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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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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冠心

病的中药治疗领域。本发明首先公开了一种治疗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包括

以下各组分：香附、五灵脂、蒲黄和黄连。在本发

明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基础上添加适宜的辅料或

载体，能够制备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的各种剂型的药物。本发明所述中药组合物的配

伍合理，四味原料药合用具有活血化瘀、清热泻

火、理气止痛之功效，而且寒热兼顾，无需分型，

适合各种类型的冠心病的治疗，能极大地改善和

消除冠心病症状，疗效确切，见效快，无毒副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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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以下各组分组

成：香附、五灵脂、蒲黄和黄连。

2.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各组分的重量份为：香附8-15份、五

灵脂4-7份、蒲黄4-7份、黄连1-3份。

3.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各组分的重量份为：香附9份、五灵

脂6份、蒲黄6份、黄连3份。

4.一种权利要求1至3任何一项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按照所述重量份称取各组分，粉碎，混合均匀，即得。

5.权利要求1至3任何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的药物中的用途。

6.按照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的剂型包括：片剂、颗粒剂、胶囊

剂、丸剂、口服液或注射剂。

7.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片剂的制备包括：将各组分粉碎，加入

淀粉、糊精混匀，加入50％乙醇制软材，制粒，干燥，干粒过筛整粒，加入硬脂酸镁混匀，压

片，即得。

8.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颗粒剂的制备包括：将各组分粉碎，与

微晶纤维素、乳糖、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混合，加入粘合剂制软材，过筛制粒，干燥，即得。

9.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胶囊剂的制备包括：将各组分粉碎，加

水煎煮，将煎煮液合并，滤过，滤液浓缩得清膏；将清膏加适量淀粉混匀，干燥、粉碎，加乙醇

适量制成颗粒，干燥，整粒，填充胶囊，即得。

10.按照权利要求6所述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口服液的制备包括：将各组分粉碎，

加水煎煮，将煎煮液合并，滤过，滤液浓缩得清膏；将清膏加适量矫味剂、防腐剂和水混匀，

灌装，灭菌，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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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还涉及所述中药

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属于冠心病的中药治疗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使血管腔阻塞导致心肌缺血

缺氧而引起的心脏病，它和冠状动脉功能性改变(痉挛)一起统称为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简

称冠心病，亦称缺血性心脏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主要表现三种症状：心绞痛、心

肌梗死和隐匿型冠心病。

[0003] 动脉粥样硬化(AS)是一种主要侵害大、中动脉，使血管内膜增厚，变硬，管腔狭窄

的疾病，它虽然进展缓慢，但最终会导致血管腔过分狭窄局部供血不足或中断，或者在局部

继发血栓而引起心肌梗塞、脑卒中，远端肢体缺血坏死，甚至猝死。

[0004] 就全世界而言，半个世纪以来冠心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最严重的疾病之一。例

如，美国总人口死亡中有1/3是由冠心病而死；每年有120万人患急性心肌梗塞，每年死于冠

心病的病人约有70万人，其中35万人为冠心病猝死。芬兰人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世

界之首位，约1/3的死亡人口因冠心病猝死。目前，冠心病在中国的平均患病率为7％，且患

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发病率仍有上升趋势。因此，冠心病已成为全世界的一大公害。

[0005] 中医认为本病胸痹心痛，真心痛；是由于寒凝痰浊，淤血痹阻心脉，致心之肌肉损

伤，气阴亏虚，肺失宣肃或气血运行不畅，血瘀、水停，以喘促，水肿为主要表现的病症，属心

衰，心厥范畴。因此，开发一种疗效确切的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

具有重要意义和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的中药组合物，该中药组合物能极大地改善和消除冠心病症状，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的治疗总有效率高，疗效确切；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9] 本发明首先公开了一种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

各组分：香附、五灵脂、蒲黄和黄连。各组分的重量份为：香附8-15份、五灵脂4-7份、蒲黄4-7

份、黄连1-3份。

[0010] 进一步优选的，各组分的重量份为：香附9份、五灵脂6份、蒲黄6份、黄连3份。

[0011] 香附，为莎草科植物莎草Cyperus  rotundus  L.的干燥根茎。性味辛、微苦、微甘，

平。归肝、脾、三焦经。功能主治：行气解郁，调经止痛。

[0012] 五灵脂，为鼯鼠科动物橙足鼯鼠Trogopterus  Xanthipes  Milne-Edwards或飞鼠

科动物小飞鼠Pteromys  volans  L .的干燥粪便。性味甘，温。功能主治：活血散瘀，炒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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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

