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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涉及中草药技术领域。用于冠心

病的药物，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冬10-25

份、熟地15-35份、生地15-35份、茯神20-35份、泽

泻15-25份、女贞子15-30份、丹参25-35份、枣仁

15-25份、旱莲草20-30份、当归15-25份、龙骨25-

50份、柏子仁15-25份、牡蛎25-50份、黄芪45-55

份、鹿角胶45-55份和红参45-55份。该用于冠心

病的药物缓解了传统药物见效慢，容易复发、难

以同时缓解冠心病引起的多种症状的技术问题。

该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能够有效释放

原料各组分的细胞内容物，较好地保持药物组分

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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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其特征在于，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冬10-25份、熟地

15-35份、生地15-35份、茯神20-35份、泽泻15-25份、女贞子15-30份、丹参25-35份、枣仁15-

25份、旱莲草20-30份、当归15-25份、龙骨25-50份、柏子仁15-25份、牡蛎25-50份、黄芪45-

55份、鹿角胶45-55份和红参45-55份。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

括：麦冬10-20份、熟地15-30份、生地18-35份、茯神25-32份、泽泻15-22份、女贞子18-30份、

丹参28-32份、枣仁18-22份、旱莲草20-30份、当归18-22份、龙骨28-50份、柏子仁15-22份、

牡蛎28-50份、黄芪48-55份、鹿角胶48-52份和红参48-52份。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

括：麦冬15-20份、熟地20-30份、生地20-35份、茯神20-32份、泽泻18-22份、女贞子18-30份、

丹参29-31份、枣仁18-21份、旱莲草20-22份、当归18-20份、龙骨28-50份、柏子仁18-22份、

牡蛎28-50份、黄芪48-52份、鹿角胶48-52份和红参48-52份。

4.按照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

括：麦冬20份、熟地30份、生地30份、茯神30份、泽泻20份、女贞子20份、丹参30份、枣仁20份、

旱莲草20份、当归20份、龙骨50份、柏子仁20份、牡蛎50份、黄芪50份、鹿角胶50份和红参50

份。

5.按照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以质量份

数计还包括：三七20-40份；

优选地，所述原料以质量份数计还包括：三七25-35份。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以质量份数计还包

括：三七30份。

7.一种按照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取配方量的麦冬、熟地、生地、茯神、泽泻、女贞子、丹参、枣仁、旱莲草、当归、龙骨、柏子

仁、牡蛎、黄芪、鹿角胶和红参以及任选的三七分别细化后混合，浸泡于水中煮沸，得到用于

冠心病的药物。

8.按照权利要求7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在所述煮沸之后，室温冷却，得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

优选地，所述煮沸次数为1-5次，优选为3次。

9.按照权利要求6-8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取配方量的麦冬、熟地、生地、茯神、泽泻、女贞子、丹参、枣仁、旱莲草、当归、龙骨、柏子

仁、牡蛎、黄芪、鹿角胶和红参以及任选的三七分别细化后混合，加入混合物总质量的5～10

倍水浸泡，水温为20～35℃，浸泡时间为0-30min，煮沸，室温冷却，然后重复煮沸2-3次，得

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

10.一种按照权利要1-6任一项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或权利要求7-9任一项所述的

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制备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在制备治疗冠心病的药物中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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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草药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冠心病属于心血管系统疾病，冠心病的种类、诱因和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由于病因

的不同和个体的差异冠心病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例如：心肌缺血、盗汗、喘症、血管闭塞不

通、心气衰弱、肢冷形寒，重者短气喘息不能平躺，肢体水肿，胸闷不舒，心痛、心绞痛、心悸、

心律不齐等，还有一些患者具有舌红、咽喉干燥、心烦失眠、大便干结、胸中有热、烦躁、心

慌、喘症、失眠多梦、口干盗汗、四肢无力等病症，不易缓解，目前，冠心病发病较为广泛，已

经成为全球范围内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0003] 冠心病的治疗方法和药物较多，其中，西药治疗存在效果不持久的现象，而且对于

