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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抗冠状病毒的中药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该中药组合物包含中药活

性提取物，该活性提取物由第一提取物和第二提

取物组成，其中第一提取物为麻黄、苦杏仁、生石

膏、薏苡仁、苍术、广藿香、虎杖、马鞭草、芦根、葶

苈子、化橘红和青蒿的水提物或醇水提取物，第

二提取物为甘草的水提物或醇水提取物，且第一

提取物和第二提取物单独提取获得。本发明的中

药组合物可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例如新型

冠状病毒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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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的中药活性提取物，该中药活性提取物由第一提取物和第

二提取物组成，其中所述的第一提取物为使用水或醇水溶液提取麻黄、苦杏仁、生石膏、薏

苡仁、苍术、广藿香、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化橘红和青蒿得到的提取物，该提取过程

的特征在于生石膏先煎，提取，然后加入麻黄、苦杏仁、薏苡仁、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葶

苈子和化橘红，再提取，过滤，得第一滤液，药渣中加入青蒿、广藿香，提取，过滤，得第二滤

液，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得到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所述的第二提取物为使用水或醇水溶液提取甘草得到的提取物，

其中所述的第一提取物和所述的第二提取物单独提取获得。

2.根据权利要求1的中药活性提取物，其中所述的中药材具有如下相对重量份：

麻黄6份、苦杏仁15份、生石膏30份、薏苡仁30份、苍术10份、广藿香15份、虎杖20份、马

鞭草30份、芦根30份、葶苈子15份、化橘红15份、青蒿12份和甘草10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的中药活性提取物，其中所述的第一提取物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

方法制得：

(1)将生石膏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10至90分钟，然后加入麻黄、苦杏仁、

薏苡仁、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和化橘红，用3至15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

20分钟至90分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于下一步；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藿香，加入3至10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10至80分钟，

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4.根据权利要求3的中药活性提取物，其中所述的第一提取物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

法制得：

(1)将生石膏置于10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20至40分钟，然后加入麻黄、苦杏仁、薏

苡仁、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和化橘红，用10倍量水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1小时，

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于下一步；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藿香，加入6倍量水，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20至40分钟，过滤，

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以及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的中药活性提取物，其中所述的第二提取物通过包括如下

步骤的方法制得：

将甘草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20至90分钟，过滤，提取

多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所述的第二提取物。

6.根据权利要求5的中药活性提取物，其中所述的第二提取物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

法制得：

将甘草置于10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40至80分钟，优选60分钟，优

选40分钟，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所述的第二提取物。

7.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的中药组合物，它包含权利要求1至6中任意一项的中药活

性提取物和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

8.根据权利要求7的中药组合物，其中所述的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选自稀释剂、载体、

填充剂、粘合剂、湿润剂、崩解剂、吸收促进剂、表面活性剂、吸附载体和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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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7的中药组合物，其中所述的稀释剂选自蔗糖、糊精、淀粉、乳糖、甘露

醇、木糖醇和双歧糖。

10.根据权利要求7的中药组合物，其中所述的润湿剂选自水和不同浓度的乙醇。

11.根据权利要求7的中药组合物，其中所述的粘合剂选自乙基纤维素、聚乙烯吡咯烷

酮、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乙二醇和海藻酸钠。

12.根据权利要求7的中药组合物，其中所述的崩解剂选自微晶纤维素和羧甲基淀粉

钠。

13.根据权利要求7至12中任意一项的中药组合物，该药物组合物被配制为液体制剂、

颗粒剂、散剂、冲剂、丸剂、片剂、锭剂、胶囊剂或微囊剂。

14.制备根据权利要求7至13中任意一项的中药组合物的方法，它包括如下步骤：

(1)将石膏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10至90分钟，然后加入麻黄、苦杏仁、薏

苡仁、茅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和化橘红，用3至15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

20分钟至90分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于下一步；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广藿香，用3至10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10至80分钟，过

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第一浓缩液；

(4)将甘草单独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20至90分钟，过

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第二浓缩液；

(5)合并第一浓缩液和第二浓缩液，且进一步浓缩至相对密度约为1.02-1 .05(60℃)，

得最终浓缩物；

(6)将所得最终浓缩物喷雾干燥，得药粉；

(7)向所得药粉中加入适量的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根据本领域中的常规方法制得所

期望剂型的中药组合物。

15.根据权利要求14的方法，它包括如下步骤：

(1)将石膏置于10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20至60分钟，优选40分钟，然后加入麻黄、

苦杏仁、薏苡仁、茅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和化橘红，用10倍量水提取一次或两

次，每次1小时，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于下一步；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广藿香，用6倍量水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20至40分钟，过滤，

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第一浓缩液；

(4)将甘草单独置于10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40至80分钟，优选60

分钟，优选40分钟，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第二浓缩液；

(5)合并第一浓缩液和第二浓缩液，且进一步浓缩至相对密度约为1.02-1 .05(60℃)，

得最终浓缩物；

(6)将所得最终浓缩物喷雾干燥，得药粉；以及

(7)向所得药粉中加入适量的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制得所述的中药组合物。

16.根据权利要求1至6任一项的中药活性提取物在制备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的药

物中的用途。

17.根据权利要求16的用途，其中所述的冠状病毒性疾病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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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冠状病毒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医药学领域，具体涉及中药组合物，该中药组合物可用于治  疗冠状

病毒性疾病，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COVID-19)。本发明还涉及  制备所述中药组合物的

方法，以及该中药组合物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的用  途。

背景技术

[0002] 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大类病毒，  感染脊椎动

物，如人、鼠、猪、猫、犬、狼、鸡、牛、禽类。新型冠状病  毒(SARS-CoV-2)属于冠状病毒科中的

β属冠状病毒，基因特征与  SARSr-CoV和MERSr-CoV有明显区别。新型冠状病毒对紫外线和

热敏感，  56℃30分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  可有效灭

活病毒。基于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结果，新型冠状病毒潜  伏期为1-14天，多为3-7

天；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无  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主要传播

途径为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  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

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 的可能，其他传播途径尚待明确；人群普遍易感。

[0003] 根据中医学理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COVID-19)属于中医“疫”病  范畴，致病因

素为湿毒，核心病机为湿毒壅肺、阻遏气机，病理特点可概  括为“湿、毒、闭、虚”。新型冠状

病毒性肺炎患者尸体解剖和穿刺组织病理  观察结果显示，肺脏呈不同程度实变，脾脏和淋

巴细胞数量明显缩小和减  少，部分血管内皮脱落，内膜炎及血栓形成，胆囊高度充盈，肾脏

间质充  血及肾小球肾小管病变，提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造成较为严重的肺部、 肾脏及

免疫系统损伤(王毅，李翔，张俊华，薛睿，钱竞扬，张晓慧，张  晗，刘清泉，范骁辉，张伯礼.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宣肺败毒汤治疗新型冠状  病毒性肺炎机制研究.中国中药杂志，1-9，

2020)。

[0004] 中医药治疗病毒性疾病有较长的历史且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药  治疗病毒

性传染病也有良好效果，例如在治疗SARS、甲型H1N1等疾病方  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研究证