[0013] 蒲黄，为香蒲科植物水浊香蒲Typha  angustifolia  L .、东方香蒲Typha 

orientalis  Presl或同属植物的干燥花粉。性味甘，平。归肝、心包经。功能主治：止血，化

瘀，通淋。

[0014] 黄连，为毛茛科植物黄连Coptis  chinensis  Franch .、三角叶黄连Coptis 

deltoidea  C.Y.Cheng  et  Hsiao或云连Coptis  teeta  Wall.的干燥根茎。性味苦，寒。归

心、脾、胃、肝、胆、大肠经。功能主治：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0015] 本发明所述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组方依据为：由于冠

心病的症状主要是心脏部分血管阻塞，心血管气血运行阻碍致患者感觉胸闷、心慌，胸痛及

呼吸困难的疾病，所以组方首先考虑理气活血药物。君药：香附，功效：疏肝解郁，理气宽中，

用於肝郁气滞，胸胁胀痛。臣药：五灵脂，功效：活血、散瘀、止痛，用于胸痛。蒲黄和黄连共为

佐药，蒲黄辅助香附、五灵脂加强活血化瘀之力；黄连调节寒热，助香附、五灵脂止痛之功，

四药合用共奏活血化瘀、清热泻火、理气止痛之功效。

[0016] 本发明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的临床特点：寒热兼顾、无

需分型，适应症广，适合各种类型的冠心病的治疗。

[0017] 本发明所述中药组合物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疗效明显，见效快，无

明显毒副作用。

[0018] 临床应用试验表明，服用本发明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1

个疗程，能极大地改善和消除冠心病症状，显效率达92.8％，治疗总有效率达100％，且愈后

不复发，无副作用。而且，本发明由香附、五灵脂、蒲黄和黄连配伍制备的中药组合物，其治

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显效率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香附、丹参、蒲黄和黄连，或香

附、五灵脂、半夏和黄连，或黄芪、五灵脂、蒲黄和黄连，或红花、五灵脂、蒲黄和黄连配伍的

中药组合物。以上结果证明，香附、五灵脂、蒲黄和黄连之间具有明显的协同增效作用。

[0019]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所述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按照所述重量

份称取各组分，粉碎，混合均匀，即得。

[0020] 本发明对所述粉碎没有特殊限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作为参考，粉碎至150-

300目。

[0021] 本发明还公开了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药

物中的用途。

[0022] 在本发明所述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中药组合物基础上，添加适宜的

辅料或载体可以制备成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药物。其中，所述药物的剂型包

括但不限于：片剂、颗粒剂、胶囊剂、丸剂、口服液或注射剂。这些药物剂型的制备方法为本

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

[0023] 所述的载体或辅料是指药学领域常规的载体或辅料，例如：稀释剂、崩裂剂、润滑

剂、赋形剂、粘合剂、助流剂、填充剂、表面活性剂等；另外，还可以在组合物中加入其它辅助

剂如香味剂和甜味剂。所述稀释剂可以是一种或几种增加片剂重量和体积的成分，常用的

稀释剂包括乳糖、淀粉、预胶化淀粉、微晶纤维素、山梨醇、甘露醇以及无机钙盐等；其中最

常用为乳糖、淀粉、微晶纤维素。所述崩解剂可以为交联聚乙烯吡咯烷酮(与总重量比为2-

6％)，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与总重量比为2-6％)、海藻酸(与总重量比为2-5％)、微晶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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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总重量比为5-15％)中之一种或几种混合物；其中以交联聚乙烯吡咯烷酮(与总重量

比为2-7％)，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与总重量比为2-6％)为佳。所述的润滑剂包括硬脂酸、

硬脂酸钠、硬脂酸镁、硬脂酸钙、聚乙二醇、滑石粉、氢化植物油中之一种或几种混合物；其

中以硬脂酸镁最为适宜。润滑剂的用量范围(与总重量比)为0.10-1％，一般用量为0.25-

0.75％，最佳用量为0.5-0.7％。所述的粘合剂可以是一种或几种有利于制粒的成分；可以

是淀粉浆(10-30％，与粘合剂总重量比)，羟丙基甲基纤维素(2-5％，与粘合剂总重量比)，

聚乙烯吡咯烷酮(2-20％，与粘合剂总重量比)，以聚乙烯吡咯烷酮的乙醇水溶液为佳。所述

助流剂可以为微粉硅胶、滑石粉、三硅酸镁中之一种或几种混合物。所述表面活性剂可以为

一种或几种能够提高润湿性和增加药物溶出的成分，常用为十二烷基硫酸钠(常用范围为

0.2-6％，与总重量比)。

[0024] 作为参考，本发明提供了将所述中药组合物制备成片剂的方法，包括：将各组分粉

碎，加入淀粉混匀，然后加入糊精混匀，加入50％乙醇适量制软材，制粒，干燥，干粒过筛整

粒，加入硬脂酸镁混匀，压片，即得。

[0025] 作为参考，本发明提供了将所述中药组合物制备成颗粒剂的方法，包括：将各组分

粉碎，与微晶纤维素、乳糖、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混合，加入粘合剂制软材，过筛制粒，干燥，

