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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

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及其制备方法，它

由煨肉豆蔻1～10份、肉桂1～10份、陈皮1～10

份、干姜1～10份、枸杞1～10份、人参1～10份、酒

制黄精1～10份、甘草1～10份、蒸馏酒500～1000

份的原料制成。本发明根据脾胃虚寒，慢性胃病

和胃溃疡患者的病理病机，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

筛选中药原料组成，得到的中药保健酒具有温中

行气、散寒通脉、燥湿健脾和养心安神等功效，可

以有效改善脾胃功能、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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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下

列重量份数的原料：

肉豆蔻1～10份(煨)、肉桂1～10份、陈皮1～10份、干姜1～10份、枸杞1～10份、人参1～

10份、酒制黄精1～10份、甘草1～10份、蒸馏酒500～100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其特

征在于，它包括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

肉豆蔻(煨)6～8份、肉桂4～9份、陈皮3～6份、干姜2～6份、枸杞3～6份、人参2～5份、

酒制黄精1～4份、甘草2～5份、蒸馏酒500～100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其特

征在于，它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煨肉豆蔻8份、肉桂5份、陈皮3份、干姜2份、枸杞3份、人参2份、酒制黄精1份、甘草2份、

蒸馏酒500份。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其特

征在于，它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煨肉豆蔻6份、肉桂4份、陈皮5份、干姜6份、枸杞4份、人参5份、酒制黄精3份、甘草5份、

蒸馏酒800份。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其特

征在于，它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煨肉豆蔻7份、肉桂9份、陈皮6份、干姜5份、枸杞6份、人参3份、酒制黄精4份、甘草3份、

蒸馏酒1000份。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

健酒，其特征是：所述的蒸馏酒中乙醇体积浓度为25％～60％。

7.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称取权利要求1至5任一项所述重量份数的煨肉豆蔻、肉桂、陈皮、干姜、枸杞、人参、

酒制黄精和甘草；

(2)将步骤(1)所述的药材放入蒸馏酒中，在0～55℃的温度下密封恒温保持30～50天；

(3)将步骤(2)中酒液分离取出，药材残渣压榨，合并酒液，放置沉淀、过滤得到具有改

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原浆；

(4)将步骤(3)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原浆中掺入适

量纯净水，调节酒的浓度，得到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蒸馏酒中乙醇体积浓度为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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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

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保健酒，具体涉及一种采用多种药食同源药材制备得到的具有改

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脾胃虚寒、慢性胃炎、胃肠道有溃疡的亚健康患者经常出现胃部不适，胃部疼痛等

症状。在中医方面，这些人腹部隐痛是脾胃阳虚寒积中阻所致，是脾胃功能低下的亚健康状

态。

[0003] 药酒，作为传统的养生保健饮品，受大众认可，可以作为人们保健养生的选择之

一。目前，市场上药酒种类繁多，有源于传统配方的药酒，有复杂工艺制成的药酒，药酒市场

质量参差不齐。

[0004] 本发明根据大量市场调研和科学实验筛选，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针对亚健康人

群、临床上疾病症状、药酒实验研究和中药方剂配伍特点，选取传统有效炮制药酒方法和产

自道地产区的药材，配置得到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具有温中行气、散寒通

脉、燥湿健脾和养心安神功效，能够改善脾胃功能、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食品酒

及其制备方法。

[0006] 技术方案：为了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它由下列重量份数

的原料制成：

[0008] 煨肉豆蔻1～10份、肉桂1～10份、陈皮1～10份、干姜1～10份、枸杞1～10份、人参1

～10份、酒制黄精1～10份、甘草1～10份、蒸馏酒500～1000份。

[0009]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

酒，它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0010] 煨肉豆蔻6～8份、肉桂4～9份、陈皮3～6份、干姜2～6份、枸杞3～6份、人参2～5

份、酒制黄精1～4份、甘草2～5份、蒸馏酒500～1000份。

[0011]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

酒，它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0012] 煨肉豆蔻8份、肉桂5份、陈皮3份、干姜2份、枸杞3份、人参2份、酒制黄精1份、甘草2

份、蒸馏酒500份。

[0013]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

酒，它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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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煨肉豆蔻6份、肉桂4份、陈皮5份、干姜6份、枸杞4份、人参5份、酒制黄精3份、甘草5

份、蒸馏酒800份。

[0015]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

酒，它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0016] 煨肉豆蔻7份、肉桂9份、陈皮6份、干姜5份、枸杞6份、人参3份、酒制黄精4份、甘草3

份、蒸馏酒1000份。

[0017]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

酒，所述的蒸馏酒中乙醇体积浓度为25％～60％。

[0018] 本发明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的制备方

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19] (1)按重量份数称取煨肉豆蔻、肉桂、陈皮、干姜、枸杞、人参、酒制黄精和甘草；

