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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然抗菌止痒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

于，由中药组合物Ⅰ和中药组合物Ⅱ组合。所述的

中药组合物Ⅰ由苦参、百部、花椒、白鲜皮、硼砂组

成；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Ⅱ由髓桫椤、松针、薄荷组

成；所述的髓桫椤，为白桫椤，又名树蕨、蕨树，桫

椤，也是中药龙骨风，部分地区又称为飞天蠄蟧、

大贯众。中药组合物I提取液和中药组合物Ⅱ混

合制备的天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天然抗菌止痒

中药洗液作为去屑止痒剂用于洗发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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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天然抗菌止痒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中药组合物Ⅰ和中药组合物Ⅱ组合;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Ⅰ由苦参、百部、花椒、白鲜皮、硼砂组成；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Ⅱ由髓桫椤、

松针、薄荷组成；

所述的髓桫椤，为白桫椤，又名树蕨、蕨树，桫椤，也是中药龙骨风，部分地区又称为飞

天蠄蟧、大贯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Ⅰ由以下按按质量份数计的中药组合而成：苦参 

50份、百部  50份、花椒  50份、白鲜根皮50份、硼砂  33份；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Ⅱ由以下按质量份数计的中药组合而成：髓桫椤20-100份、松针20-

100份、薄荷20-10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Ⅱ，其特征在于优选范围为髓桫椤40-70份、松针

30-60份、薄荷40-70份。

4.根据权利要求1、2、3所述的一种天然抗菌止痒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1）将中药组合物I：苦参  50质量份、百部  50质量份、花椒  50质量份、白鲜根皮50质量

份混合，加3~5倍质量份水，水煎/高压提取罐回流提取两次，每次2小时，得到水煎液；

（2）合并滤液，去除杂质，浓缩至适量；

（3）加入33质量份硼砂，搅拌完全溶解，制得适量的中药组合物I提取液；

（4）将中药组合物Ⅱ中所述的髓桫椤的制备方法为：髓桫椤叶/茎1kg，用95%乙醇回流

提取3次，每次3小时，浓缩后得到浸膏50g，制得浸膏为髓桫椤提取物（1:20），备用；

将中药组合物Ⅱ中所述的松针的制备方法为：松针/树皮1kg，用45%乙醇回流提取3次，

每次3小时，浓缩后得到浸膏50g，制得浸膏为松针提取物（1:20），备用；

将中药组合物Ⅱ中所述的薄荷的制备方法为：薄荷2kg，是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或

水蒸气蒸馏法得到，制得薄荷油，其中薄荷醇要大于60%；

（5）将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Ⅱ：髓桫椤提取物（相当于髓桫椤20-100份）、松针提取物（相

当于松针20-100质量份）、薄荷油（相当于薄荷20-100质量）加入到药组合物I提取液,搅拌

溶解，浓缩至200质量份，制得天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

5.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天然抗菌止痒中药组合物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天

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用于制备去屑止痒洗护发产品；所述洗护发产品可为洗发水、护发素、

发膜、啫喱水、弹力素中的任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组合物在制备去屑止痒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组合物

作为去屑止痒剂用于洗发产品中，其中复方天然去屑止痒洗液的的重量百分比用量在0.1%

~2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组合物在制备去屑止痒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组合物

作为去屑止痒剂用于洗发产品中，其中复方天然去屑止痒洗液的的重量百分比用量在5%~
25%。

8.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复方天然植物祛屑止痒洗发水的制备工艺，采用常规洗发水

工艺制备，调节PH值为5.5~7.5，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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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天然抗菌止痒中药组合物及其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领域及日用化妆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天然抗菌止痒中药组

合物及其用途。

背景技术

[0002] 头皮屑是一种慢性、易复发、较常见的头皮问题，相比正常头皮，头皮上或头发里

出现薄片状的皮屑即为头皮屑。正常情况下，表皮细胞脱落与细胞再生处于动态平衡，完全

角化成熟的角化细胞聚集组成直径小于0.2mm肉眼不可见的团块脱落，肉眼可见的角化细

胞团块则被视为头皮屑，其病理检查表现为角化细胞角化不全，过度生长，排列不齐等，鳞

屑在显微镜下可观察到残留的细胞核。除片状脱屑外，头皮屑主要的临床表现为瘙痒，头皮

干燥紧绷感强，刺痛，存在亚临床炎症改变。目前全世界约有50％以上的人群受到头皮屑问

题的困扰，青年人为多发人群并且病症较严重，通常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

[0003]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加上工作生活压力过大，不规律的生活

导致各种顽固性头屑和头痒的问题出现。

[0004] 目前对于头皮屑发生机制及防治手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马拉色菌(Malassezia)