一些重症的冠心病，治疗上往往需要安放支架或者心脏起搏器，手术治疗成本较高，给身体

带来不良影响；其中，中药治疗往往见效较慢，而且对于冠心病的常见症状如：心肌缺血、盗

汗、喘证、肢冷形寒、四肢水肿、胸闷不舒、心痛、心绞痛、心悸、心律不齐、舌红、咽喉干燥、心

烦失眠、大便干结、胸中有热、烦躁、心慌、喘症、失眠多梦、口干盗汗和四肢无力等症状难以

较为全面地缓解，只能缓解其中部分症状，而且疗效不持久容易复发。因此开发一种能够缓

解冠心病产生的多种症状，并且见效快，效果持久，治疗后不易复发的药物具有重要的应用

价值。

[0004]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

冬10-25份、熟地15-35份、生地15-35份、茯神20-35份、泽泻15-25份、女贞子15-30份、丹参

25-35份、枣仁15-25份、旱莲草20-30份、当归15-25份、龙骨25-50份、柏子仁15-25份、牡蛎

25-50份、黄芪45-55份、鹿角胶45-55份和红参45-55份。该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缓解了传统中

药治疗冠心病见效慢，难以广泛适应冠心病产生的多种症状，并且治疗效果不持久，容易复

发的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能够

有效释放原料各组分的细胞内容物，有效保持中草药提取物的活性。

[0007] 本发明的目的之三在于提供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或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

制备方法制备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在制备治疗冠心病的药物中的用途。

[0008]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原料

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冬10-25份、熟地15-35份、生地15-35份、茯神20-35份、泽泻15-25份、

女贞子15-30份、丹参25-35份、枣仁15-25份、旱莲草20-30份、当归15-25份、龙骨25-50份、

柏子仁15-25份、牡蛎25-50份、黄芪45-55份、鹿角胶45-55份和红参45-5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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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优选地，在本发明方案的基础上，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

冬10-20份、熟地15-30份、生地18-35份、茯神25-32份、泽泻15-22份、女贞子18-30份、丹参

28-32份、枣仁18-22份、旱莲草20-30份、当归18-22份、龙骨28-50份、柏子仁15-22份、牡蛎

28-50份、黄芪48-55份、鹿角胶48-52份和红参48-52份。

[0010] 优选地，在本发明方案的基础上，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冬15-20份、熟地20-

30份、生地20-35份、茯神20-32份、泽泻18-22份、女贞子18-30份、丹参29-31份、枣仁18-21

份、旱莲草20-22份、当归18-20份、龙骨28-50份、柏子仁18-22份、牡蛎28-50份、黄芪48-52

份、鹿角胶48-52份和红参48-52份。

[0011] 优选地，在本发明方案的基础上，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冬20份、熟地30份、生

地30份、茯神30份、泽泻20份、女贞子20份、丹参30份、枣仁20份、旱莲草20份、当归20份、龙

骨50份、柏子仁20份、牡蛎50份、黄芪50份、鹿角胶50份和红参50份。

[0012] 优选地，在本发明方案的基础上，原料以质量份数计还包括：三七20-40份；

[0013] 优选地，原料以质量份数计还包括：三七25-35份；

[0014] 优选地，在本发明方案的基础上，原料以质量份数计还包括：三七30份。

[0015] 第二方面，提供了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取配方量的麦冬、熟地、生地、茯神、泽泻、女贞子、丹参、枣仁、旱莲草、当归、龙骨、

柏子仁、牡蛎、黄芪、鹿角胶和红参以及任选的三七分别细化后混合，浸泡于水中煮沸，得到

用于冠心病的药物。

[0017] 优选地，在本发明方案的基础上，包括如下步骤：在煮沸之后，室温冷却，得到用于

冠心病的药物；

[0018] 优选地，煮沸次数为1-5次，优选为3次。

[0019] 优选地，在本发明方案的基础上，包括如下步骤：

[0020] 取配方量的麦冬、熟地、生地、茯神、泽泻、女贞子、丹参、枣仁、旱莲草、当归、龙骨、

柏子仁、牡蛎、黄芪、鹿角胶和红参以及任选的三七分别细化后混合，加入混合物总质量的5

～10倍水浸泡，水温为20～35℃，浸泡时间为0-30min，煮沸，室温冷却，然后重复煮沸2-3

次，得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

[0021] 第三方面，提供了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或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制

备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在制备治疗冠心病的药物中的用途。

[0022] 与已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3] (1)本发明提供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麦冬、熟地、生地、茯神、泽泻、女贞子、丹参、

