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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

汤的配方及其制备方法，具体涉及医药技术领

域，包括生黄芪50-70g、红藤10-20g、当归5-15g、

忍冬藤10-20g、生蒲黄6-14g、川牛膝6-14g和生

甘草4-8g。本发明通过合理配方搭配，生黄芪固

表、托疮和利水，能够补中益气，红藤活血止痛和

祛风除湿，当归补血活血，忍冬藤消肿，促进骨组

织修复，生蒲黄止血化瘀，川牛膝祛瘀止痛，生甘

草益气补中，调和诸药，诸药配合调补气血,祛瘀

通痹，对治疗膝骨关节炎有奇效，另外柠檬片能

够改善血液循环，保持骨骼、组织和软骨健康，加

速康复，加入薄荷叶和蜂蜜，使汤液气味芳香，口

感好，提高药汤的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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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其特征在于：其中所使用的主料按重量计包

括：生黄芪50-70g、红藤10-20g、当归5-15g、忍冬藤10-20g、生蒲黄6-14g、川牛膝6-14g和生

甘草4-8g。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其特征在于：其中所使

用的主料按重量计包括：生黄芪58-62g、红藤13-17g、当归8-12g、忍冬藤13-17g、生蒲黄8-

12g、川牛膝8-12g和生甘草5-7g。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其特征在于：所述配方

中还包括调和剂，所述调和剂由蜂蜜、柠檬片和薄荷叶组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其特征在于：所述调和

剂的使用量分别设置为：蜂蜜2-5匙、柠檬片2-3片和薄荷叶3-4片。

5.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操作步骤为：

步骤一：准备原料，按比例取生黄芪、红藤、当归、忍冬藤、生蒲黄、川牛膝和生甘草，风

力筛选除尘后使用分切机分别将原料切碎，之后筛机过筛取细料，使用布带收纳碎料并混

合拍打，完成药包的制备；

步骤二：将药包放入砂锅中，并加入清水冷浸，清水淹没药包并高出药包3-5cm；

步骤三：冷浸完成后，将砂锅放在煤气炉上以武火煮沸，之后转入文火煎煮；

步骤四：在煎煮后期继续加入清水，并放入蜂蜜、柠檬片和薄荷叶，待汤液重新沸腾后

关火，并加盖焖至冷却出锅温度；

步骤五：将药包沥干取出，并过滤煎煮液中的杂质残余，得到芪藤汤，将芪藤汤等量均

分，并无菌罐装，放置于阴凉干燥处储存。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筛机的目数设置为40-50目，所述布带的目数设置为90-100目。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二中清水使用量为药包体积的4-6倍，浸泡时间设置为45-60min。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三中文火煎煮过程中间断性翻转药包，并用勺子挤压药包。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四中清水加入量设置为150-200ml，所述冷却出锅温度设置为30-40℃。

10.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步骤五中均分量值设置为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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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医药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本发明涉及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

汤的配方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骨关节炎是以关节软骨退变为主的病理改变，临床以关节疼痛、肿胀、及活动受限

为主要症状的慢性骨关节病。发病机制受年龄因素、遗传因素、外部刺激等因素的多重作用

导致滑膜、软骨和骨的代谢改变，进而产生炎症。骨关节炎属于“骨痹”范畴。认为其发病不

外乎外感风寒湿邪，内伤于肝肾不足，气血失和或有跌仆损伤，均使气血运行不畅，络脉阻

滞不通，病久则肝肾两亏，筋软骨萎，功能障碍。该疾患的治疗，主要为中西药物治疗和非药

物治疗，其中非药物治疗为患者健康教育、自我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助行工具

的使用、膝内翻的楔行鞋垫、职业治疗及关节保护、日常生活的辅助设施等；药物治疗包括：

透明质酸钠关节腔内注射，口服氨基葡萄糖，口服或外用非甾体镇痛抗炎药。

[0003] 专利申请公布号CN  105381272  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治疗骨关节炎的中药汤

