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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养颜保健酒及其制备方法，

其主要是将若干种中草药材经多次蒸煮提取后

的原料物提取液和优质白酒经调合而成，具有通

行脉络、活血行气、祛风散寒，通路止痛、健脾胃，

促进消化等的延年益寿之功效，且配置方便简

单，服用方便，易于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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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养颜保健酒，包括如下质量份组分，

当   归   10-15，茯   苓  15-20，   蒲公英15-25，   金银花  10-20，   玫瑰花8-15，   覆

盆子15-20  ，黄   芪  15-25，   枸杞子15-30，   龙眼肉15-20，   菊   花  20-25，   红   枣 

25-35，  西洋参10-15，   花   红  5-10，   莲   花10-15，   黄花菜20-30，   甘   草15-25，  

益母草5-10，   菟丝子  5-10，   女贞子5-10，   决明子5-10，   薏苡仁  5-10，  酸枣仁10-

25，  芡   实5-10，   百   合  20-30，   木   瓜  20-25，   珍   珠1-5，   柠   檬  5-8   ，   薄  

荷5-10  配制混合后加适量水经煎煮制成原料物提取液再和白酒混合，配制养颜保健酒，控

制按原料物提取液和白酒质量比为6-4：4-6。

2.一种养颜保健酒，由如下质量份组分：

当   归   10，茯   苓20，   蒲公英15，   金银花20，   玫瑰花8，   覆盆子15  ，黄   芪 

15，   枸杞子30，   龙眼肉20，   菊   花  25，   红   枣  35，  西洋参10，   花   红  5，   莲  

花15，   黄花菜20，   甘   草15，   益母草5，   菟丝子  5，  女贞子10，  决明子5，   薏苡仁 

5，  酸枣仁25，  芡  实5，   百   合  30，   木   瓜25，   珍   珠1，   柠   檬  5，   薄   荷5  配

制混合后加适量水经煎煮制成原料物提取液再和白酒混合，配制养颜保健酒，控制按原料

物提取液和白酒质量比为4：6。

3.一种养颜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包括如下工艺步聚：

1）清洗原料，

将制备养颜保健酒的各质量的组分组成，用清水清洗干净，凉干为清洗原料；

2）制清洗原料和水混合液，将清洗原料用清水浸泡，得浸泡清洗原料和水混合液，控制

清洗原料用清水浸泡的时间为3-5小时；

3）制原料物提取液，将2）步浸泡清洗原料和水混合液和清水进行充分混合后，经若干

次煎煮，过滤去除浸泡清洗原料的煎煮药渣，制得粗原料提取液，将粗原料提取液经静置沉

淀72-84小时，并经过滤制得原料物提取液；

4）制养颜保健酒，将步骤3）制备的原料物提取液和白酒按比例混合配制、经检测灌装

为养颜保健酒。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养颜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2）步将清洗原料用清水浸

泡和3）步煎煮时，控制清洗原料和清水的质量比为1：30-60。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养颜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3）制原料物提取液，将浸泡

清洗原料和清水经3-5次煎煮、3-5次过滤，同时控制薄荷和柠檬是在最一次煎煮时加入，制

得原料物提取液；控制清洗原料和制备所得的原料物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35-60。

6.根据权利要求3或5所述的保健养生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煎煮是控制每次的

煎煮时间为2-4小时，同时控制每次煎煮时先用大火将清洗原料和清水煮沸，时间15-30分

钟，然后用小火再煎煮60-150分钟；每次煎煮时将清洗原料用布袋包装好后置于煎煮装置

中进行煎煮，经冷却，过滤，沉淀，储存即为原料物提取液。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保健养生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所述的白酒为纯大米酿制

的45-55度的谷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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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养颜保健酒及其制备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养颜酒及制备方法，特别是一种养颜保健酒及其制备方法。

