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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

及其应用，属于中药技术领域。所述固精补髓的

中药组合物，其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海

狗肾70-90份、狗鞭110-130份、熟地70-90份、黄

精110-130份、骨碎补110-130份、桑葚子90-110

份、金樱子80-100份、土人参70-90份、灵芝110-

130份、三七110-130份、绞股蓝90-110份、地骨皮

110-130份、半边莲70-90份、旱莲草70-90份、千

斤拔70-90份和菝葜70-90份。本发明还公开了上

述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的应用。本发明的中药

组合物，具有温肾生精、填髓补血、滋阴壮阳、疏

肝理气等作用。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8页

CN 109731069 A

2019.05.10

CN
 1
09
73
10
69
 A



1.一种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海狗肾70-

90份、狗鞭110-130份、熟地70-90份、黄精110-130份、骨碎补110-130份、桑葚子90-110份、

金樱子80-100份、土人参70-90份、灵芝110-130份、三七110-130份、绞股蓝90-110份、地骨

皮110-130份、半边莲70-90份、旱莲草70-90份、千斤拔70-90份和菝葜70-9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制成：海狗肾70份、狗鞭130份、熟地70份、黄精130份、骨碎补110份、桑葚子90份、金樱子100

份、土人参70份、灵芝130份、三七110份、绞股蓝110份、地骨皮110份、半边莲90份、旱莲草70

份、千斤拔90份和菝葜70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制成：海狗肾80份、狗鞭120份、熟地80份、黄精120份、骨碎补120份、桑葚子100份、金樱子90

份、土人参80份、灵芝120份、三七120份、绞股蓝100份、地骨皮120份、半边莲80份、旱莲草80

份、千斤拔80份和菝葜80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制成：海狗肾90份、狗鞭110份、熟地90份、黄精110份、骨碎补130份、桑葚子110份、金樱子80

份、土人参90份、灵芝110份、三七130份、绞股蓝90份、地骨皮130份、半边莲70份、旱莲草90

份、千斤拔70份和菝葜90份。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固精补髓的药物或

保健品中的应用。

6.一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其特征在于，包括米酒和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中药

组合物。

7.一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取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海狗肾70-90份、狗鞭110-130份、熟地70-90份、黄精

110-130份、骨碎补110-130份、桑葚子90-110份、金樱子80-100份、土人参70-90份、灵芝

110-130份、三七110-130份、绞股蓝90-110份、地骨皮110-130份、半边莲70-90份、旱莲草

70-90份、千斤拔70-90份和菝葜70-90份；

步骤2：在锅里加水180-220重量份，加入放有黄豆8-12重量份和姜皮4-6重量份的料

包，加热煮沸至水呈乳白色，捞出料包，加入步骤1称取的海狗肾和狗鞭，盖上锅盖焖煮，至

水持续沸腾8-12mi  n后，捞出海狗肾和狗鞭，沥干后烘烤，得到烘烤后的海狗肾和狗鞭；

步骤3：取步骤1称取的熟地，装入酒缸中，倒入900-950重量份米酒，密封保存至少12个

月，开封，滤除药渣，得到熟地酒；

步骤4：将步骤1称取的灵芝切片后，加入步骤1称取的骨碎补、步骤2得到的烘烤后的海

狗肾和狗鞭，混合后，粉碎，得到第一药粉；

步骤5：将步骤1称取的黄精、桑葚子、金樱子、土人参、三七、绞股蓝、地骨皮、半边莲、旱

莲草、千斤拔和菝葜，混合后，粉碎，得到第二药粉；

步骤6：取布袋，蒸煮消毒后，加入步骤4得到的第一药粉和步骤5得到的第二药粉，扎紧

袋口，平铺放入另一个酒缸的缸底，倒入15000-18000重量份米酒，密封保存6-8天后，开封，

将布袋翻面，再倒入2000-5000重量份米酒，密封保存至少12个月，开封，滤除药渣，得到原

浆酒；

步骤7：将步骤3得到的熟地酒与步骤6得到原浆酒混合后，即得到所述固精补髓的原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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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酒。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

