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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

料：黑附子、炮干姜、炙甘草、人参、白术、厚朴、黄

芪、藿香、乌贼骨、五灵脂、鹿角霜、鱼鳔胶、三七、

浙贝母、九香虫、酒大黄和吴茱萸。本发明的药物

组合物能够有效的解决，其病因病机及症状，且

不易复发，服用后没有副作用，体现中医简、便、

廉，及道法自然之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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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所述的组合物由如下

原料组成：黑附子60‑90重量份、炮干姜25‑45重量份、炙甘草20‑30重量份、人参18‑30重量

份、白术15‑45重量份、厚朴18‑35重量份、黄芪60‑150重量份、藿香25‑30重量份、乌贼骨15‑

30重量份、五灵脂15‑30重量份、鹿角霜18‑30重量份、鱼鳔胶15‑30重量份、三七8‑20重量

份、浙贝母15‑30重量份、九香虫18‑30重量份、酒大黄15‑25重量份和吴茱萸15‑45重量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所

述的组合物由如下原料组成：黑附子70‑80重量份、炮干姜30‑40重量份、炙甘草23‑27重量

份、人参22‑26重量份、白术25‑35重量份、厚朴24‑29重量份、黄芪100‑110重量份、藿香27‑

28重量份、乌贼骨20‑25重量份、五灵脂20‑25重量份、鹿角霜22‑26重量份、鱼鳔胶20‑25重

量份、三七12‑16重量份、浙贝母20‑25重量份、九香虫22‑26重量份、酒大黄18‑22重量份和

吴茱萸28‑32重量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所

述的组合物由如下原料组成：黑附子75重量份、炮干姜35重量份、炙甘草25重量份、人参24

重量份、白术30重量份、厚朴26.5重量份、黄芪105重量份、藿香27.5重量份、乌贼骨22.5重

量份、五灵脂22.5重量份、鹿角霜24重量份、鱼鳔胶22.5重量份、三七14重量份、浙贝母22.5

重量份、九香虫24重量份、酒大黄20重量份和吴茱萸30重量份。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药物组合物还包含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

5.一种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按照配方比例称取各原料，分别研磨成细粉，然后进行混合均匀，得到中药粉；

（2）将所述的中药粉加入医学上可接受的辅料制成药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药物组合物为丸剂，辅料为生粉和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丸剂的直径为3‑5mm。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中药粉、生粉和水的质量比为9‑11:1‑3:4‑6。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药物组合物为胶囊，每粒含中药粉0.7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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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消化性溃疡常见于胃和十二指肠，因溃疡形成与胃酸/胃蛋白酶的消化作用有关

而得名。发病机制：1.幽门螺旋杆菌感染。2.应用非甾体抗炎药。3.胃酸和胃蛋白酶对粘膜

自身消化。4.其他因素(1.吸烟。2.遗传。3.急性应激。4.胃十二指肠运动异常。)；临床症状

以：上腹痛为主要症状，性质可为钝痛、灼痛、胀痛、剧痛或饥饿样不适感，常伴有反酸、嗳

气、上腹胀等症状。多位于中上腹，可偏右或偏左。一般为轻至中度持续性痛。疼痛多有典型

的节律性，胃溃疡疼痛在两餐之间(饥饿痛)、食后缓解；十二指肠溃疡为餐后约一小时发

生，经1‑2小时缓解，至下次餐进食后再重复上述节律。部分患者疼痛会在午夜发生(夜间

痛)，胃溃疡较多见。上腹痛常可在服抗酸药后缓解；可并发出血、穿孔、幽门梗阻、癌变。治

疗以抑制胃酸、保持胃粘膜、抗幽门螺杆菌、停用非甾体抗炎药及外科手术治疗。

[0003] 通过西药(雷尼替丁、硫糖铝片、奥美拉唑、克拉霉素等药物)治疗，但其副作用较

大、且易反复发作、只是对症处理；属于中医之“胃痛”范畴，其发病原因主要由于，饮食不

当、寒暧失调、肝胃不和、脾胃虚寒、气血瘀阻所致。

[0004] 鉴于以上原因，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能够有效解决其病因病机及症状，且不易复发，无

副作用，体现中医简、便、廉，及道法自然之核心思想。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料：黑附子、炮干