[0002] 背景技术：

养颜保健酒是由药酒演变而来，其历史悠久，早在《汉书.食货志》中就有“酒为百药之

长”的说法，说明古代就对酒在医药方面的应用有较高的认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

对洒的药用价值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对其应用也更为广泛。

[0003] 白酒的营养价值并不大，就其本身而言酒进入身体内被氧化而产生热量而已，对

人的保健方面作用不大。而如其他方面的酒如黄酒、果酒、啤酒等，不仅能氧化其中的乙醇

产生热能，而且因其中含有糖分、湖精、麦芽糖、氨基酸、维生素及钙、磷、铁等微量元素，对

人体可产生较好营养作用。养颜酒可以增加人的养份，对人身体有一定的保健功能，少量的

乙醇可短时间内促进胃液和唾液的分泌。这些是适量饮酒之所以能有利于健康的原因之

一。通常的养颜保健酒可促进消化，适量饮用养颜保健酒能减弱大脑皮层的抑制功能，起到

削除疲劳，振奋精神、减少抑郁、调节心理的作用，有助于缓和人的忧虑和紧张心理，增强安

定感，提高生活兴趣，有利于人体的身心健康，对女性尤为重要，特别是中年妇女更是如此。

[0004] 因此，如何来提供一种养颜保健酒侧重于养颜养生防病，又具有补益气血，补益脾

胃，滋补肝肾，温肾壮阳，养心安神，补虚扶正，健脑益智，延年益寿，平补阴阳等功效。常饮

用可起到良好的养颜保健作用，同时能较好的预防疾病的功效，且对妇女、女人能起到积极

的调理作用的养颜保健酒。

[0005] 发明内容：本发明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种养颜保健酒及其制备方法，其主要是将

若干种中草药材经多次蒸煮提取后的原料物提取液和优质白酒经调合而成，具有通行脉

络、活血行气、祛风散寒，通路止痛、健脾胃，促进消化等的延年益寿之功效，且配置方便简

单，服用方便，易于储存。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公开的是一种养颜保健酒，包括如下质量份组分，

当   归   10-15，茯   苓  15-20，   蒲公英15-25，  金银花  10-20，   玫瑰花8-15，   覆

盆子15-20  ，黄   芪  15-25，   枸杞子15-30，   龙眼肉15-20，   菊   花  20-25，   红   枣 

25-35，  西洋参10-15，   花   红  5-10，   莲   花10-15，   黄花菜20-30，   甘   草15-25，  

益母草5-10，   菟丝子  5-10，   女贞子5-10，   决明子5-10，   薏苡仁  5-10，  酸枣仁10-

25，  芡   实5-10，   百   合  20-30，   木   瓜  20-25，   珍   珠1-5，   柠   檬  5-8   ，   薄  

荷5-10  配制混合后加适量水经煎煮制成原料物提取液再和白酒混合，配制养颜保健酒，控

制按原料物提取液和白酒质量比为6-4：4-6。

[0007] 优选的是，一种养颜保健酒，由如下质量份组分：

当   归   10，茯   苓20，   蒲公英15，   金银花20，   玫瑰花8，   覆盆子15  ，黄   芪 

15，   枸杞子30，   龙眼肉20，   菊   花  25，   红   枣  35，  西洋参10，   花   红  5，   莲  

花15，   黄花菜20，   甘   草15，   益母草5，   菟丝子  5，  女贞子10，  决明子5，   薏苡仁 

5，  酸枣仁25，  芡  实5，   百   合  30，   木   瓜25，   珍   珠1，   柠   檬  5，   薄   荷5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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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混合后加适量水经煎煮制成原料物提取液再和白酒混合，配制养颜保健酒，控制按原料

物提取液和白酒质量比为4：6。

[0008]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一种养颜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其包括如下工艺步聚：