方面，而头皮屑影响因素众多，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头皮脂质、头皮微生态、头皮生理、免疫

抗氧化等多种因素。

[0005] 头屑过多人群习惯依赖去屑洗发水去除头屑。而目前大多数普通去屑洗发水用品

中用到的去屑剂多为抗真菌类化学治疗药物，如吡啶硫酮锌、硫化物、甘宝素、酮康唑等。虽

然这类去屑剂能去除头屑，但长期使用会对头皮产生伤害，并存在临床治疗不彻底，病情反

复发作，不仅不能滋养头皮，反而会分解剥落那些干燥、疏松的皮肤，是头皮屑脱落的情况

加剧。

[0006] 有头屑的人，伴随这头皮毛囊发炎、红疙瘩、头皮藓现象。这种情况下，普通的洗发

水已经不能使其消除，像毛囊炎症、红疙瘩都是毛发分布的油脂腺分泌过多油脂阻塞了毛

孔，使细菌在头皮的毛囊中滋生。

[0007] 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批准的中成药肤疾洗剂，由苦参、百部、花椒、白鲜皮、硼

砂、雄黄组成。具有解毒杀虫、止痒收敛，活血祛瘀的作用。用于疥疮，湿疹，脂溢性皮炎，瘙

痒性皮肤，花斑癣。

[0008] 其处方为：苦参250g、百部250g、花椒250g、白鲜皮250g、硼砂167g、雄黄83g。

[0009] 其制法为：以上六味，苦参、百部、花椒、白鲜皮叫水煎煮两次，每次2小时，滤过，合

并滤液，浓缩至适量，加入硼砂，搅拌使溶解，制成1000ml，药液边搅拌边分装；雄黄粉碎成

细粉，制成颗粒，另分装成小袋，即得。

[0010] 用法用量：外用，用温水将患部洗净，使用前将所附的小袋雄黄颗粒加入药液中摇

匀，，取出部分药液，按1:150的比例用温水稀释，外搽或洗患部，早晚各1次，用量可按患部

面积大小而定，或遵医嘱。

[0011] 肤疾洗剂的制备和使用存在以下不足：  雄黄在溶液中不稳定，需要临用临配，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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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比较麻烦，存放不当，雄黄的有效性也会降低。处方中雄黄为卫生部颁布的28中毒性药材

之一，即使采用水飞发水飞晾干，但仍无法去除毒性，给患者的使用带来了危险隐患，雄黄

外用中毒的报道比较多。雄黄为化妆品禁用物质。

[0012] 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肤疾洗剂对头皮炎症和头屑生产有抑制的作用。我们通

过实验验证肤疾洗剂抑菌杀菌能力和摸索出最佳肤疾洗剂的浓度用于头皮的脂溢性皮炎

和去屑效果。以肤疾洗剂的最低抑菌浓度为指标，单独雄黄用等量纯化水溶解得到雄黄混

悬液，使用前摇匀。

[0013] 药液抑菌杀菌实验结果表

药液 金黄色葡萄球菌 卵圆糠秕孢子菌 去屑效果*

肤疾洗剂 - - 4/5

肤疾洗剂-雄黄 - + 2/5

雄黄 - - 3/5

注：+试验管有菌生长；-试验管无菌生产；去屑效果用5人测试

实验证明肤疾洗剂对糠秕孢子菌有较强的抑菌作用，不加雄黄的肤疾洗剂对糠秕孢子

菌的抑菌能力不如肤疾洗剂和单独雄黄混悬液。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找到替代雄黄，提供一种安全性高、稳定性好、效果

显著的新的复方抗菌止痒的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001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提供上述复方抗菌止痒中药组合的用途。