枣仁、旱莲草、当归、龙骨、柏子仁、牡蛎、黄芪、鹿角胶和红参。将上述成分进行按配方量进

行合理配伍，综合调理和滋补心、肝、脾、肺、肾，能够全面调理脏腑运行，疏通血脉，从根本

上提高和改善身体生理机能，症状得以迅速缓解，效果较为持久，不易复发，并且上述成分

均来自天然动植物，毒副作用低。

[0024] (2)本发明提供了所述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该制备方法按比例取原

料分别细化后混合，煮沸，能够充分提取原料中的内容物，工艺简单，用时短。此外，上述用

于冠心病的药物或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制备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能够在制

备治疗冠心病的药物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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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

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

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

[0026]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个方面，一种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冬

10-25份、熟地15-35份、生地15-35份、茯神20-35份、泽泻15-25份、女贞子15-30份、丹参25-

35份、枣仁15-25份、旱莲草20-30份、当归15-25份、龙骨25-50份、柏子仁15-25份、牡蛎25-

50份、黄芪45-55份、鹿角胶45-55份和红参45-55份。

[0027] 冠心病为循环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由心脏、血管和调节血液循环的神经体液组织

构成，也称为心血管病，包括上述所有组织器官的疾病。因此冠心病的治疗，要综合调理身

体经络、营养、神经和体液调节等多因素，综合调理身体机能，方可较好地缓解冠心病的症

状。

[0028] 麦冬是百合科草本植物，以根入药，有生津解渴、润肺止咳之效。甘、微苦，微寒。麦

冬中含大量的草苷、甾体皂苷、生物碱、谷甾醇、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等，以麦冬入药，抗

心肌缺血、抗心律失常，起到润肺清心、泻热生津、化痰止呕、治嗽行水，同时能够抗疲劳、清

除自由基、提高细胞免疫功能。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麦冬的份数例如为：10份、

11份、12份、13份、14份、15份、16份、17份、18份、19份、20份、21份、22份、23份、24份或25份

等。

[0029] 熟地为玄参科植物地黄的块根，经过加工炮制而成，性甘，微温，具有补血养阴、生

津止渴，对心悸具有良好的缓解作用，具有抑制血栓形成的作用，具有活血和降低血压的作

用，同时，熟地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效缓解机体细胞功能的衰退，提高生理机能。以质量

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熟地的份数例如为：15份、16份、17份、18份、19份、20份、21份、22

份、23份、24份、25份、26份、27份、28份、29份、30份、31份、32份、33份、34份或35份等。

[0030] 生地又称为生地黄，其主要化学成分是环烯醚萜及其苷类，有机酸类、氨基酸、酚

类、糖类等，其中的环烯醚萜苷类物质能够调节内分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同时还具有降

血糖作用。性甘、苦、寒。归心、肝、肾经，具有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的功效。以质量份数计，典

型但非限制性的生地的份数例如为：15份、16份、17份、18份、19份、20份、21份、22份、23份、

24份、25份、26份、27份、28份、29份、30份、31份、32份、33份、34份或35份等。

[0031] 茯神为多孔菌科卧孔属植物茯苓的菌核中夹有松根的部分，药用部分为干燥菌核

体中间抱有松根的白色部分。性味甘、淡平。有渗湿、健脾、宁心等功能，能够有效缓解水肿、

心悸和眩晕。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茯神的份数例如为：20份、21份、22份、23份、

24份、25份、26份、27份、28份、29份、30份、31份、32份、33份、34份或35份等。

[0032] 泽泻，多年生水生或沼生草本，以泽泻入药，能够调理肾脏功能，很好地缓解水肿。

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泽泻的份数例如为：20份、21份、22份、23份、24份或25份

等。

[0033] 女贞子为木犀科植物女贞的果实性平，味甘、苦，归肝、肾二经，《神农本草经》记载

“主补中，安五脏，养精神，除百疾。久服肥健轻身不老”，《草本备要》中记载其“益肝肾，安五

脏，强腰膝，明耳目，乌须发，补风虚，除百病”，以女贞子入药，具有补益肝肾、清热明目、同

时缓解头晕、耳鸣目暗、腰膝酸痛、内热等症状。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女贞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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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数例如为：15份、16份、17份、18份、19份、20份、21份、22份、23份、24份、25份、26份、27份、

28份、29份或30份等。

[0034] 丹参为唇形科植物丹参的干燥根和根茎，味苦，微寒，归心、肝经。以丹参入药方，

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清心除烦，凉血消痈之功效。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丹