1）清洗原料，

将制备养颜保健酒的各质量的组分组成，用清水清洗干净，凉干为清洗原料；

2）制清洗原料和水混合液，将清洗原料用清水浸泡，得浸泡清洗原料和水混合液，控制

清洗原料用清水浸泡的时间为3-5小时；

3）制原料物提取液，将2）步浸泡清洗原料和水混合液和清水进行充分混合后，经若干

次煎煮，过滤去除浸泡清洗原料的煎煮药渣，制得粗原料提取液，将粗原料提取液经静置沉

淀72-84小时，并经过滤制得原料物提取液；

4）制养颜保健酒，将步骤3）制备的原料物提取液和白酒按比例混合配制、经检测灌装

为养颜保健酒。

[0009] 优选的，是2）步将清洗原料用清水浸泡和3）步煎煮时，控制清洗原料和清水的质

量比为1：30-60。

[0010] 进一步的是3）制原料物提取液，将浸泡清洗原料和清水经3-5次煎煮、3-5次过滤，

同时控制薄荷和柠檬是在最一次煎煮时加入，制得原料物提取液；控制清洗原料和制备所

得的原料物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35-60。

[0011] 所述煎煮是控制每次的煎煮时间为2-4小时，同时控制每次煎煮时先用大火将清

洗原料和清水煮沸，时间15-30分钟，然后用小火再煎煮60-150分钟；每次煎煮时将清洗原

料用布袋包装好后置于煎煮装置中进行煎煮，经冷却，过滤，沉淀，储存即为原料物提取液。

[0012] 所述的白酒为纯大米酿制的45-55度的谷烧酒。

[0013] 本发明制备工艺：原料配制→清洗原料→浸泡3-5小时→首次煎煮清洗原料材→

二、三次煎煮清洗原料材→滤去药渣→药渣压榨→原料物提取液→若干次过滤→沉淀72小

时以上→原料物提取液和白酒配制→理化检测→安全检测→灌装→养颜保健酒产品。

[0014] 本发明养颜保健酒具有如下特点：

本发明养颜保健酒使用后能通行脉络，上窜巅顶，外达皮肤，旁通四肢，与其他药物制

成保健酒用来防病治病不同，本发明酒可保健养颜，延年益寿。酒为水谷之气，是药液的有

效载体，味辛，甘，性热，有小毒，入心，肝，肾三经，有畅通血脉，活血行气，祛风散寒，通路止

痛，健脾养胃，沙虫避瘴，消冷积，厚肠胃，促进消化及引药上行，助运药力的作用；配置简

单：养颜保健酒的制作方法简单容易掌握；

二是，掌握灵活：养颜保健药酒的配方保留了汤剂的特点，可根据季节气候，地域环境，

个体体质，身体状况等具体情况加减调整，灵活使用。应用广泛：保健养生药酒有防治并举

的特点，适合预防，治疗，康复，保健，养颜，美容等各个方面的疗效；

三是饮用时滋味可口：多数中药都有滋味苦涩或腥膻之味，难以下咽。为了消除或减少

这种药物的不良气味，方便下咽，现有的都加有蜂蜜或冰糖，能纠正异味，改善口感，滋味可

口，服用舒适。本发明的养颜酒吸收迅速：中医认为酒入血分，有宣行走窜之性，能加速血液

循环，使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无需经过消化道，即透过消化道黏膜，直接进入血管循环，更快

地发挥药理作用，经研究表明，本发明保健养颜药酒比一般中药汤剂的作用速度快4~5倍。

[0015] 四是保健养颜好：保健养颜酒有引经作用，能引导诸药直达人体全身，保健养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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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有机溶液，具有良好的穿透性，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细胞中，溶解大部分水溶性物质和

非极性溶液的有机物质，最大限度地保留药物中的生物活性物质，从而达到了保健养颜与

养生作用。且服用方便：由于药酒能使中药的有效成分充分溶解，其有效剂量比汤剂、丸剂

都要好，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同时便于储存：药酒的盛装器多无特殊要求，剂量可浓缩，且酒

有杀菌作用，含有百分之二十的酒精即能防腐，含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酒精可延缓各种药物