[0016] 一种天然抗菌止痒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由中药组合物Ⅰ和中药组合物Ⅱ组

合。

[0017]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Ⅰ由苦参、百部、花椒、白鲜皮、硼砂组成；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Ⅱ

由髓桫椤、松针、薄荷组成。

[0018] 所述的髓桫椤，为白桫椤，又名树蕨、蕨树，桫椤，也是中药龙骨风，部分地区又称

为飞天蠄蟧、大贯众。

[0019]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Ⅰ由以下按按质量份数计的中药组合而成：苦参  50份、百部  50

份、花椒  50份、白鲜根皮50份、硼砂  33份；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Ⅱ由以下按质量份数计的中药组合而成：髓桫椤20-100份、松针20-

100份、薄荷20-100份。

[0020]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Ⅱ，其特征在于优选范围为髓桫椤40-70份、松针30-60份、薄荷

40-70份。

[0021] 本发明各中药药用功能是：

髓桫椤：又名树蕨、蕨树、白桫椤，桫椤科植物，为白垩纪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树种，是

现存唯一的木本蕨类植物，极其珍贵，堪称国宝。我国又称为大贯众，其茎干有龙骨风之称，

属于壮药，具有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止咳平喘、清热解毒、杀虫等功效。牡荆素是桫椤茎干

中含量最高的黄酮类化合物，牡荆素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枯草芽孢杆菌均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

[0022] 髓桫椤提取物（1:20）：髓桫椤叶/茎1kg，用95%乙醇回流提取3次，每次3小时，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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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得到浸膏50g，备用。

[0023] 松针，为松科松属植物中的西伯利亚红松、黑松、油松、红松、华山松、云南松、思茅

松、马尾松等的针叶。松针含有很多活性成分，在食品、保健品等领域也应用较广。松针茶、

松针提取物软胶囊、松针油软胶囊等。但其中松针原花青素用于治疗脂溢性脱发的研究，日

本Kamimura  A做了比较多的研究，禤国维教授在治疗脱发中应用松针多，但也并见有相关

文献报告。雪松精油能收敛、抗菌的特性最有利于油性肤质，可有效对抗头皮的皮脂漏、头

皮屑和脱发。

[0024] 松针椤提取物（1:20）：松针/树皮1kg，用45%乙醇回流提取3次，每次3小时，浓缩后

得到浸膏50g，制得浸膏为松针提取物（1:20），备用；

薄荷油，是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或水蒸气蒸馏法得到，其中薄荷醇要大于60%。薄

荷精油用于抗菌消炎应用比较广，清凉油的主要成分就是薄荷油、薄荷脑，是居家必备的药

物之一，具有消炎止痛，同时清凉的感觉。

[0025] 苦参：清热燥湿，杀虫，利尿之功。用于热痢，便血，黄疸尿闭，赤白带下，阴肿阴痒，

湿疹，湿疮，皮肤瘙痒，疥癣麻风，外治滴虫性阴道炎。

[0026] 百部：润肺下气止咳，杀虫。外用于头虱，体虱，蛲虫病，阴部骚痒。

[0027] 花椒：温中散寒，除湿，止痛，杀虫，解鱼腥毒。挥发油11种皮肤癣菌和4种深部真菌

均有一定的抑制和杀灭作用。

[0028] 白鲜皮：清热燥湿;祛风止痒;解毒。风热湿毒所致的风疹;湿疹;疥癣;黄疸;湿热

痹。

[0029] 硼砂：可用作清洁剂、化妆品、杀虫剂。硼砂有杀菌作用，硼砂尚有防腐及保护皮肤

黏膜的作用。临床可以用本品冲洗溃疡、脓肿，特别是黏膜发炎，如结膜炎、胃炎等，因其为

碱性，可使黏膜去垢。

[0030] 所述的一种天然抗菌止痒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中药组合物I：苦参  50质量份、百部  50质量份、花椒  50质量份、白鲜根皮50质量

