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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及生产方法

及食用方式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

配方及生产方法及食用方法，主要解决现代生活

节奏快导致的人消化不良甚至胃病、腹泻等消化

系统疾病。其特征在于：成份包括苦荞麦、燕麦、

三七、山楂、玛卡、黑豆、决明子、茯苓、生地、珍珠

粉、无核红枣。其有益效果在于：燕麦、决明子促

进肠胃蠕动，山楂导滞帮助消化，苦荞麦具有宽

胃作用，促进食欲，有着改善消化系统功能，消除

消化系统疾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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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其特征在于：其成份包括：苦荞麦、燕麦、三七、山楂、

玛卡、黑豆、决明子、茯苓、生地、珍珠粉、无核红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其特征在于：其成份包括：苦

荞麦、燕麦、三七、山楂、玛卡、黑豆、决明子、茯苓、生地、珍珠粉、无核红枣，按照重量份记

为：苦荞麦45-55份，燕麦：180-200份，三七：35-45份，山楂40-50份，玛卡15-25份，枸杞10-

15份，黑豆45-55份，决明子25-35份，茯苓35-45份，生地8-12份，珍珠粉8-12份，无核红枣3-

8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其特征在于：其成份包括：苦

荞麦、燕麦、三七、山楂、玛卡、黑豆、决明子、茯苓、生地、珍珠粉、无核红枣，按照重量份记

为：苦荞麦50份，燕麦190份，三七40份，山楂45份，玛卡20份，枸杞12份，黑豆50份，决明子30

份，茯苓40份，生地10份，珍珠粉10份，无核红枣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的生产方法，其

特征在于：对苦荞麦、燕麦、三七、山楂、玛卡、黑豆、茯苓、生地、无核红枣低温烘焙，然后对

于烘焙后的混合物进行研磨，磨匀后进行细胞破壁提取处理，再加入雷磨处理的决明子和

珍珠混合均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苦荞

麦、燕麦、三七、山楂、玛卡、黑豆、茯苓、生地、无核红枣在110℃-125℃低温烘焙技术烘焙半

个小时，取低温烘焙后的产物进行研磨，磨匀后然后细胞破壁处理，超声波破壁条件为

400kw，6分钟。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决明

子和珍珠加入混合前雷磨处理，将决明子和珍珠雷磨成1000目以上的微小颗粒。

7.根据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

破壁处理后的苦荞麦、燕麦、三七、山楂、玛卡、黑豆、茯苓、生地、无核红枣和雷磨处理后的

决明子和珍珠混合，取100克混合物加入1L水蒸煮至相对密度为1.25-1.35的膏状，制成片

剂、胶囊或颗粒剂。

8.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的食用方法，其

特征在于：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其片剂形式的产品的饮用方法是加适量温水调

成糊状，再加水调匀，至糊状完全溶解于水中，放置5至10分钟后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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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及生产方法及食用方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中药,具体涉及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配方及生产方法及

食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现代人的饮食习惯从一日三餐变为每

天吃饭次数不定，从荤素搭配变为每天需要摄入一定酒精、咖啡因等；生活习惯也从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转变为晚上有着大量的休闲活动，精神压力巨大，对于肠胃造成非常大的负

担，消化系统由口腔、咽、食道，胃、小肠、大肠等器官组成，目前高节奏的生活节奏和不规律

的饮食已经损害到消化系统的正常运转，造成了很多人消化系统出现的消化不良甚至胃

病、腹泻等消化系统疾病。

[0003] 针对于出现的消化系统疾病，目前市面上流通着多种改善肠胃消化系统功能的药

物，如莫沙比利、吗丁啉、奥美拉唑等，这部分药物对于特定的病症具有一定的疗效，但对于

改善消化系统的长时间服用中，会显现出对于药品耐药性的特点从而导致药品效果失效，

除此以外，西药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副作用，会导致一定的不良反应，危及健康。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背景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中药配方及生产