参的份数例如为：25份、26份、27份、28份、29份、30份、31份、32份、33份、34份或35份等。

[0035] 枣仁又名酸枣核，味酸，甘、平。《神农本草经》中记载其具有“补中益肝，坚筋骨，助

阴气，皆酸枣仁之功也。”以枣仁入药方，具有养肝，宁心，安神，敛汗的功效。典型但非限制

性的枣仁的质量份数例如为：15份、16份、17份、18份、19份、20份、21份、22份、23份、24份或

25份等。

[0036] 旱莲草为菊科植物鳢肠的全草，甘酸，凉。入肝、肾经。以旱莲草入药能明显增强机

体免疫机能，具有养肝益肾、凉血止血之功效，对于心痛、心绞痛等症状具有缓解作用。以质

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旱莲草的份数例如为：15份、16份、17份、18份、19份、20份、21

份、22份、23份、24份、25份、26份、27份、28份、29份或30份等。

[0037] 当归其根可入药，甘、辛、温，归肝、心、脾经，以当归入方，具有补气和血，止痛，润

燥滑肠、抗老防老、提高机体免疫力之功效。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旱莲草的份

数例如为：15份、16份、17份、18份、19份、20份、21份、22份、23份、24份、25份、26份、27份、28

份、29份或30份等。

[0038] 龙骨属于一种矿物，主要成分为碳酸钙、磷酸钙，还含有少量铁、镁、铝、钾、钠、氯、

硫酸根等。味涩、甘，性平。归心、肝、肾、大肠经。以龙骨入方，镇心安神，平肝潜阳，固涩，收

敛。对于心悸失眠，惊痫癫狂，头晕目眩，自汗盗汗，遗精遗尿、阴虚阳亢等症状具有显著缓

解作用。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龙骨的份数例如为：25份、26份、27份、28份、29

份、30份、31份、32份、33份、34份、35份、36份、37份、38份、39份、40份、41份、42份、43份、44

份、45份、46份、47份、48份、49份或50份等。

[0039] 柏子仁为柏科植物侧柏的干燥成熟种仁，味甘，性平。归心、肾、大肠经。具有养心

安神，润肠通便，止汗的功效。用于阴血不足，虚烦失眠，心悸怔忡，肠燥便秘，阴虚盗汗。以

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柏子仁的份数例如为：15份、16份、17份、18份、19份、20份、

21份、22份、23份、24份或25份等。

[0040] 牡蛎，俗称海蛎子，牡蛎首载于《神农本草经》其中记“牡蛎，味咸平，主伤寒寒热，

温疟洒洒，惊恚怒气，除拘缓鼠瘘，女子带下赤白，久服，强骨节，杀邪气，延年。”以牡蛎入

方，起到保肝、增强免疫力、降血糖作用，抵抗机体氧化损伤，防止高血压、动脉硬化、脑卒中

等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牡蛎中含有大量的钙、磷、锌、铁等微量元素，含有多种维生素，

以及矿物质元素，酸胺素、尼克酸以及核黄素含量较高，补充机体营养，综合提高机体生理

机能。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牡蛎的份数例如为：25份、26份、27份、28份、29份、

30份、31份、32份、33份、34份、35份、36份、37份、38份、39份、40份、41份、42份、43份、44份、45

份、46份、47份、48份、49份或50份等。

[0041] 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的根，味甘，性微温；归脾、肺经。以黄芪入方，补气固表，

托毒排脓，利尿，生肌。用于气虚乏力、久泻脱肛、自汗、水肿、子宫脱垂、慢性肾炎蛋白尿、糖

尿病、疮口久不愈合。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黄芪的份数例如为：45份、46份、47

份、48份、49份或50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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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鹿角胶，气微，味微甜。温补肝肾，益精养血。用于血虚头晕，腰膝酸冷，虚劳消瘦。

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鹿角胶的份数例如为：45份、46份、47份、48份、49份或50

份等。

[0043] 红参属伞形目、五加科植物，为人参经过浸润、清洗、分选、蒸制、晾晒、烘干等工序

加工而成。以红参入方能够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气摄血。心脏有气血，心气亏，心脏功能