份混合，加3~5倍质量份水，水煎/高压提取罐回流提取两次，每次2小时，得到水煎液；

（2）合并滤液，去除杂质，浓缩至适量；

（3）加入33质量份硼砂，搅拌完全溶解，制得适量的中药组合物I提取液。

[0031] （4）将中药组合物Ⅱ中所述的髓桫椤的制备方法为：髓桫椤叶/茎1kg，用95%乙醇

回流提取3次，每次3小时，浓缩后得到浸膏50g，制得浸膏为髓桫椤提取物（1:20），备用；

将中药组合物Ⅱ中所述的松针的制备方法为：松针/树皮1kg，用45%乙醇回流提取3次，

每次3小时，浓缩后得到浸膏50g，制得浸膏为松针提取物（1:20），备用；

将中药组合物Ⅱ中所述的薄荷的制备方法为：薄荷2kg，是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或

水蒸气蒸馏法得到，制得薄荷油，其中薄荷醇要大于60%。

[0032] （5）将所述的中药组合物Ⅱ：髓桫椤提取物（相当于髓桫椤20-100份）、松针提取物

（相当于松针20-100质量份）、薄荷油（相当于薄荷20-100质量）加入到药组合物I提取液,搅

拌溶解，浓缩至200质量份，制得天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

[0033] 本发明实施例的有效效果是：本发明的天然抗菌去屑中药洗液，对引起头屑过多

的真菌具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同时具有活血、清热、祛风止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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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例

[0034] 下面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35] 实施例：复方天然中药抗菌去屑洗液的制备

各中药的重量份：

名称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苦参 50 50 50 50 50

百部 50 50 50 50 50

花椒 50 50 50 50 50

白鲜皮 50 50 50 50 50

硼砂 33 33 33 33 33

髓桫椤 60 20 100 100 50

松针 45 100 20 100 50

薄荷 60 100 100 20 50

药液最低抑菌浓度（MIC）观察实验结果表

药液 金黄色葡萄球菌 卵圆糠秕孢子菌

实施例1 1.56%（ml/ml） 3.12%（ml/ml）

实施例2 1.56%（ml/ml） 12.5%（ml/ml）

实施例3 1.56%（ml/ml） 6.25%（ml/ml）

实施例4 1.56%（ml/ml） 3.12%（ml/ml）

实施例5 1.56%（ml/ml） 6.25%（ml/ml）

肤疾洗剂 1.56%（ml/ml） 6.25%（ml/ml）

空白对比 + +

注：+试验管有菌生长；-试验管无菌生产；

中药组合物Ⅱ的优选范围为：40~100质量份髓桫椤、40~100质量份松针、40~80质量份

薄荷。

[0036] 本发明实施例中制备的天然抗菌去屑中药洗液，可添加至洗发水、护发素、发膜、

啫喱等洗护发用品种，复方天然抗菌去屑中药洗液的添加量为洗护发用品重量0.1~25%，本

发明制备的洗护发产品具有安全、效果好、无刺激等优点。

[0037] 实施例6

将实施例1和实施例4所得到天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应用与去屑止痒洗护产品。

[0038] 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        6%

月桂酰肌氨酸钠               4.5%

癸基葡糖苷                   4.5%

调理剂                       10%

防腐剂                       0.3%

柠檬酸                       PH5.5~7.5

天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         0.1%~25%

水                           补足至100%

  实验1 实验2 实验3 实验4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9876107 A

6



实施例1天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 0.1% 5% 10% 25%

实施例4天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 0.1% 5% 10% 25%

制备得到的洗发水编号序号，使用对象：有头屑、头发油腻和头皮有炎症（小红疙瘩），

前3天为每日洗一次，后隔日使用，观察时间为2周。

[0039] 添加0.1%对头发油腻和头发炎症有轻微改善，添加5%以上，具有非常明显抑制头

屑生成，改善油腻和消炎的作用。

[0040] 根据制得的天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抑制真菌和细菌的生长，同时减少皮脂分泌，

根据制得的天然抗菌止痒中药洗液抑制真菌和细菌的生长，同时减少皮脂分泌，作用

于头皮毛囊深处，消除炎症、平衡头皮菌落，起到去屑止痒作用。

[0041] 本发明供了一种天然安全、温和无刺激、去屑消炎效果好的天然抗菌止痒中药组

合物及其用于去屑止痒洗护发产品中。

[0042]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只是本发明较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的一种，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在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进行的通常变化和替换都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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