即得。所述粘合剂可以为3％聚维酮乙醇液(50％浓度)。

[0026] 作为参考，本发明提供了将所述中药组合物制备成胶囊剂的方法，包括：将各组分

粉碎，加水煎煮，将煎煮液合并，滤过，滤液浓缩得清膏；将清膏加适量淀粉混匀，干燥、粉

碎，加乙醇适量制成颗粒，干燥，整粒，填充胶囊，即得。具体的，将各原料药加水煎煮二次，

第一次加水6倍重量，煎煮2小时，第二次加水4倍重量，煎煮1.5小时；将煎煮液合并，滤过，

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7-1.19(60℃)的清膏。

[0027] 作为参考，本发明还提供了将所述中药组合物制备成口服液的方法，包括：将各组

分粉碎，加水煎煮，将煎煮液合并，滤过，滤液浓缩得清膏；将清膏加适量矫味剂、防腐剂和

水混匀，灌装，灭菌，即得。具体的，将各原料药加水煎煮二次，第一次加水6倍重量，煎煮2小

时，第二次加水4倍重量，煎煮1.5小时；将煎煮液合并，滤过，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7-

1.19(60℃)的清膏。所述灭菌为110℃、0.1MPa下湿热灭菌30分钟。常用的矫味剂有蜂蜜、单

糖浆、甘草酸和甜菊苷等；防腐剂有山梨酸、苯甲酸和丙酸等。

[0028] 本发明所用的各味原料药都可以在医药商店购买得到。

[0029] 本发明所述中药组合物的用法与用量：本发明的用药量取决于具体剂型、病人的

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作为指导：用法用量：颗粒剂，每次口服4至6克，一日3次，1个月为一

疗程。

[0030] 本发明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1] 本发明应用传统中医药学理论，结合现代制药技术，制备用于治疗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的纯中药制剂。本发明所述中药组合物的配伍合理，四味原料药合用具有活

血化瘀、清热泻火、理气止痛之功效，且寒热兼顾，无需分型，适合各种类型的冠心病的治

疗，能极大地改善和消除冠心病症状，疗效确切，见效快，且无明显毒副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描述本发明，本发明的优点和特点将会随着描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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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清楚。但是应理解所述实施例仅是范例性的，不对本发明的范围构成任何限制。本领域

技术人员应该理解的是，在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下可以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细节和

形式进行修改或替换，但这些修改或替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3] 实施例1散剂的制备

[0034] 按照以下比例称取各组分(g)：香附8、五灵脂4、蒲黄4、黄连1；粉碎至150目，混合

均匀，即得。

[0035] 实施例2散剂的制备

[0036] 按照以下比例称取各组分(g)：香附15、五灵脂7、蒲黄7、黄连3；粉碎至300目，混合

均匀，即得。

[0037] 实施例3散剂的制备

[0038] 按照以下比例称取各组分(g)：香附9、五灵脂6、蒲黄6、黄连3；粉碎至200目，混合

均匀，即得。

[0039] 实施例4散剂的制备

[0040] 按照以下比例称取各组分(g)：香附10、五灵脂5、蒲黄5、黄连2；粉碎至250目，混合

均匀，即得。

[0041] 实施例5片剂的制备

[0042] 取实施例1的散剂15克，加入淀粉15克，混合均匀，再与糊精30克混合均匀，加入乙

醇(50％)适量制软材；通过16目尼龙筛制粒，在60℃干燥，干粒再过16目筛整粒，加入硬脂

酸镁5克，混合均匀后压片。

[0043] 实施例6颗粒剂的制备

[0044] 取实施例3散剂3克，与5克微晶纤维素、3克乳糖、1克交联羧甲基纤维素钠混合，以

3％聚维酮乙醇液(50％浓度)为粘合剂制软材，过40目筛制粒，60℃干燥，过30目筛整粒，即

得颗粒剂。

[0045] 实施例7胶囊剂的制备

[0046] 按照以下比例称取各组分(Kg)：香附9、五灵脂6、蒲黄6、黄连3；加水煎煮二次，第

一次加水6倍重量，煎煮2小时，第二次加水4倍重量，煎煮1.5小时；将煎煮液合并，滤过，滤

液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7-1.19(60℃)的清膏；合并两次清膏，加适量淀粉，混匀，干燥、粉