实，中药的整体调节，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 同时还有抑制和杀灭病毒的作用。已有证据表

明，中医药在治疗新型冠状  病毒性肺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药配方被推荐用于治

疗中医证候  表现为湿毒郁肺的新冠肺炎患者，该配方以汤剂(水煎)形式服用，但该  诊疗

方案中没有公开该汤剂的具体组成及其制备方法，也没有公开该配方 的其它剂型及其对

新型冠状病毒以外的其他冠状病毒是否有作用。

[0005] 因此，对于能够有效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的中药组合

物存在未满足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能够有效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特别是新型冠状  病毒

性肺炎的中药组合物，该药物组合物包含可有效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患者 的中药活性提

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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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本发明的还一个目的是提供用于制备能够有效治疗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  特别

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药组合物的方法。

[0008] 本发明的再一个目的是提供中药组合物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特别是  新型

冠状病毒性肺炎的方法，或中药组合物在制备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  特别是新型冠状

病毒性肺炎的药物中的用途。

[0009] 本申请的发明人根据中医药学理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整体证候  表现，

在中医古代验方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经研究确定了一个中药  配方，该配方由中

药材麻黄、苦杏仁、生石膏、薏苡仁、苍术、广藿香、虎杖、  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化橘红、青

蒿和甘草组成，且经临床治疗实践证明该  配方的制剂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的疗效

确切，特别是在减少轻症患者转  重症方面表现出独特优势。基于上述发现，本发明人完成

了本发明。

[0010] 可以从不同方面描述本发明，这些方面及其任何形式中所描述的发明相互  独立

又彼此关联，相互结合构成本发明的内容。

[0011] 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可有效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例如，新型冠状病  毒性肺

炎)的中药组合物或中药制剂，该中药组合物或中药制剂包含中药材麻  黄、苦杏仁、生石

膏、薏苡仁、苍术、广藿香、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  化橘红、青蒿和甘草，例如麻黄6份、

苦杏仁15份、生石膏30份、薏苡仁  30份、苍术10份、广藿香15份、虎杖20份、马鞭草30份、芦

根30份、葶  苈子15份、化橘红15份、青蒿12份和甘草10份。或者，本发明的中药组合  物或中

药制剂包含中药材麻黄、苦杏仁、生石膏、薏苡仁、苍术、广藿香、虎  杖、马鞭草、芦根、葶苈

子、化橘红、青蒿和甘草的抗冠状病毒活性提取物，  包括第一提取物和第二提取物，或由第

一提取物和第二提取物组成。例如，本  发明的中药组合物或中药制剂包含麻黄6份、苦杏仁

15份、生石膏30份、薏  苡仁30份、苍术10份、广藿香15份、虎杖20份、马鞭草30份、芦根30 

份、葶苈子15份、化橘红15份、青蒿12份和甘草10份的抗冠状病毒活性提  取物，包括第一提

取物和第二提取物，或由第一提取物和第二提取物组成。所  述的第一提取物为使用水或醇

水溶液提取麻黄、苦杏仁、生石膏、薏苡仁、苍  术、广藿香、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化橘

红和青蒿得到的提取物；所  述的第二提取物为使用水或醇水溶液提取甘草得到的提取物，

其中所述的第一  提取物和所述的第二提取物的提取单独进行。第一提取物的提取或制备

过程特  征在于生石膏先煎，提取后加入麻黄、苦杏仁、薏苡仁、苍术、虎杖、马鞭草、  芦根、

葶苈子和化橘红提取，过滤，得第一滤液，药渣中加入青蒿、广藿香提  取，过滤，得第二滤

液，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得到所述的第一提取物，根  据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除包含

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外，它还可以包含药 学上可接受的辅料。

[0012] 还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制备根据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的方法，它包括  如下步

骤：

[0013] (1)将石膏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10至90分钟，然后加  入麻黄、苦杏

仁、薏苡仁、茅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和化橘红，  用3至15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

次，每次20分钟至90分钟，过滤，提取多次 时合并滤液，得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于下一步；

[0014]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广藿香，用3至10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每 次10至80分

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

[0015]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第一浓缩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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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4)将甘草单独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  20至90分

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第二浓缩液；

[0017] (5)合并第一浓缩液和第二浓缩液，且进一步浓缩至相对密度约为  1.01-1.05(60

℃)，得最终浓缩物；

[0018] (6)将所得最终浓缩物喷雾干燥，得药粉；

[0019] (7)向所得药粉中加入适量的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通过本领域中已知 的方法制

得所期望的中药组合物。

[0020] 再一方面，本发明提供根据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或中药组合物在制备  用于

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药物中的用途。或  者，本发明提供一

种使用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例如，新  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的方

法，该方法包括给冠状病毒性疾病(例如，新型  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本

发明的中药组合物。或者，本发明  提供一种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例如，新型冠状病毒

性肺炎)患者的中药 组合物，该中药组合物包含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

[0021] 临床前试验和临床治疗结果证明，根据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和中药组  合物

能够使患者的免疫系统对抗冠状病毒的能力得到提高，患者的一种或多种  症状得到减轻

或消除，轻症不向重症转变或转变的几率小，重症向普通型或轻  型症状转变或转变的几率

增加，患者痊愈的时间缩短，病程缩短，以及核酸转  阴更快。因此，根据本发明的中药活性

提取物和中药组合物能够有效治疗冠状  病毒性疾病患者，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

特别对轻症和普通型患者疗 效显著，可明显减轻发热、咳嗽、憋喘和乏力等症状，治疗后CT

诊断也显示  有关症状显著改善。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中药颗粒剂(XFBD)对小鼠肺指数的影响

[0023] 图2(2A和2B)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中药颗粒剂对小鼠血清胃肠激素的  影响

[0024] 图3(3A、3B、3C和3D)显示了根据本发明的中药颗粒剂对小鼠肺组织  中炎性因子

含量的影响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上文已从一般方面概述了本发明，下面将结合实施例进一步详细描述本发 明。

[0026] 为准确理解本发明中所使用的术语，下面特别定义部分术语的含义。对于  在此没

有特别定义的术语，它们具有本领域技术人员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含义。  如果在此所定义的

某个术语的含义与本领域技术人员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含义  不一致，则该术语的含义以在

此所定义的含义为准。

[0027]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麻黄”是指麻黄科植物草麻黄Ephedra  sinica  Stapf、  中

麻黄Ephedra  intermedia  Schrenk  et  C.A.Mey.或木贼麻黄Ephedra  equisetina Bge.的

干燥草质茎。

[0028]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苦杏仁”是指蔷薇科植物山杏Prunus  armeniaca 

L .var .ansu  Maxim .、西伯利亚杏Prunus  sibirica  L .、东北杏Prunus  mandshurica 

(Maxim.)Koehne或杏Prunus  armeniaca  L.的干燥成熟种子。夏季采收成 熟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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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生石膏”是指硫酸盐类矿物硬生石膏族生石膏，主含  含水

硫酸钙(CaSO4·2H2O)，采挖后，除去杂石及泥沙。

[0030]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薏苡仁”是指禾本科植物薏苡Coix  lacryma-jobi 

L.var.ma-yuen(Roman.)Stapf的干燥成熟种仁。

[0031]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苍术”是指菊科植物苍术Atractylodes  lancea  (Thunb.)