成分的溶解，只要配置适宜，遮光密封保存，即可经历较长时间也不易腐败变质。

[0016] 本发明部分中草药药理特性：

1、红花：

[性味]：辛、温。《开宝本草》：“辛、温、无毒”。《汤易本草》:“辛而甘温苦”。[归经];入心、

肝二经。《雷公炮制药性解》：“入心、肝二经”。《本草经解》：“入足厥阴肝经，手太阴肺经”。

《本草再新》：“入肝、肾二经”。[功用主治]：活血通经，祛瘀消痛。治闭经，癥瘕，难产，死胎，

产后恶露不行，淤血作痛，痈肿跌打损伤等。

[0017] 治疗砸伤扭伤及致的皮下充血，肿胀等：取于红花按1%的比例浸入40%酒精中一

周，待红花呈黄白色沉于瓶底后，用纱布过滤，用时加一倍蒸馏水稀释，以脱脂棉浸湿外敷，

用崩带包扎，如果加热效果更为显著，换药次数视伤处轻重而增减。对循环系统的作用：煎

剂与番红花煎剂性质相似，对麻醉动物有降压、抑制心脏等作用，但较弱，在离体兔耳标本

上，有收缩血管的作用，

2、当归：

性味：甘、辛、温  ，归经：入心肝、脾经；入手少阴、足太阴、厥阴经；功用主治：补血和血，

调经止痛，润燥滑肠。治月经不调，经闭腹痛，崩漏，血虚头痛，眩晕，痿痹，肠燥，便难，赤痢

后重，痈疽疮疡，跌打损伤。对物代谢及分泌的影响，对循环系统的影响：心脏，煎剂或酒浸

膏对离体蟾蜍心脏有抑制作用，剂量加大，可使心脏跳动停止于舒张期，但鲜叶制剂有兴奋

离体心脏作用，流浸膏，特别是乙醚抽出物，有奎尼丁样作用，对急性开胸犬或猫，静脉注射

当归的有效剂量，对乙醚胆碱或电流引起的人工心房纤维颤动有治疗作用。抗菌作用：当归

煎剂在试管中对多种细菌如痢疾杆菌，溶血性链球菌有抗菌作用。

[0018] 3、莲花：

[性味]：苦、甘、温。《日华子本草》：“暖、无毒”。《纲目》：“苦甘、无毒”。

[0019] 《本草再新》：“味苦甘、无毒”。[归经]，《本草再新》：“入心、肝二经”。

[0020] [功用主治]：活血、止血，去湿消风，治跌损呕血，天泡湿疮。《日华子本草》：“镇心，

益色驻颜”。《日用本草》：“涩精气”。《滇南本草》：“治妇人血逆昏迷”。

[0021] 《本草再新》：“清心凉血，解热毒，治惊疝，清湿去风，治疮疥”。《河北药材》：“揉碎

贴肿处，促脓肿之吸收”。

[0022]   4、黄芪

性味，甘，微温。归经，入肺、脾经；

【功用主治】生用：益卫固表，利水消肿，托毒，生肌。治自汗，盗汗，血痹，浮肿，痈疽不溃

或溃久不敛。炙用：补中益气。治内伤劳倦，脾虚泄泻，脱肛，气虚血脱，崩带，及一切气衰血

虚之证。利尿作用  黄芪煎剂给大鼠皮下注射或麻醉犬静脉注射均有利尿作用。对实验性肾

炎的作用  大鼠于注射"免抗鼠肾血清"以产生血清性肾炎前3天开始每天服黄芪粉4～5克，

注射血清3天后尿蛋白定量显著低于对照组，病理切片亦证明肾脏病变减轻。强壮作用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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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每日灌服黄芪煎剂共3周，可明显延长游泳时间，体重增加亦比对照组为快。对心血管系

统的作用  黄芪、内蒙黄芪、梭果黄芪以及不明品种之黄芪及岩黄芪煎剂给麻醉狗、猫、兔等

静脉注射均可引起明显的降压作用，黄芪重复注射时有急速耐受现象。【毒理性】黄芪与梭

果黄芪给小鼠灌胃100克生药/公斤均无不良反应。研究表明无毒。

[0023] 5、黄花菜：

[性味]：甘、平。《昆明民间常用草药》：“性平、味甘”。《云南中草药选》：“甘、微辛、平”。

[功用主治]：养血平肝，利尿消肿，治头昏、头晕、耳鸣、心悸、腰痛、吐血、衄血、大肠下血、水

肿、淋病、咽痛、乳痛。《昆明民间常用草药》：“补虚下奶，平肝利尿，消肿止血”。《云南中草药

选》：“镇静、利尿、消肿、治头昏、心悸、小便不利、水肿、尿路感染、乳汁分泌不足、关节疼

痛”。《云南中草药》：“养血补虚，清热”。

[0024] 6、茯苓：

【性味】  甘淡，平。【归经】  入心、脾、肺经。【功能主治】  渗湿利水，益脾和胃，宁心安神。

治小便不利，水肿胀满，痰饮咳逆，呕哕，泄泻，遗精，淋浊，惊悸，健忘。【药理作用】利尿作

用：茯苓煎剂3克或临床常用量对健康人并无利尿作用，但有用其醇提取液注射于家兔腹

腔，或用水提取物于兔慢性实验，谓有利尿作用，煎剂对切除肾上腺大鼠单用或与脱氧皮质

酮合用能促进钠排泄，因此茯苓的利尿作用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抗菌作用：乙醇提取物体外

