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440237.4

(22)申请日 2019.05.24

(71)申请人 湖南泰谷生物兽药有限公司

地址 410000 湖南省长沙市浏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康天路2号

(72)发明人 吕方誉　吕华林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轩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43235

代理人 黄艺平

(51)Int.Cl.

A61K 36/888(2006.01)

A61P 1/12(2006.01)

A61P 31/04(2006.01)

A61K 31/4375(2006.01)

 

(54)发明名称

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

合物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

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所述中草药组合物主要由

以下原料所组成：石菖蒲、黄芩、白术、配以三颗

针或硫酸小檗碱或黄柏或黄连或盐酸小檗碱，上

述配方按各剂型制剂的要求制成的丸剂、胶囊

剂、片剂、散剂、颗粒剂、口服液或注射用制剂；可

有效用于防治畜禽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

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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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其组成选自以下

处方之一：

1)石菖蒲、三颗针、黄芩、白术；

2)石菖蒲、硫酸小檗碱、黄芩、白术；

3)石菖蒲、黄柏、黄芩、白术；

4)石菖蒲、黄连、黄芩、白术；

5)石菖蒲、盐酸小檗碱、黄芩、白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

于，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三颗针0.5-30g、黄芩3-10g、白术3-9g。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

于，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黄柏0.5-30g、黄芩3-10g、白术3-9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

于，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黄连0.5-30g、黄芩3-10g、白术3-9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

于，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硫酸小檗碱0.05-15g、黄芩3-10g、白术3-9g。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

于，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盐酸小檗碱0.05-15g、黄芩3-10g、白术3-9g。

7.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6任意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和药学上

可接受的载体；所述药物组合物为口服制剂或注射用制剂。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口服制剂包括丸剂、胶囊剂、

片剂、散剂、颗粒剂或口服液。

9.一种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

物混合后粉碎，经水或其他溶媒提取后，提取物与药学上可接受的载体混合制备而成。

10.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或权利要求7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在制备防

治肠炎、菌痢、痢疾或顽固性腹泻药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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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组方及中药制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防治肠炎、菌痢、痢疾、

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肠炎腹泻一般由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类以及一些病毒引起的一种常见多发性胃肠

道传染病。该病传染性强，发病率高，易引起流行。在现代养殖业中，肠炎腹泻是最常见的一

种疾病，尤其初生幼畜禽极易多发，并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的特点。由于该阶段的畜禽

存在抵抗力差，消化系统发育不完全等特征，极易引起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感染而出现腹

泻，另天气突变、转栏、运输等应激反应和消化不良也是引起腹泻的原因。如果不给予及时

合理的治疗，病情会进一步转为慢性腹泻，影响幼畜禽的生长速度，严重者则等，严重时会

因呕吐、绝食、电解质紊乱导致脱水，甚致死亡。现阶段对肠炎腹泻的治疗主要以化学药物

为主，但长期使用抗生素，细菌容易产生耐药性，一旦耐药菌株产生后，抗生素治疗就达不

到效果。

[0003] 因此，亟需提供一种无抗药性、无残留、能较好防治畜禽肠炎腹泻的药物，减少此

病造成的经济损失，也间接增加了养殖的经济效益的绿色药品。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肠炎、菌痢、痢疾、

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通过选用清热杀菌、健脾燥湿的中药，提供一种无抗药性无残留

的绿色药品，将肠炎腹泻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点，减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也间接增加

了养殖的经济效益。

[0005]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肠炎、菌痢、痢疾、顽固性腹泻的中药组合物，其组

成采用下例处方之一：1)石菖蒲、三颗针、黄芩、白术；2)石菖蒲、硫酸小檗碱、黄芩、白术；3)

石菖蒲、黄柏、黄芩、白术；4)石菖蒲、黄连、黄芩、白术；5)石菖蒲、盐酸小檗碱、黄芩、白术。

[0006] 进一步地，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三颗针0.5-30g、黄芩3-10g、白术3-