锅的材质为不锈钢；所述烘烤的温度为75℃-85℃，时间为20mi  n-30mi  n；步骤3中，所述酒

缸的材质为陶瓷或玻璃瓶；所述米酒的酒精度为50-52度；所述密封保存的地点为太阳不直

接照射的阴凉处。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和步骤5

中，所述粉碎的粒径均为50目。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6中，所

述布袋的材质为纯棉；所述酒缸的材质为陶瓷、玻璃瓶或不锈钢；所述米酒的酒精度为50-

52度；所述密封保存的地点为太阳不直接照射的阴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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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应用，属于中药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肾为人的“先天之本”、“生命之源”。其生理功能是藏精、主水、

主纳气、主骨、生髓，跟人的骨骼血液、皮肤乃至牙齿、耳朵、头发都有莫大的关系。肾好，人

的身体就好；肾不好，则疾病生。

[0003] 肾虚指肾脏精气阴阳不足。肾虚的种类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是肾阴虚，肾阳虚。

肾虚的症状：肾阳虚的症状为腰酸、四肢发冷、畏寒，甚至还有水肿，为“寒”的症状，性功能

低下也会导致肾阳虚；肾阴虚的症状为“热”，主要有腰酸、燥热、盗汗、虚汗、头晕、耳鸣等。

现代科学证明，当人发生肾虚时，无论肾阴虚还是肾阳虚，都会导致人的免疫能力的降低，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肾虚发生时，肾脏的免疫能力降低，而肾脏的微循环系统亦会发生阻

塞，肾络呈现不通。

[0004] 自古以来，中医以“保、养、补、固”肾为治病养身之要道。但是，目前市面上常见的

补肾保健品多以玛咖提取物或黄秋葵提取物等物质作为原料，然而，这些补肾保健品往往

有效成分较为单一，配方不是十分合理，补肾效果较差，原料在加工过程中还会有大量营养

成分流失，不能对原料中的营养和药用成分进行充分利用，从而降低了补肾效果，并且长期

服用不但对人体起不到保健养生效果，而且还会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

[0005] 鉴于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从生精、养血、壮骨、补髓几

个方面达到“保、养、补、固”肾的目的，以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本发明的固精补髓的中

药组合物，是按照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由多种药食同源的原料配制而成，组成合理，配

伍得当，各组分的有效成分得以充分释出，具有温肾生精、填髓补血、滋阴壮阳、疏肝理气、

活血化瘀、消痰化栓、驱风祛湿、强筋健骨、消烦除渴、美容养颜、延年益寿的作用，且安全可

靠、无毒副作用。

[0007]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由如下

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海狗肾70-90份、狗鞭110-130份、熟地70-90份、黄精110-130份、骨碎

补110-130份、桑葚子90-110份、金樱子80-100份、土人参70-90份、灵芝110-130份、三七

110-130份、绞股蓝90-110份、地骨皮110-130份、半边莲70-90份、旱莲草70-90份、千斤拔

70-90份和菝葜70-90份。

[0008] 本发明中各种组成药物的主要功效如下：

[0009] 海狗肾，为海狮科动物海狗、海豹科动物斑海豹或点斑海豹的阴茎和睾丸。味咸，

性热，归肝、肾经，具有温肾壮阳、填精补髓之功效，主治阳虚祛寒、阳痿遗精、早泄、腰膝痿

软、心腹疼痛等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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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狗鞭，为犬科动物狗雄性的干燥阴茎和睾丸。味咸，性温，归肾经，有温肾壮阳、补