能杀死钩端螺旋体，水煎剂则无效。对消化系统的影响：茯苓对家兔离体肠管有直接松弛作

用。其他作用：茯苓能降低血糖，酊剂、浸剂能抑制蟾蜍离体心脏，乙醚或乙醇提取物则能使

心收缩加强。

[0025] 7、五味子：

【性味】  酸，温。【归经】  入肺、肾经；【功能主治】  敛肺，滋肾，生津，收汗，涩精。治肺虚

喘咳，口干作渴，自汗，盗汗，劳伤羸瘦，梦遗滑精，久泻久痢。【药理性】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

用：在适当剂量时，对不同水平的中枢神经系统均有兴奋作用，对健康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各

部位所进行的反射性反应也均有兴奋作用与强健作用，能改善人的智力活动，提高工作效

率。以健康青年男性为范例，在分钟内穿线入针孔，听发电报的次数和错误数或以长距离赛

跑作指标，五味子素-毫克，对这些需要紧张注意力，精细协调的作用以及体力运动有改善

作用。对呼吸系统的影响：五味子素对呼吸有兴奋作用。有助于心脏活动。对动物心脏有某

些强心作用，对不正常的血压有调整作用，对循环衰竭者，升高血压颇为显著。  对子宫的作

用：对家兔离体子宫及在体子宫（未妊娠、妊娠或产后）平滑肌具有兴奋作用。主要为节律性

收缩加强，对紧张力无显著影响。  对代谢的影响：能影响糖代谢，促进肝糖无异生，加快肝

糖及葡萄糖的麟酸化过程加强。可提高血糖及血乳酸的水平。

[0026] 8、枸杞子：

【性味】  甘，平。【功能主治】  滋肾，润肺，补肝，明目。治肝肾阴亏，腰膝酸软，头晕，目

眩，目昏多泪，虚劳咳嗽，消渴，遗精。

[0027] 抗脂肪肝的作用：宁夏枸杞子的水浸液（20％，8毫升/天），对由四氧化碳毒害的小

鼠，进行灌胃发现有轻度抑制脂肪在肝细胞内沉积、促进肝细胞新生的作用。

[0028] 9、龙眼肉：

【性味】甘，温， 【归经】入心、脾经。【功用主治】益心脾，补气血，安神。治虚劳羸弱，失

眠，健忘，惊悸，怔忡。无毒。经临床分析和专家研究未发现龙眼肉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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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10、生地：【性味】：甘、苦.寒。[归经]人心、肝、肾经。[功用主治]：清热、凉血、生津。