DC.或北苍术Atractylodes  chinensis(DC.)Koidz.的干燥根茎， 并用麦麸炒制的炮制品；

可减少其燥性，药性温和。

[0032]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广藿香”是指唇形科植物广藿香Pogostemon  cablin 

(Blanco)Benth.的干燥地上部分。

[0033]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虎杖”是指蓼科植物虎杖Polygonum  cuspidatum  Sieb.et 

Zucc.的干燥根茎和根。

[0034]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马鞭草”是指马鞭草科植物马鞭草Verbena Officinalis 

L.的干燥地上部分。

[0035]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芦根”是指禾本科植物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 Trin.的

新鲜或干燥根茎。

[0036]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葶苈子”是指十字花科植物播娘蒿Descurainia sophia

(L.)Webb.ex  Prantl.或独行菜Lepidium  apetalum  Willd.的干燥成熟种  子。

[0037]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化橘红”是指芸香科植物化州柚Citrus  grandis 

‘Tomentosa’或柚Citrus  grandis(L.)Osbeck的未成熟或近成熟的干燥外层果 皮。

[0038]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青蒿”是指菊科植物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的干  燥地

上部分。

[0039]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甘草”是指豆科植物甘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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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0]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中药活性提取物”是指用合适的溶剂例如水或醇水  溶液提

取任何形式的所述中药材(包括中药材饮片、中药材粉末，例如中药材  微粉化粉末)得到的

具有抗冠状病毒活性的任何形式的物质，包括特定的有效  成分和包含有效成分的混合物。

该提取物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固体、半固体、 溶液、混悬液、浓缩液、膏状体和粉末。

[0041] 适用于提取中药材以得到本发明中药活性提取物的水是指可用于制备中  药活性

提取物的各种水，包括药用水，例如蒸馏水和去离子水等。

[0042]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醇水溶液”是指适合浓度(例如低浓度，特别是10-50％  v/

v)的醇的水溶液，适用的醇的例子包括低级醇，优选乙醇。在一定条件下，  也可以使用高于

浓度高于50％v/v的醇的水溶液。

[0043]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提取一次或多次”是指通常提取1至3次，优选1或  2多次，特

殊情况下根据需要可以提取更多次。

[0044]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患者”与“受试者”可以相互代替使用，是指易患冠状  病毒

性疾病或冠状病毒易感的哺乳动物，特别是指人。

[0045]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冠状病毒”是指属于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的  病毒，

特别是指冠状病毒属的病毒(Coronavirus)的病毒，更特别是指新型冠  状病毒(SARS-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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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括它们的任何突变体。

[0046]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冠状病毒性疾病”是指由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  病

毒，特别是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的病毒，更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包括

它们的任何突变体，引起的疾病。

[0047] 本发明中使用的术语“治疗”意指在患者中提升其免疫系统对抗冠状病毒  的能

力，在患者中减轻或消除冠状病毒性疾病的一种或多种症状，防止轻症向  重症转化，提高

重症病人向普通病人转变的几率，缩短患者痊愈的时间，使病 程缩短，以及促进核酸转阴。

[0048] 本发明中使用的短语“治疗有效量”是指根据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或  药物组

合物在被给予患者时提供所期望的临床治疗效果的量，所述的临床效果  为患者的免疫系

统对抗冠状病毒的能力得到提高，患者的一种或多种症状得到  减轻或消除，轻症未转化为

重症，重症患者向普通型或轻型患者转变几率增加，  患者痊愈的时间缩短，病程缩短，以及

核酸转阴更快。

[0049] 本发明中所用的术语“药学上可接受的赋形剂”意指在药物制剂领域中常  规使用

的任何赋形剂，只要该赋形剂不对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的预期质量和疗  效产生不良反应

或影响。例如，可以作为制药上可接受的赋形剂包括药学领域  常规的稀释剂、载体、填充

剂、粘合剂、湿润剂、崩解剂、吸收促进剂、表面  活性剂、吸附载体和润滑剂等。常用的稀释

剂主要有蔗糖、糊精、淀粉、乳糖、  甘露醇、木糖醇、双歧糖等。常用的润湿剂主要有水、不同

浓度的乙醇等；常  用的粘合剂包括高分子粘合剂，其种类非常多，如乙基纤维素、聚乙烯吡

咯烷  酮、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乙二醇、海藻酸钠等。常用的崩解剂包括微晶纤维素、  羧甲基

淀粉钠等。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说明书公开的内容能够选择和确定本  发明的中药组合

物中适用的辅料。特定赋形剂的选择将取决于用于治疗特定患  者的给药方式或疾病类型

和状态。必要时，还可以在药物组合物中加入香味剂、 防腐剂和甜味剂等。用于特定给药模

式的合适药物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完全在本 领域技术人员的知识范围内。

[0050] 本申请中公开的所有数值范围包括其端值在内，且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该  范围

内的任何小范围。

[0051] 根据本发明的一方面，本发明涉及可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例如，新  型冠状

病毒性肺炎)的中药组合物或中药制剂，该中药组合物或中药制剂包含  麻黄、苦杏仁、生石

膏、薏苡仁、苍术、广藿香、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  子、化橘红、青蒿和甘草，也可以仅由这

些中药材组成或制成。例如，该中药  组合物或中药制剂可以包含麻黄6份、苦杏仁15份、生

石膏30份、薏苡仁  30份、苍术10份、广藿香15份、虎杖20份、马鞭草30份、芦根30份、葶  苈子

15份、化橘红15份、青蒿12份和甘草10份，或由这些中药材组成或制  成。优选，该中药组合

物或中药制剂包含麻黄150克、苦杏仁375克、生石膏  750克、薏苡仁750克、苍术250克、广藿

香375克、虎杖500克、马鞭草750  克、芦根750克、葶苈子375克、化橘红375克、青蒿300克和

甘草250克。  更优选，该中药组合物或中药制剂由麻黄150克、虎杖500克、苦杏仁375  克、马

鞭草750克、生石膏750克、芦根750克、薏苡仁750克、葶苈子375  克、苍术250克、化橘红375

克、广藿香375克、甘草250克和青蒿300克组 成或制成。

[0052] 在该方面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包含中药活性提取物，  该中药

活性提取物由第一提取物和第二提取物组成，所述的第一提取物是使用  水或醇水溶液提

取麻黄、苦杏仁、生石膏、薏苡仁、苍术、广藿香、虎杖、马  鞭草、芦根、葶苈子、化橘红和青蒿

说　明　书 5/20 页

8

CN 111789918 A

8



得到的提取物，所述提取过程的特征在于  生石膏先煎，提取后加入麻黄、苦杏仁、薏苡仁、

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  葶苈子和化橘红提取，过滤，得第一滤液，药渣中加入青蒿、广藿

香提取，过  滤，得第二滤液，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得到所述的第一提取物，所述的第 

二提取物为使用水或醇水溶液提取甘草得到的提取物，其中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和所述的

