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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及其生产工艺

(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及其

生产工艺，其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

石斛 10-15%、桑椹 20-25%、肉苁蓉 5-10%、灵芝

5-10%、功能性低聚糖 40-60%。本发明实现了对霍

山石斛、桑椹、肉苁蓉和灵芝的药效成分的有效提

取和利用；提高了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和灵芝

有效成分（水溶性成分和醇溶性成分）的溶出率；

速溶颗粒，方便服用，效果好。

(51)Int.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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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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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特征在于：其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0-15%、桑椹 20-25%、肉苁蓉 5-10%、灵芝 5-10%、功能性低聚糖 40-60%。

2.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复方霍斛蓉芝颗

粒的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5%、桑椹 25%、肉苁蓉 10%、灵芝 10%、功能性低

聚糖 40%。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复方霍斛蓉芝颗

粒的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0%、桑椹 20%、肉苁蓉 5%、灵芝 5%、功能性低聚

糖 60%。

4.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复方霍斛蓉芝颗

粒的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0%、桑椹 25%、肉苁蓉 5%、灵芝 5%、功能性低聚

糖 55%。

5.根据权利要求 1 中所述的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功能性低聚

糖选自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半乳糖、低聚异麦芽糖、低聚异麦芽酮糖、低聚龙胆糖、大

豆低聚糖其中一种。

6. 一种如权利要求 1 所述的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步

骤：

（1）按配方配比取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挑拣除杂，清洗，摊凉，粉碎，过 40-50

目筛，桑椹不用粉碎；

（2）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搅拌均匀后加入 10-15倍量 85%的食用乙醇，在连续

冷凝回流提取装置中提取 5-6h，水浴温度为 98-100℃，负压浓缩提取液至稠膏状，回收乙

醇，保留滤渣；

（3）步骤（2）中的滤渣加入 10-15 倍重量的去离子水，在研磨机中挤压研磨成浆后，在

煮提装置中分别煮提 2 次，时长分别 3-4h，2-3h，煮提的温度和压力分别为沸水浴和常压，

煮提液过滤合并，负压浓缩至膏状；

（4）将步骤（2）和步骤（3）得到的浸膏合并，再进一步负压浓缩至密度为

1.1x103-1.2x103kg/m3 ；

（5）将浓缩后的浸膏与功能性低聚糖混匀，制成颗粒，颗粒可进一步分装成袋或封装成

胶囊。

7. 根据权利要求 6 中所述的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

负压满足的条件为：-0.07MPa—-0.08Mpa。

权  利  要  求  书CN 10305515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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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及其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保健品，具体地说是涉及一种复方中药颗粒的配方及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霍山石斛含多糖、生物碱、氨基酸等物质，并含钙、钾、钠、镁、锌、铁、锰、硒、铜、铬、