治温病伤阴，大热烦渴，舌绎，神昏，斑疹，吐血，衄血，虚劳骨蒸，咳血，消渴，便秘，血崩。11、

益母草：

[性味]：辛、苦、凉。《本草拾遗》：“寒”。《本草蒙鉴》:“味辛甘，气微温，无毒”。《本草正》：

“味微苦、微辛、微寒、性滑”。[归经]：入心包、肝经。《本草汇言》：“入手、足厥阴经”。《药品化

义》：“入肝、脾、包络三经”。《本草再新》：“入心、脾、肾三经”。[功用主治]：活血、祛瘀、调经、

清水。治月经不调，治漏难产、胞衣不下、产后血晕、淤血腹痛、崩中漏下，尿血、泻血、痈肿、

疮疡。

[0030] 12、菟丝子：

[性味]：辛、甘、平。《本经》：“味辛、平”。《别录》：“甘、无毒”。《本草正》：“味甘辛、气微

温”。[归经]：入肝、肾二经。《本草经蔬》：“入脾、肾、肝三经”。《本草新编》：“入心、肝、肾三

经”。[功用主治]：补肝肾、益精髓，明目。治腰漆酸痛，遗精，消渴，尿有余沥，目暗。《本经》：

“主续绝伤，补不足，益气力，肥健人，久服明目”。《雷公炮灸论》：“补人卫气，助人筋脉”。《别

录》;“养肌强阴，坚筋骨，主茎中寒，精自出，溺有涂沥，口苦烦渴，寒血为积”《药性论》:“治

男子女子虚冷，添精益髓，祛腰疼膝冷，又主消渴热中”。

[0031] 13、菊花：

【性味】  甘苦，凉。【归经】  入肺、肝经。【功能主治】  疏风，清热，明目，解毒。治头痛，眩

晕，目赤，心胸烦热，疗疮，肿毒。  14、女贞子：

[性味]：苦、甘、平。《本经》：“味苦、平”。《别录》：“苦、无毒”。[归经]：入肝、肾二经。《本

草经蔬》：“入足少阴经”。《本草再新》：“入肝、肺、肾三经”。[功用主治]：补肝肾，强腰膝。治

阴虚内热，头晕，目花，耳鸣，腰膝酸软，须发早白。《本草经疏》：“女贞子，气味俱阴，正入肾

除热补精之要品，肾得补，则五脏自安，精神自足，白病去而身肥健矣。其主补中者，以其味

甘，甘为主化，故能补中也。此药有变明目之功，累诚辄验，而《经》文不载，为阙略也”。

[0032] 《本草述》：“女贞实，固入血海益血，而和气以上荣，由肾至肺，并以淫精于上下，不

肚髭须为然也，即广嗣方中，多用之矣。女贞同固本健阳丸服之，尚有腹疼，则信滋味性果寒

也，时珍云温，亦不察之甚矣”。

[0033] 15、酸枣仁  ：

[性味]：“甘、平”。《本经》：“味酸、平”。《别录》：“无毒”。《本草衍义》：“微温”。《饮膳正

要》：“味酸、甘、平”。[归经]：入心、脾、肝、胆经。《纲目》：“足厥阴，少阳经”。《雷公炮制药性

解》：“入肝、脾、心、胆四经”。[功用主治]：养肝，宁心，安神，敛汗。治虚烦不眠，惊悸，怔忡，

烦渴，虚汗。《本草经疏》：“酸枣仁、实酸平，仁则兼甘。专补肝胆，亦腹醒脾。熟则芳香，香气

入脾，故能归脾。能补胆气，故可温胆。母子之气相通，故亦主虚烦，烦心不得眠。其主心腹寒

热，邪结气聚，及四肢酸疼湿痹者，皆脾虚受邪之病，脾主四肢故也。胆为诸脏之首，十一脏

皆取决于胆，五脏之精气，皆禀于脾，故久服之，功能安脏”。

[0034] 16、薏苡仁：

[性味]：甘淡、凉。《本经》：“味甘、微寒”。《别录》：“无毒”。《食疗本草》：“性平”。《本草

正》：“味甘淡、气微凉”。[归经]：入脾、肺、肾经。《纲目》：“阳明经”。《雷公炮制药性解》：“入

肺、脾、肝、胃、大肠经”。《本草新编》：“入脾、肾二经”。[功用主治]：健脾、补肺、清热、利湿。

治泄泻、湿脾、筋脉拘挛、屈伸不便、水肿、脚气、肺痿、肺痈、淋浊、白带。薏苡仁阳明药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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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脾、益胃。虚则补其母，故肺痿肺痈用之。筋骨之病，以治阳明为本，故拘挛筋骨，风痹者用

之。土能胜水除湿，故泄痢水肿用之。按古方小续命汤注云：中风筋急拘挛，语迟，脉弦者，加

薏苡仁，亦扶脾养肝之义；薏苡素的作用：对横纹肌有抑制作用，它能抑制蛙神经肌肉的电

刺激所引起的收缩反应及大鼠膈肌的氧摄取和无氧糖酵解，并能抑制肌动球蛋白---三磷

酸腺甙系统的反应，还有比较弱的中枢抑制作用，表现为对大鼠和小鼠均有镇静作用，并能

与吗啡因想抵抗，在家兔的脑电图中上出现玻幅增加，频率减少，显示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机