第二提取物的提取单独进行。

[0053] 在该方面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的第一提取物是如下重量份的中药  材的

水提物或醇水提取物：麻黄6份、苦杏仁15份、生石膏30份、薏苡仁  30份、苍术10份、广藿香

15份、虎杖20份、马鞭草30份、芦根30份、葶  苈子15份、化橘红15份和青蒿12份；且所述的第

二提取物为甘草10份的水 提物或醇水提取物。

[0054] 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上述中药材的重量份是相对的，可以根据中医药学理  论，对

其中一种或几种中药材的量各自独立地进行合理调整。例如，麻黄可以  为4-8份，苦杏仁可

以为12-18份，生石膏可以为24-36份，薏苡仁可以为24-36  份，苍术可以为8-12份，广藿香

可以为12-18份，虎杖可以为16-24份，马鞭  草可以为24-36份，芦根可以为24-36份，葶苈子

可以为12-18份，化橘红可 以为12-18份，青蒿可以为9-15份，甘草可以为8-12份。因此，这

一方面所  有显而易见的变化形式都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0055] 在该方面的一个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由第一提取物和第  二提

取物组成，其中可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0056] (1)将生石膏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10至90分钟，优选  20至40分钟，

更优选30分钟，然后加入麻黄、苦杏仁、薏苡仁、苍术、虎  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和化橘

红，用3至15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每 次20分钟至90分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

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  于下一步；

[0057]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藿香，加入3至10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  每次10至80

分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

[0058]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0059] 在该方面的另一个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由第一提取物和  第二

提取物组成，其中可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得所述的第二提取物：

[0060] 将甘草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20至90  分钟，过滤，

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所述的第二提取物。

[0061] 在该方面的再一个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由第一提取物和  第二

提取物组成，其中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0062] (1)将生石膏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10至90分钟，优选  20至40分钟，

更优选30分钟，然后加入麻黄、苦杏仁、薏苡仁、苍术、虎  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和化橘

红，用3至15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每 次20分钟至90分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

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  于下一步；

[0063]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藿香，加入3至10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  每次10至80

分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

[0064]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且

[0065] 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得所述的第二提取物：

[0066] 将甘草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20至90  分钟，过滤，

说　明　书 6/20 页

9

CN 111789918 A

9



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所述的第二提取物。

[0067] 在该方面的优选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由第一提取物和第  二提

取物组成，其中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0068] (1)将生石膏置于10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20至40分钟，优选30  分钟，然后加

入麻黄、苦杏仁、薏苡仁、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  和化橘红，用10倍量水提取一次

或两次，每次1小时，过滤，提取两次时合 并滤液，得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于下一步；

[0069]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藿香，加入6倍量水，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  20至40分钟，

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以及

[0070]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0071] 在该方面的优选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由第一提取物和第  二提

取物组成，其中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得所述的第二提取物：

[0072] 将甘草置于10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40至80分钟，  优选60分

钟，优选40分钟，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所述 的第二提取物。

[0073] 在该方面的更优选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由第一提取物和  第二

提取物组成，其中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

[0074] (1)将生石膏置于10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20至40分钟，更优选  30分钟，然后

加入麻黄、苦杏仁、薏苡仁、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葶  苈子和化橘红，用10倍量水提取一

次或两次，每次1小时，过滤，提取两次 时合并滤液，得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于下一步；

[0075]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藿香，加入6倍量水，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  20至40分钟，

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以及

[0076]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所述的第一提取物；且

[0077] 通过包括如下步骤的方法制得所述的第二提取物：

[0078] 将甘草置于10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40至80分钟，  优选60分

钟，优选40分钟，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所述 的第二提取物。

[0079] 在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的制备过程中，所得提取液优选进行过滤，例  如过

100-300目筛，以及使用本领域中常用的方法和设备进行离心分离。

[0080] 本领域技术人员知道，在该方面的任何一种实施方案中，所述的加水量、  提取时

间和提取次数不是绝对的，即使用在所述范围以外且接近所述范围端值 的相应参数值也

可能实现本发明的目的。因此，上述实施方案的所有显而易见 的变化形式都在本发明的范

围之内。

[0081] 根据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除了包含上述方面任一形式所涉及的本发明中  药活性

提取物外，还可以包含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

[0082]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中适用的辅料包括中药制剂中适用的任何辅料，只要  该辅

料不对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的质量和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即可。中药制剂中  常用的辅料主

要有稀释剂、润湿剂、崩解剂等。常用的稀释剂主要有蔗糖、糊  精、淀粉、乳糖、甘露醇、木糖

醇、双歧糖等。常用的润湿剂主要有水、不同  浓度的乙醇等；粘合剂常用高分子粘合剂，其

种类非常多，如乙基纤维素、聚 乙烯吡咯烷酮、羧甲基纤维素钠、聚乙二醇、海藻酸钠等。为

提高中药颗粒剂 的崩解度和释放度，可加入适宜的崩解剂，常用的崩解剂有微晶纤维素、

羧甲  基淀粉钠等。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说明书公开的内容能够选择和确定本发明 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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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组合物中适用的辅料及其含量。

[0083]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还可以包含适用的添加剂，这些添加剂是本领域中已  知的，

例如乳化剂、芳香剂、增溶剂、抗结剂、消泡剂、粘合剂、缓冲剂、pH  调节剂、推进剂、螯合剂

以及防腐剂等。

[0084] 根据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可以根据临床需要被配制成适当的剂型，例如颗  粒剂、

散剂、冲剂、丸剂、片剂、锭剂、胶囊剂或微囊剂。本领域中已知这些  剂型的制备方法。

[0085] 根据本发明的还一方面，提供一种制备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的方法，该方  法包括

如下步骤：

[0086] (1)将生石膏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10至90分钟，优选  20至40分钟，

更优选30分钟，然后加入麻黄、苦杏仁、薏苡仁、苍术、虎  杖、马鞭草、芦根、葶苈子和化橘

红，用3至15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每 次20分钟至90分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

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  于下一步；

[0087]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广藿香，用3至10倍量水提取一次或多次，每 次10至80分

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

[0088]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第一浓缩液；

[0089] (4)将甘草单独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多次，每次  20至90分

钟，过滤，提取多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第二浓缩液；

[0090] (5)合并第一浓缩液和第二浓缩液，且进一步浓缩至相对密度约为  1.02-1.05(60

℃)，得最终浓缩物；

[0091] (6)将所得最终浓缩物喷雾干燥，得药粉；

[0092] (7)向所得药粉中加入适量的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制得所述的中药组 合物。

[0093] 在该方面的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94] (1)将生石膏置于10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20至40分钟，更优选  30分钟，然后

加入麻黄、苦杏仁、薏苡仁、苍术、虎杖、马鞭草、芦根、葶  苈子和化橘红，用10倍量水提取一

次或两次，每次1小时，过滤，提取两次 时合并滤液，得第一滤液，药渣直接用于下一步；

[0095] (2)向药渣中加入青蒿和广藿香，用3至10倍量水提取一次或两次，每 次10至80分

钟，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得第二滤液；

[0096] (3)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得第一浓缩液；

[0097] (4)将甘草单独置于3至15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取一次或两次，每次  20至90分