镍等微量元素。经中国医药学院药用植物所鉴定多糖含量为 38.974%、总生物碱为 0.03%，

能提高人体免疫能力，对人体眼、咽、肺、胃、肠、肾等器官疾病有特殊疗效。以之入药，有降

低血糖、抑制心血管疾病，增强机体免疫力及抗癌之效能；以之代茶，可以清咽润喉、清音明

目、解暑益气、养胃清热，因其功效奇特，市场稀缺，素有“中华仙草”、“还魂草”之称。

[0003] 桑椹含葡萄糖、鞣质、丁二酸、矢车菊素、钙质、无机盐、维生素（A、B、C）、苹果酸、琥

珀酸、酒石酸、色素等。未成熟青桑椹含有氰酸、胡萝卜素、腺嘌呤、胆碱、异槲皮甙、葫芦巴

碱、麦角甾醇、维生素 B1、糖、鞣质。

[0004] 性味 :甘；酸；性寒 。归经 :肝；肾经、心经。 功能主治 :滋阴养血；生津；润肠。

主肝肾不足和血虚精亏的头晕目眩；腰酸耳鸣；须发早白；失眠多梦；津伤口渴；消渴；肠

燥便秘。

[0005] 肉苁蓉含有丰富的生物碱、结晶性的中性物质、氨基酸、微量元素、维生素等成分。

能补肾阳、益精血，能 抑制“阳虚”症状的出现，防止体重减轻。可有效地预防、治疗男子肾

虚阳痿、遗精早泄及女子月经不调、闭经不孕等疾病。具有养血滋阴、益气活血、清补五脏、

平衡阴阳、气血舒畅、提高机体生理功能等作用。

[0006] 灵芝属的子实体、菌丝体和孢子中含有多糖类、核苷类、呋喃类衍生物、甾酵类、生

物碱类、蛋白质、多肽、氨基酸类、三萜类、倍半萜、有机锗、无机盐等。灵芝多糖是灵芝的主

要有效成分之一， 具有抗肿瘤、免疫调节、降血糖、抗氧化、降血脂与抗衰老作用。灵芝所含

三萜类不下百余种，其中以四环三萜类为主， 灵芝的苦味与所含三萜类有关。三萜类也是

灵芝的有效成分之一，对人肝癌细胞具有细胞毒作用， 也能抑制组织胺的释放，具有保肝

作用和具有抗过敏作用等。

[0007] 功能性低聚糖现在研究认为包括水苏糖、棉籽糖、异麦芽酮糖、乳酮糖、低聚果糖、

低聚木糖、低聚半乳糖、低聚异麦芽糖、低聚异麦芽酮糖、低聚龙胆糖、大豆低聚糖、低聚壳

聚糖等。人体肠道内没有水解它们（除异麦芽酮糖外）的酶系统，因而它们不被消化吸收而

直接进入大肠内优先为双歧杆菌所利用，是双歧杆菌的增殖因子。与一般（普通）的低聚

糖相比，功能性低聚糖具有独特的生理功能： 1.促进双歧杆菌增殖：功能性低聚糖是肠道

内有益菌的增殖因子，其中最明显的增殖对象是双歧杆菌。双歧杆菌是人类肠道菌群中唯

一的一种既不产生内毒素又不产生外毒素，无致病性的具有许多生理功能的有益微生物；

2. 低能量或零能量：由于人体不具备分解、消化功能性低聚糖的酶系统 , 因此功能性低聚

糖很难被人体消化吸收或根本不能吸收 ,也就不给人提供能量 ,并且某些低聚糖如低聚果

糖、异麦芽低聚糖等有一定甜度 , 可作为食品基料在食品中应用 , 以满足那些喜爱甜食但

又不能食用甜食的人 (如糖尿病人、肥胖病患者等 ) 的需要； 4.防止便秘：由于双歧杆菌

说  明  书CN 10305515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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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低聚糖产生大量的短链脂肪酸能刺激肠道蠕动 ,增加粪便的湿润度 ,并通过菌体的大

量生长以保持一定的渗透压 ,从而防止便秘的发生。此外低聚糖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 ,可

促进小肠蠕动 ,也能预防和减轻便秘。

[0008] 中药讲究君臣相辅，合理配伍，药效互补，所以单一使用一味中药的疗效较差，本

配伍有养血滋阴、益气活血、清补五脏、平衡阴阳、气血舒畅、提高机体生理功能等作用；同

时中药讲究整体起效，一味中药中的有效成分要共同作用，所以要保证所有的有效成分都

能溶出，因为单一的提取方法和方式难以将所有成分都有效溶出，所以单一的提取方法和

方式对中药的利用效果很差。

[0009] 为了在不破坏药效成分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提取药物中全部的有效成分，本提

取工艺分两阶段提取醇溶性成分和水溶性成分，先在第一阶段，利用 85% 的食用乙醇和连

续冷凝回流提取装置有效提取醇溶性成分，使醇溶性提取物和残渣分离，并且有效的改善

了药材细胞的通透性，增加了细胞间隙，利于第二阶段水溶性成分的提取。第二阶段，加入

去离子水，在研磨机中挤压研磨成浆后，在沸水浴和常压下提取水溶性成分，尽可能的保留

了其原药材的药效成分和结构。最后将浸膏和功能性低聚糖混合制成速溶颗粒，将名贵中

药的药效与功能性低聚糖的益生效果合二为一，适合更广泛的人群（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和

肥胖病患者）服用。

[0010] 检索对比可知：目前国内研究开发的含有石斛原料的中药复方制剂，其药物组方、

剂型及制备工艺各不相同，本发明专利申请涉及的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配方及生产工艺在

国内未见有文献报道，而涉及霍山石斛的复方制剂专利：申请 CN201110198864.5，《一种复

方霍山石斛颗粒及生产工艺》 中，该方法采用长时间的高温高压（温度 :115℃ --120℃，压

强：0.15MPa-0. 2Mpa，时间：15-18h）的方法提取霍山石斛和其它配伍药材的水溶性的成

分，这势必造成有效成分的流失和结构变化，而发明人并未对此可预知的后果做任何分析

和解释。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填补市场空白的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及

其生产工艺。该发明实现了对珍贵药材和功能性低聚糖的合理组合和开发利用，改善了霍

山石斛、桑椹、肉苁蓉和灵芝的利用效率和功效，使名贵中药的功效与功能性低聚糖的益生

效果合二为一，适合更广泛的人群（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病患者）服用。

[0012]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方案：

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0%-15%、桑椹

20-25%、肉苁蓉 5-10%、灵芝 5-10%、功能性低聚糖 40-60%。

[0013] 优选地，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5%、桑椹

25%、肉苁蓉 10%、灵芝 10%、功能性低聚糖 40%。

[0014] 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0%、桑椹 20%、肉苁

蓉 5%、灵芝 5%、功能性低聚糖 60%。

[0015] 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0%、桑椹 25%、肉苁

蓉 5%、灵芝 5%、功能性低聚糖 55%。

[0016] 所述的功能性低聚糖选自低聚果糖、低聚木糖、低聚半乳糖、低聚异麦芽糖、低聚

说  明  书CN 10305515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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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麦芽酮糖、低聚龙胆糖、大豆低聚糖其中一种。

