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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便秘的中药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该中药组合物的有效组分由以下

重量份数的药材制成：沙棘叶5-40份、肉苁蓉2-

20份、火麻仁2-20份、黄芪2-30份、女贞子2-20

份、当归5-20份、枳椇子3-10份、莱菔子(炒)1-10

份。该中药组合物具有补脾益肾、增强免疫力、润

肠通便的作用，且安全无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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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便秘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其有效组分由以下重量份数的药材制成：

沙棘叶5-40份、肉苁蓉2-20份、火麻仁2-20份、黄芪2-30份、女贞子2-20份、当归5-20份、枳

椇子3-10份、炒莱菔子1-10份；

且通过如下步骤制备：

(1)取火麻仁、炒莱菔子粉碎，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得油，备用；

(2)取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和沙棘叶，加6-10倍量的水浸泡至少1小时，

然后密闭煎煮2-3次，每次0.5-2小时，合并煎液，加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50％-70％，

静置过夜，取上清液，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3)取步骤(1)制得的油和步骤(2)制得的提取物混合，即得有效组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其有效组分由以下重量份数的药材

制成：沙棘叶5-30份、肉苁蓉2-18份、火麻仁2-15份、黄芪2-20份、女贞子2-15份、当归5-15

份、枳椇子5-8份、炒莱菔子1-8份。

3.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取火麻仁、炒莱菔子粉碎，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得油，备用；

(2)取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和沙棘叶，加6-10倍量的水浸泡至少1小时，

然后密闭煎煮2-3次，每次0.5-2小时，合并煎液，加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50％-70％，

静置过夜，取上清液，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3)取步骤(1)制得的油和步骤(2)制得的提取物混合，即得有效组分。

4.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干燥为喷雾干燥、减压干

燥或流化床干燥。

5.一种治疗便秘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包括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中药组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还包括药剂学可接受的辅料。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剂学可接受的辅料包括淀粉、微晶

纤维素、蔗糖、糊精、乳糖、葡萄糖、氯化钠、羧甲基纤维素钠、交联聚乙烯吡咯烷酮、硬脂酸

镁、微粉硅胶、维生素C、柠檬酸和亚硫酸钠、木糖醇、聚乙二醇、单糖浆、磷酸氢钙、二氧化

硅、乙醇、苯甲酸钠、吐温80中的一种或几种。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的剂型为口服制剂。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服制剂为片剂、胶囊剂、颗粒剂、丸

剂、糖浆剂或口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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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便秘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治疗便秘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便秘是大便秘结的简称，粪便在肠道内滞留时间过久，排便时间延长，每周排便少

于3次者称为便秘。便秘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症状，虽不是大病，但对人体的危害很大，甚至

可以致命的。便秘对消化系统的影响是最为常见的，便秘可以导致腹胀、腹痛、排气多、食欲

不振、消化不良、直肠溃疡等等，可增加肠癌的发病率；此外，便秘可引发自身中毒，造成精

神和内分泌紊乱，引发面部灰暗、痤疮、头痛、心烦、失眠、脾气暴躁等，大便干结引起排便困

难，造成腹腔压力升高，血压升高，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心梗、脑梗等。此外，严重便秘还

可造成急性肠壁坏死、破裂、穿孔、扭转，严重时也会致人死命。所以，便秘是健康的大敌。

[0003] 一般认为，便秘是由于年龄的增长，人体进食量和体力活动减少，使得胃肠道分泌

减少，结肠的张力与蠕动减弱和肛垫区的直肠肛管移行，上皮敏感程度下降等综合原因造

成的。中医理论认为便秘的发生主要源于体内津液不充分，肠道失其濡养，因而结滞。金元

时期著名医家李东垣在《脾胃论·脾胃胜衰论》谓:“夫脾胃不足，皆为血病。是阳气不足，阴

气有余，故九窍不通，诸阳气根于阴血中，阴血受火邪则阴盛，阴盛则上乘阳分，而阳道不

行，无生发升腾之气也。”火伏于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造成津液不能濡润而成大便秘