姜、炙甘草、人参、白术、厚朴、黄芪、藿香、乌贼骨、五灵脂、鹿角霜、鱼鳔胶、三七、浙贝母、九

香虫、酒大黄和吴茱萸。

[0008]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料：黑附子60‑90重量份、炮干姜

25‑45重量份、炙甘草20‑30重量份、人参18‑30重量份、白术15‑45重量份、厚朴18‑35重量

份、黄芪60‑150重量份、藿香25‑30重量份、乌贼骨15‑30重量份、五灵脂15‑30重量份、鹿角

霜18‑30重量份、鱼鳔胶15‑30重量份、三七8‑20重量份、浙贝母15‑30重量份、九香虫18‑30

重量份、酒大黄15‑25重量份和吴茱萸15‑45重量份。

[0009]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料：黑附子70‑80重量份、炮干姜

30‑40重量份、炙甘草23‑27重量份、人参22‑26重量份、白术25‑35重量份、厚朴24‑29重量

份、黄芪100‑110重量份、藿香27‑28重量份、乌贼骨20‑25重量份、五灵脂20‑25重量份、鹿角

霜22‑26重量份、鱼鳔胶20‑25重量份、三七12‑16重量份、浙贝母20‑25重量份、九香虫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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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份、酒大黄18‑22重量份和吴茱萸28‑32重量份。

[0010]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料：黑附子75重量份、炮干姜35

重量份、炙甘草25重量份、人参24重量份、白术30重量份、厚朴26.5重量份、黄芪105重量份、

藿香27.5重量份、乌贼骨22.5重量份、五灵脂22.5重量份、鹿角霜24重量份、鱼鳔胶22.5重

量份、三七14重量份、浙贝母22.5重量份、九香虫24重量份、酒大黄20重量份和吴茱萸30重

量份。

[0011] 本发明中所述的黑附子是生附子加水煎1‑3小时，晒干备用。黑附子具有回阳救

逆，用于亡阳证，症见冷汗自出，四肢逆冷，脉微欲绝。补火助阳，补火，就是补命门之火，命

门之火就是人体的元阳、肾阳。散寒止痛，即能温中，又能温经。

[0012] 炮干姜主要是暖中，回阳通脉，温中散寒，温肺化饮。对于治疗吃冷饮过度，寒邪直

接进入体内，下大雨天淌水，寒邪从下而入。

[0013] 炙甘草主要功效是和中缓急，润肺，解毒，调和诸药。常用于脾胃虚弱，倦怠乏力，

心动悸，脉结代，可解附子毒。

[0014] 人参强壮滋补药，适用于调整血压、恢复心脏功能、神经衰弱及身体虚弱等症，也

有祛痰、健胃、利尿、兴奋等功效。

[0015] 白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安胎。用于脾虚食少，腹胀泄泻，胎动不安等症。

[0016] 厚朴苦温燥湿药，用于湿阻中焦，作用很强，但它的司仪功效应是行气，比燥湿更

重要，它最佳分类应为行气药，它和苍本有协同关系。行气主要部位是胃肠，也包括肺经。效

果主要是消胀的，消除气积阻滞引起的脘腹胀满或腹胀，行气消胀最强，凡是胃肠气滞，胀

满，不管寒热虚实。

[0017] 黄芪其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保肝、利尿、抗衰老、抗应激、降压和较广泛的抗菌作

用。但表实邪盛，气滞湿阻，食积停滞。

[0018] 藿香芳香化浊，和中止呕，发表解暑。用于湿浊中阻，脘痞呕吐，暑湿表证，湿温初

起，发热倦怠，胸闷不舒，寒湿闭暑，腹痛吐泻，鼻渊头痛。

[0019] 乌贼骨乌贼骨这种中药材味咸而涩，但性质温和，具有收敛止血和固精止带以及

止痛还有敛疮等多种功效，平时它可以用于人类呕血和吐血以及便血还有肾虚与胃痛以及

湿疹等常见病的治疗，治疗时既可内服也可外用。

[0020] 五灵脂活血散瘀，炒炭止血。用于心腹淤血作痛，痛经，血瘀经闭，产后淤血腹痛；

炒炭治崩漏下血；外用治跌打损伤，蛇、虫咬伤。

[0021] 鹿角霜具有温肾助阳，收敛止血之功效。常用于脾肾阳虚，白带过多，遗尿尿频，崩

漏下血，疮疡不敛等病症的治疗。

[0022] 鱼鳔胶具有补肝肾，养血止血，散瘀消肿之功效。常用于肾虚遗精，腰膝无力，腰

痛，眩晕耳鸣，白带，习惯性流产，血虚筋挛，产后风痉，破伤风，癫痫，再生障碍性贫血，吐

血，咯血，尿血，崩漏，外伤出血，阴疽，瘘管，慢性溃疡，皲裂，痛风，痔疮。

[0023] 三七散瘀止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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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4] 浙贝母清热化痰；开郁散结。

[0025] 九香虫理气止痛，温中助阳。用于胃寒胀痛，肝胃气痛，肾虚阳痿，腰膝酸痛。

[0026] 酒大黄具有攻积滞、清湿热、泻火、凉血、祛瘀、解毒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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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吴茱萸其性热味苦辛，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之功，用于治疗肝胃虚寒、阴浊上逆

所致的头痛或胃脘疼痛等症。

[0028] 进一步的，所述的药物组合物还包含有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或载体，优选为丸剂、