钟，过滤，提取两次时合并滤液，浓缩滤液，得第二浓缩液；

[0098] (5)合并第一浓缩液和第二浓缩液，且进一步浓缩至相对密度约为  1.02-1.05(60

℃)，得最终浓缩物；

[0099] (6)将所得最终浓缩物喷雾干燥，得药粉；以及

[0100] (7)向所得药粉中加入适量的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制得所述的中药组 合物。

[0101] 本领域技术人员知道，为了促进实现本发明的目的，在上述方法步骤中可 以增加

一个或几个步骤。例如，在提取之前，可以浸泡中药材一段时间，也可 以将中药材进行物理

加工处理以便有利于活性物质的提取。所有这些显而易见 的变化形式都在本发明的范围

之内。

[0102] 例如，本领域技术人员知道，在本说明书公开内容的基础上，可以使用相  应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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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单独或它们的混合物，通过本领域中常规粉碎、浸提和分离方法，  例如浸渍、渗滤、液-

液萃取、水提醇沉、醇提水沉和透析等方法，制备得到  本发明中适用的中药活性提取物。还

可以通过商业途径购买本发明中所用中药 的一种或几种的活性提取物，然后与其余中药

的提取物配伍，得到本发明的中 药活性提取物。这些变化形式都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0103] 因此，根据上述方法以及在以下实施例中举例说明的方法，本领域技术人  员能够

轻易地制备得到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且可以进一步将其制备成所 需要的固体剂型。

[0104]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的功效为解表清热，祛湿解毒，主治湿毒郁肺症，  可用于治

疗由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经试验  和临床治疗结果证明，本

发明的中药组合物能够使患者的免疫系统对抗冠  状病毒的能力得到提高，患者的一种或

多种症状得到减轻或消除，轻症不 向重症转变或转变的几率减小，重症向普通型或轻型症

状转变或转变的几  率增加，患者痊愈的时间缩短，病程缩短，以及核酸转阴更快。本发明的 

中药组合物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早期普通型症候以及轻症和普通型  患者疗效显

著，可明显减轻发热、咳嗽、憋喘和乏力等症状，CT诊断也显 示治疗后显著改善。

[0105] 因此，根据本发明的再一方面，本发明涉及本发明的中药活性提取物或中  药组合

物在制备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药  物中的用途。

[0106] 在该方面的一种变化形式中，本发明提供一种使用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治  疗冠

状病毒性疾病(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的方法，该方法包括给  冠状病毒性疾病

(例如，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施用治疗有效量的本发明 的中药组合物。

[0107] 在该方面的另一种变化形式中，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治疗冠状病毒性疾病  (例

如，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的中药组合物，该中药组合物包含本发明 的中药活性提取

物。

[0108] 可以通过本领域中常用的任意适用的方式和任意适用的形式施用本发明 的药物

组合物。例如，本发明的药物组合物可以经由选自如下的方式给药：口  服、喷雾吸入、鼻腔

给药以及非肠道给药如静脉和肌内等，其中优选口服、肌  注或静脉内注射给药。

[0109]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可以制成单位剂量形式供患者服用。给药剂型可以是  液体

剂型或固体剂型。液体剂型可以是溶液类、胶体类、乳剂剂型或混悬剂型  等。固体剂型可以

是例如片剂、粉剂、栓剂、颗粒剂或胶囊等。其它剂型包括  气雾剂、贴剂或擦剂等。

[0110] 术语“单位剂量形式”意指适合于作为用于人体受试者和其它哺乳动物的  单位剂

量的物理分散单位，每个单位包含计算产生所需治疗作用的预定量的本  发明的中药活性

提取物与合适的药物赋形剂。通常，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可经 口服使用，例如，一日两次，

每次5-30克，例如10-20克，优选10克本发明 的颗粒剂或相应量的其它形式的本发明的药

物组合物。具体给药的剂量取决于  被治疗的患者的体重、疾病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药物的

给药方式以及给药周期  或时间间隔等因素。对于某些情况特殊的患者，具体给药应遵医

嘱。

[0111] 另外，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可以与本领域中已知的其它可用于治疗冠状病  毒性

疾病的药物联合使用。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想到和确定可以与本发明的中  药组合物联合

使用且不会产生不利效果的抗冠状病毒药物。

[0112] 实施例

[0113] 为进一步说明本发明，提供下面的实施例。这些实施例仅用于举例说明本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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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范围不限于所提供的实施例。

[0114] 下面实施例中使用的中药材均从市场购得且经鉴别合格，所使用的实验试  剂和

实验仪器为本领域中的常用实验试剂和实验仪器，并且所使用的测定方法  为本领域中的

常用方法，特别说明的除外。例如，在制备本发明中药颗粒剂的  实施例2中使用了如下设

备：中药多能提取罐(T-150，天津毕盛制药机械有 限公司)；组合式中药液浓缩锅(B-0.5，

天津毕盛制药机械有限公司)；三 维混合机(SYH-50，常州市常航干燥设备有限公司)；摆荡

制粒机(WK-60，  淄博史克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真空干燥箱(YZG-1400，常州耀飞干燥 

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槽型混合机(WCH-10，淄博史克制药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但是，本领

域技术人员知道也可以使用这些实验设备的等效设备，以及  根据生产规模换用其它合适

的设备。

[0115] 实施例1

[0116] 本发明中药组合物(颗粒剂)的制备

[0117] 配方组成：

[0118] 麻黄150克、苦杏仁375克、生石膏750克、薏苡仁750克、苍术250  克、广藿香375克、

马鞭草750克、虎杖500克、芦根750克、葶苈子375  克、化橘红375克、青蒿300克和甘草250

克。

[0119] 中药活性提取物的制备：

[0120] 以上十三味，甘草单煎，其余药味先将石膏置于十倍量水或醇水溶液中提  取30分

钟，然后加入除青蒿、藿香之外的其余药材用十倍量水提取一小时，  过滤得滤液，药渣加入

青蒿、藿香，再加入六倍量水提取30分钟，合并提取  液，60℃以下浓缩；甘草加入十倍量水

提取二次，每次一小时，滤液浓缩适量；  合并浓缩液相对密度约为1.02(60℃)，喷雾干燥，

得到中药活性提取物粉末  1100克。

[0121] 中药组合物的制备：

[0122] 取如上所得的全部药粉，加入适量的乳糖、甘露醇和少许微晶纤维素，充  分混匀，

喷入90％乙醇溶液，制成颗粒，60℃干燥，制得1500克颗粒，即本  发明的中药组合物(颗粒

剂)。

[0123] 实施例2

[0124] 本发明中药组合物(颗粒剂)的制备

[0125] 配方组成：

[0126] 麻黄240克、苦杏仁600克、生石膏1200克、薏苡仁1200克、苍术400  克、广藿香600

克、马鞭草1200克、虎杖800克、芦根1200克、葶苈子600  克、化橘红600克、青蒿480克和甘草

400克。

[0127] 中药活性提取物的制备：

[0128] 每批次取所示量的饮片(除甘草)，煎煮2次，一煎加10倍水，先煎生  石膏30分钟，

然后其他药味(除青蒿和广藿香)煎煮60分钟，过滤得一煎提  取液，加入青蒿和广藿香随一

煎药渣加6倍水，二煎煎煮30分钟，提取液250  目滤网过滤，滤液减压浓缩至比重1.03～

1.10(60℃以下)；另取400克甘草  单煎，一煎10倍水，煎煮60分钟，二煎10倍水，煎煮40分

钟，提取液250 目滤网过滤，滤液减压浓缩至比重1.03～1.10(60℃以下)，合并以上浓缩浸 

膏，喷雾干燥，得到中药活性提取物粉末12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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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9] 中药组合物的制备：