益精髓之功效，主治阳痿、遗精、男子不育、阴囊湿冷、腰膝酸软、形体羸弱、女子虚寒带下、

产后体虚等病症。

[0011] 熟地，为玄参科植物地黄的块根经加工炮制而成，又名熟地黄或伏地，味甘，性微

温，归肝、肾经，有补血养阴、填精益髓之功效，主治阴虚发热、消渴、吐血、衄血、血崩、月经

不调、胎动不安、阴伤便秘等病症。

[0012] 黄精，又名鸡头黄精、黄鸡菜、笔管菜、爪子参、老虎姜、鸡爪参，为黄精属植物，味

甘，性平，归脾、肺、肾经，有补脾、润肺生津之功效，主治脾胃虚弱、体倦乏力、口干食少、肺

虚燥咳、精血不足、内热消渴等病症。

[0013] 骨碎补，别名崖姜、岩连姜、爬岩姜、肉碎补、石碎补、飞天鼠、牛飞龙、飞来风、飞蛾

草，味苦，性温，归肝、肾经，有补肾强骨、续伤止痛之功效，主治肾虚久泻及腰痛、风湿痹痛、

齿痛、耳鸣、跌打闪挫、骨伤、阑尾炎、斑秃、鸡眼等病症。

[0014] 桑葚子，是桑树的果实，又名桑葚、桑果、桑椹。味甘、酸，性寒，归肝、肾经、心经，有

滋阴养血、生津、润肠之功效，主治肝肾不足和血虚精亏的头晕目眩、腰酸耳鸣、须发早白、

失眠多梦、津伤口渴、消渴、肠燥便秘等病症。

[0015] 金樱子，蔷薇科植物金樱子的成熟果实。味甘、涩，性平，有固精缩尿、涩肠止泻之

功效，主治遗精滑精、遗尿尿频、崩漏、带下病、久泻久痢等病症。

[0016] 土人参，又名栌兰、土洋参、福参、申时花、煮饭花、假人参、参草、土高丽参等，马齿

苋科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有健脾润肺、止咳、调经之功效，主治

脾虚劳倦、泄泻，肺劳咳痰带血、眩晕潮热、盗汗自汗、月经不调、带下病等病症。

[0017] 灵芝，又称林中灵、琼珍，是多孔菌科真菌灵芝的子实体，有补气安神、止咳平喘、

延年益寿之功效，用于眩晕不眠、心悸气短、神经衰弱、虚劳咳喘。

[0018] 三七，为五加科植物三七的干燥根和根茎，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胃经，有散瘀止

血、消肿定痛之功效，主治吐血、咳血、衄血、便血、血痢、崩漏、癥瘕、产后血晕、恶露不下、跌

扑瘀血、外伤出血、痈肿疼痛等病症。

[0019] 绞股蓝，为葫芦科植物绞股蓝的全草，味微甘，性凉，归肺、脾、肾经，有益气健脾、

化痰止咳、清热解毒等病症。

[0020] 地骨皮，又名枸杞皮，为茄科、枸杞属植物，是枸杞的根皮，味甘，性寒，归肺、肝、肾

经，有清热、凉血之功效，主治虚劳潮热盗汗、肺热咳喘、吐血、衄血、血淋、消渴、高血压、痈

肿、恶疮等病症。

[0021] 半边莲，为桔梗科植物半边莲的带根全草，味甘、淡，性微寒，归肺、肝、肾经，有清

热解毒、利尿消肿之功效，主治痈肿疔疮、蛇虫蛟伤、膨胀水肿、湿热黄疸、湿疹湿疮等病症。

[0022] 旱莲草，味甘、酸，性凉，归肾、肝经，有滋补肝肾、乌须固齿、凉血止血之功效，主治

肝肾不足、眩晕耳鸣、视物昏花、腰膝酸软、发白齿摇、劳淋带浊、咯血、吐血、衄血、尿血、血

痢、崩漏、外伤出血等病症。

[0023] 千斤拔，为豆科千斤拔属植物千斤拔，以根入药，别称蔓千斤拔、吊马桩、吊马墩、

一条根、老鼠尾、钻地风等。味甘、涩，性平，归肺、肾、膀胱经，有祛风除湿、舒筋活络、强筋壮

骨、消炎止痛之功效。

[0024] 菝葜，为百合科植物菝葜的干燥根茎，味甘、微苦、涩，性平，归肝、肾经，有利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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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祛风除痹、解毒散瘀之功效，主治小便淋浊、带下量多、风湿痹痛、疔疮痈肿之功效。