胶囊或汤剂。

[0029] 一种所述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所述的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30] (1)按照配方比例称取各原料，分别研磨成细粉，然后进行混合均匀，得到中药粉；

[0031] (2)将所述的中药粉加入医学上可接受的辅料或载体制成药物剂型。

[0032] 进一步的，所述的药物组合物为丸剂，辅料为生粉和水。

[0033] 进一步的，所述丸剂的直径为3‑5mm。

[0034] 进一步的，中药粉、生粉和水的质量比为9‑11:1‑3:4‑6，优选为10:2:5。

[0035] 进一步的，生粉为土豆粉，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得到，或者所述生粉为红薯粉，米粉

等。

[0036] 进一步的，所述的药物组合物为胶囊，每粒含中药粉0.75g。

[0037] 其中，胶囊的外壳采用市售的原料即可。

[0038] 进一步的，本发明的组合物为汤剂。

[0039] 进一步的，汤剂的制作方法，将各药材混合均匀，加上1800‑2200重量份的水，浸泡

35‑45分钟，然后第一遍，先武火烧开，在调中小火计时，煎35‑45分钟，得到药液180‑220重

量份，倒出，在药渣中再加900‑1100重量份水煎25‑35分钟，得到药液180‑220重量份。将两

遍药液混合，分别在早晚饭后服用。

[0040] 急性期给予汤剂治疗(因为力猛而效宏)，缓解期及恢复期以原方二至三倍量，研

碎至粉状，粒径为80‑100目，每次9g，每日2次用温开水冲服，四十九天为一个疗程。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42] 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能够有效的解决，其病因病机及症状，且不易复发，服用后无

副作用，体现中医简、便、廉，及道法自然之核心思想；主要的作用机理是黑附子、炮干姜、吴

茱萸以扶阳温中散寒，人参、黄芪、白术以补气健脾托疮生肌，厚朴、九香虫、三七、炙甘草、

藿香、酒大黄以降气暖肝和胃活血化瘀止痛兼通下(推陈出新、因六腑以通为用，胃喜降为

和)，五灵脂、乌贼骨、鹿角霜、鱼鳔胶以温胃制酸止痛止血修复溃疡面，各中药原料之间协

同作用，达到扶阳温中散寒理气活血止痛通下修复溃疡面的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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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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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44] 实施例1

[0045] 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料：黑附子60g、炮

干姜25g、炙甘草20g、人参18g、白术15g、厚朴18g、黄芪60g、藿香25g、乌贼骨15g、五灵脂

15g、鹿角霜18g、鱼鳔胶15g、三七8g、浙贝母15g、九香虫18g、酒大黄15g和吴茱萸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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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本实施例的药物组合物为丸剂，制备方法如下：

[0047] (1)按照配方比例称取各原料，分别研磨成细粉，然后进行混合均匀，得到中药粉；

[0048] (2)将所述的中药粉、土豆粉和水按照质量比10:2:5进行混合，制丸机制成直径为

4mm的药丸，即为丸剂。

[0049] 实施例2

[0050] 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料：黑附子70g、炮

干姜30g、炙甘草23g、人参22g、白术25g、厚朴24g、黄芪100g、藿香27g、乌贼骨20g、五灵脂

20g、鹿角霜22g、鱼鳔胶20g、三七12g、浙贝母20g、九香虫22g、酒大黄18g和吴茱萸28g。

[0051] 本实施例的药物组合物为丸剂，制备方法如下：

[0052] (1)按照配方比例称取各原料，分别研磨成细粉，然后进行混合均匀，得到中药粉；

[0053] (2)将所述的中药粉、土豆粉和水按照质量比9:1:4进行混合，制丸机制成直径为

5mm的药丸，即为丸剂。

[0054] 实施例3

[0055] 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料：黑附子75g、炮

干姜35g、炙甘草25g、人参24g、白术30g、厚朴26.5g、黄芪105g、藿香27.5g、乌贼骨22.5g、五

灵脂22.5g、鹿角霜24g、鱼鳔胶22.5g、三七14g、浙贝母22.5g、九香虫24g、酒大黄20g和吴茱

萸30g。

[0056] 本实施例的药物组合物为丸剂，制备方法如下：

[0057] (1)按照配方比例称取各原料，分别研磨成细粉，然后进行混合均匀，得到中药粉；

[0058] (2)将所述的中药粉、土豆粉和水按照质量比11:3:6进行混合，制丸机制成直径为

3mm的药丸，即为丸剂。

[0059] 实施例4

[0060] 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料：黑附子80g、炮

干姜40g、炙甘草27g、人参26g、白术35g、厚朴29g、黄芪110g、藿香28g、乌贼骨25g、五灵脂

25g、鹿角霜26g、鱼鳔胶25g、三七16g、浙贝母25g、九香虫26g、酒大黄22g和吴茱萸32g。

[0061] 本实施例的药物组合物为胶囊，制备方法如下：

[0062] (1)按照配方比例称取各原料，分别研磨成细粉，然后进行混合均匀，得到中药粉；

[0063] (2)将所述的中药粉，装入胶囊壳中，每粒胶囊中含中药粉0.75g。

[0064] 实施例5

[0065] 一种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药物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如下原料：黑附子90g、炮