能性抑制现象等。

[0035] 17、珍珠：

[性味]：甘、咸、寒。《开宝本草》：“寒、无毒”。《品汇精要》：“味淡、性寒、无毒”。《纲目》：

“咸、甘、寒、无毒”。[归经]：入心、肝经。《纲目》：“入厥阴肝经”。《雷公炮制药性解》：“入心

经”。[功用主治]：镇心安神，养阴熄风，清热坠痰，去翳明目，解毒生肌。治惊悸，怔肿，癫痫，

惊风擒搦，烦热清渴，喉痹口疳，目生翳障，疮疡久不收口。

[0036] 18、薄荷：

[性味]：辛、凉。《医学启源》：“《主治秘要》云：性凉、辛。”《医林纂要》：“辛、寒”。[归经]：

入肺、肝经。《汤液本草》：“手太阴，厥阴经药”。2、《纲目》：“入手少、太阴足厥阴经，《本草新

编》：“入肺与包络二经，亦能入肝、胆经”。[功用主治]：疏风、散热、辟秽、解毒。治外感风热，

头痛，目赤，咽喉肿痛，食滞气胀，口疮，牙痛，疮疥，瘾疹。《本草经蔬》：“薄荷、辛多于苦而无

毒，辛合肺，肺合皮毛；苦合必而从火化，主血脉，主热，皆阳脏也。贼风伤寒，其邪在表，故发

汗则解，风药性升，又兼辛温，故能散邪辟恶。辛香通窍，故治腹胀茵，霍乱”。

[0037] 19、金银花：

[性味]：甘、寒。《滇南本草》：“性寒、味苦”。《本草正新》：“味甘、气平，其性微寒”。[归

经]：入肺、胃经。《雷公炮制药性解》：“入肺经”。《得配本草》：“入足阳明、太阴经”。[功用主

治]：清热解毒，治温病发热，热毒血痢，肿毒，瘰疬，痔漏。《滇南本草》：“清热、解毒。治温病

发热，热毒血痢。痈疡、肿毒、瘰疬、痔漏”。

[0038] 20、玫瑰花：

[性味]：甘微苦、温。姚可成《食物本草》：“味甘微苦、温，无毒”。《随息居饮食谱》：“甘、

辛、温”。[归经]：入肝、脾二经。《本草再新》：“入肝、脾二经”。

[0039] [功用主治]：理气解郁，和血散瘀。治肝胃气痛，新久风痹，吐血咯血，月经不调，赤

白带下，痢疾，乳痛，肿毒。 “舒肝胆之郁气，健脾降火，治腹中冷痛，胃脘积寒，兼能破血”。

[0040] 21、黄芪：

【性味】甘，微温。①《本经》："味甘，微温。"②《别录》："无毒。生自水者，冷。"  ③《药性

论》："白水赤皮者，微寒。"④《医学启源》："气温，味甘，平。"【归经】入肺、脾经。  ①《汤液本

草》："入手少阳、足太阴经、足少阴命门。" 【功用主治】A生用：益卫固表，利水消肿，托毒，生

肌。治自汗，盗汗，血痹，浮肿，痈疽不溃或溃久不敛。B炙用：补中益气。治内伤劳倦，脾虚泄

泻，脱肛，气虚血脱，崩带，及一切气衰血虚之证。

[0041] 23、覆盆子：

【性味】  甘、酸、平。①《别录》：“味甘，平。”②《千金·食治》：“味甘，辛。”③《药性论》：

“微热，味甘辛，无毒”，  孟洗：“味酸”；

【归经】《滇南本草》：“入肝肾二经；”【主治功能】补肝肾，缩小便，助阳，明目。治阳痿，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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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溲数，遗漏，虚劳，目暗。

[0042] 本发明制备的保健养生酒，是按保健养生酒的配方，选择无变质无腐烂的上等中

药材，按上述质量配比工艺方法制备中草药提取液，在制备中草药提取液的过程中，所述大

火、小火均是按现有技术煎煮中草药制剂时的方法。

[0043] 本发明生产工艺未公开的方法和现有的技术中药配酒方法相同，即将上述各中药

组分按所需重量份经提取中草药提取液后按比例加入到白酒中，所述的白酒优选纯稻谷或

大米酿制的50°以上的谷烧酒，更优选是50°-55°的谷烧酒，在酿制过程中，同时不定时搅

拌，优选是浸泡封存10-30天时间，至中草药提取液和白酒完全溶化一体更优。

[0044] 本发明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

一般的使用者为中青年人妇女，体质虚弱者，免疫力低下者更适用，根据自身酒量与饮

食习惯一日中、晚餐每餐均可喝，也可只喝一餐，一般控制一日的用量为50-100g/日，一般

以饮用2-3个月为一个使用周期，看身体状况，如果对身体无不良影响，还可根据自身情况

长期饮用。

[0045] 饮用时注意事项，酒精过敏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

妊娠妇女均不宜饮用。本发明养颜保健酒不能替代药品，不能过量饮用。

[0046] 经统计使用了本发明养颜保健养生酒后的免疫力明显得到加强者，尤其是对中老

年妇女、视力模糊者、出现有老年斑等症状者有明显养颜保健功能。

[0047] 以自我感觉或其他方面判断。给上述人群者使用的共181人，其中年妇女者63人，

年轻女性即25岁以上至30岁者25人，年龄45-55岁，18人，55-65岁，30人，65岁以上45人，年

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25岁，经饮用2个月后，181人妇女的不同人群者中，身体状况明显变