结。由于津血同源，脾胃损伤运化失调，后天之本泛源，血分枯涩，肠道失其润泽，则大便秘

结。李东垣治疗便秘基本是立足于脾胃虚弱，血分涩滞为主，以养、升、润为主，常能取得满

意的疗效。

[0004] 目前，随着居民饮食结构、精神和社会因素等多方面影响，便秘患病率呈逐渐上升

趋势。从全球看，发达国家便秘的发病率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目前文献所报道我国成人普

通人群便秘的患病率为3.19％-11.6％，其中功能性便秘的发病率为6％。女性发病率明显

高于男性。成年便秘人群有相当部分是因为脾胃虚弱，不能运化五谷杂粮从而大便秘结。特

别是老年人作为便秘的高发人群，总发病率已达到11.5％，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不断

升高。中医认为老年人便秘多因为气血阴阳虚衰，脏腑机能衰退，脾胃虚弱，气血虚少，气虚

则大肠传送无力。血虚则肠道失润，阴津不足，则津亏肠燥，阳虚而阴寒内盛，糟粕固涩，不

得下行，故而发生便秘。

[0005] 便秘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调整饮食、运动疗法、排便指导、心理调护、药物治疗及

手术治疗等。其中，前4种方法属于基础治疗，需要长期坚持。而手术治疗的无效率和复发率

较高，仅能短时间缓解症状，费用较高，得不到患者的认同。所以药物治疗是目前使用最为

频繁的方法，但是药物治疗基本以泻药为主，虽然见效快，但副反应多，长期用药易产生药

物依赖性，只能短期使用缓解症状，如年老体衰者和脾胃虚弱的患者用这类药物，实际上是

加重了患者的病情，因此，开发一种安全有效的健康产品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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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治疗便秘的中药组合物，通过选择合适的药食同

源原料及其配比，达到补脾益肾、增强免疫力、润肠通便的显著作用，且安全无毒副作用。

[0007]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治疗便秘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

[0008]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是提供一种治疗便秘的药物，其包括本发明所述的中药组合

物。

[0009]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下述技术方案：

[0010]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便秘的中药组合物，其有效组分由以下重量份数的药材制

成：沙棘叶5-40份、肉苁蓉2-20份、火麻仁2-20份、黄芪2-30份、女贞子2-20份、当归5-20份、

枳椇子3-10份、莱菔子(炒)1-10份。

[0011] 进一步地，其有效组分还可以由以下重量份数的药材制成：沙棘叶5-30份、肉苁蓉

2-18份、火麻仁2-15份、黄芪2-20份、女贞子2-15份、当归5-15份、枳椇子5-8份、莱菔子(炒)

1-8份。

[0012] 沙棘叶：为胡颓子科沙棘属植物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  L.)的干燥叶。性味

酸、涩、温，归脾、胃、肺、心经。具有健脾消食，止咳化痰，活血散瘀的作用，可用于脾虚食少，

食积腹痛，咳嗽痰多，胸痹心痛，瘀血经闭，跌仆瘀肿。沙棘叶所含黄酮类成分为主要活性成

分，其中以槲皮素、异鼠李素、山柰酚及其苷类芦丁等成分为主。具有抗心肌缺血、抗心律失

常、提高耐缺氧能力、降低血清胆固醇、抑制血小板聚集以及抗溃疡、抗肿瘤、抗炎、抗过敏、

抗氧化、抗衰老、抗辐射和抗菌、抗病毒等广泛的药理作用。据报道，沙棘叶总黄酮含量明显

高于沙棘其他药用部位。

[0013] 肉苁蓉：为列当科植物肉苁蓉(Cistanche  deserticola  Y.C.Ma)或管花肉苁蓉

(Cistanche  tubulosa(Schenk)Wight)的肉质茎。性味甘、咸、温。归肾，大肠经。具有补肾

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的作用。用于肾阳不足，精血亏虚，阳痿不孕，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肠

燥便秘。

[0014] 火麻仁：为桑科植物大麻(Cannabis  sativa  L .)的干燥成熟果实。味甘性平，归

脾、胃、大肠经，能润肠通便，兼有滋养补虚作用。适用于老人、产妇及体弱津血不足的肠燥

便秘证。有文献(贺海波，石孟琼.火麻仁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进展，中国民族民间医