就会减退，表现为脉搏迟缓虚弱，气行则血行，气虚则血阻，容易造成心律不齐，心气心血均

不足而虚损严重，加上脉道不通就可导致心房颤动或心室颤动。而红参同时具有益气摄血，

补阳之功效。以红参入药能够缓解由冠心病引起的体虚欲脱，肢冷脉微，气不摄血，崩漏下

血；心力衰竭，心原性休克。红参是气血不足且偏阳虚者的补益佳品，对于畏寒、手脚不暖、

眩晕倦怠、四肢乏力、易疲劳、气短喘促、时感胃中寒冷、长期腹泻、失眠多梦、阳痿尿频等症

状均有显著疗效。以质量份数计，典型但非限制性的红参的份数例如为：45份、46份、47份、

48份、49份或50份等。

[0044] 综上所述，组方内多种成分对身体都具有补益作用，相互配伍能够对肝脏、肾脏、

肺脏、脾脏和心脏机能进行综合调理，从根本上改善生理机能，调整脏腑运行，其中，麦冬、

熟地、丹参、当归、柏子仁、鹿角胶、红参均具有较好的改善心脏机能的作用，相互配伍能显

迅速善心脏功能，对心肌缺血、血管闭塞不通、心气衰弱、心痛、心绞痛、心悸、心律不齐等均

具有良好的缓解和治疗作用，生地、茯神、泽泻、女贞子、牡蛎和黄芪均相互配伍能够提高机

体免疫力、滋养脏腑、全面改善身体生理机能，盗汗、血管闭塞不通、肢冷形寒、喘症、肢体水

肿、胸闷不舒均可得到有效缓解。中医诊断讲究望、闻、问、切，经过把脉了解患者的心、肝、

肾和肺经运行状况，了解患者身体的情况，用合理的中药组分进行配伍，获得了本发明的用

于冠心病的药物，发明人将其取名为“冠心丸”。

[0045]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冬10-

20份、熟地15-30份、生地18-35份、茯神25-32份、泽泻15-22份、女贞子18-30份、丹参28-32

份、枣仁18-22份、旱莲草20-30份、当归18-22份、龙骨28-50份、柏子仁15-22份、牡蛎28-50

份、黄芪48-55份、鹿角胶48-52份和红参48-52份。通过实际经验和治疗效果，优化组方中各

个成分的配比，进行计量的调整，能够进一步提高症状缓解的速度。

[0046]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冬15-20份、熟地20-30份、

生地20-35份、茯神20-32份、泽泻18-22份、女贞子18-30份、丹参29-31份、枣仁18-21份、旱

莲草20-22份、当归18-20份、龙骨28-50份、柏子仁18-22份、牡蛎28-50份、黄芪48-52份、鹿

角胶48-52份和红参48-52份。在能够对多种不同症状进行缓解和治疗的基础上，通过组方

进一步优化，调整各个组分的计量，能够进一步提高症状缓解的速度，减少复发率，保证治

疗效果的持久性。

[0047]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原料以质量份数计包括：麦冬20份、熟地30份、生地30

份、茯神30份、泽泻20份、女贞子20份、丹参30份、枣仁20份、旱莲草20份、当归20份、龙骨50

份、柏子仁20份、牡蛎50份、黄芪50份、鹿角胶50份和红参50份。将组方中各个组分的质量份

数进行确定，该配比的组方，能够快速缓解冠心病引起的心肌缺血、盗汗、喘症、血管闭塞不

通、心气衰弱、肢冷形寒，重者短气喘息不能平躺，肢体水肿，胸闷不舒，心痛、心绞痛、心悸

或心律不齐等症状，症状缓解较为迅速，而且不易复发。

[0048]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原料以质量份数计还包括：三七20-4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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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三七，甘、微苦，温。归肝、胃经，具有止痛作用，进一步加强药物对于一些较重冠心

病引起的心痛、心绞痛等症状的缓解。典型但非限制性的三七的质量份数例如为：20份、21

份、22份、23份、24份、25份、26份、27份、28份、29份、30份、31份、32份、33份、34份、35份、36

份、37份、38份、39份或40份等。

[0050] 优选地，原料以质量份数计还包括：三七25-35份；对三七的份数进行进一步优化，

可以更合理地与组方中其他组分进行配伍，用量过大对于治疗效果并没有起到更多的增益

作用，用量过小，份量不足，不能达到更好的止痛效果。

[0051]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原料以质量份数计还包括：三七30份。进一步对加入的

