃溃

疡，肾炎，肺源心脏病。

[0038] 甘草——补脾益气，祛痰止咳，清热解毒，缓急止痛，调和诸药。溃疡病，肝炎，意

病，心律不齐，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胃痉挛，腓肠肌痉挛，疮疖脓肿，咽喉

炎，泌尿道炎症。

[0039] 当归——补血通经，活血治痛，润肠通便，贫血症，经前紧张，月经下调，子宫内膜

炎，附中炎，宫颈炎，盆腔炎，不孕症，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神经痛，冠心病，慢性气管炎，神

经性皮炎，肝炎，小儿麻痹症。

[0040] 半夏——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

[0041] 急慢性支管炎，百日咳、耳源性眩晕，各种呕吐，冠心病。

[0042] 陈皮——理气调中、燥湿化痰。

[0043] 消化不良、急慢性胃肠炎，神经性呕吐，妊娠呕吐，上呼吸道炎，支气管炎，江源性

眩晕，急性乳腺炎。

[0044] 茯苓——利尿渗湿健脾和中，宁心安神。肾炎水肿、脏性水肿，营养不良性水肿、胃

溃疡，慢性胃炎，慢性支管炎，神经衰弱。

[0045] 广木香——健脾化痰，软坚散结，治乳腺痹。

[0046] 本创造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47] 1、本创造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其中长春花草、白英、广木

香、夏枯草、石见穿、王不留行、黄岺、白芷、穿山甲，防癌抗癌治癌，癌瘤积毒，清热解毒，破

瘀消积，通络止痛，化痰散结，对乳胶癌有综合的治疗。其中茯岺、陈皮、半夏、当归、甘草、党

参、香附、黄芪、生薏仁、桔梗、白术、柴胡、羊儿草能治消化不良，发表退热、子宫下垂，胃下

垂、行气解郁，调经止痛，消肿治癌，化包块，这22味中草药组合对癌症治疗有综合疗效。

[0048] 2、本创造发明提供了一种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及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具有简单

易操作，便于加工的优点，将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制成药的剂型，方便患者服用。

[0049] 具体实施方法：

[0050] 本创造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发明一部份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51] 下列实施例中每一份的重量为1g。

[0052] 实施例1

[0053] 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54] 长春花草5份，羊儿草30份，穿山甲20份、广木香20份，半夏15份，陈皮15份，茯苓20

份，白术25份，夏枯草25份，党参20份，生薏仁25份，石见穿25份，王不留行20份，黄芪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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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20份，甘草8份，柴胡20份，黄苓20份，香附15份，白英45份，白芷20份，桔梗20份

[0055] 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制成药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6] A、将各原料粉碎过40目的筛，得到原料的细粉；

[0057] B、向原料细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10煎煮后过滤取滤液，将滤液用115度(蒸汽灭菌

25分钟，即可得到含有所述中草药组合物药液)。

[0058] 实施例2

[0059] 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60] 长春花草7份，羊儿草28份，穿山甲18份、广木香18份，半夏13份，陈皮13份，茯苓18

份，白术23份，夏枯草23份，党参18份，生薏仁18份，石见穿23份，王不留行18份，黄芪18份，

当归18份，甘草6份，柴胡18份，黄苓18份，香附13份，白英40份，白芷18份，桔梗18份

[0061] 所述中药组合物制成药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2] A、将各原料粉碎过30目的筛，得到原料细粉。

[0063] B、向所述原料细粉加水煮沸后维持3小时，

[0064] 所述原料细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5煎煮后，过滤取滤液，将滤液使用125度(蒸汽灭

菌15分钟，即可得到含有所述中草药组合物药液)。

[0065] 实施例3

[0066] 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67] 长春花草7份，羊儿草32份，穿山甲23份、广木香25份，半夏13份，陈皮15份，茯苓18

份，白术23份，夏枯草27份，党参20份，生薏仁25份，石见穿25份，王不留行20份，黄芪22份，

当归20份，甘草6份，柴胡20份，黄苓20份，香附15份，白英40份，白芷20份，桔梗20份

[0068] 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制成药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9] A、将各原料粉碎过40目的筛，得到原料细粉。

[0070] B、向所述原料细粉加水煮沸后维持2小时，

[0071] 所述原料细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10煎煮后，过滤取滤液，将滤液使用115度(蒸汽

灭菌25分钟，即可得到含有所述中草药组合物药液)。

[0072] 实施例4

[0073] 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74] 长春花草13份，羊儿草33份，穿山甲23份、广木香23份，半夏15份，陈皮20份，茯苓

23份，白术25份，夏枯草30份，党参25份，生薏仁25份，石见穿30份，王不留行25份，黄芪25

份，当归25份，甘草8份，柴胡25份，黄苓20份，香附15份，白英45份，白芷25份，桔梗25份

[0075] 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制成药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6] A、将各原料粉碎过30目的筛，得到原料细粉。

[0077] B、向所述原料细粉加水煮沸后维持3小时，

[0078] 所述原料细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5煎煮后，过滤取滤液，将滤液使用125度(蒸汽灭

菌15分钟，即可得到含有所述中草药组合物药液)。

[0079] 实施例5

[0080] 一种治疗乳腺癌的中草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

[0081] 长春花草10份，羊儿草30份，穿山甲25份、广木香25份，半夏20份，陈皮20份，茯苓

25份，白术25份，夏枯草30份，党参25份，生薏仁30份，石见穿30份，王不留行25份，黄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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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当归25份，甘草10份，柴胡25份，黄苓25份，香附20份，白英50份，白芷25份，桔梗25份

[0082] 所述中草药组合物制成药液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83] A、将各原料粉碎过35目的筛，得到原料细粉。

[0084] B、向所述原料细粉加水煮沸后维持2.5小时，

[0085] 所述原料细粉与水的重量比为1∶7.5煎煮后，过滤取滤液，将滤液使用120度(蒸汽

灭菌20分钟，即可得到含有所述中草药组合物药液)。

实施例

[0086] 本实施例根据1-5所得到的中草药组合物进行的临床药物试验。

[0087] 病例选择的标准：

[0088] 随机选择临床表现分为乳房部结块，质地坚硬，高低不平，肿块溃烂，脓血污秽，恶

臭等症状的乳腺癌患者共120人，其中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32岁，平均年龄52岁，病程最

短1年，最长为4年，其中有45人有治疗史。

[0089] 疾病的诊断标准

[0090] 主要表现为：乳房结块，质地坚硬，肿块溃烂，脓血污秽恶臭，高低不平等症状。

[0091] 疗效的判断标准：

[0092] 治愈：症状及客观检查的症象消失，连续观察6个月至一年无复发者。

[0093] 显效：乳腺癌的全部症状明显消失，生命延长。

[0094] 有效：症状及客观有所改善，各种症状明显好转。

[0095] 无效：乳腺癌的症状及客观检查无改善，或仅有短期改善，而又恶化者。

[0096] 治疗的结果为：

[0097] 病例数120人，治愈44人，显效34人，有效17人，无效25人，有效率高达79.2％。

[0098] 通过以上临床试验能够看出长春花草为主的22味中药组合物对乳腺癌有良好的

治愈作用，此配方安全可靠，增强体质，延缓寿命，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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