[0130] 取如上所得本发明中药活性提取物干粉，加辅料乳糖与甘露醇(比例为  2:1)，用

乙醇浓度为90％湿法制粒，干燥(70℃)90分钟，整粒，制得1600  克颗粒，即本发明的中药组

合物(颗粒剂)。

[0131] 实施例3

[0132]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颗粒剂)的制备

[0133] 配方组成：

[0134]

[0135] 中药活性提取物的制备：

[0136] 在多功能提取罐(型号DT-3m3，温州中制药机械设备厂)中，生石膏置  于10倍量水

中先煎30分钟，再加入其他药材(青蒿和广藿香除外)煎煮60  分钟，过滤得一煎提取液，青

蒿和广藿香随一煎药渣投料加6倍水，二煎煎煮  30分钟，提取液过滤，60℃以下浓缩(组合

式浓缩锅B-11，天津市毕达盛制  药机械有限公司)至相对密度为1.02-1.10(60℃)；甘草单

煎，一煎加10倍  水，煎煮60分钟，二煎加10倍水，煎煮40分钟，提取液过滤，60℃以下浓  缩

至相对密度为1.02-1 .10(60℃)，合并以上浓缩浸膏，喷雾干燥(中试型喷  雾干燥机H-

Spray  5S，北京霍尔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得本发明中药活性提 取物干粉20公斤。

[0137] 中药组合物的制备：

[0138] 取如上所得本发明中药活性提取物干粉，以干粉:辅料＝2.1～2.7:1加辅料  (乳

糖:甘露醇＝2:1)，混合30min，放入槽型搅拌机(型号WCH-10，淄博史  克制药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加入适量90％乙醇制软材，湿法制粒，干燥，整  粒，即得本发明中药组合物(颗粒剂)

25.8公斤。

[0139] 实施例4.本发明中药组合物中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麻黄碱 的含量测定方法

[0140] 采用如下条件的HPLC方法测定了本发明颗粒剂中盐酸麻黄碱和盐酸伪  麻黄碱的

含量。

[0141]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应性。高效液相色谱U3000(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色谱柱：Hlpersil  Gold  C18(250×4.6mm，5μm)；流动相：乙腈-0.1％  磷酸(含0.1％三乙

胺)(3：97)；检测波长207nm；柱温30℃；流速1mL/min；  理论板数按盐酸麻黄碱峰计算应不

低于2000。

[0142] 对照品溶液制备。取盐酸麻黄碱对照品、盐酸伪麻黄碱对照品适量，精密  称定，加

甲醇分别制成每1mL各含40μg的混合溶液，即得。

[0143] 供试品溶液制备。取根据实施例3所述方法制备的本发明颗粒剂适量，研  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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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70％甲醇溶液25mL，称定  重量，超声处理30分钟，

放冷，再称定重量，用70％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  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0144] 测定法。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10μL，注入液相色谱  仪，测定，

即得。

[0145] 实施例5.本发明中药组合物中柚皮苷和甘草酸的含量测定方法

[0146] 采用如下条件的HPLC方法测定了本发明颗粒剂中柚皮苷和甘草酸的含 量。

[0147] 色谱条件。高效液相色谱U3000(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美国)；色  谱柱：

ACQUITY  UPLC  BEH  C18(2.1×100mm，1.7μm)；流速：0.35mL/min；  柱温：30℃；进样量：1.0μ

L；波长：254nm/284nm；流动相A：0.1％甲酸水，  B：乙腈，梯度洗脱如下：

[0148]

[0149] 对照品溶液制备。取柚皮苷、甘草酸铵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用甲醇配  制成每

1ml含柚皮苷0.8mg、甘草酸铵0.2mg的混合溶液，即得(甘草酸重量  ＝甘草酸铵重量/

1.0207)。

[0150] 供试品溶液制备。取根据实施例3所述方法制备的本发明中药颗粒剂适量，  混匀，

研细，取约1.0g，精密称定，精密加入70％甲醇25ml，超声处理30min，  放冷，再称定重量，用

70％甲醇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离心10分钟(转速  为每分钟13000转)，取上清液，滤过，取

续滤液，即得。

[0151] 测定法。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10μL，注入液相色谱  仪，测定，

即得。

[0152] 实施例6

[0153] 本发明中药组合物的中药材提取方法对提取物组成的影响

[0154] 为确定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中的中药材单煎和合煎提取方法对提取物成  分的含

量的影响，发明人开展了如下实验研究。

[0155] 研究方法：用以下七种方法进行样品制备：(1)麻黄6g加60ml水回流  提取1h；(2)

甘草10g加100ml水回流提取1h；(3)全方238g药材加入  2380ml水回流提取1h；(4)全方无麻

黄加入2320ml水回流提取1h；(5)  全方无甘草加入2280ml水回流提取1h；(6)238ml全方无

甘草提取液中加  入10ml单味甘草提取液；(7)228ml全方无麻黄提取液中加入6ml单味麻黄

提 取液。样品制备结束后进样分析测盐酸麻黄碱、盐酸伪麻黄碱和甘草酸铵的含 量。

[0156] 实验结果：如表1所示，麻黄甘草合煎后，有利于麻黄碱的提取，但是甘  草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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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麻黄合煎还是与除麻黄外其他药材合煎，都会发生有效成分的含量 降低。因此在本发明

的提取工艺中，将甘草单煎，不和其他药材合煎。

[0157] 表1.麻黄、甘草不同提取方式对有关成分的含量影响

[0158]

[0159] 实施例7

[0160] 本发明的中药颗粒剂对人冠状病毒肺炎寒湿疫毒袭肺  小鼠病证结合模型的治疗

作用

[0161] 1试验材料

[0162] 1.1受试药物

[0163] 本发明中药颗粒剂，生产日期20200306，规格5g/袋，由现代中药创新中  心使用实

施例1中所述的方法制备。

[0164] 用法：1天2次/一次2袋。

[0165] 1.2阳性对照药物

[0166] 磷酸氯喹糖衣片，批号2002114，有效期至2022.01，四川升和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生产。用法用量：1-2天：1.0g/60kg/d；3-7天：0.5g/60kg/d。

[0167] 重组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假单胞菌)，批号R0191201，有效期至2021.11.25，  规格

300万IU/1ml，天津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用法用量1000万IU//d。

[0168] 1.3实验动物

[0169] 220只BALB/c小鼠，SPF级，体重10-12g，雌雄各半，1100112011011024/5  SCXK(京)

