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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羊藿三川中药颗粒及其制备

方法，该中药颗粒通过采用对淫羊藿、土鳖虫、人

参、车前子、桃仁、三七、郁金、胡芦巴、川木香、川

木通、琥珀、蜈蚣、海金沙、黄柏和川牛膝进行″

拣、选、洗、切-干燥-粉碎-湿热灭菌-煎煮″相结

合的提取方法，能够较完全地提取药材中的有效

成分，保证了较高的药材利用率和提取率，进而

有效降低药材残渣；本发明使用湿热灭菌的方

法，发现中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显著提高；本发明

提取方法具有提取温度低、溶剂用量少等优点，

为大生产节约大量的成本，能够有效地减少能源

消耗，进而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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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羊藿三川中药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颗粒由以下含量的原料组成：淫羊藿

600-800g、土鳖虫120-180g、人参120-180g、车前子400-800g、桃仁250-500g、三七40-80g、

郁金80-150g、胡芦巴400-600g、川木香80-200g、川木通400-700g、琥珀15-40g、蜈蚣15-

40g、海金沙30-70g、黄柏300-500g和川牛膝300-700g；

所述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配方中的人参、三七、郁金、川木香和琥珀进行拣、选、洗、切、干燥，将干燥后的药

材制成中药饮片，将制得的中药饮片进行超微粉碎，过筛，分别得相应的药材粉末，灭菌后

备用；

（2）将步骤（1）中得到的人参、三七、郁金、川木香和琥珀粉末分别灭菌，备用；

（3）将配方中除人参、三七、郁金、川木香和琥珀粉末以外的其他十味药材进行拣、选、

洗、切、干燥，将干燥后的药材，灭菌后制成中药饮片；

（4）将步骤（3）得到的中药饮片加水浸泡后进行两次煎煮提取，弃去药渣，合并两次煎

煮的药液，浓缩得到在70℃下测定相对密度约1.10的清膏，收膏后得到的药膏命名为羊藿

三川颗粒清膏；

（5）取步骤（4）中得到的羊藿三川颗粒清膏和步骤（2）得到的灭菌后的人参、三七、郁

金、川木香和琥珀粉末与甜菊素混匀做底料，采用一步法制粒、整粒，即得；

上述步骤（1）和步骤（3）中的干燥为在中、长波紫外线交替照射的条件下进行真空干

燥；

其中，真空干燥温度为室温，干燥12-24h，超微粉碎后过200目筛；紫外线照射为320～

400nm长波，照射10-40min和275-320nm中波，照射8-20min交替照射2-3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颗粒由以下含量的原料组

成：淫羊藿650-700g、土鳖虫130-150g、人参130-150g、车前子500-600g、桃仁300-400g、三

七50-70g、郁金120-140g、胡芦巴450-550g、川木香120-150g、川木通450-600g、琥珀20-

30g、蜈蚣20-30g、海金沙50-60g、黄柏400-450g和川牛膝400-600g。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药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颗粒由以下含量的原料组

成：淫羊藿700g、土鳖虫150g、人参150g、车前子600g、桃仁400g、三七70g、郁金140g、胡芦巴

550g、川木香150g、川木通600g、琥珀30g、蜈蚣30g、海金沙60g、黄柏450g和川牛膝600g。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药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颗粒由以下含量的原料组

成：淫羊藿667g、土鳖虫133g、人参134g、车前子583g、桃仁334g、三七58g、郁金133g、胡芦巴

500g、川木香133g、川木通500g、琥珀25g、蜈蚣25g、海金沙58g、黄柏417g和川牛膝500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还包括：步骤（1）-（3）中

灭菌是在卧式矩形压力蒸汽消毒器中进行，铺盘厚度为3-5cm，蒸汽压力为0.15Mpa，115℃

下灭菌30min，后干燥10-15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还包括：将步骤（4）中浸

泡温度为常温，浸泡时间为0.5-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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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领域，具体是一种治疗前列腺炎/肥大的中药。

技术背景

[0002] 前列腺肥大与前列腺炎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病、多发病，临床多见，分为细菌性前

列腺炎和非细菌前列腺炎两种。细菌性前列腺炎又分为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和慢性细菌性