三七的份量进行确定，能够更好地于组方中其他组分配伍，温和调理，达到更好的止痛效

果。

[0052] 第二方面，提供了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3] 取配方量的麦冬、熟地、生地、茯神、泽泻、女贞子、丹参、枣仁、旱莲草、当归、龙骨、

柏子仁、牡蛎、黄芪、鹿角胶和红参以及任选的三七分别细化后混合，浸泡于水中煮沸，得到

用于冠心病的药物。

[0054] 细化能够增大药物的比表面积，增大于水的接触面积，使细胞内容物更易于溶出，

在煮沸的作用下，活性成分更充分地进入水中。

[0055]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包括如下步骤：在煮沸之后，室温冷却，得到用于冠心

病的药物；

[0056] 优选地，煮沸次数为1-5次，优选为3次。

[0057] 煮沸3次能够将药物中的活性成分充分溶出，进一步提高溶液内的有效成分的含

量，加强使用时获得的治疗效果。

[0058] 在一种优选的实施方式中，包括如下步骤：

[0059] 取配方量的麦冬、熟地、生地、茯神、泽泻、女贞子、丹参、枣仁、旱莲草、当归、龙骨、

柏子仁、牡蛎、黄芪、鹿角胶和红参以及任选的三七分别细化后混合，加入混合物总质量的5

～10倍水浸泡，水温为20～35℃，浸泡时间为0-30min，煮沸，室温冷却，然后重复煮沸2-3

次，得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

[0060] 浸泡以后，干燥的细胞吸水膨胀，接下来进行煮沸，有利于原料细胞中的内容物迅

速溶出，有利于提高药物中的活性成分的含量。

[0061] 第三方面，提供了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或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制

备的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在制备治疗冠心病的药物中的用途。

[0062] 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以及上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用于

冠心病的药物可以作为原料用于制备其他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具有与上述中草药相同的优

势，广泛适应冠心病产生的多种症状，见效迅速，治疗效果持久，不易复发。

[0063]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和对比例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是，应当理解为，这些实施

例仅仅是用于更详细地说明之用，而不应理解为用于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

[0064] 实施例1

[0065] 称取：麦冬20g、熟地30g、生地30g、茯神30g、泽泻20g、女贞子20g、丹参30g、枣仁

20g、旱莲草20g、当归20g、龙骨50g、柏子仁20g、牡蛎50g、黄芪50g、鹿角胶50g、红参50g和三

七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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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分别用研磨机研磨至粉状，然后将上述各组分的粉状物混合。

[0067] 向混合物中加入原料总质量10倍质量的水，浸泡30min，然后煮沸，煮至终体积约

为300ml，得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

[0068] 实施例2

[0069] 麦冬15g、熟地20g、生地20g、茯神30g、泽泻20g、女贞子20g、丹参30g、枣仁20g、旱

莲草20g、当归20g、龙骨50g、柏子仁20g、牡蛎50g、黄芪50g、鹿角胶50g、红参50g和三七30g。

[0070] 分别用研磨机研磨至粉状，然后将上述各组分的粉状物混合。

[0071] 向混合物中加入原料总质量10倍质量的水，浸泡30min，然后煮沸，煮至终体积约

为300ml，得到用于冠心病的药物。

[0072] 实施例3

[0073] 实施例3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原料的组分不包括三七。

[0074] 实施例4

[0075] 实施例4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原料中麦冬为12g。

[0076] 对比例1

[0077] 对比例1与实施例1的区别仅在于对比例1不原料组分中没有麦冬。

[0078] 对比例2

[0079] 对比例2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2中原料组分中没有熟地。

[0080] 对比例3

[0081] 对比例3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3中原料组分中没有生地。

[0082] 对比例4

[0083] 对比例4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4中原料组分中没有茯神。

[0084] 对比例5

[0085] 对比例5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5中原料组分中没有泽泻。

[0086] 对比例6

[0087] 对比例6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6中原料组分中没有女贞子。

[0088] 对比例7

[0089] 对比例7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7中原料组分中没有丹参。

[0090] 对比例8

[0091] 对比例8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8中原料组分中没有枣仁。

[0092] 对比例9

[0093] 对比例9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9中原料组分中没有旱莲草。

[0094] 对比例10

[0095] 对比例10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10中原料组分中没有当归。

[0096] 对比例11

[0097] 对比例11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11中原料组分中没有龙骨。

[0098] 对比例12

[0099] 对比例12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12中原料组分中没有柏子仁。

[0100] 对比例13

[0101] 对比例13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13中原料组分中没有牡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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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对比例14