剂及其制备方法，包括怀牛膝17-35份，黄芪12-29份，鸡骨草8-16份，瓜蒌子11-24份，肉苁

蓉10-18份，西青果5-12份，苦玄参15-28份，宽筋藤7-16份，广东紫珠3-9份，天麻5-15份，苦

地丁4-16份，枳壳5-21份，卜芥9-23份，川射干10-19份，杜仲12-28份。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

具有补肾益精、气血双补、活血化瘀、通络强筋、祛风除湿、止痛祛痹作用，对多种病因引起

的骨关节炎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本发明所选材料皆为传统中药材料，药源易得，疗效显

著，无任何毒副作用。

[0004] 但是上述技术方案中提供的一种治疗骨关节炎的中药汤剂及其制备方法，在实际

运用时，药材成分复杂，混合后容易发生反应，长期服用容易对人体产生副作用。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

汤的配方及其制备方法，通过配方搭配，生黄芪具有固表、托疮和利水的功效，能够补中益

气，红藤具有活血止痛和祛风除湿的功效，当归具有补血活血的功效，忍冬藤具有消肿的功

效，促进骨组织修复的功效，生蒲黄具有止血化瘀的功效，川牛膝具有祛瘀止痛的功效，生

甘草具有益气补中和调和诸药的功效，诸药配合调补气血,祛瘀通痹，对治疗膝骨关节炎有

奇效，另外柠檬片能够改善血液循环，促进伤口愈合，保持骨骼、组织和软骨健康，防止骨质

疏松，抑制体内炎症，加速康复，加入薄荷叶和蜂蜜，使汤液气味芳香，口感好，还能提高药

汤的保质期，以解决背景技术中所提出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

方，其中所使用的主料按重量计包括：生黄芪50-70g、红藤10-20g、当归5-15g、忍冬藤10-

20g、生蒲黄6-14g、川牛膝6-14g和生甘草4-8g。

[0007] 优选的，所述主料按重量计包括：生黄芪58-62g、红藤13-17g、当归8-12g、忍冬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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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g、生蒲黄8-12g、川牛膝8-12g和生甘草5-7g。

[0008] 优选的，所述配方中还包括调和剂，所述调和剂由蜂蜜、柠檬片和薄荷叶组成。

[0009] 优选的，所述调和剂的使用量分别设置为：蜂蜜2-5匙、柠檬片2-3片和薄荷叶3-4

片。

[0010] 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具体操作步骤为：

[0011] 步骤一：准备原料，按比例取生黄芪、红藤、当归、忍冬藤、生蒲黄、川牛膝和生甘

草，风力筛选除尘后使用分切机分别将原料切碎，之后筛机过筛取细料，使用布带收纳碎料

并混合拍打，完成药包的制备；

[0012] 步骤二：将药包放入砂锅中，并加入清水冷浸，清水淹没药包并高出药包3-5cm；

[0013] 步骤三：冷浸完成后，将砂锅放在煤气炉上以武火煮沸，之后转入文火煎煮；

[0014] 步骤四：在煎煮后期继续加入清水，并放入蜂蜜、柠檬片和薄荷叶，待汤液重新沸

腾后关火，并加盖焖至冷却出锅温度；

[0015] 步骤五：将药包沥干取出，并过滤煎煮液中的杂质残余，得到芪藤汤，将芪藤汤等

量均分，并无菌罐装，放置于阴凉干燥处储存。

[0016] 优选的，所述筛机的目数设置为40-50目，所述布带的目数设置为90-100目。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二中清水使用量为药包体积的4-6倍，浸泡时间设置为45-

60min。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三中文火煎煮过程中间断性翻转药包，并用勺子挤压药包。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四中清水加入量设置为150-200ml，所述冷却出锅温度设置为