干姜45g、炙甘草30g、人参30g、白术45g、厚朴35g、黄芪150g、藿香30g、乌贼骨30g、五灵脂

30g、鹿角霜30g、鱼鳔胶30g、三七20g、浙贝母30g、九香虫30g、酒大黄25g和吴茱萸45g。

[0066] 本实施例的药物组合物为汤剂，制备方法如下：

[0067] 将各药材混合均匀，加上2000g的水浸泡40分钟，然后第一遍，先武火烧开，在调中

小火计时，煎40分钟，得到药液200g，倒出，在药渣中再加1000g水煎30分钟，得到药液200g，

将两遍煎制得到的药液混合，得到所述的汤剂。

[0068] 试验例1

[0069] 李某、男、42岁，每当食后其胃里不适且胃脘隐隐作痛、当囗服奥美拉唑及果胶铋

后缓解，因同学聚会饮酒后、其胃痛较甚、呕血、大便为柏油样便，去医院胃镜示：胃十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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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溃疡，给予对症及抗酸保护胃黏膜治疗，一周后症状好转，半年后又因饮食不当生气及饮

酒后又出现胃痛、呕吐、稍便血，口服抗酸保护胃黏膜药其疗效欠佳，时觉胃脘怕冷、手脚冰

冷、乏力、吐酸、大便时干时稀，慕名前来诊治：乃为脾胃虚寒、中阳不足、气血瘀阻也：治以

扶阳温中、理气活血、制酸止痛。给予实施例5制备的汤剂治疗。复诊时述：服用上三剂后、胃

疼大减、矢气(排气)较多、已不反酸手足已温、大便泻下较多，浑身已觉轻快，患者因出差汤

药服用不方便以原方二倍量研装胶囊，一次三粒、一日三次。(忌饮酒、及过饱、食凉物)，半

年后随访、告之以愈。

[0070] 试验例2

[0071] 刘某、女、32岁、平时素爱生气、时觉胃里不适，又爱食雪糕及冷饮之物，正值夏季

炎热、为解其热，食五根雪糕、偶后胃痛较甚、大汗淋漓、呕吐伴咖啡物，去医院急诊，给予止

痛及对症治疗，症状得以缓解，后做胃镜示：胃糜烂伴着溃汤，让其他囗服西药治疗，患者不

愿(因其家人有消化性溃疡病史、口服西药副作用较大、且反复发作、不易治愈)，前来诊治：

望其面色萎黄(因消化性溃疡有慢性出血、及吸收营养较差所致)、说话少气懒言、正值夏日

穿衣较厚(也不觉得热)、舌淡胖大边齿痕、六脉沉细弱无力。乃为平日情志不畅(木克土也)

加上饮食不当伤及中阳、使其运化功能先调理，气血生化乏源、故形成此症。给予实施例5的

汤剂三剂给予治疗。复诊时、已不再穿厚衣服，已能穿半袖，胃里已适、气色已渐好、因此为

慢性病需要较长时间调治，然后服用实施例2的丸剂，每次三克、一日三次服用、二个月以绝

后患。半年后偶在路上遇到、判若两人，气色红润、说话铿锵有力，告之以后少生气少食冷

饮，以免复发。

[0072] 实施例3

[0073] 张某、女、68岁、因患关节炎十多年余、每每囗服止痛药及激素药维持症状，但近二

年胃痛较甚时反酸胸骨后烧灼感(因服止痛药和激素所致)。胃镜示：反流性食管炎并胃十

二指肠溃疡，经诊治：望其面色发黑、关节肿大疼痛、打嗝儿、口有腥气味、舌水滑边有齿痕

发青紫、脉沉左关弦细部天根。乃为年老体衰、阳气不足、寒邪入里及口服西药，伤及中土故

形成此症。治以；扶阳温中、散寒止痛、活血化淤、理气和胃。给予实施例5的汤剂治疗，服用

上五剂后其胃痛反酸稍好(乃为中下阳太虚也)，再以原方加大用量三剂药调治；三诊后其

症状大为改善、且四肢关节疼痛也有所缓解(因十病九寒脾主四肢、脾旺则四肢关节利)，因

患者家境贫寒特以以上方三倍量研粉、每次9克一日二次冲服。一年后其儿子前来诊治胃肠

疾患并告之老爷子已愈(能吃能喝、并节疼痛也好大半)。

[007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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