[0025] 上述原料中，海狗肾、狗鞭、熟地和桑葚子，能温肾生精、养血填髓，使人的生命力

旺盛，是为君药；黄精、骨碎补、金樱子和千斤拔能强筋健骨、驱风祛湿，使人体达到阴阳平

衡，是为臣药；土人参和灵芝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又能起到醒脑补气、疏肝理气的作用，是为

佐药；三七和菝葜能活血化瘀、消痰化栓、消痞化结，地骨皮和旱莲草能消烦除渴、乌发养

颜，绞股蓝和半边莲能清热解毒、消炎止痛，是为使药。以上诸药在发挥单一作用的同时，共

奏温肾生精、填髓补血、滋阴壮阳、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消痰化栓、驱风祛湿、强筋健骨、消

烦除渴、美容养颜和延年益寿之功效。

[0026]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27] 进一步，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海狗肾70份、狗鞭130份、熟地70份、黄精130

份、骨碎补110份、桑葚子90份、金樱子100份、土人参70份、灵芝130份、三七110份、绞股蓝

110份、地骨皮110份、半边莲90份、旱莲草70份、千斤拔90份和菝葜70份。

[0028] 进一步，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海狗肾80份、狗鞭120份、熟地80份、黄精120

份、骨碎补120份、桑葚子100份、金樱子90份、土人参80份、灵芝120份、三七120份、绞股蓝

100份、地骨皮120份、半边莲80份、旱莲草80份、千斤拔80份和菝葜80份。

[0029] 进一步，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海狗肾90份、狗鞭110份、熟地90份、黄精110

份、骨碎补130份、桑葚子110份、金樱子80份、土人参90份、灵芝110份、三七130份、绞股蓝90

份、地骨皮130份、半边莲70份、旱莲草90份、千斤拔70份和菝葜90份。

[0030]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是提供上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固精补髓的药物

或保健品中的应用。上述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可以用于制备固精补髓的药物或保健品，

具有广阔的应用领域，消费者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产品的类型。

[0031]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上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在

制备固精补髓的药物或保健品中的应用。

[0032] 对于药物或者保健品的剂型，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习惯和接受度，

添加药物上可接受的辅料，做成片剂、颗粒剂、袋泡茶、胶囊剂、泡腾片、药酒、酊剂、口服液、

糖浆剂等等。

[0033] 本发明的目的之三，是提供一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本发明的固精补髓的原浆

药酒，由酒浸泡上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制备而成，操作容易，市场前景广阔，适合规

模化生产。

[0034]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包括米酒

和上述的中药组合物。

[0035] 米酒，即醪糟中的汤汁，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B12、胡

萝卜素、叶酸、泛酸、烟酸和钙、铁、磷、钾、钠、铜、镁、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

[0036] 本发明的目的之四，是提供一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本发明的固精

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简单，操作容易，市场前景广阔，适合规模化生产。

[0037]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

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步骤1：取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海狗肾70-90份、狗鞭110-130份、熟地70-90份、黄

精110-130份、骨碎补110-130份、桑葚子90-110份、金樱子80-100份、土人参70-90份、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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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30份、三七110-130份、绞股蓝90-110份、地骨皮110-130份、半边莲70-90份、旱莲草