药，2010,15:56-57)显示：大麻酚类是火麻仁成瘾性和毒性成分，主要存在于叶、茎和根中，

在果仁中含量很低，而且多存在于果皮中。为了减少本品的成瘾性，处方中优选去果皮的火

麻仁。

[0015] 黄芪：为豆科植物蒙古黄芪或膜荚黄芪的干燥根。性甘微温，归肺，脾经。具有补气

升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行滞通痹，脱毒排脓，敛疮生肌的作用。黄芪能促进机

体代谢、抗疲劳、促进血清和肝脏蛋白质的更新；有明显的利尿作用，能消除实验性肾炎尿

蛋白；能改善贫血动物现象；能升高低血糖，降低高血糖；能兴奋呼吸；能增强和调节机体免

疫功能，对干扰素系统有促进作用，可提高机体的抗病力；黄芪能够延长小肠的峰电位发放

时间,改善肠管平滑肌的血循环，促进小肠的兴奋和运动。

[0016] 女贞子：为木犀科女贞属植物女贞(Ligustrum  lucidum  Ait.)的干燥果实。性甘，

凉，味苦，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明目乌发，强腰膝的作用。用于阴虚内热，头晕，目花，

耳鸣，腰膝酸软，须发早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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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当归：为形科植物当归(Angelica  sinensis(Oliv.)Diels)的根。味甘性辛，温。归

肝，心，脾经。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的作用。用于血虚萎黄、眩晕心悸、月经不

调、经闭痛经、虚寒腹痛、肠燥便秘、风湿痹痛、跌扑损伤、痈疽疮疡等。

[0018] 枳椇子：为鼠李科植物枳椇的带有肉质果柄的果实。药用最早见于《唐本草》。李时

珍《本草纲目》认为其＂味甘、性平、无毒，有止渴除烦，去膈上热，润五脏，利大小便，功同蜂

蜜＂，是糖尿病患者的理想果品。

[0019] 莱菔子：为十字花科植物萝卜(Raphanus  sativus  L .)的干燥成熟种子。性辛味

甘，平。归肺，脾，胃经。具有消食除胀，降气化痰作用。可用于饮食停滞，脘腹胀痛，大便秘

结，积滞泻痢，痰壅喘咳等。本发明优选炒制的莱菔子，因莱菔子有“生升熟降”的特点，炒制

后的莱菔子降气开郁而不伤阴，降气通便作用优于枳实厚朴。

[002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

[0021] (1)取火麻仁、莱菔子(炒)粉碎，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得油，备用；

[0022] (2)取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和沙棘叶，加6-10倍量的水浸泡至少1小

时，然后密闭煎煮2-3次，每次0.5-2小时，合并煎液，加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50％-

70％，静置过夜，取上清液，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0023] (3)取步骤(1)制得的油和步骤(2)制得的提取物混合，即得有效组分。

[0024] 进一步地，上述方法中，所述干燥为喷雾干燥、减压干燥或流化床干燥。

[002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治疗便秘的药物，该药物包括上述中药组合物，进一步地，为

了便于使用和携带，该药物还可以包括药剂学可接受的辅料，通过常规工艺制成各种剂型。

[0026] 进一步地，所述药剂学可接受的辅料包括淀粉、微晶纤维素、蔗糖、糊精、乳糖、葡

萄糖、氯化钠、羧甲基纤维素钠、交联聚乙烯吡咯烷酮、硬脂酸镁、微粉硅胶、维生素C、柠檬

酸和亚硫酸钠、木糖醇、聚乙二醇、单糖浆、磷酸氢钙、二氧化硅、乙醇、苯甲酸钠、吐温80中

的一种或几种。

[0027] 在本发明中，所述治疗便秘的药物的剂型优选为口服制剂，包括但不限于片剂、胶

囊剂、颗粒剂、丸剂、糖浆剂或口服液。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9] 本发明中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剂有明显的通便作用，且安全无毒副作用。本品攻补

兼施，以养、润为主，方中沙棘叶、肉苁蓉协同作用滋补脾肾，火麻仁润肠通便，黄芪、女贞

子、当归和枳椇子协同作用补气滋阴，补血润肠，莱菔子下气除胀，共凑补肾健脾，缓下通便

的作用。本方攻补兼施，标本兼治，对脾胃气虚或老年体弱患者尤为适用。本品选用药材均

为药食同源材料，食用安全有效，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可长期服用。适于年老体衰、久病虚弱