9g。其中最优选石菖蒲5g、三颗针5g、黄芩5g、白术3g。

[0007] 进一步地，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黄柏0.5-30g、黄芩3-10g、白术3-9g。

其中最优选石菖蒲5g、黄柏5g、黄芩5g、白术3g。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黄连0.5-30g、黄芩3-10g、白术3-9g。

其中最优选石菖蒲5g、黄连5g、黄芩5g、白术3g。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硫酸小檗碱0.05-15g、黄芩3-10g、白

术3-9g。其中最优选石菖蒲5g、硫酸小檗碱5g、黄芩5g、白术3g。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中药组合物为：石菖蒲3-9g、盐酸小檗碱0.05-15g、黄芩3-10g、白

术3-9g。其中最优选石菖蒲5g、盐酸小檗碱5g、黄芩5g、白术3g。

[0011]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药物组合物，包括本发明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和药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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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载体；所述药物组合物为口服制剂或注射用制剂。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口服制剂包括丸剂、胶囊剂、片剂、散剂、颗粒剂或口服液。

[0013]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具体步骤如下：将本发明所述

的中药组合物混合后粉碎，经水或其他溶媒提取后，提取物与药学上可接受的载体混合制

备而成。所述其他溶媒可以是乙醇溶液、乙醚等。

[0014] 另一方面，本发明所述的中药组合物或所述的药物组合物在制备防治肠炎、菌痢、

痢疾或顽固性腹泻药物中的应用。

[0015] 因此，本发明根据祖传中医秘方，通过对肠炎腹泻发病机理的分析及研究，选用清

热解毒、燥湿止痢、健脾和胃的中药，而发明的一种无抗药性无残留的绿色药品，将肠炎腹

泻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点，减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

[0016] 本发明药物组合物基于中医“辨证论治”的治疗理论而来。

[0017] 原则：燥湿健脾，标本兼治，虚实并治，筛选出清热解毒、化湿开胃、健脾燥湿的天

然药物，根据中医理论，按照一定的重量配比制备而成。

[0018] 白术：性温，味甘、苦，归脾经、胃经，具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的功效，用治

脾胃气弱、不思饮食、倦怠少气、虚胀、泄泻、痰饮、水肿、黄疸、湿痹、小便不利、头晕、自汗、

胎气不安等，有明显且持久的抗利尿作用，对胃肠系统有双向调节作用，还有解痉、保肝、抗

菌等药理作用，还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利胆、抗氧化、降血糖、抗凝血、抗菌、扩张血管、抑制

心脏、镇静等作用。

[0019] 石菖蒲：主治化湿开胃、开窍豁痰、醒神益智。用于脘痞不饥、噤口下痢、神昏癫痫、

健忘耳聋。

[0020] 黄芩：性苦、寒，归心、肺、胆、大肠经。功能主治：泻实火，除湿热，止血，安胎。治壮

热烦渴，肺热咳嗽，湿热泻痢，黄疸，热淋，吐、衄、崩、漏，目赤肿痛，胎动不安，痈肿疔疮。

[0021] 盐酸小檗碱，是从黄连、黄柏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抗菌性生物碱，有清热解毒、杀菌

消炎作用。

[0022] 硫酸小檗碱：用于细菌性肠炎、各种化脓性感染症。

[0023] 黄柏：有清热燥湿，泻火除蒸，解毒疗疮的功效。

[0024] 黄连：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用于湿热痞满，呕吐吞酸，泻痢，黄疸，高热神昏，心火