[0017] 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生产工艺，包括下述步骤：

（1）按配方配比取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挑拣除杂，清洗，摊凉，粉碎，过 40-50

目筛，桑椹不用粉碎；

（2）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搅拌均匀后加入 10-15倍量 85%的食用乙醇，在连续

冷凝回流提取装置中提取 5-6h，水浴温度为 98-100℃，负压浓缩提取液至稠膏状，回收乙

醇，保留滤渣；

（3）步骤（2）中的滤渣加入 10-15 倍重量的去离子水，在研磨机中挤压研磨成浆后，在

煮提装置中分别煮提 2 次，时长分别 3-4h，2-3h，煮提的温度和压力分别为沸水浴和常压，

煮提液过滤合并，负压浓缩至膏状；

（4）将步骤（2）和步骤（3）得到的浸膏合并，再进一步负压浓缩至密度为

1.1x103-1.2x103kg/m3 ；

（5）将浓缩后的浸膏与功能性低聚糖混匀，制成颗粒，颗粒可进一步分装成袋或封装成

胶囊。

[0018] 所述负压满足的条件为：-0.07MPa—-0.08Mpa。

[0019] 本发明的优点是：

1、实现了对霍山石斛这一珍贵药材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

2、以连续冷凝回流醇提和挤压研磨水提等工艺有效解决了有效成分溶出率低的问题，

并且保证了原药材有效成分的结构和疗效；

3、负压浓缩形成的膏状物后与功能性低聚糖混合制成颗粒，可随时少量取用，冲开水

中服用；

4、该发明通过复方组合，有效发挥了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和灵芝的功效作用，试验

表明，复方制剂比单一制剂的效果高数倍。

[0020]  5、把名贵中药与功能性低聚糖复合制成颗粒，增强了养生保健效果，适合更广泛

的人服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描述，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的理

解本发明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2] 实施例 1

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5%、桑椹 25%、肉苁

蓉 10%、灵芝 10%、低聚果糖 40%。

[0023] 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生产工艺，包括下述步骤：

（1）按配方配比取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挑拣除杂，清洗，摊凉，粉碎，过 40 目

筛，桑椹不用粉碎；

（2）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搅拌均匀后加入 10倍量 85%的食用乙醇，在连续冷凝

回流提取装置中提取 5h，水浴温度为 98℃，负压浓缩提取液至稠膏状，负压为 -0.07MPa，回

收乙醇，保留滤渣；

（3）步骤（2）中的滤渣加入 10倍重量的去离子水，在研磨机中挤压研磨成浆后，在煮提

说  明  书CN 103055157 A



4/5页

6

装置中分别煮提 2 次，时长分别 3h，2h，煮提的温度和压力分别为沸水浴和常压，煮提液过

滤合并，负压浓缩至膏状，负压为 -0.07MPa；

（4）将步骤（2）和步骤（3）得到的浸膏合并，再进一步负压浓缩至密度为 1.1x103kg/m3，

负压为 -0.07MPa；

（5）将浓缩后的浸膏与低聚果糖混匀，制成颗粒，颗粒可进一步分装成袋或封装成胶

囊。

[0024] 实施例 2

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0%、桑椹 20%、肉苁

蓉 5%、灵芝 5%、低聚异麦芽酮糖 60%。

[0025] 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生产工艺，包括下述步骤：

（1）按配方配比取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挑拣除杂，清洗，摊凉，粉碎，过 45 目

筛，桑椹不用粉碎；

（2）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搅拌均匀后加入 12倍量 85%的食用乙醇，在连续冷凝

回流提取装置中提取 5h，水浴温度为 100℃，负压浓缩提取液至稠膏状，负压为 -0.075MPa，

回收乙醇，保留滤渣；

（3）步骤（2）中的滤渣加入 12倍重量的去离子水，在研磨机中挤压研磨成浆后，在煮提

装置中分别煮提 2 次，时长分别 4h，3h，煮提的温度和压力分别为沸水浴和常压，煮提液过

滤合并，负压浓缩至膏状，负压为 -0.075MPa；

（4）将步骤（2）和步骤（3）得到的浸膏合并，再进一步负压浓缩至密度为 1.15x103kg/

m3，负压为 -0.075MPa；

（5）将浓缩后的浸膏与低聚异麦芽酮糖混匀，制成颗粒，颗粒可进一步分装成袋或封装

成胶囊。

[0026] 实施例 3

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0%、桑椹 25%、肉苁

蓉 5%、灵芝 5%、大豆低聚糖 55%。

[0027] 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生产工艺，包括下述步骤：

（1）按配方配比取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挑拣除杂，清洗，摊凉，粉碎，过 50 目