等脾肾虚弱的患者服用，在临床运用很有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本领

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下面所具体描述的内容是说明性的而非限制性的，不应以此限制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1] 实施例1

[0032] 沙棘叶20份、肉苁蓉15份、火麻仁10份、黄芪15份、女贞子10份、当归12份、枳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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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份、莱菔子(炒)8份

[0033] 制备方法如下：

[0034] 1)取处方量火麻仁、莱菔子(炒)粉碎，过2号筛，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

得油，备用；

[0035] 2)取处方量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沙棘叶，加10倍量纯水浸泡1小

时，然后密闭煎煮2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液，加适量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50％，静置

过夜，取上清液，回收乙醇，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喷雾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0036] 3)将上述第1)步工艺制得的油和经第2)步工艺制得的提取物粉混合，即得有效组

分；再将该有效组分与适量微晶纤维素、乳糖、交联羧甲基纤维素纳混合均匀，加入润湿剂

制备软材，制粒，干燥，整粒，填充胶囊，包装，即得胶囊剂。

[0037] 实施例2

[0038] 沙棘叶30份、肉苁蓉15份、火麻仁15份、黄芪30份、女贞子12份、当归15份、枳椇子

10份、莱菔子(炒)8份

[0039] 制备方法如下：

[0040] 1)取处方量火麻仁、莱菔子(炒)粉碎，过2号筛，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

得油，备用；

[0041] 2)取处方量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沙棘叶，加8倍量纯水浸泡2小时，

然后密闭煎煮2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液，加适量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70％，静置过

夜，取上清液，回收乙醇，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减压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0042] 3)将上述第1)步工艺制得的油和经第2)步工艺制得的提取物粉混合，即得有效组

分；再将该有效组分与适量微晶纤维素、乳糖、交联羧甲基纤维素纳、磷酸氢钙、二氧化硅混

合均匀，用干法制粒机制粒，颗粒过20目筛；

[0043] 4)将制备的颗粒与交联羧甲基纤维素纳和硬脂酸镁混合均匀后，调节片重、硬度，

压片，包装，即得片剂。

[0044] 实施例3

[0045] 沙棘叶10份、肉苁蓉10份、火麻仁8份、黄芪8份、女贞子5份、当归8份、枳椇子5份、

莱菔子(炒)4份

[0046] 制备方法如下：

[0047] 1)取处方量火麻仁、莱菔子(炒)粉碎，过2号筛，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

得油，备用；

[0048] 2)取处方量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沙棘叶，加6倍量纯水浸泡1小时，

然后密闭煎煮2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液，加适量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65％，静置过

夜，取上清液，回收乙醇，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流化床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0049] 3)将上述第1)步工艺制得的油和经第2)步工艺制得的提取物粉混合，即得有效组

分；再将该有效组分与适量的蔗糖、糊精混合均匀，用水制备软材，制粒，干燥，整粒，分装后

即得颗粒剂。

[0050] 实施例4

[0051] 沙棘叶15份、肉苁蓉10份、火麻仁10份、黄芪8份、女贞子6份、当归10份、枳椇子10

份、莱菔子(炒)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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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制备方法如下：

[0053] 1)取处方量火麻仁、莱菔子(炒)粉碎，过2号筛，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

得油，备用；

[0054] 2)取处方量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沙棘叶，加10倍量纯水浸泡1小时

后，密闭煎煮2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液，加适量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65％，静置过夜，

取上清液，回收乙醇，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喷雾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0055] 3)将上述第1)步工艺制得的油与微晶纤维素(PH-102NF型号)、磷酸氢钙混合均匀

后，加入二氧化硅、硬脂酸镁混匀，调节片重及压力，制备片剂1。

[0056] 4)将上述第2)步制得的提取物与适量微晶纤维素、乳糖、交联羧甲基纤维素纳混

合均匀，用干法制粒机制粒，颗粒过20目筛，将制备的颗粒和硬脂酸镁混合均匀后，调节片

重、硬度，压片，即得片剂2。

[0057] 5)将片剂1与片剂2装入00#胶囊，铝塑包装后即得胶囊剂。

[0058] 实施例5

[0059] 沙棘叶25份、肉苁蓉15份、火麻仁10份、黄芪20份、女贞子10份、当归10份、枳椇子

10份、莱菔子(炒)8份

[0060] 制法如下：

[0061] 1)取处方量火麻仁、莱菔子(炒)粉碎，过2号筛，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