前列腺炎。细菌性前列腺炎多由尿道逆行感染或血性感染引发，致病菌多为革兰氏阴性杆

菌或假单胞菌等到。急性前列腺炎多表现为发病急，发热畏寒，腰膝酸软，心烦，排尿有灼热

感，尿急，尿痛，尿频，尿道有炎性分泌。或排尿困难，尿潴留。感染迁延可引发精索炎，附睾

炎，败血症。慢性前列腺炎除了尿道症状及前列腺溢液以外，常伴有腰膝酸软，阴部潮湿，尿

后滴白，少腹部胀满或隐痛，尿细，尿频，尿不尽，尿等待，尿分叉，尿潴留外，亦可见阳痿，早

泄，遗精，滑精，性淡漠等性功能障碍，且常伴的精神方面的焦虑，情绪低落，失眠，多梦，头

晕，疲惫等；由于此病为湿热瘀互结，气虚阳陷而致上症迁延难愈。目前，对急性前列腺炎治

疗，采用青霉素、链霉素、氨苄青霉素、先锋青霉素等抗菌药物进行治疗；对慢性细菌性前列

腺炎多选用红霉素、强力霉素、乙先螺旋霉素等药物进行治疗。这些药物有很大的副作用，

并且依赖性强，导致药物使用量越来来越大，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0003] 现有技术在制备治疗前列腺炎/肥大的中药制剂过程中使用的制备方法，只是将

几味中药进行简单的水煎，这种制备方法使重要的有效成分不能很好的释放出来，不仅造

成了中草药的浪费，而且还影响治疗疗效。例如，中国专利2013101525638中公开了一种治

疗前列腺炎的中药，其制备方法只是将雄黄、海金沙、木香、车前子和生地等中草药简单的

研磨成粉，即可服用。这种方法制备的中药有效成分不能很好地被吸收利用，从而导致药效

不能很好地发挥，造成药物浪费。再如，中国专利2016104344021中公开了一种治疗前列腺

肥大的中药，其制备方法只是将古山龙、毛麝香、白活麻、甘松、白背枫、石上柏、白芍、石吊

兰、地蚕和水按一定比例简单煎煮制成。这种方法制备的中药有效成分不能很好的融入水

中，从而导致中药有效成分不能很好的释放，从而造成中药成分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药效高、起效快、疗效

好的治疗前列腺炎/肥大的中药，通过采用多味中药配合，并且采用干燥-照射-超声-压榨

相结合的提取方法以及部分原生药粉与部分中药提取清膏相结合的制剂方法，可以很好的

提高药效，有化瘀消积、通利小便、活血消肿之功效，能有效治疗前列腺炎/肥大，且无毒副

作用。

[0005] 为达到此目的，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羊藿三川中药颗粒，其配方包括以下组分：

淫羊藿500-1000g、土鳖虫100-200g、人参100-200g、车前子300-1000g、桃仁200-600g、三七

20-100g、郁金50-200g、胡芦巴300-800g、川木香50-250g、川木通300-800g、琥珀10-50g、蜈

蚣10-50g、海金沙20-80g、黄柏200-600g和川牛膝200-8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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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优选地，本发明提供了羊藿三川中药颗粒，其配方包括以下组分：淫羊藿600-

800g、土鳖虫120-180g、人参120-180g、车前子400-800g、桃仁250-500g、三七40-80g、郁金

80-150g、胡芦巴400-600g、川木香80-200g、川木通400-700g、琥珀15-40g、蜈蚣15-40g、海

金沙30-70g、黄柏300-500g和川牛膝300-700g。

[0007] 进一步优选地，本发明提供了羊藿三川中药颗粒，其配方包括以下组分：淫羊藿

650-700g、土鳖虫130-150g、人参130-150g、车前子500-600g、桃仁300-400g、三七50-70g、

郁金120-140g、胡芦巴450-550g、川木香120-150g、川木通450-600g、琥珀20-30g、蜈蚣20-

30g、海金沙50-60g、黄柏400-450g和川牛膝400-600g。

[0008] 在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的羊藿三川中药颗粒，其配方包括以下组分：

淫羊藿650g、土鳖虫130g、人参130g、车前子600g、桃仁400g、三七70g、郁金140g、胡芦巴

550g、川木香150g、川木通600g、琥珀30g、蜈蚣20g、海金沙50g、黄柏400g和川牛膝400g。

[0009] 在另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的羊藿三川中药颗粒，其配方包括以下组

分：淫羊藿700g、土鳖虫150g、人参150g、车前子600g、桃仁400g、三七70g、郁金140g、胡芦巴

550g、川木香150g、川木通600g、琥珀30g、蜈蚣30g、海金沙60g、黄柏450g和川牛膝600g。

[0010] 在一个优选地具体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的羊藿三川中药颗粒，其配方包括以