[0020] (2)将步骤(1)所述的药材放入蒸馏酒中，在0～55℃的温度下密封恒温保持30～

50天；

[0021] (3)将步骤(2)中酒液分离取出，药材残渣压榨，合并酒液，放置沉淀、过滤得到具

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原浆；

[0022] (4)将步骤(3)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原浆中掺

入适量纯净水，调节酒的浓度，得到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

酒。

[0023] 作为优选方案，以上所述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

酒的制备方法，所述的蒸馏酒中乙醇体积浓度为25％～60％。

[0024] 本发明根据中医药理论，通过大量实验筛选具有保健功能的药材，各药材的功效

如下：

[0025] 肉豆蔻：又名玉果，为肉豆蔻科植物肉豆蔻Myristicafragrans  Houtt.的干燥种

仁。煨肉豆蔻为肉豆蔻的炮制品，味辛，性温；归脾、胃、大肠经；具有温中行气和涩肠止泻的

功效；用于脾胃虚寒，久泻不止，脘腹胀痛，食少呕吐。

[0026] 肉桂：为樟科植物肉桂Cinnamomum  cassia  Presl的干燥树皮。肉桂味辛、甘，性大

热；归肾、脾、心、肝经；具有补火助阳、引火归元、散寒止痛和温通经脉的功效；用于阳痿宫

冷，腰膝冷痛，肾虚作喘，虚阳上浮，眩晕目赤，心腹冷痛，虚寒吐泻，寒疝腹痛，痛经经闭。

[0027] 陈皮：为芸香科植物橘Citrus  reticulata  Blanco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

皮。陈皮味苦、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理气健脾和燥湿化痰的功效；用于脘腹胀满，食少

吐泻，咳嗽痰多。

[0028] 干姜：为姜科植物Zingiber  offcinale  Rosc.的干燥根茎。干姜味辛，性热；归脾、

胃、肾、心、肺经；具有温中散寒、回阳通脉和温肺化饮的功效；用于脘腹冷痛，呕吐泄泻，肢

冷脉微，寒饮喘咳。

[0029] 枸杞：为茄科植物宁夏枸杞Lycium  barbarum  L .的干燥成熟果实。枸杞味甘，性

平；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和益精明目的功效；用于虚劳精亏，腰膝酸痛，眩晕耳鸣，阳萎

遗精，内热消渴，血虚萎黄，目昏不明。

[0030] 人参：为五加科植物人参Panax  ginseng  C.A.Mey.的干燥根和根茎。人参味甘、微

苦，性微温；归脾、肺、心、肾经；具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和安神益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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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用于体虚欲脱，肢冷脉微，脾虚食少，肺虚喘咳，津伤口渴，内热消渴，气血亏虚，久病

虚赢，惊悸失眠，阳痿宫冷。

[0031] 黄精：为百合科植物滇黄精Polygonatum  kingianum  Coll .et  Hemsl .、黄精

Polygonatum  sibiricum  Red .或多花黄精Polygonatum  cyrtonema  Hua的干燥根茎。酒制

黄精为黄精的炮制品，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具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和益肾的功效；

用于脾胃气虚，体倦乏力，胃阴不足，口干食少，肺虚燥咳，劳嗽咳血，精血不足，腰膝酸软，

须发早白，内热消渴。酒制黄精为黄精经过就酒炮制的黄精。

[0032] 甘草：为豆科植物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ch.、胀果甘草Glycyrrhiza 

inflata  Bat.或光果甘草Glycyrrhiza  glabra  L.的干燥根和根茎。甘草味甘，性平；归心、

肺、脾、胃经；具有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缓急止痛和调和诸药的功效；用于脾胃虚

弱，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咳嗽痰多，脘腹、四肢挛急疼痛，痈肿疮毒，缓解药物毒性、烈性。

[0033] 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

和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34] 本发明根据脾胃虚寒，慢性胃病和胃溃疡患者的病理病机，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

筛选中药原料组成，得到的中药组合物保健酒具有温中行气、散寒通脉、燥湿健脾和养心安

神等功效，可以有效改善脾胃功能、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本发明提供的药酒对于

腹部隐痛、食欲不佳和睡眠不好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功效，尤以中老年人或女性饮用为

佳。

[0035] 本发明保健酒采用特定配伍规律，其中配伍以温中行气和散寒通脉为主，燥湿化

痰除寒积为辅的规则。以煨肉豆蔻和肉桂为君药，具有温补中阳、行气通脉和散寒止痛的功

效。以干姜和陈皮为臣药，燥湿化痰以助脾胃除寒积，并配合君药理气健脾、散寒通脉。用枸

杞、人参和酒制黄精为佐药，具有补益气血、健脾养胃、滋补肝肾和安神益智功效。甘草为使

药，调和诸药。以上药材配伍相辅相成，通过食品酒的形式，酒可以促进药效，能够更好地发

挥改善脾胃功能、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等多种功能，相比现有技术单个的功效，取得了