碎、加乙醇适量制成颗粒，干燥，整粒，填充胶囊，即得。

[0047] 实施例8丸剂的制备

[0048] 取实施例2散剂100g，与35g微晶纤维素混合，加入水作为粘合剂制成素丸。

[0049] 将上述素丸选用上海卡乐康(COLORCON)包衣技术有限公司的欧巴代(胃溶型)为

包衣材料进行包衣，包衣条件如下：选用水为溶解剂，包衣液浓度为18％，包衣增重4％，进

风温度65℃；片床温度43℃；雾化压力2.0bar；包衣锅转速17rmp，进料流速3g/min，即得丸

剂。

[0050] 实施例9口服液的制备

[0051] 按照以下比例称取各组分(Kg)：香附9、五灵脂6、蒲黄6、黄连3；加水煎煮二次，第

一次加水6倍重量，煎煮2小时，第二次加水4倍重量，煎煮1.5小时；将煎煮液合并，滤过，收

集滤液，滤液浓缩至相对密度为1.17-1.19(60℃)的清膏，添加适量矫味剂甜菊苷、防腐剂

山梨酸和水，灌装，110℃、0.1MPa下湿热灭菌30分钟，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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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试验例1中药组合物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0053] 临床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患者56例，男31例，女25例，年龄42-78

岁，平均年龄56岁；主要症状为：胸闷、心胸疼痛、心悸气短、呼吸困难等，心电图检查有缺血

性改变；

[0054] 将56例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28例，两组在病程、病情、年龄均无显

著性差异；其中，试验组用实施例7的胶囊剂进行治疗。使用方法为：口服，每天服用三次，每

次6克，以治疗30d为1个疗程，1个疗程结束后统计疗效；对照组用硝酸甘油进行治疗。

[0055] 疗效评定标准：

[0056] 显效：心电图检查正常或冠状动脉供血明显改善，不适症状如胸闷、胸痛、心悸等

症消失或基本消失，精力及体力明显增加；

[0057] 有效：不适症状减轻，精力及体力有所增强；

[0058] 无效：不适症状无变化，甚至加重。

[0059] 临床疗效的比较结果见表1。

[0060] 表1本发明中药组合物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临床疗效观察结果

[0061]

[0062] 结果表明，本发明由香附、五灵脂、蒲黄和黄连制备的中药组合物对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的治疗效果显著；其中，显效26人，显效率为92.8％；总有效率为100％；以上

结果证明，香附、五灵脂、蒲黄和黄连组成的中药组合物对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具

有显著的治疗效果。在治疗中观察，服用本发明中药组合物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对患者的血、尿、粪常规及肝、肾功能进行检查，均未见异常。

[0063] 典型病例1

[0064] 张某某，女，53岁，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4年多时间，经常伴有胸闷、心

慌气短现象，有时出现心绞痛症状，长期服用多种药物病情均无明显好转，经人介绍来我处

治疗，服用本发明实施例7的胶囊剂治疗1个疗程后，胸闷、气短现象等症状明显好转，再继

续服用2个疗程后，经检查心电图可见心肌供血也明显改善，病情基本稳定，身体状况较以

前改善，停药1年后随访，病情无复发。

[0065] 典型病例2

[0066] 王某，男，58岁，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6年时间，身体乏力，经常出现胸

闷胸痛、心悸不宁、心跳过速等现象，长期服用多种药物病情均无明显好转；服用本发明实

施例7的胶囊剂治疗1个疗程后，身体状况较以前有明显改善，胸闷胸痛、心悸不宁、心跳过

速等症状有所减轻，继续服药2个疗程后，身体有劲，胸闷胸痛、心悸不宁、心跳过速等症状

基本消失，停药1年后随访，病情无复发。

[0067] 典型病例3

[0068] 魏某，男，46岁，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4年多时间，经常伴有心慌气短、

胸闷、眩晕耳鸣现象，有时出现心绞痛或心前区疼痛等症状，经医院确诊为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服用多种药物病情均无明显好转；经人介绍来我处治疗，服用本发明实施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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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胶囊剂治疗1个疗程后，心慌气短、胸闷、眩晕耳鸣等不适症状逐渐消失，心绞痛或心前区

疼痛等症状也明显减轻，继续服用实施例7的胶囊剂治疗2个疗程，上述不适症状基本消失，

停药1年后随访，病情无复发。

[0069] 典型病例4

[0070] 林某，女，67岁，患者心悸并伴有面部浮肿、食欲差、咳喘气急等症状，尤其是晚上

的时候，睡眠质量严重下降，体质差，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服用多种药物无

明显效果，后来我处就诊，服用本发明实施例7的胶囊剂治疗1个疗程后，胸闷气短现象得到

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患者继续服用2个疗程，患者感觉呼吸顺畅、无不适感，心悸、

胸闷现象完全消失，其他临床症状也基本消失，随访半年，未见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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