亢盛，心烦不寐，血热吐衄，目赤，牙痛，消渴，痈肿疔疮；外治湿疹，湿疮，耳道流脓。

[0025] 三颗针：味苦，性寒。有清热，利湿，散瘀的功效。主治赤痢，黄疸，咽痛，目赤，跌打

损伤。

[0026] 本发明以清热解毒的三颗针(或黄柏或黄连或小檗碱)为君，以清热燥湿的黄芩为

臣，再以健脾燥湿的白术以及化湿开胃、醒神开窍的石菖蒲共为佐使。四药共奏治疗之功，

且不会因药性苦寒而伤肠胃。

[0027] 本发明药物的组合物加入制备不同剂型所需要的各种常规辅料，例如崩解剂、润

滑剂、黏合剂、防腐剂等以常规的中药制剂方法(如粉碎、压片、煎煮提取、溶剂提取等)制备

成任何一种常用药物制剂。如丸剂、胶囊剂、片剂、散剂、颗粒剂、口服液或注射用制剂。

[0028] 本发明所用的中草药原料均符合国家医药标准。

[0029] 用法与用量：本发明用药量取决于具体剂型、畜禽种类、畜禽体重、健康状况等因

素。作为指导用法用量：口服每天两次，家禽每次相当于原生药材0.3～0.5g，肌内注射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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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一次量每1kg体重相当于原生药材1.5g；猪、羊每次用量相当于原生药材30～60g，肌

内注射每天二次，每次每1kg体重相当于原生药材1g；牛、马等大型动物，每次用量相当于原

生药材250～500g；肌内注射每天二次，每次量每1kg体重相当于原生药材1g。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备如下有益效果：

[0031] 本发明提供的中药组合物，各原料药相互协同最大程度的发挥药效，起到清热燥

湿、消炎、利尿、解毒散结、健脾化湿的作用，并且对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病原有抑杀作用，

帮助排出体内毒素，提高畜禽(例如仔猪、刍禽等)的抗病能力，有效防治肠炎腹泻，促进畜

禽(例如仔猪、家禽等)康复。本发明为纯中药制剂，具有毒副作用小、使用成本低、不易产生

耐药性等优点。解决了抗菌药物治疗仔猪腹泻、家禽痢疾等不理想的问题。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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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除非另有定义，下文中所使用

的所有专业术语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实施例的目的，并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3] 实施例1中药散剂的制备

[0034] 按下列处方比例称取各中药材：

[0035]

组分 含量(％)

石菖蒲 31.2

黄连 18.8

黄芩 31.2

白术 18.8

合计 100

[0036] 工艺：

[0037] 1、上述各中药原料均符合国家医药标准；

[0038] 2、将石菖蒲、黄连、黄芩、白术分别按中药进行粉碎，过80目筛，备用；

[0039] 3、将上述各组合物按比例进行混合均匀；

[0040] 4、分装，封口，印包。

[0041] 实施例2中药散剂的制备

[0042] 按下列处方比例称取各中药材：

[0043]

组分 用量(kg)

石菖蒲 27.7

黄柏 27.7

黄芩 27.7

白术 16.9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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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工艺：

[0045] 1、上述各中药原料均符合国家医药标准；

[0046] 2、将石菖蒲、黄柏、黄芩、白术分别按粉碎，备用；

[0047] 3、将上述各中药材按比例进行混合均匀；

[0048] 4、分装，封口，印包。

[0049] 实施例3中药散剂的制备

[0050] 按下列处方比例称取各中药材：

[0051]

组分 用量(kg)

石菖蒲 27.7

三颗针 27.7

黄芩 27.7

白术 16.9

合计 100

[0052] 工艺：

[0053] 1、上述各中药原料均符合国家医药标准；

[0054] 2、将石菖蒲、三颗针、黄芩、白术分别按粉碎，备用；

[0055] 3、将上述各中药材按比例进行混合均匀；

[0056] 4、分装，封口，印包。

[0057] 实施例4中药可溶性粉的制备

[0058] 按下列处方比例称取各中药材提取物：

[0059]

组分 用量(kg)

石菖蒲提取物 27.7

黄连提取物 27.7

黄芩提取物 27.7

白术提取物 16.9

合计 100

[0060] 工艺：

[0061] 1、上述各中药原料均符合国家医药标准；

[0062] 2、将石菖蒲、黄连、黄芩、白术分别按中药提取方法提取得到各草药的提取物，备

用；

[0063] 3、将上述提取物按比例进行混合均匀；

[0064] 4、分装，封口，印包。

[0065] 实施例5中药可溶性粉的制备

[0066] 按下列处方比例称取各中药材及辅料：

[0067]