好者为，占85.2%，身体状况无改变的，占9.5%，饮用后无变化或叫无感觉者占5.4%，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根据具体实施例对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具体实施例中各组分的用量均以重

量单位如千克或克计。实施例中的谷烧酒为纯稻谷或大米酿造的谷烧酒。说明书中水与清

水意思相同。实施例中中草药原料和清洗原料或叫浸泡清洗原料意思相同。

[0048] 实施例1

本发明实施例1的一种保健养生酒，由下列重量份组分：

当   归   10，茯   苓20，   蒲公英15，   金银花20，   玫瑰花8，   覆盆子15  ，黄   芪 

15，   枸杞子30，   龙眼肉20，   菊   花  25，   红   枣  35，  西洋参10，   花   红  5，   莲  

花15，   黄花菜20，   甘   草15，   益母草5，   菟丝子  5，  女贞子10，  决明子5，   薏苡仁 

5，  酸枣仁25，  芡  实5，   百   合  30，   木   瓜25，   珍   珠1，   柠   檬  5，  薄   荷5  配

制混合后加适量水经煎煮制成原料物提取液再和白酒混合，配制养颜保健酒，控制按原料

物提取液和白酒质量比为4：6。

[0049] 本实施例的保健养生酒，按如下方法步骤进行制备：

1）清洗原料，

将制备养颜保健酒的各质量的组分组成，用清水清洗干净，凉干为清洗原料；

2）制清洗原料和水混合液，将清洗原料用清水浸泡，得浸泡清洗原料和水混合液，控制

清洗原料用清水浸泡的时间为3-5小时；

3）制原料物提取液，将2）步浸泡清洗原料和水混合液和清水进行充分混合后，经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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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煎煮，过滤去除浸泡清洗原料的煎煮药渣，制得粗原料提取液，将粗原料提取液经静置沉

淀72-84小时，并经过滤制得原料物提取液；即去除浸泡中草药原料的煎煮药渣，同时控制

冰糖是在第三次煎煮时加入，制得中草药提取液；所述煎煮是控制每次的煎煮时间为2-4小

时，同时控制每次煎煮时先用大火将中草药原料和清水煮沸，煮沸时间15-30分钟，然后用

小火再煎煮60-150分钟；每次煎煮时将中草药原料用布袋包装好后置于煎煮装置中进行煎

煮，经冷却，过滤，沉淀，储存即为得粗原料提取液；将得粗原料提取液或叫粗中草药提取液

静置沉淀72-84小时，过滤、检测、为原料物提取液，控制原料物提取液或叫中草药原料的质

量和提取的中草药提取液的质量比为1：20；即每20千克的中草药原料提取制备得到400千

克的原料物提取液或叫中草药提取液；

4）制养颜保健酒，将步骤3）制备的原料物提取液和白酒按比例混合配制、经检测灌装

为养颜保健酒。

[0050] 将3）制备的按每1千克的清洗原料制备原料物提取液20千克的比例制备的中草药

提取液，即每50kg清洗原料或中草药原料提取出1000kg的原料物提取液或叫中草药提取

液；将制备得到的原料物提取液或叫中草药提取液和55度的白酒，按质量比为6：4的比例，

充分搅拌混合配制为养颜保健酒。所述白酒纯大米酿制的50度以上的谷烧酒；本实施例使

用的白酒为60度的谷烧酒。

[0051] 实施例2

本实施例中除下述说明外，其余未说明之处均与实施例1相同，包括制备方法。

[0052] 本实施例的一种保健养生酒，由下列重量份组分：

当   归  15，茯   苓  15，   蒲公英25，   金银花  10，   玫瑰花15，   覆盆子20  ，黄   芪 

25，   枸杞子15，   龙眼肉15，   菊   花  20，   红   枣  35，  西洋参15，   花   红  10，   莲  

花10，   黄花菜30，   甘   草25，   益母草10，   菟丝子10，   女贞子5，  决明子10，   薏苡

仁  10，  酸枣仁  25，  芡  实10，   百   合30，   木   瓜  20，   珍   珠3，   柠   檬  8   ，   薄  

荷10配制混合后加适量水经煎煮制成原料物提取液再和白酒混合，配制养颜保健酒，控制

按原料物提取液和55度的白酒质量比为4：6混合，配制为养颜保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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