筛，桑椹不用粉碎；

（2）霍山石斛、桑椹、肉苁蓉、灵芝搅拌均匀后加入 15倍量 85%的食用乙醇，在连续冷凝

回流提取装置中提取 6h，水浴温度为 100℃，负压浓缩提取液至稠膏状，负压为 -0.08MPa，

回收乙醇，保留滤渣；

（3）步骤（2）中的滤渣加入 15倍重量的去离子水，在研磨机中挤压研磨成浆后，在煮提

装置中分别煮提 2 次，时长分别 4h，3h，煮提的温度和压力分别为沸水浴和常压，煮提液过

滤合并，负压浓缩至膏状，负压为 -0.08MPa；

（4）将步骤（2）和步骤（3）得到的浸膏合并，再进一步负压浓缩至密度为 1.2x103kg/m3，

负压为 -0.08MPa；

（5）将浓缩后的浸膏与功能性低聚糖混匀，制成颗粒，颗粒可进一步分装成袋或封装成

胶囊。

[0028] 实施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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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复方霍斛蓉芝颗粒，其配方中各原料的重量比例为：霍山石斛 10%、地黄叶 10%、甘

蔗叶 10%、瓜蒌叶 5%、肉苁蓉 5%、灵芝 5%、大豆低聚糖 55%。

[0029] 复方霍斛蓉芝颗粒的生产工艺，包括下述步骤：

（1）按配方配比取霍山石斛、地黄叶、甘蔗叶、瓜蒌叶、肉苁蓉、灵芝，挑拣除杂，清洗，摊

凉，粉碎，过 50目筛；

（2）霍山石斛、地黄叶、甘蔗叶、瓜蒌叶、肉苁蓉、灵芝搅拌均匀后加入 15 倍量 85% 的

食用乙醇，在连续冷凝回流提取装置中提取 6h，水浴温度为 100℃，负压浓缩提取液至稠膏

状，负压为 -0.08MPa，回收乙醇，保留滤渣；

（3）步骤（2）中的滤渣加入 15倍重量的去离子水，在研磨机中挤压研磨成浆后，在煮提

装置中分别煮提 2 次，时长分别 4h，3h，煮提的温度和压力分别为沸水浴和常压，煮提液过

滤合并，负压浓缩至膏状，负压为 -0.08MPa；

（4）将步骤（2）和步骤（3）得到的浸膏合并，再进一步负压浓缩至密度为 1.2x103kg/m3，

负压为 -0.08MPa；

（5）将浓缩后的浸膏与功能性低聚糖混匀，制成颗粒，颗粒可进一步分装成袋或封装成

胶囊。

[0030] 以上配方，协同发挥作用，增强了霍山石斛的作用，可以用于糖尿病人服用。每日

20-30 mL。分二次服用。

[0031] 病例 1：

李某，男，53岁。

[0032] 身体疲乏，体重减轻，伴纳差，烦躁，失眠，有时便干。就诊时血脂：总固醇 7.6 

mmol/l  甘油三酯 3.3 mmol/l ，空腹血糖：13.2mmol/l，饭后血糖 16.3 mmol/l，诊断为Ⅱ

型糖尿病。配合每日做适当运动，再给予本实施例三个月后，血糖有所下降，测其空腹血糖

6.5 mmol/l，饭后 2小时血糖为 7.8 mmol/l，半年后门诊随访已愈。 

[0033] 病例 2：

李某某，女，63岁。

[0034] 头痛多梦，伴纳差，烦躁，饭量增大，体重减轻。就诊时空腹血糖：10.8mmol/l，饭后

血糖 15.6mmol/l。再给予本实施例两个月后，血糖有所下降，四肢无力感消失，测其空腹血

糖 6.3 mmol/l，饭后 2小时血糖为 7.6 mmol/l，建议饮食宜清淡，调畅情绪，多吃蔬菜水果，

适当锻炼，半年后门诊随访已愈，至今身体很好，血糖稳定。 

[0035] 病例 3：

吴某某，男，56岁。

[0036] 四肢麻木，胸闷，头痛多梦，烦躁，失眠，舌红无苔，脉沉弦。给予本实施例三个月

后，血糖有所下降，测其空腹血糖 6.4 mmol/l，饭后 2小时血糖为 8.6mmol/l，半年后门诊随

访已愈，血糖稳定、血脂正常。 

[0037]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我们所描述的具体的实施例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用于对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定，熟悉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依照本发明的精神所作的等效的修饰以及变化，都应当涵盖在本发明的

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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