70-90份、千斤拔70-90份和菝葜70-90份；

[0039] 步骤2：在锅里加水180-220重量份，加入放有黄豆8-12重量份和姜皮4-6重量份的

料包，加热煮沸至水呈乳白色，捞出料包，加入步骤1称取的海狗肾和狗鞭，盖上锅盖焖煮，

至水持续沸腾8-12min后，捞出海狗肾和狗鞭，沥干后烘烤，得到烘烤后的海狗肾和狗鞭；

[0040] 步骤3：取步骤1称取的熟地，装入酒缸中，倒入900-950重量份米酒，密封保存至少

12个月，开封，滤除药渣，得到熟地酒；

[0041] 步骤4：将步骤1称取的灵芝切片后，加入步骤1称取的骨碎补、步骤2得到的烘烤后

的海狗肾和狗鞭，混合后，粉碎，得到第一药粉；

[0042] 步骤5：将步骤1称取的黄精、桑葚子、金樱子、土人参、三七、绞股蓝、地骨皮、半边

莲、旱莲草、千斤拔和菝葜，混合后，粉碎，得到第二药粉；

[0043] 步骤6：取布袋，蒸煮消毒后，加入步骤4得到的第一药粉和步骤5得到的第二药粉，

扎紧袋口，平铺放入另一个酒缸的缸底，倒入15000-18000重量份米酒，密封保存6-8天后，

开封，将布袋翻面，再倒入2000-5000重量份米酒，密封保存至少12个月，开封，滤除药渣，得

到原浆酒；

[0044] 步骤7：将步骤3得到的熟地酒与步骤6得到原浆酒混合后，即得到所述固精补髓的

原浆药酒。

[0045]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46] 进一步，步骤2中，所述锅的材质为不锈钢；所述烘烤的温度为75℃-85℃，时间为

20min-30min。

[0047]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采用上述烘烤的参数，既可以最大程度的将蒸煮

后的海狗肾和狗鞭上附着的水分烘干，又可以节约时间。

[0048] 进一步，步骤3中，所述酒缸的材质为陶瓷或玻璃瓶；所述米酒的酒精度为50-52

度；所述密封保存的地点为太阳不直接照射的阴凉处。

[0049]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在药酒的制作过程中，不能采用铁质容器或塑料

容器，这是因为铁质容器或塑料容器中的有害物质易溶解于酒，对人体造成危害。采用上述

酒精度的米酒，在浸泡的过程中能在很大程度上杀灭中药中粘附的病菌以及有害的微生

物、寄生虫及虫卵，使消费者能在安全的条件下饮用。密封保存的时间在12个月以上且放置

在阴凉处，可以最大程度实现中药中的有效成分的溶出，从而提高成品药酒的药效。

[0050] 进一步，步骤4和步骤5中，所述粉碎的粒径均为50目。

[0051] 进一步，步骤6中，所述布袋的材质为纯棉；所述酒缸的材质为陶瓷、玻璃瓶或不锈

钢；所述米酒的酒精度为50-52度；所述密封保存的地点为太阳不直接照射的阴凉处

[0052]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是：在药酒的制作过程中，不能采用铁质容器或塑料

容器，这是因为铁质容器或塑料容器中的有害物质易溶解于酒，对人体造成危害。采用上述

酒精度的米酒，在浸泡的过程中能在很大程度上杀灭中药中粘附的病菌以及有害的微生

物、寄生虫及虫卵，使消费者能在安全的条件下饮用。密封保存的时间在12个月以上且放置

在阴凉处，可以最大程度实现中药中的有效成分的溶出，从而提高成品药酒的药效。

[0053] 上述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饮用方法：每日口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1-2次，每次

50-150毫升，温饮或直饮，60天为一个疗程。禁忌：孕妇及酒精过敏者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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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55] (1)本发明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是按照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经验，由多种药食

同源的原料配制而成，组成合理，配伍得当，各组分的有效成分得以充分释出，具有温肾生

精、填髓补血、滋阴壮阳、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消痰化栓、驱风祛湿、强筋健骨、消烦除渴、美

容养颜、延年益寿的作用，且安全可靠、无毒副作用。

[0056] (2)本发明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具有服用后不易复发、疗效好、见效快、治愈

率高、无毒无副作用等优点，临床上可达到98％以上的有效率。

[0057] (3)本发明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可以用于制备固精补髓的药物或保健品，具

有广阔的应用领域，消费者可以根据需要灵活选择产品的类型。

[0058] (4)本发明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由酒浸泡上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制备

而成，操作容易，市场前景广阔，适合规模化生产。

[0059] (5)本发明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简单，操作容易，市场前景广阔，适

合规模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60]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

明，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61] 实施例1：

[0062] 本实施例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海狗肾70kg、狗鞭

130kg、熟地70kg、黄精130kg、骨碎补110kg、桑葚子90kg、金樱子100kg、土人参70kg、灵芝

130kg、三七110kg、绞股蓝110kg、地骨皮110kg、半边莲90kg、旱莲草70kg、千斤拔90kg和菝

葜70kg。

[0063] 上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固精补髓的药物或保健品中的应用。

[0064] 一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包括米酒和上述的中药组合物。

[0065] 上述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6] 步骤1：取如下重量的原料：海狗肾70kg、狗鞭130kg、熟地70kg、黄精130kg、骨碎补