组分 用量(kg)

石菖蒲提取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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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提取物 3

黄芩提取物 5

白术提取物 3

葡萄糖 84

合计 100

[0068] 工艺：

[0069] 1、上述各中药原料均符合国家医药标准；

[0070] 2、将石菖蒲、黄连、黄芩、白术分别按中药提取方法提取得到各草药的提取物，备

用；

[0071] 3、将上述提取物按比例进行混合均匀，添加宜的辅料混合均匀；

[0072] 4、分装，封口，印包。

[0073] 实施例6中药注射剂的制备

[0074] 按下列处方比例称取各中药材及辅料：

[0075]

组分 用量(g)

石菖蒲 277

三颗针 277

黄芩 277

白术 169

吐温80 10

苯甲醇 5

加水制水 1000ml

[0076] 工艺：

[0077] 1、上述中药原料均符合国家医药标准；

[0078] 2、将石菖蒲、黄连、黄芩、白术按上述比例混合，加水或其他溶媒按中药提取方法

提取得到提取物，备用；

[0079] 3、将上述提取物加适宜的辅料及注射用水配制成注射剂；

[0080] 4、再经灌封、灭菌、灯检，印包。

[0081] 实施例7中药片剂的制备

[0082] 按下列处方比例称取各中药材及辅料：

[0083]

组分 用量(kg)

石菖蒲 27.7

三颗针 27.7

黄芩 27.7

白术 16.9

淀粉浆 适量

制成 33000片

[0084] 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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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1、上述中药原料均符合国家医药标准；

[0086] 2、将石菖蒲、黄连、黄芩、白术按比例混合，粉碎过80目筛，备用；

[0087] 3、将上述混合物加适宜的辅料进行粘合，然后用压片机，压成3g/片的片；

[0088] 4、再经灌分装，封口，印包。

[0089] 实施例8中药颗粒剂的制备

[0090] 按下列处方比例称取各中药材及辅料：

[0091]

组分 用量(g)

石菖蒲 277

三颗针 277

黄芩 277

白术 169

吐温80 10

糊精 适量

制成颗粒 1000g

[0092] 工艺：

[0093] 1、上述中药原料均符合国家医药标准；

[0094] 2、将石菖蒲、黄连、黄芩、白术按比例混合，加水或其他溶媒按中药提取方法提取

得到提取物，备用；

[0095] 3、将上述提取物加适量的糊精吸附，然后干燥，用制粒机制成可溶于水的颗粒，干

燥后备用；

[0096] 4、再用塑料袋分装，封口，印包。

[0097] 试验例1母猪过奶止痢临床疗效试验

[0098] 邵阳县某猪场场主闫老板自述：本场有母猪共50头，所有母猪都经猪瘟、伪狂犬、

蓝耳、圆环等抗体检测，均为阳性。刚出生的仔猪约有95％的仔猪会发生拉黄色或灰白色的

稀粪、粪便粘肛，一般连续3～5天，有60％的仔猪因消瘦脱水死亡，喝了初乳的仔猪表现更

严重。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盐酸多西环素、替米考星、氟苯尼考等药物)治疗效果差。2016