30-40℃。

[0020] 优选的，所述步骤五中均分量值设置为100ml。

[0021]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和优点：

[0022] 1、通过配方搭配，生黄芪具有固表、托疮和利水的功效，能够补中益气，红藤具有

活血止痛和祛风除湿的功效，当归具有补血活血的功效，忍冬藤具有消肿的功效，促进骨组

织修复的功效，生蒲黄具有止血化瘀的功效，川牛膝具有祛瘀止痛的功效，生甘草具有益气

补中和调和诸药的功效，诸药配合调补气血,祛瘀通痹，对治疗膝骨关节炎有奇效，另外柠

檬片能够改善血液循环，促进伤口愈合，保持骨骼、组织和软骨健康，防止骨质疏松，抑制体

内炎症，加速康复，加入薄荷叶和蜂蜜，使汤液气味芳香，口感好，还能提高药汤的保质期；

[0023] 2、通过制备药包、冷浸、煎煮、加入清水和调和剂和过滤分装的工艺步骤生产芪藤

汤，药材的有效提取率高，提高药效成分，能够加速病患康复，缩短用药周期，减少了资源浪

费，且加工简单，便于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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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

范围。

[0025] 实施例1：

[002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其中所使用的主料按重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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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生黄芪58g、红藤13g、当归8g、忍冬藤13g、生蒲黄8g、川牛膝8g和生甘草5g。

[0027] 进一步的，所述配方中还包括调和剂，所述调和剂由蜂蜜、柠檬片和薄荷叶组成。

[0028] 进一步的，所述调和剂的使用量分别设置为：蜂蜜2匙、柠檬片2片和薄荷叶3片；

[0029] 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具体操作步骤为：

[0030] 步骤一：准备原料，按比例取生黄芪、红藤、当归、忍冬藤、生蒲黄、川牛膝和生甘

草，风力筛选除尘后使用分切机分别将原料切碎，之后筛机过筛取细料，筛机的目数设置为

40目，使用布带收纳碎料并混合拍打，布带的目数设置为90目，完成药包的制备；

[0031] 步骤二：将药包放入砂锅中，并加入清水冷浸，清水使用量为药包体积的4倍，清水

淹没药包并高出药包3cm，浸泡时间设置为45min；

[0032] 步骤三：冷浸完成后，将砂锅放在煤气炉上以武火煮沸，之后转入文火煎煮，文火

煎煮过程中间断性翻转药包，并用勺子挤压药包；

[0033] 步骤四：在煎煮后期继续加入清水，清水加入量设置为150ml，并放入蜂蜜、柠檬片

和薄荷叶，待汤液重新沸腾后关火，并加盖焖至冷却出锅温度，冷却出锅温度设置为30℃；

[0034] 步骤五：将药包沥干取出，并过滤煎煮液中的杂质残余，得到芪藤汤，将芪藤汤等

量均分，均分量值设置为100ml，并无菌罐装，放置于阴凉干燥处储存。

[0035] 该芪藤汤封装后以单包为一次剂量，具体用法为：每日早晚各1次，每次1袋，在饭

后1小时后温服，且14次为1个疗程。

[0036] 本实施例中制备的芪藤汤，药用成分高，药效温和，不刺激，入口清香，口感微甜，

在制备完成后对药渣残留成分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药材有效成分提取率为93.6％，另外本

实施例中随机选择了10位风湿关节炎患者，根据本实施例中制备的芪藤汤治疗，并对其进

行了病情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在用药后痛感得到缓解，轻度病患在持续用药4.5-5个