110kg、桑葚子90kg、金樱子100kg、土人参70kg、灵芝130kg、三七110kg、绞股蓝110kg、地骨

皮110kg、半边莲90kg、旱莲草70kg、千斤拔90kg和菝葜70kg；

[0067] 步骤2：在不锈钢锅里加水180kg，加入放有黄豆8kg和姜皮4kg的料包，加热煮沸至

水呈乳白色，捞出料包，加入步骤1称取的海狗肾和狗鞭，盖上锅盖焖煮，至水持续沸腾8min

后，捞出海狗肾和狗鞭，沥干后，于75℃烘烤30min，得到烘烤后的海狗肾和狗鞭；

[0068] 步骤3：取步骤1称取的熟地，装入陶瓷酒缸中，倒入900kg酒精度为52度的米酒，在

太阳不直接照射的阴凉处，密封保存至少12个月,开封，滤除药渣，得到熟地酒；

[0069] 步骤4：将步骤1称取的灵芝切片后，加入步骤1称取的骨碎补、步骤2得到的烘烤后

的海狗肾和狗鞭，混合后，粉碎至50目，得到第一药粉；

[0070] 步骤5：将步骤1称取的黄精、桑葚子、金樱子、土人参、三七、绞股蓝、地骨皮、半边

莲、旱莲草、千斤拔和菝葜，混合后，粉碎至50目，得到第二药粉；

[0071] 步骤6：取纯棉布袋，蒸煮消毒后，加入步骤4得到的第一药粉和步骤5得到的第二

药粉，扎紧袋口，平铺放入另一个陶瓷酒缸的缸底，倒入15000kg酒精度为52度的米酒，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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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6天后，开封，将布袋翻面，再倒入2000kg酒精度为52度的米酒，在太阳不直接照射的阴

凉处，密封保存至少12个月,开封，滤除药渣，得到原浆酒；

[0072] 步骤7：将步骤3得到的熟地酒与步骤6得到原浆酒混合后，即得到所述固精补髓的

原浆药酒。

[0073] 实施例2：

[0074] 本实施例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海狗肾80kg、狗鞭

120kg、熟地80kg、黄精120kg、骨碎补120kg、桑葚子100kg、金樱子90kg、土人参80kg、灵芝

120kg、三七120kg、绞股蓝100kg、地骨皮120kg、半边莲80kg、旱莲草80kg、千斤拔80kg和菝

葜80kg。

[0075] 上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固精补髓的药物或保健品中的应用。

[0076] 一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包括米酒和上述的中药组合物。

[0077] 上述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8] 步骤1：取如下重量的原料：海狗肾80kg、狗鞭120kg、熟地80kg、黄精120kg、骨碎补