下组分：淫羊藿667g、土鳖虫133g、人参134g、车前子583g、桃仁334g、三七58g、郁金133g、胡

芦巴500g、川木香133g、川木通500g、琥珀25g、蜈蚣25g、海金沙58g、黄柏417g和川牛膝

500g。

[0011] 在另一个优选地实施方案中，本发明提供的羊藿三川中药颗粒，其配方包括以下

组分：淫羊藿685g、土鳖虫148g、人参145g、车前子594g、桃仁358g、三七65g、郁金138g、胡芦

巴537g、川木香148g、川木通556g、琥珀28g、蜈蚣28g、海金沙58g、黄柏436g和川牛膝552g。

[0012] 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上述羊藿三川中药颗粒的制备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13] (1)将配方中的人参、三七、郁金、川木香和琥珀进行拣、选、洗、切、干燥，将干燥后

的药材制成中药饮片，将制得的中药饮片进行超微粉碎，过筛，分别得相应的药材粉末，灭

菌后备用；

[0014] (2)将步骤(1)中得到的人参、三七、郁金、川木香和琥珀粉末分别灭菌，备用；

[0015] (3)将配方中除人参、三七、郁金、川木香和琥珀粉末以外的其他十味药材进行拣、

选、洗、切、干燥，将干燥后的药材灭菌后制成中药饮片，备用；

[0016] (4)将步骤(3)得到的中药饮片加水浸泡后进行两次煎煮提取，弃去药渣，合并两

次煎煮的药液，浓缩得到相对密度约1.10(在70℃下测定)的清膏，收膏后得到的药膏命名

为羊藿三川颗粒清膏；

[0017] (5)取步骤(4)中得到的羊藿三川颗粒清膏和步骤(2)得到的灭菌后的人参、三七、

郁金、川木香和琥珀粉末与甜菊素混匀做底料，采用一步法制粒、整粒，即得。

[0018] 上述步骤(1)和步骤(3)中的干燥为在中、长波紫外线交替照射的条件下进行真空

干燥或热风循环干燥中的一种；优选地为在中、长波紫外线交替照射的条件下进行真空干

燥；

[0019] 其中，真空干燥温度为室温，干燥12-24h；

[0020] 其中，超微粉碎后过200目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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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其中，紫外线照射为320～400nm长波，照射10-40min和275-320nm中波，照射8-

20min交替照射2-3次；

[0022] 其中，热风循环干燥温度为70-80℃，干燥时间为3-5h。

[0023] 上述步骤(1)-(3)中的灭菌是在卧式矩形压力蒸汽消毒器中进行，铺盘厚度为3-

5cm，蒸汽压力为0.15Mpa，115℃下灭菌30min，灭菌后干燥10-15min。

[0024] 上述步骤(4)中浸泡为常温浸泡或高温超声浸泡，优选为高温超声浸泡；常温浸泡

时间为0.5-1h；高温浸泡温度为80-100℃，浸泡时间为1-3h，超声时间为15±5min。

[0025] 上述步骤(4)中煎煮为第一次加8倍水煎煮2小时，第二次加6倍水煎煮1小时。

[0026] 本发明的提取方法，即″照射-干燥-超声-煎煮″相结合的提取方法，是在紫外照射

的情况下使细胞壁变薄或破裂，拣、选、洗、切-干燥制成中药饮片后煎煮以及超声作用使有

效成分随着提取液溶出，便于有效成分直接易于吸收。

[0027] 本发明使用″照射-干燥-超声-煎煮″相结合的提取方法以及部分原生药粉与部分

中药提取清膏相结合的制剂方法，不仅能够较完全地提取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保证了较高

的药材利用率和提取率，可以有效降低药材残渣，本发明使用中长波紫外线交替照射的方

法，发现中药材中的有效成分显著提高。本发明提取方法具有提取温度低、溶剂用量少等优

点，能为大生产节约大量的成本，有利于节能环保，为中药材提取工艺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0028] 说明书附图

[0029]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中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制备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

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31] 本发明中使用的消毒装置为YXQ.WF22型卧式矩形压力蒸汽消毒器；购自河南真昕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0032] 实施例1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0033] 配方：淫羊藿667g、土鳖虫133g、人参134g、车前子583g、桃仁334g、三七58g、郁金