疗程后基本能够康复，最后，以满分十分标准的评价环节中,10位患者评价平均分数为7分。

[0037] 实施例2：

[003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其中所使用的主料按重量计

包括：生黄芪59g、红藤14g、当归9g、忍冬藤14g、生蒲黄9g、川牛膝9g和生甘草6g。

[0039] 进一步的，所述配方中还包括调和剂，所述调和剂由蜂蜜、柠檬片和薄荷叶组成。

[0040] 进一步的，所述调和剂的使用量分别设置为：蜂蜜3匙、柠檬片2片和薄荷叶3片；

[0041] 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具体操作步骤为：

[0042] 步骤一：准备原料，按比例取生黄芪、红藤、当归、忍冬藤、生蒲黄、川牛膝和生甘

草，风力筛选除尘后使用分切机分别将原料切碎，之后筛机过筛取细料，筛机的目数设置为

45目，使用布带收纳碎料并混合拍打，布带的目数设置为95目，完成药包的制备；

[0043] 步骤二：将药包放入砂锅中，并加入清水冷浸，清水使用量为药包体积的5倍，清水

淹没药包并高出药包4cm，浸泡时间设置为50min；

[0044] 步骤三：冷浸完成后，将砂锅放在煤气炉上以武火煮沸，之后转入文火煎煮，文火

煎煮过程中间断性翻转药包，并用勺子挤压药包；

[0045] 步骤四：在煎煮后期继续加入清水，清水加入量设置为160ml，并放入蜂蜜、柠檬片

和薄荷叶，待汤液重新沸腾后关火，并加盖焖至冷却出锅温度，冷却出锅温度设置为35℃；

[0046] 步骤五：将药包沥干取出，并过滤煎煮液中的杂质残余，得到芪藤汤，将芪藤汤等

量均分，均分量值设置为100ml，并无菌罐装，放置于阴凉干燥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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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该芪藤汤封装后以单包为一次剂量，具体用法为：每日早晚各1次，每次1袋，在饭

后1小时后温服，且14次为1个疗程。

[0048] 对比实施例1，本实施例中制备的芪藤汤，药用成分高，药效温和，不刺激，入口清

香，口感微甜，在制备完成后对药渣残留成分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药材有效成分提取率为

94.2％，另外本实施例中随机选择了10位风湿关节炎患者，根据本实施例中制备的芪藤汤

治疗，并对其进行了病情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在用药后痛感得到缓解，轻度病患在持

续用药4-4.5个疗程后基本能够康复，最后，以满分十分标准的评价环节中,10位患者评价

平均分数为8分。

[0049] 实施例3：

[005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其中所使用的主料按重量计

包括：生黄芪60g，红藤15g，当归10g，忍冬藤15g，生蒲黄10g，川牛膝10g，生甘草6g。

[0051] 进一步的，所述配方中还包括调和剂，所述调和剂由蜂蜜、柠檬片和薄荷叶组成。

[0052] 进一步的，所述调和剂的使用量分别设置为：蜂蜜4匙、柠檬片3片和薄荷叶4片；

[0053] 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具体操作步骤为：

[0054] 步骤一：准备原料，按比例取生黄芪、红藤、当归、忍冬藤、生蒲黄、川牛膝和生甘

草，风力筛选除尘后使用分切机分别将原料切碎，之后筛机过筛取细料，筛机的目数设置为

45目，使用布带收纳碎料并混合拍打，布带的目数设置为95目，完成药包的制备；

[0055] 步骤二：将药包放入砂锅中，并加入清水冷浸，清水使用量为药包体积的5倍，清水

淹没药包并高出药包4cm，浸泡时间设置为55min；

[0056] 步骤三：冷浸完成后，将砂锅放在煤气炉上以武火煮沸，之后转入文火煎煮，文火

煎煮过程中间断性翻转药包，并用勺子挤压药包；

[0057] 步骤四：在煎煮后期继续加入清水，清水加入量设置为180ml，并放入蜂蜜、柠檬片

和薄荷叶，待汤液重新沸腾后关火，并加盖焖至冷却出锅温度，冷却出锅温度设置为35℃；

[0058] 步骤五：将药包沥干取出，并过滤煎煮液中的杂质残余，得到芪藤汤，将芪藤汤等

量均分，均分量值设置为100ml，并无菌罐装，放置于阴凉干燥处储存。

[0059] 该芪藤汤封装后以单包为一次剂量，具体用法为：每日早晚各1次，每次1袋，在饭

后1小时后温服，且14次为1个疗程。

[0060] 对比实施例1和2，本实施例中制备的芪藤汤，药用成分高，药效温和，不刺激，入口

清香，口感微甜，在制备完成后对药渣残留成分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药材有效成分提取率为