2016-0006

[0170] 1.4毒株及细胞

[0171] 1.4.1病毒毒株：人类冠状病毒(HCoV-229E)，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  生物技术研

究所提供，本实验室传代，-80℃冰箱保存备用。

[0172] 1 .4 .2细胞株：人胚肺细胞(MRC-5)购自北京北纳创联生物技术研究院，  本室传

代，液氮保存备用。

[0173] 2方法及结果

[0174] 2.1剂量设计及药物配制

[0175] 本发明中药颗粒剂：人临床用量为20g/60kg/d，即0.33g/kg体重；试验时  小鼠用

量分别设7.34g/kg/d、3.67g/kg/d、1.84g/kg/d三个剂量，分别相当于临  床2倍、等倍及1/2

倍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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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6] 2.2病毒传代

[0177] 取已长成单层MRC-5细胞的25cm2培养瓶，倒掉培养液，用细胞维持液  冲洗细胞面

3遍后，加入HCoV-229E的病毒液200μl，置37℃5％CO2培养  箱中培，每日倒置显微镜下观察

细胞病变情况，72-96h，直至80％细胞出现明  显病变(CPE)后，将细胞培养瓶置于-80℃低

温冰箱冻存，病毒液反复冻融3 次后，用于检测病毒毒力。

[0178] 2.3病毒滴度测定

[0179] 取已长成单层MRC-5细胞的培养板，倒掉培养液，用细胞维持液冲洗细  胞面3遍

后，按10倍稀释接种不同滴度的HCoV-229E病毒液，10-1～10-8共  8个稀释度，100μl/孔，每

个浓度4个复孔，同时设正常细胞对照。置37℃5％  CO2培养箱中培养，每日倒置显微镜下观

察细胞病变情况，72～96h记录各孔 的细胞病变情况。按Reed-Muench计算50％细胞病变浓

度(TCID50)

[0180] 2.4造模及检测

[0181] 取Balb/c小鼠90只，SPF级，体重10-12g，雌雄各半，按体重等级随机  分为正常对

照组，229E感染组，寒湿对照组，疫毒袭肺证小鼠病证结合模型 组(以下简称疫毒袭肺模型

组)，磷酸氯喹阳性药组、干扰素α2b阳性药组、  本发明中药颗粒剂高、中、低剂量组，每组10

只。除正常对照组和229E感 染组外，其余小鼠每天持续置于90±3％相对湿度，无风，温度4

±2℃的人工气 候箱中，4小时刺激后取出，连续7天。

[0182] 除正常对照组和寒湿对照组外，其余小鼠于寒湿刺激第5天、第6天，用 乙醚轻度

麻醉后，以100TCID50  HCOV-229E病毒液滴鼻感染，50μL/只。第1 次感染当天各给药组开始

给药，本发明中药颗粒剂各剂量组及磷酸氯喹阳性药  组灌胃给药，0.2ml/10g；正常对照

组、寒湿对照组、229E感染组、疫毒袭肺  模型组在同等情况下给予生理盐水；干扰素α2b阳

性药组雾化吸入原药液，每 次20min。给药每日1次，连续3天。感染第4天称重后解剖进行检

测，并观 察及检测下列指标：

[0183] 2.4.1中医证候表现观察每日观察各组小鼠活动度、活跃程度、皮肤毛  发状态和

大便状态。

[0184] 2.4.2取肺称重，计算肺指数及其抑制率

[0185] 肺指数＝[肺湿重(g)/体重(g)]×100

[0186]

[0187] 2.4.3肺组织中核酸检测(RT-PCR法)

[0188] 核酸裂解处理

[0189] 小鼠解剖后将肺组织分装置于-80℃低温冰箱中保存；将小鼠肺组织从-80℃  低

温冰箱中取出，置于洁净的研钵中，倒入少量液氮并使用研杵将其研磨成粉  末，收集粉末

于1.5ml离心管中并立即加入1ml  TRIzol  Reagent，轻弹管底，  尽快混合样品至重悬；室温

水平放置离心管，孵育20min；4℃，12000rpm，  离心10min；将澄清上清液移入新的1.5ml离

心管中；加入0.2ml氯仿，盖紧  管盖，用力摇动离心管15s，室温孵育2-3min至液体分层；4

℃，12000rpm，  离心15min；将透明上清液小心移入新的1.5ml离心管中，加入0.5ml异丙醇， 

混匀，室温孵育30min；4℃，12000rpm，离心10min；弃去上清，用1ml75％ 乙醇轻洗沉淀(使

白色沉淀轻轻飘起)；4℃，7500rpm，离心5min；吸尽上  清液，短暂干燥RNA沉淀5-10min；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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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μl  DEPC水溶解沉淀，﹣80℃低温  冰箱保存。

[0190] 核酸测定

[0191] 对照品核酸处理：DEPC-H2O作为阴性对照。阳性对照品进行10、100、  1000倍梯度

稀释。

[0192] 试剂配制：取n×18μl  HCoV-229E核酸荧光PCR检测混合液，n×1μl内部  对照品，

与n×1μl  RT-PCR酶(n为反应管数)，振荡混匀数秒，3000rpm离  心数秒。

[0193] 加样：取上述混合液20μl置于PCR管中，然后将样品核酸提取液、  DEPC-H2O、阳性

对照品各5μl分别加入PCR管中，改进管盖，离心数秒使所  有液体置于底部，立即进行PCR扩

增反应。

[0194] 循环参数设置为：45℃×10min；95℃×15min；再按95℃×15sec→60℃×60sec， 

循环40次；单点荧光检测在60℃，反应体系为25μl。

[0195] 2.4.4小鼠血清中GAS、MTL及肺组织中炎性因子检测(Elisa法)

[0196] 解剖后将小鼠血浆放置在室温静置30min，3000xg离心10min，吸取上清  至新的ep

管内-20℃保存。检测时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酶标仪450nm吸光  度检测各指标。