133g、胡芦巴500g、川木香133g、川木通500g、琥珀25g、蜈蚣25g、海金沙58g、黄柏417g和川

牛膝500g。

[0034] 制备方法：(1)将配方中的人参、三七、郁金、川木香和琥珀在用320～400nm长波，

照射25min和275～320nm中波，照射15min交替照射3次；即按照长波-中波-长波的次序照射

的条件下进行真空干燥15h，将干燥后的药材制成中药饮片，将制得的中药饮片进行超微粉

碎，过200目筛，分别得相应的药材粉末，在115℃，0.15Mpa的蒸汽压力下灭菌30min，后干燥

15min，备用；

[0035] (2)将步骤(1)中得到的人参、三七、郁金、川木香和琥珀粉末分别铺5cm厚度于消

毒盘上，在115℃，0.15Mpa的蒸汽压力下灭菌30min，后干燥15min，备用；

[0036] (3)将配方中除人参、三七、郁金、川木香和琥珀粉末以外的其他十味药材在用320

～400nm长波，照射25min和275～320nm中波，照射15min交替照射3次；即按照长波-中波-长

波的次序照射的条件下进行真空干燥15h，将干燥后的药材在115℃，0.15Mpa的蒸汽压力下

灭菌30min，后干燥15min，制成中药饮片，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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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4)将步骤(3)得到的超声处理后的中药饮片加水100℃下浸泡1h后超声15min后

进行两次煎煮，第一次加8倍水煎煮2小时，第二次加6倍水煎煮1小时，弃去药渣，合并两次

煎煮的药液，浓缩得到相对密度约1.10(在70℃下测定)的清膏，收膏后得到的药膏命名为

羊藿三川颗粒清膏；

[0038] (5)取步骤(4)中得到的羊藿三川颗粒清膏和步骤(2)得到的灭菌后的人参、三七、

郁金、川木香和琥珀粉末与甜菊素混匀做底料，采用一步法制粒、整粒，即得。

[0039] 实施例2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0040] 配方：淫羊藿650g、土鳖虫130g、人参130g、车前子600g、桃仁400g、三七70g、郁金

140g、胡芦巴550g、川木香150g、川木通600g、琥珀30g、蜈蚣20g、海金沙50g、黄柏400g和川

牛膝400g。

[0041] 制备方法：将实施例1中步骤(2)的长波照射时间改为20min，中波照射时间改为

10min；将步骤(3)中加水90℃下浸泡后1h后在立即超声10min；其他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

[0042] 实施例3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0043] 配方：淫羊藿700g、土鳖虫150g、人参150g、车前子600g、桃仁400g、三七70g、郁金

140g、胡芦巴550g、川木香150g、川木通600g、琥珀30g、蜈蚣30g、海金沙60g、黄柏450g和川

牛膝600g。

[0044] 制备方法：将实施例1中步骤(2)的长波照射时间改为15min，中波照射时间改为

10min；将步骤(3)中的加水80℃下浸泡后2h后在立即超声20min；其他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

[0045] 实施例4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0046] 配方：淫羊藿685g、土鳖虫148g、人参145g、车前子594g、桃仁358g、三七65g、郁金

138g、胡芦巴537g、川木香148g、川木通556g、琥珀28g、蜈蚣28g、海金沙58g、黄柏436g和川

牛膝552g。

[0047] 制备方法：将实施例1中步骤(2)的长波照射时间改为10min，中波照射时间改为

8min；将步骤(3)中加水85℃下浸泡后1.5h后在立即超声15min；其他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

[0048] 实施例5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0049] 配方：淫羊藿500g、土鳖虫100g、人参100g、车前子300g、桃仁200g、三七20g、郁金

50g、胡芦巴300g、川木香50g、川木通300g、琥珀10g、蜈蚣10g、海金沙20g、黄柏200g和川牛

膝200g。

[0050] 制备方法：将实施例1中步骤(2)的长波照射时间改为25min，中波照射时间改为

12min；将步骤(3)中的加水90℃下浸泡后2h后在立即超声18min；其他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

[0051] 实施例6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0052] 配方：淫羊藿1000g、土鳖虫200g、人参200g、车前子1000g、桃仁600g、三七100g、郁

金200g、胡芦巴800g、川木香250g、川木通800g、琥珀50g、蜈蚣50g、海金沙80g、黄柏600g和

川牛膝800g。

[0053] 制备方法：将实施例1中步骤(2)的长波照射时间改为35min，中波照射时间改为

15min；将步骤(3)中加水80℃下浸泡后3h后在立即超声12min；其他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