[0103] 对比例14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14中原料组分中没有黄芪。

[0104] 对比例15

[0105] 对比例15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15中原料组分中没有鹿角胶。

[0106] 对比例16

[0107] 对比例16与实施例1区别仅在于对比例15中原料组分中没有红参。

[0108] 试验例

[0109] 随机抽取200名具有心肌缺血、盗汗和喘症的症状的冠心病患者，每10人为一组，

分别服用实施例和对比例方案获得用于冠心病的药物，进行治疗，疗程15天，每日、午、早晚

各服用1次，每次服用100ml，统计症状缓解情况，并统计治疗后3年之内的复发情况，具有心

肌缺血、盗汗和喘症的症状的冠心病患者应用实施例组与对比例组药物治疗情况统计结果

参见表1。

[0110] 表1具有心肌缺血、盗汗和喘症的症状的冠心病患者应用实施例组与对比例组药

物治疗情况统计结果

[0111]

[0112] 随机抽取200名具有心绞痛、心悸、心律不齐和肢体水肿的症状的冠心病患者，每

10人为一组，分别服用实施例和对比例方案获得用于冠心病的药物，进行治疗，疗程15天，

每日、午、早晚各服用1次，每次服用100ml，统计症状缓解情况，并统计治疗后3年之内的复

发情况。具有心绞痛、心悸、心律不齐和肢体水肿的症状的冠心病患者应用实施例组与对比

例组药物治疗情况统计结果参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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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表2具有心绞痛、心悸、心律不齐和肢体水肿的症状的冠心病患者应用实施例组与

对比例组药物治疗情况统计结果

[0114]

[0115] 随机抽取200名具有舌红、咽喉干燥、心烦失眠、大便干结、胸中有热、烦躁心慌、失

眠多梦、口干和四肢无力的症状的冠心病患者，每10人为一组，分别服用实施例和对比例方

案获得用于冠心病的药物，进行治疗，疗程15天，每日、午、早晚各服用1次，每次服用100ml，

统计症状缓解情况，并统计治疗后3年之内的复发情况。具有舌红、咽喉干燥、心烦失眠、大

便干结、胸中有热、烦躁心慌、失眠多梦、口干和四肢无力的症状的冠心病患者应用实施例

组与对比例组药物治疗情况统计结果参见表3。

[0116] 表3具有舌红、咽喉干燥、心烦失眠、大便干结、胸中有热、烦躁心慌、失眠多梦、口

干和四肢无力的症状的冠心病患者应用实施例组与对比例组药物治疗情况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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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0118] 实施例1-4组的患者，在3年内随访，均未见复发现象。

[0119] 由表1中实施例1～4的治疗结果可见，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药物的组分，患者的冠心

病症状都能得到较快的治疗，对于心肌缺血、盗汗和喘症症状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并且见

效快；随访3年，患者未见复发现象，可见药效较为持久，不易复发。

[0120] 由表2中实施例1～4的治疗结果可见，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药物的组分，患者的冠心

病症状都能得到较快的治疗，对于心绞痛、心悸、心律不齐和肢体水肿症状均有较好的治疗

效果，并且见效快；随访3年，患者未见复发现象，可见药效较为持久，不易复发。由表1中实

施例1与实施例3的对比可见，加入三七能够更好地对疼痛起到缓解作用，同样，药效也较为

持久，不易复发。

[0121] 由表1、表2和表3中实施例1-4的治疗效果可见，组方中的各组分的配伍及用量相

互协调，能迅速对冠心病的多种症状进行全面缓解，并且效果持久不易复发。

[0122] 由表1、表2和表3中对比例1-16的治疗效果可见，缺少组方中的任何一个组分，均

不能得到较好的治疗效果，不能对冠心病的心肌缺血、盗汗、喘症、心绞痛、心悸、心律不齐、

肢体水肿、舌红、咽喉干燥、心烦失眠、大便干结、胸中有热、烦躁心慌、失眠多梦、口干和四

肢无力等症状进行全面缓解，治疗效果不好，不能迅速见效。尽管已用具体实施例来说明和

描述了本发明，然而应意识到，在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做出许多其它

的更改和修改。因此，这意味着在所附权利要求中包括属于本发明范围内的所有这些变化

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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