得油，备用；

[0062] 2)取处方量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沙棘叶，加10倍量纯水浸泡1小

时，然后密闭煎煮2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液，加适量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50％，静置

过夜，取上清液，回收乙醇，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喷雾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0063] 3)用纯化水溶解黄原胶，溶解完全后加入吐温80摇匀作为乳化剂备用；

[0064] 4)取适量纯化水及乙醇的混合物溶解步骤2)所得提取物，溶解完全后加入乳化剂

搅匀，作为水相和乳化剂混合液备用；

[0065] 5)匀速搅拌步骤4)所得混合液，取步骤1)所得油溶液缓缓加入混合液中，待全部

加入油溶液后开启乳化机乳化，即得口服液。

[0066] 实施例6

[0067] 沙棘叶30份、肉苁蓉15份、火麻仁15份、黄芪20份、女贞子10份、当归8份、枳椇子8

份、莱菔子(炒)8份

[0068] 制法如下：

[0069] 1)取处方量火麻仁、莱菔子(炒)粉碎，过2号筛，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

得油，备用；

[0070] 2)取处方量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沙棘叶，加10倍量纯水浸泡1小

时，然后密闭煎煮2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液，加适量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50％，静置

过夜，取上清液，回收乙醇，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喷雾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0071] 3)取步骤1)所得的油溶液及步骤2)所得的提取物混合后加入适量5％羧甲基纤维

素钠水溶液制备软材，加入挤出滚圆机制备母丸，将制得的母丸放入滚圆机中滚圆处理后

即得丸剂。

[0072] 实施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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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沙棘叶20份、肉苁蓉15份、火麻仁10份、黄芪15份、女贞子10份、当归8份、枳椇子8

份、莱菔子(炒)8份

[0074] 制法如下：

[0075] 1)取处方量火麻仁、莱菔子(炒)粉碎，过2号筛，得粗粉混合物，用超临界CO2萃取

得油，备用；

[0076] 2)取处方量肉苁蓉、黄芪、当归、枳椇子、女贞子、沙棘叶，加10倍量纯水浸泡1小

时，然后密闭煎煮2次，每次1小时，合并煎液，加适量乙醇，使煎液中含醇量达到50％，静置

过夜，取上清液，回收乙醇，浓缩至60℃条件下相对密度1.0-1.2，喷雾干燥得提取物，备用；

[0077] 3)取步骤2)所得提取物，加入适量纯化水溶解，待溶解完全后加入蔗糖至饱和，过

滤后滤液备用；

[0078] 4)取乙醇与步骤1)所得油溶液混合后加入步骤3)所得的滤液中，搅匀即得糖浆

剂。

[0079] 试验例1本发明药物治疗便秘临床观察

[0080] 一般资料：本组患者80例(男45例，女35例，年龄40-81岁)，随机分为实验组A、实验

组B、实验组C、实验组D、对照组(服用福松)，每组16人。

[0081] 实验组A：服用实施例1所得通便制剂，一日2次，一次3粒；

[0082] 实验组B：与实施例1组方不同之处在于，组方去掉肉苁蓉，沙棘叶的用量为35份，

按照实施例1方法制得通便制剂，一日2次，一次3粒；

[0083] 实验组C：与实施例1组方不同之处在于，组方去掉当归，黄芪的用量增为27份，按

照实施例1方法制得通便制剂，一日2次，一次3粒；

[0084] 实验组D：按照实施例1的组方配比一日用剂量，用常规煎煮法制备，步骤包括：先

用水浸泡30分钟，然后武火煎开，改为文火煎30分钟；滤出药液，加水继续煎煮，第二遍煎煮

用武火煎开后文火20分钟。两遍药液混合在一起，大约有两碗，分2次服用，一日服完。每日

服用前煎煮一付；

[0085] 对照组：福松(聚乙二醇4000散)，日2次，每次10g；

[0086] 5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病情程度经X2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0087] 方法：观察每组对象口服各药后每天症状及变化。观察期半个月。