94.3％，另外本实施例中随机选择了10位风湿关节炎患者，根据本实施例中制备的芪藤汤

治疗，并对其进行了病情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在用药后痛感得到缓解，轻度病患在持

续用药3-4个疗程后基本能够康复，最后，以满分十分标准的评价环节中,10位患者评价平

均分数为10分。

[0061] 实施例4：

[006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其中所使用的主料按重量计

包括：生黄芪62g、红藤17g、当归12g、忍冬藤17g、生蒲黄12g、川牛膝12g和生甘草7g。

[0063] 进一步的，所述配方中还包括调和剂，所述调和剂由蜂蜜、柠檬片和薄荷叶组成。

[0064] 进一步的，所述调和剂的使用量分别设置为：蜂蜜5匙、柠檬片3片和薄荷叶4片；

[0065] 一种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芪藤汤的配方的制备方法，具体操作步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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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步骤一：准备原料，按比例取生黄芪、红藤、当归、忍冬藤、生蒲黄、川牛膝和生甘

草，风力筛选除尘后使用分切机分别将原料切碎，之后筛机过筛取细料，筛机的目数设置为

50目，使用布带收纳碎料并混合拍打，布带的目数设置为100目，完成药包的制备；

[0067] 步骤二：将药包放入砂锅中，并加入清水冷浸，清水使用量为药包体积的6倍，清水

淹没药包并高出药包5cm，浸泡时间设置为60min；

[0068] 步骤三：冷浸完成后，将砂锅放在煤气炉上以武火煮沸，之后转入文火煎煮，文火

煎煮过程中间断性翻转药包，并用勺子挤压药包；

[0069] 步骤四：在煎煮后期继续加入清水，清水加入量设置为200ml，并放入蜂蜜、柠檬片

和薄荷叶，待汤液重新沸腾后关火，并加盖焖至冷却出锅温度，冷却出锅温度设置为40℃；

[0070] 步骤五：将药包沥干取出，并过滤煎煮液中的杂质残余，得到芪藤汤，将芪藤汤等

量均分，均分量值设置为100ml，并无菌罐装，放置于阴凉干燥处储存。

[0071] 该芪藤汤封装后以单包为一次剂量，具体用法为：每日早晚各1次，每次1袋，在饭

后1小时后温服，且14次为1个疗程。

[0072] 对比实施例1-3，本实施例中制备的芪藤汤，药用成分高，药效温和，不刺激，入口

清香，口感微甜，在制备完成后对药渣残留成分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药材有效成分提取率为

92.3％，另外本实施例中随机选择了10位风湿关节炎患者，根据本实施例中制备的芪藤汤

治疗，并对其进行了病情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患者在用药后痛感得到缓解，轻度病患在持

续用药3-4个疗程后基本能够康复，最后，以满分十分标准的评价环节中,10位患者评价平

均分数为9分。

[0073] 根据实施例1-4得出下表：

[0074]

[0075] 由上表可知，实施例3中原材料比例适中，加工温度适中，加工时间适宜，通过该工

艺制备的芪藤汤，治疗效果最佳，配方中生黄芪具有固表、托疮和利水的功效，能够补中益

气，红藤具有活血止痛和祛风除湿的功效，当归具有补血活血的功效，忍冬藤具有消肿的功

效，促进骨组织修复的功效，生蒲黄具有止血化瘀的功效，川牛膝具有祛瘀止痛的功效，生

甘草具有益气补中和调和诸药的功效，诸药配合调补气血,祛瘀通痹，对治疗膝骨关节炎有

奇效，另外柠檬片能够改善血液循环，促进伤口愈合，保持骨骼、组织和软骨健康，防止骨质

疏松，抑制体内炎症，加速康复，加入薄荷叶和蜂蜜，使汤液气味芳香，口感好，还能提高药

汤的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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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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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