[0054] 实施例7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0055] 配方：与实施例1相同。

[0056] 制备方法：将紫外线照射真空干燥操作换成热风循环干燥操作；其他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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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施例1相同。

[0057] 对比例1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0058] 配方：与实施例1相同。

[0059] 制备方法：将配方中的所有药材分别干燥进行切片，将切片混合后进行煎煮、浓缩

药液，浓缩后得到药材清膏，后进行一步法制粒，即得。

[0060] 对比例2羊藿三川颗粒及其制备方法

[0061] 配方：与实施例1相同。

[0062] 制备方法：为中国专利CN  1113802A中公开的制备方法。

[0063] 对比例3

[0064] 配方：与实施例1相同。

[0065] 制备方法：将配方中的所有药材进行粉碎，过100目筛，混合均匀后加适量甜味剂

(蜂蜜)，制成颗粒。

[0066] 对比例4

[0067] 配方：与实施例1相同。

[0068]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不同在于改变步骤(1)中过筛目数，将200目筛改为100目。

[0069] 对比例5

[0070] 配方：与实施例1相同。

[0071]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不同在于缩短步骤(2)中紫外照射时间，将25mim和15min

分别改为10min和5min。

[0072] 对比例6

[0073] 配方：与实施例1相同。

[0074] 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不同在于延长步骤(2)中紫外照射时间，将25mim和15min

分别改为45min和30min。

[0075] 具体实施案例

[0076] 本发明采用随机选取急、慢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500例，分为对照组(对比例1-6)

和实验组(实施例1-3和实施例7)，各50例，其中：实验组急性患者20例、慢性患者30例；对照

组急性患者18例，慢性患者32例。对前列腺患者进行系统临床治疗观察，均符合入选标准，

无退出及剔除病例。其年龄40-65岁，对照组采用本发明对比例中的药品(对比例1-6)，常规

治疗；实验组采取本发明药品(实施例1-3和实施例7)，经1-3个疗程。细菌性前列腺炎以镜

检细菌明显下降为有效，以症状消失为治愈。非细菌性前列腺炎以症状明显缓解为有效，症

状消失8个月无复发为治愈。

[0077] 服用方法：本发明中成药一次服4-6克量，一日三次。二十二天为一个疗程。一般用

药1-3个疗程；其治疗结果见表1-3。

[0078] 表1：急、慢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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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0080]

[0081] 通过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提供的治疗前列腺炎的配方及制备方法制备的中

草药颗粒可以很好地治愈前列腺炎，总治愈率可达到84％，总有效率可高达98％，实施例2、

3制备的中草药颗粒的治疗疗效索然比实施例1的效果差，但是治愈率和有效率都比对比例

效果好；实施例7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将紫外线照射真空干燥操作换成热风循环干燥操作，

推测可能是由于药物有效成分没有很好的释放从而使药效降低，所以导致治愈率和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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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总治愈率只能达到60％左右；对比例1、3的制备方法是按本领域常

规制备方法，同样使中草药有效成分不能很好的释放，导致治愈率和有效率不高。

[0082] 下表为病种与疗效的关系，其中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用药疗程为1个疗程，慢性细

菌性前列腺炎用药疗程为3个疗程，具体数据见下表2。

[0083] 表2：病种与疗程的关系

[0084]

[0085]

[0086] 通过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备的治疗前列腺炎的中草药颗粒对急性和慢性

细菌性前列腺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其中对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的治愈率(85％)要高于对慢

性细菌性前列腺的治愈率(66.7％)，但是本发明提供的中草药颗粒总的治疗效果要高于对

比例中的效果，即本发明药物对急性细菌性前列腺有更好的治疗效果，总有效率都很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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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95％，所以说使用本发明制备的中药更适用于缓解并治疗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肥大，

但对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肥大也有很好的疗效。

[0087] 表3非细菌性前列腺的治疗结果

[0088]

[0089]

[0090] 通过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备的药品对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有很好的疗效，

总有效率远高于对比例中的药品，通过数据对比可以看出采用″照射-干燥-超声-煎煮″相

结合的提取方法，能够较完全的提取药材中的有效成分，保证了较高的药材利用率和提取

率，从而使药效得到充分发挥，对治疗各种前列腺炎/肥大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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