[0088] 疗效判定：临床症状积分标准为(1)排便间隔时间：≤48h为0分，48～72h为2分，≥

72h为4分，(2)排便时间：≤5min为0分，5～10min为2分，≥10min为4分(3)大便性状：成形不

干结者为0分，大便干结者为2分，大便干结如羊粪者为4分，疗效判定标准为：痊愈：大便恢

复正常，所有症状消失，积分降至0分。显效：大便正常或基本正常，排便间隔时间在48h内，

其他症状基本消失，积分减少≥2/3。有效：大便干硬程度明显改善，排便间隔时间缩短24h，

其他症状明显好转，积分减少在1/3～2/3之间。无效：大便情况无好转，排便间隔时间无改

变，其他症状无改善，积分减少≤1/3。

[0089] 临床结果见下表：

[0090] 表1两组疗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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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0092] 福松主要成分是聚乙二醇4000，属于渗透性泻药，具有润湿、软化大便，刺激结肠

的作用，实验组A与对照组相比，痊愈率和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没有腹痛、泄泻的不

良反应；与实验组B、C相比，疗效均优于B、C组，说明实验组A组方合理，各药材之间有协同作

用；实验组A与实验组D相比，A组结果优于D组，说明将组方中油性部分单独提取，富集油性

成分，有利于提高本品的疗效。

[0093] 试验例2：本品对便秘小鼠小肠推动运动的影响

[0094] 动物：选用健康昆明种小鼠，体重18-22g，共60只，雌雄各半(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

动物公司提供)；

[0095] 试剂：复方地芬诺酯片(厂家、批号)，活性炭，明胶。

[0096] 实验组药物：

[0097] 实验组A：按上述实施例3制备本发明药物制剂颗粒剂，按照7.45g生药/kg灌胃给

药；

[0098] 实验组B：与实施例3组方不同之处在于，组方去掉肉苁蓉，沙棘叶的用量为20份，

按照实施例3方法制得通便制剂，按照7.45g生药/kg灌胃给药；

[0099] 实验组C：与实施例3组方不同之处在于，组方去掉当归，黄芪的用量为16份，按照

实施例3方法制得通便制剂，照7.45g生药/kg灌胃给药；

[0100] 1)墨汁配制：准确称取明胶10g，于碾钵中碾细，加蒸馏水50ml，煮沸至溶液透明，

加入准确称量的活性碳5g，再次煮沸，待溶液冷却后加入蒸馏水定容至100ml，用前摇匀。

[0101] 2)0.25％复方地芬诺酯混悬浮液的配制：取复方地芬诺酷片25mg，用研钵研碎成

粉末后加蒸馏水定容至100mL，临用前配制。

[0102] 方法：

[0103] 将小鼠60只适应性喂养7天后，随机分成5组，雌雄各半，每组12只。分别为空白对

照组、模型组(复方地芬诺酯组)，实验组A、实验组B、实验组C。采取灌胃法，空白对照组和模

型组灌蒸馏水(0.4ml/只)，药物组分别连续给予受试物14d后，各组小鼠禁食不禁水24h，称

重，药物组给予受试物、对照组及模型组给予等量蒸馏水。30min后，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

各组灌胃复方地芬诺酯5mg/kg。30min后，各组灌胃墨汁0.4mL/只。经20min，脱颈椎处死动

物，开腹取小肠，剪取上端自幽门，下端至回盲部的肠管，轻拉成直线，测量小肠全长和幽门

至墨水运动前沿位移，计算小肠墨汁推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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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0105] 表2对地芬诺酯引起的便秘模型小鼠小肠墨汁推进率的影响

[0106]

[0107] 与模型组相比，P<0.01

[0108] 由上表可见，模型组小鼠的小肠墨汁推进率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表明便秘模型

建立成功。经统计分析，实验组A、B、C小鼠的墨汁推进率均高于模型组，表明具有促进小鼠

小肠运动的作用。其中，实验组A的墨汁推进率远远高于实验组B和实验组C，说明实验组A的

药物之间协同作用好于实验组B和实验组C。

[0109] 显然，本发明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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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是属于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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