更好的技术进步！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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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形

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37] 实施例1

[0038] 1 .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它由下列重量份

数的原料制成：

[0039] 煨肉豆蔻8份、肉桂5份、陈皮3份、干姜2份、枸杞3份、人参2份、酒制黄精1份、甘草2

份、蒸馏酒500份。

[0040] 2.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41] (1)取煨肉豆蔻8份，肉桂5份，陈皮3份，干姜2份，枸杞3份，人参2份，酒制黄精1份，

甘草2份，以上药材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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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2)取乙醇含量为60％的蒸馏酒(60度蒸馏酒)500份，将上述药材放入60度蒸馏酒

中，在25℃恒温下密封保存30天。

[0043] (3)30天后将酒液取出，药材残渣压榨，合并酒液静置沉淀、过滤，得到具有改善脾

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原浆。将原浆中掺入适量纯净水调节酒的浓度

为30度，即得到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

[0044] 实施例2

[0045] 1 .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它由下列重量份

数的原料制成：

[0046] 煨肉豆蔻6份、肉桂4份、陈皮5份、干姜6份、枸杞4份、人参5份、酒制黄精3份、甘草5

份、蒸馏酒800份。

[0047] 2.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48] (1)取煨肉豆蔻6份，肉桂4份，陈皮5份，干姜6份，枸杞4份，人参5份，酒制黄精3份，

甘草5份，以上药材备用。

[0049] (2)取乙醇含量为45％的蒸馏酒(45度蒸馏酒)800份，将上述药材放入45度蒸馏酒

中，在30℃恒温下密封保存50天。

[0050] (3)50天后将酒液取出，药材残渣压榨，合并酒液静置沉淀、过滤，得到具有改善脾

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原浆。将原浆中掺入适量纯净水调节酒的浓度

为30度，即得到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

[0051] 实施例3

[0052] 1 .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它由下列重量份

数的原料制成：

[0053] 煨肉豆蔻7份、肉桂9份、陈皮6份、干姜5份、枸杞6份、人参3份、酒制黄精4份、甘草3

份、蒸馏酒1000份。

[0054] 2.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55] (1)取煨肉豆蔻7份，肉桂9份，陈皮6份，干姜5份，枸杞6份，人参3份，酒制黄精4份，

甘草3份，以上药材备用。

[0056] (2)取乙醇含量为35％的蒸馏酒(35度蒸馏酒)1000份，将上述药材放入35度蒸馏

酒中，在55℃恒温下密封保存40天。

[0057] (3)40天后将酒液取出，药材残渣压榨，合并酒液静置沉淀、过滤，得到具有改善脾

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原浆。将原浆中掺入适量纯净水调节酒的浓度

为30度，即得到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

[0058] 实施例4

[0059] 1 .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它由下列重量份

数的原料制成：

[0060] 煨肉豆蔻10份、肉桂9份、陈皮10份、干姜8份、枸杞10份、人参8份、酒制黄精6份、甘

草8份、蒸馏酒1000份。

[0061] 2.一种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的制备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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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步骤：

[0062] (1)取煨肉豆蔻10份，肉桂9份，陈皮10份，干姜8份，枸杞10份，人参8份，酒制黄精6

份，甘草8份，以上药材备用。

[0063] (2)取乙醇含量为50％的蒸馏酒(50度蒸馏酒)1000份，将上述药材放入50度蒸馏

酒中，在55℃恒温下密封保存50天。

[0064] (3)50天后将酒液取出，药材残渣压榨，合并酒液静置沉淀、过滤，得到具有改善脾

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原浆。将原浆中掺入适量纯净水调节酒的浓度

为30度，即得到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

[0065] 实施例5  功能性实验

[0066] 选取脾胃虚寒、腹部隐痛和睡眠不好的人群100例(男性40例，女性60例)，随机分

成4组，每组25人，第1至第4组分别每天早、晚各口服本发明实施例1至实施例4制备得到的

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一次，每次服用20ml，服用2个月后，

腹部隐痛痊愈，食欲增加，人有精神，睡眠质量提高的人群分别为：23例，21例，22例和18例，

有效率分别为92％，84％，88％和72％。表明，本发明提供的具有改善脾胃、减轻腹部隐痛和

改善睡眠功能的保健酒具有很好的保健功能，可以有效改善脾胃功能、减轻腹部隐痛和改

善睡眠功能，对于脾胃功能不好、腹部隐痛和睡眠不好的人群具有很好的保健功能。特别是

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保健酒。

[0067]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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