方法及食用方法，拥有改善消化系统功能的作用。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其成份包括：苦荞麦、燕麦、三七、山楂、玛卡、黑豆、决明子、茯苓、生地、珍珠粉、无核红

枣，按照重量份记为：苦荞麦45-55份，燕麦：180-200份，三七：35-45份，山楂40-50份，玛卡

15-25份，枸杞10-15份，黑豆45-55份，决明子25-35份，茯苓35-45份，生地8-12份，珍珠粉8-

12份，无核红枣3-8份。

[0006] 本发明的生产方式为首先将苦荞麦、燕麦、三七、山楂、玛卡、黑豆、茯苓、生地、无

核红枣在保持110℃-125℃的温度条件下进行低温烘焙半个小时，取低温烘焙后的产物进

行研磨，磨匀后然后细胞破壁处理，超声波破壁条件为400kw，6分钟。然后将决明子和珍珠

雷磨处理，将决明子和珍珠雷磨成1000目以上的微小颗粒。将破壁处理后的苦荞麦、燕麦、

三七、山楂、玛卡、黑豆、茯苓、生地、无核红枣和雷磨后的决明子和珍珠混合，取100克混合

物加入1L水蒸煮至相对密度为1.25-1 .35的膏状，取5g膏状混合物制成片剂、胶囊或颗粒

剂。

[0007] 本发明的服用方式为取5g片剂，加10ml-25ml温水调成糊状，即加水后的混合物具

有一定的流动性但仍具有一定的形状的状态，再加水调匀，至糊状完全溶解于水中，此时混

合物溶解于水中可自由流动，溶剂放置5至10分钟后饮用。

[0008] 本发明各中药原料的方解如下：

所述苦荞麦拉丁学名为Fagopyrum  tataricum （L.）  Gaertn.，性味苦、平、寒，益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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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精神、利耳目，有理气止痛、健脾利湿的功效，用于治疗胃痛、消化不良、腰腿疼痛、跌打损

伤。

[0009] 所述燕麦拉丁学名为Avena  sativa （L.），《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性味甘平。

益脾养心、敛汗。用于体虚自汗、盗汗或肺结核病人。

[0010] 所述三七拉丁学名为：Panax  notoginseng  (Burkill)  F.  H.  Chen  ex  C.  H.，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甘、微苦，温。归肝、胃经。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用于咯血，吐血，

衄血，便血，崩漏，外伤出血，胸腹刺痛，跌扑肿痛。

[0011] 所述山楂拉丁学名为Crataegus  pinnatifida  Bunge.,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

酸、甘，微温。归脾、胃、肝经。消众健胃，行气散瘀，化浊降脂。用于肉食积滞，胃脘胀满，泻痢

腹痛，瘀血经闭，产后瘀阻，心腹刺痛，胸痹心痛，疝气疼痛，髙脂血症。焦山楂消食导滞作用

增强。用于肉食积滞，泻痢不爽。

[0012] 所述玛卡的拉丁学名为Lepidium  meyenii  Walp.,玛卡的蛋白质含量为10%以上，

59%的碳水化合物；8.5%的纤维，内含丰富的锌、钙、铁、钛、铷、钾、钠、铜、锰、镁、锶、磷、碘等

矿物质，并含有维生素C、B1、B2、B6、A、E、B12、B5  ，脂肪含量不高但其中多为不饱和脂肪酸，

亚油酸和亚麻酸的含量达53%以上，天然活性成份包括生物碱、芥子油苷及其分解产物异硫

氰酸苄酯、甾醇、多酚类物质等。

[0013] 所述枸杞为中华枸杞，拉丁学名为Lycium  chinenseMill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

部》：苦，寒。归心  、肺  、三焦经。凉血止血  。用于血热吐血，魈血，尿血，崩漏。

[0014] 所述黑豆拉丁学名为Glycinemax（L.）merr.，《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甘，平。归