120kg、桑葚子100kg、金樱子90kg、土人参80kg、灵芝120kg、三七120kg、绞股蓝100kg、地骨

皮120kg、半边莲80kg、旱莲草80kg、千斤拔80kg和菝葜80kg；

[0079] 步骤2：在不锈钢锅里加水200kg，加入放有黄豆10kg和姜皮5kg的料包，加热煮沸

至水呈乳白色，捞出料包，加入步骤1称取的海狗肾和狗鞭，盖上锅盖焖煮，至水持续沸腾

10min后，捞出海狗肾和狗鞭，沥干后，于80℃烘烤25min，得到烘烤后的海狗肾和狗鞭；

[0080] 步骤3：取步骤1称取的熟地，装入陶瓷酒缸中，倒入920kg酒精度为51度的米酒，在

太阳不直接照射的阴凉处，密封保存至少12个月,开封，滤除药渣，得到熟地酒；

[0081] 步骤4：将步骤1称取的灵芝切片后，加入步骤1称取的骨碎补、步骤2得到的烘烤后

的海狗肾和狗鞭，混合后，粉碎至50目，得到第一药粉；

[0082] 步骤5：将步骤1称取的黄精、桑葚子、金樱子、土人参、三七、绞股蓝、地骨皮、半边

莲、旱莲草、千斤拔和菝葜，混合后，粉碎至50目，得到第二药粉；

[0083] 步骤6：取纯棉布袋，蒸煮消毒后，加入步骤4得到的第一药粉和步骤5得到的第二

药粉，扎紧袋口，平铺放入另一个陶瓷酒缸的缸底，倒入16500kg酒精度为51度的米酒，密封

保存7天后，开封，将布袋翻面，再倒入3500kg酒精度为51度的米酒，在太阳不直接照射的阴

凉处，密封保存至少12个月，开封，滤除药渣，得到原浆酒；

[0084] 步骤7：将步骤3得到的熟地酒与步骤6得到原浆酒混合后，即得到所述固精补髓的

原浆药酒。

[0085] 实施例3：

[0086] 本实施例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海狗肾90kg、狗鞭

110kg、熟地90kg、黄精110kg、骨碎补130kg、桑葚子110kg、金樱子80kg、土人参90kg、灵芝

110kg、三七130kg、绞股蓝90kg、地骨皮130kg、半边莲70kg、旱莲草90kg、千斤拔70kg和菝葜

90kg。

[0087] 上述的固精补髓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固精补髓的药物或保健品中的应用。

[0088] 一种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包括米酒和上述的中药组合物。

[0089] 上述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90] 步骤1：取如下重量的原料：海狗肾90kg、狗鞭110kg、熟地90kg、黄精110kg、骨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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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kg、桑葚子110kg、金樱子80kg、土人参90kg、灵芝110kg、三七130kg、绞股蓝90kg、地骨皮

130kg、半边莲70kg、旱莲草90kg、千斤拔70kg和菝葜90kg；

[0091] 步骤2：在不锈钢锅里加水220kg，加入放有黄豆12kg和姜皮6kg的料包，加热煮沸

至水呈乳白色，捞出料包，加入步骤1称取的海狗肾和狗鞭，盖上锅盖焖煮，至水持续沸腾

12min后，捞出海狗肾和狗鞭，于85℃烘烤20min，得到烘烤后的海狗肾和狗鞭；

[0092] 步骤3：取步骤1称取的熟地，装入玻璃酒缸中，倒入950kg酒精度为52度的米酒，在

太阳不直接照射的阴凉处，密封保存至少12个月,开封，滤除药渣，得到熟地酒；

[0093] 步骤4：将步骤1称取的灵芝切片后，加入步骤1称取的骨碎补、步骤2得到的烘烤后

的海狗肾和狗鞭，混合后，粉碎至50目，得到第一药粉；

[0094] 步骤5：将步骤1称取的黄精、桑葚子、金樱子、土人参、三七、绞股蓝、地骨皮、半边

莲、旱莲草、千斤拔和菝葜，混合后，粉碎至50目，得到第二药粉；

[0095] 步骤6：取纯棉布袋，蒸煮消毒后，加入步骤4得到的第一药粉和步骤5得到的第二

药粉，扎紧袋口，平铺放入另一个不锈钢酒缸的缸底，倒入18000kg酒精度为52度的米酒，密

封保存8天后，开封，将布袋翻面，再倒入5000kg酒精度为52度的米酒，在太阳不直接照射的

阴凉处，密封保存至少12个月,开封，滤除药渣，得到原浆酒；

[0096] 步骤7：将步骤3得到的熟地酒与步骤6得到原浆酒混合后，即得到所述固精补髓的

原浆药酒。

[0097] 临床试验

[0098] 1、一般资料

[0099] 选取患者400例，其中男性300例，女性100例，年龄最大为75岁，最小为28岁；病程

最短为半年，最长为8年。

[0100] 2、诊断标准

[0101] 上述患者具有阳痿不举、举而不坚、腰膝酸冷、小便频数、夜尿多、腰膝酸痛、四肢

乏力、头晕、自感身热、面赤、口干、盗汗、失眠、耳鸣烦躁、头晕、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0102] 3、治疗方法