年4月有约20头母猪分娩，因此打电话咨询笔者。建议猪场采用本发明散剂实施例2于分娩

前5天使用，按每头母猪每次50g，一天二次，连用3天；分娩当天用本发明散剂实施例2按上

述剂量加开水适量浸泡30分钟，取浸泡液给母猪喝一次，后再按上述剂量继续用至分娩后

三天，结果显示使用本发明的散剂治疗的母猪，仅1.5％仔猪发生腹泻，存活率达到98.5％，

而相对于未使用本发明散剂实施例2的2头母猪分娩后的20头仔猪均发生严重腹泻，后采用

不采食母猪乳汁、以人工奶哺乳，腹泻得到了控制，但死亡8头。

[0099] 试验例2家禽临床疗效试验

[0100] 2016年3月，邵阳县某蛋鸡场5000只产蛋鸡发生了肠炎腹泻，拉出黄白、灰白稀粪，

粪便粘肛，食欲下降、精神萎顿、饮欲剧增。按临床症状、病例剖析和实验室检测，确证该蛋

鸡场蛋鸡发生了大肠杆菌病，由于该场几年来，一直采用抗生素进行预防和治疗，再用抗菌

素治疗完全失败。畜主立即采用本发明散剂实施例2制得的中药散剂，按产蛋鸡每公斤体重

2克的剂量拌料，连用3天控制死亡，第4天鸡群食量、精神完全恢复正常，5天后完全康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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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产蛋量正常。

[0101] 试验例3家禽临床疗效试验

[0102] 2016年4月，邵阳县某鸡场1000只鸡因天气突变下雨，发生了食欲下降、精神萎顿、

饮欲剧增，有些拉灰白稀粪，粪便粘肛，陆续发生死亡。按临床症状、病例剖析和实验室检

测，确证该蛋鸡场蛋鸡发生了鸡霍乱，由于该场几年来，一直采用抗生素进行预防和治疗，

再用抗菌素治疗，病性未得到控制。畜主立即采用本发明中实例2制得的中药散剂，按每公

斤体重2克拌料，连用3天，用药后，未再有死亡病例，第4天鸡群采食量、精神完全恢复正常，

5天后完全康复。

[0103] 试验例4临床疗效试验

[0104] 1、试验目的

[0105] 为了验证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中药的药效。本试验用本发明实施例2制得的中药散

剂与对照药物分别对仔猪腹泻进行治疗效果试验。

[0106] 2、试验材料

[0107] 2.1试验药物

[0108] 对照组：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粉按每100g药粉拌料100kg，自由采食。

[0109] 试验组：本发明实施例2制得的中药散剂，按250g拌料100kg，自由采食。

[0110] 空白对照组：不使用药物，按平常饲料饲喂。

[0111] 2.2试验分组

[0112] 2015年11月～2015年12月在湖南东安县某猪场，随机选取220例的仔猪腹泻病例

为研究对象，并采用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将其分为冶疗组(100例)、对照组(100例)和空白对

照组(20例)。患病仔猪为1～3月龄，发病时间为1～5天。入组的患病仔猪临床症状典型且符

合入组要求，每组各100例病猪，在体重、日龄及发病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有可比性。

[0113] 2.3治疗方案

[0114] 100例试验组：患病仔猪用本发明实例2制的中药散剂，按250g拌料100kg，自由采

食，连用5天，进行观察；100例对照组：患病仔猪用10％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粉，按100g拌料

100kg，自由采食，连用5天，进行观察；空白对照组20例：患病仔猪不使用任何药物，只使用

正常的饲料饲喂，连续观察5天。

[0115] 2.4疗效评定

[0116] 治愈：用药后临床症状消失，如拉稀腹泻逐渐减轻直至停止，精神好转，生长恢复

正常等，停药后一周内不复发；

[0117] 有效：用药后临床症状减轻，如拉稀腹泻减轻，精神好转等，停药后一周内有复发，

但未加重；

[0118] 无效：用药前后临床症状无变化，甚至有加重的现象。

[0119] 2.5统计分析及处理

[0120] 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0121] 3、试验结果

[0122] 结果见表1。经过对比研究发现，药物对照组总有效率(治愈+有效)85(75.0％)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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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低于本发明实例2制得的散剂试验组的96(86.0％)，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空白试验组20头患病仔猪未得到药物治疗，有8头耐过有好转，其余12头因病性严重而死

亡。另外，观察组仔猪的体重不但未增加，更多仔猪的体重降低了；而治疗组仔猪的体重均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因此，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饲料添加剂用于控制仔猪腹泻是一种理想

的制剂，既安全又有效。

[0123] 表1临床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0124]

[0125] 显然，上述发明实施例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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