脾、肾经。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用于  阴虚烦渴，头晕目昏，体虚多汗，肾虚腰痛，

水肿尿少，痹痛拘挛  ，手足麻木，药食中毒。

[0015] 所述决明子拉丁学名为Cassia  toraLinn.，《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甘、苦、咸，

微寒。归肝、大肠经。清热明目，润肠通便。用于目赤涩痛，羞明多泪，头痛眩晕，目暗不明，大

便秘结。

[0016] 所述茯苓拉丁学名为Poria  cocos(Schw.)Wolf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甘、

淡，平。归肝、胃经。毒，湿，利关节。用于梅毒及汞中毒所致的肢体拘挛，筋骨疼痛  ；湿热淋

浊  ，带下  ，痈肿  ，瘰疬  ，疥癣  。

[0017] 所述生地即地黄，拉丁学名为Poria  cocos(Schw.)Wolf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

部》：拉丁学名：甘，寒。归心、肝、肾经。淸热凉血  ，养阴生津。用于热人营血  ，温毒发斑  ，吐

血衄血，热病伤阴，舌绛烦渴，津伤便秘，阴虚发热，骨蒸劳热，内热消渴。

[0018] 所述珍珠为珍珠  拉丁学名为Pernulo  .,研磨成直径较小的颗粒状所得，《中国药

典2015年版一部》：甘、咸  ，寒 。归心、肝经 。安神定惊  ，明目消翳  ，解毒生肌  ，润肤祛斑  。

用于惊悸失眠，惊风癫痫，目赤翳障，疮疡不敛，皮肤色斑。

[0019] 所述无核红枣为大枣拉丁学名为jujube .，《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甘，温。归

脾、胃、心经  。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用于脾虚食少，乏力便溏  ，妇人脏躁。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燕麦、决明子促进肠胃蠕动，山楂导滞帮助消化，苦荞麦具有宽胃作用，促进食欲；枸

杞、生地养血，调节生理状态，红豆、珍珠粉、红枣灵神，茯苓解毒，玛卡提供身体所需能量，

利用整个发明达到改善消化系统功能，消除消化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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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按照重量份记，苦荞麦50份，燕麦190份，三七40份，山楂45份，玛卡20份，枸杞12份，黑

豆50份，决明子30份，茯苓40份，生地10份，珍珠粉10份，无核红枣5份。

[0022] 实施例2

按照重量份记，苦荞麦45份，燕麦180份，三七35份，山楂40份，玛卡15份，枸杞10份，黑

豆45份，决明子25份，茯苓35份，生地8份，珍珠粉8份，无核红枣3份。

[0023] 实施例3

按照重量份记，苦荞麦55份，燕麦200份，三七45份，山楂50份，玛卡25份，枸杞15份，黑

豆55份，决明子35份，茯苓45份，生地12份，珍珠粉12份，无核红枣8份。

[0024] 应用实施例结果：

实施例1，

对于2014年5月到2014年12月之间100位因为腹痛、腹泻服用本品的病人进行跟踪访

问，均按照每日三次的频率服药，三日内腹痛、腹泻症状得到缓解的人数为92。

[0025] 实施例2，

对于2014年5月到2015年5月之间100位因为胃痛服用本品的病人进行跟踪访问，均按

照每日三次的频率服用，三日内胃痛症状得到缓解的人数为90  。

[0026] 实施例3，

从2014年5月开始，截止2016年5月，对100位因为腹痛、腹泻、胃痛等身体不适而服用本

药物进行调理的病人进行跟踪访问，均按照每日三次的频率进行服用本品，一年内未出现

腹痛、腹泻、胃痛等症状的人数为87。

[0027] 从上述三个实施例可以得出结论：本发明对于消化系统出现的各种胃痛、腹痛症

状均有良好效果。具有良好的改善消化功能的效果。

[0028] 实施例不应视为对发明的限制，但任何基于本发明的精神所作的改进，都应在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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