[0103] 每日口服实施例1、实施例2或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1-2次，每

次50-150毫升，温饮或直饮，60天为一个疗程。

[0104] 4、疗效标准

[0105] 判别标准为服用实施例1、实施例2或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6

个疗程后，临床症状消失的为治愈，临床症状有所改善或明显改善的为有效，临床症状无明

显改善的为无效。

[0106] 5、结果

[0107] 治愈320例，有效72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为98％。

[0108] 6、典型病例

[0109] (1)白某，男，63岁，广西桂林市人。三年前因脑梗在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回

来，但一年之内已入院抢救了3次，出院后一直靠大量药物维系生命，自述身体虚弱，讲话无

力，睡眠不好。每日口服本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1-2次，每次50-150毫

升，温饮。饮用6个疗程后，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精神状况恢复良好，讲话声音洪亮，中气

十足，睡眠明显好转。饮用两年后，没有再次进医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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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2)张某，男，50岁，广西南宁市人。自述经常出现胸闷，精神不振，全身乏力。每日

口服本实施例2制备得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1-2次，每次50-150毫升，温饮。饮用半个

疗程后，胸闷状况消失，精神状态恢复，不再感觉身体乏力。

[0111] (3)唐某，女，52岁，广西桂林市人。自述两年前做腋下淋巴瘤切除手术，放、化疗

后，自我感觉身体极度虚弱，并伴有脚膝盖疼痛、酸软无力，上下楼梯十分困难。每日口服本

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1-2次，每次50-150毫升，直饮。饮用3个疗程后，

放、化疗后遗症状全部消失，生出新发，医院体检各项指标已恢复正常。饮用6个疗程后，膝

盖已基本恢复，上下楼梯已无明显疼痛和酸软无力的症状。

[0112] (4)王某，男，52岁，广西南宁市人。自述经常头晕、乏力、四肢酸软、易感冒、阴器不

坚、早泄、睡至下半夜全身感觉热，并出微汗。每日口服本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固精补髓的原

浆药酒，1-2次，每次50-150毫升，直饮。饮用3个疗程后，以上症状消失。

[0113] (5)岑某，女，38岁，广西南宁市人。自述经常腰酸乏力，四肢关节经常疼痛，以两膝

关节痛甚，月经延迟多天，经期紊乱。每日口服本实施例2制备得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

1-2次，每次50-150毫升，直饮。饮用1个疗程后，以上症状消失。

[0114] (6)李某，男，43岁，广西柳州市人。自述夫妻姓生活中阳痿不举，而且还感觉时常

头脑空泛，记忆力明显减退，甚至饮食无味。每日口服本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固精补髓的原

浆药酒，1-2次，每次50-150毫升，温饮。饮用3个疗程后，以上症状消失。

[0115] (7)朱某，男，61岁，湖南长沙市人。自述30岁时出现心口辣痛，有时胀痛，当时以为

是胃疼，只是随意吃些治疗胃疼的药物。55岁以后出现心口剧烈疼痛，经常晚上被痛醒。每

日口服本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1-2次，每次50-150毫升，温饮。饮用3个

疗程后，以上症状消失。现一直坚持每天口服该药酒，至今6年多，未再复发。

[0116] (8)黄某，男，31岁，广西桂林市阳朔人。自述结婚两年无小孩，到医院检查，其精子

成活率只有39％。后每日口服本实施例2制备得到的固精补髓的原浆药酒，1-2次，每次50-

150毫升，直饮。饮用3个疗程后，到医院检查，精子成活率达到96％，并在次年成功育得一

孩，现小孩已经3岁大。现一直坚持每天口服该药酒，并准备生育二孩。

[0117] 病例(1)相类似病例有17例，病例(2)相类似病例有33例，病例(3)相类似病例有9

例，病例(4)相类似病例有54例，病例(5)相类似病例有63例，病例(6)相类似病例有49例，病

例(7)相类似病例有57例，病例(8)相类似病例有3例，其它病例115例。

[011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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