[0197] 肺组织匀浆液样本：小鼠取肺组织称重后，收集小鼠肺组织，-4℃保存。  称量50mg

肺组织加入500μL生理盐水后，使用超声细胞破碎仪匀浆组织，使  用低温高速离心机-4℃

1000x  g离心10分钟。吸取上清液之后分装，保存于  -80℃冰箱贮存备用。避免反复冻融。检

测时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酶标仪  450nm吸光度检测各指标。

[0198] 2.4.5小鼠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及B淋巴细胞比例流式检测

[0199] 离心机4℃预冷。小鼠摘眼球取血，向装有10ml  1×PBS的15ml离心管  中加入3滴

血(约150μl)，1600rpm，5min，室温离心；用移液管小心弃去  上清，每管加入1ml红细胞裂解

液重悬细胞沉淀，室温裂解约5-10min至液  体从浑浊变澄清，加入10ml  PBS终止裂解，

2000rpm，5min，4℃离心，弃  上清。细胞沉淀用10ml  PBS重悬，2000rpm，5min，4℃离心，弃上

清，用  200μl封闭液(含5％FBS的PBS)重悬，并将细胞悬液转移至1.5ml  ep管中，  4℃封闭

30min。避光于封闭液中配制流式抗体如下：FITC标记抗小鼠CD3e、  PE标记抗小鼠CD19，

PerCP-Cy5.5标记抗小鼠CD4、APC标记抗小鼠CD8a，  每一管细胞的配制体积为：抗体各0.3μ

l，封闭液50μl。

[0200] 细胞悬液2000rpm，5min，4℃离心，弃上清。加入流式抗体，每管50μl，  4℃避光染

色30min，加入1ml  PBS，2000rpm，5min，4℃离心，弃上清。  用200μl含2％FBS的PBS重悬细

胞，转移至流式管中，上机检测。

[0201] 2.5试验结果

[0202] 2.5.1对中医证候表现的影响

[0203] 模型小鼠置于智能人工气候箱寒湿刺激第4天，出现扎堆不动，活动度下 降、活跃

程度降低，同时出现烦躁不安、撕咬打斗表现，皮毛潮湿缠结、大便  颜色变浅黏腻，表明初

起即有寒湿证的表现。寒湿刺激第5天加载冠状病毒  感染至感染后第4天，模型组小鼠出现

扎堆不动现象，活动度大幅下降、不再  出现厮打表现，皮毛出现不泽干枯、大便颜色变深变

干特点，符合中医证候表  现，形成人冠状病毒寒湿疫毒袭肺证小鼠病证结合模型。本发明

中药颗粒剂三  个剂量组与疫毒袭肺模型组比较，小鼠活动度和反应能力均显著增加，皮毛

及 大便状态均有一定程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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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 2.5.2对小鼠肺指数的影响

[0205] 表2.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在人冠状病毒肺炎寒湿疫毒袭肺  小鼠病证结合模型中

的治疗作用

[0206]

[0207]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与疫毒袭肺模型组比较**p<0.01。

[0208] 表2和图1结果显示：疫毒袭肺模型组小鼠肺指数显著增加，与正常对照  组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0.01)；本发明中药颗粒剂高、中、低剂量均可显著 降低小鼠肺指数，与疫毒

袭肺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 .01)，肺指数抑  制率分别为54 .96％、81 .08％、

58.48％。说明本发明中药颗粒剂对人冠状病毒  肺炎寒湿疫毒袭肺小鼠病证结合模型有明

显的治疗作用。

[0209] 2.5.3对小鼠血清胃动素(MTL)和胃泌素(GAS)的影响

[0210] 表3.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在人冠状病毒肺炎寒湿疫毒袭肺  小鼠病证结合模型中

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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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1]

[0212]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与疫毒袭肺模型组比较，**P<0.01

[0213] 表3、图2(2A和2B)结果显示：疫毒袭肺模型组小鼠血清中GAS含量  显著降低、MTL

含量显著增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本发明中药颗粒剂三个剂量组

可显著升高GAS含量，高、中剂量组可显著降  低MTL含量，与疫毒袭肺模型组比较均有显著

性差异(P<0.05，P<0.01)。

[0214] 2.5.4对小鼠肺组织病毒载量的影响

[0215] 表4.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在人冠状病毒肺炎寒湿疫毒袭肺证  小鼠病证结合模型

中的治疗作用

[0216]

[0217]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与疫毒袭肺模型组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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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8] 表4结果显示：正常对照组和寒湿对照组动物肺组织中无HCoV-229E核酸  表达；疫

毒袭肺模型组小鼠肺组织中有显著核酸表达；本发明中药颗粒剂三个  剂量组可显著降低

肺组织中病毒核酸表达量。

[0219] 2.5.5对小鼠肺组织中炎性因子含量的影响

[0220] 表5.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在冠状病毒肺炎寒湿疫毒袭肺  小鼠病证结合模型中的

治疗作用

[0221]

[0222]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疫毒袭肺模型组比较，**P<0.01

[0223] 表5和图3(3A、3B、3C和3D)结果显示：疫毒袭肺模型组小鼠肺组织 中炎性因子IL-

6、IL-10及TNF-a含量均显著增高，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P<0.01)；本发明中药

颗粒剂三个剂量组可显著降低IL-6及TNF-a 的含量，高剂量组可显著降低IL-10的含量，与

疫毒袭肺模型组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P<0.01)。

[0224] 2.5.6对小鼠外周血中淋巴细胞百分比的影响

[0225] 表6.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在人冠状病毒肺炎寒湿疫毒袭肺  小鼠病证结合模型中

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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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6]

[0227]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与疫毒袭肺模型组比较，*P<0.05，**P<0.01

[0228] 表6结果显示：疫毒袭肺模型组小鼠外周血中免疫细胞CD4+T细胞、  CD8+T细胞、B细

胞的百分比均显著降低，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P<0.01)；本发明中药

颗粒剂高剂量组可显著升高CD4+T细胞、  CD8+T细胞及B细胞的百分比，中剂量、低剂量组可

明显升高CD8+T细胞的  百分比，三个剂量组可显著升高CD4+/CD8+值，与疫毒袭肺模型组比

较有显  著性差异(P<0.05，P<0.01)。

[0229] 结论：

[0230] 采用人冠状病毒肺炎寒湿疫毒袭肺证小鼠病证结合模型，通过观察小鼠中  医证

候外观行为表征、血清中胃肠激素变化；肺指数、肺组织中病毒核酸表达、  炎症细胞因子含

量；外周血免疫细胞百分比以及肺组织病理检测等指标，评价  了本发明中药颗粒剂对人冠

状病毒肺炎寒湿疫毒袭肺证病证结合小鼠模型的  治疗作用。

[0231] 小鼠造模后，灌胃给予本发明中药颗粒剂7.34g/kg/d、3.67g/kg/d、1.84g/kg/d 

三个剂量(分别相当于临床2倍、等倍及1/2倍剂量)，每日1次，连续3天。 结果显示：

[0232] 1 .本发明中药颗粒剂三个剂量可显著降低小鼠肺指数，肺指数抑制率分  别为

54.96％、81.08％、58.48％。

[0233] 2.本发明中药颗粒剂三个剂量可显著降低小鼠肺组织中病毒核酸表达量。

[0234] 3.本发明中药颗粒剂三个剂量可显著升高小鼠血清胃泌素(GAS)含量、  高、中剂

量可显著降低血清中胃动素(MTL)含量。

[0235] 4.本发明中药颗粒剂高剂量组可显著升高CD4+T细胞、CD8+T细胞及  B细胞的百分

比，中剂量、低剂量组可明显升高CD8+T细胞的百分比，三个  剂量组可显著升高CD4+/CD8+

值。

[0236] 5.本发明中药颗粒剂三个剂量组可显著降低小鼠肺组织IL-6、TNF-a含  量；高剂

量组显著降低小鼠肺组织IL-10含量；对肺组织IFN-γ含量无显著影 响。

[0237]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本发明中药颗粒剂对人冠状病毒肺炎寒湿疫毒袭肺证  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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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证结合模型有明显治疗作用，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临床用药提供了实  验室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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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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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图3A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25

CN 111789918 A

25



图3B

图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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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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