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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

和白发的中药及其药剂的制备方法，该中药药剂

包含的有效成分有女贞子10‑25份、黑芝麻10‑30

份、皂角刺1‑15份、桑叶1‑15份、仙鹤草1‑15份、

乌梅10‑30份、黄精10‑25份、枸杞10‑25份、生地

黄10‑30份、蜈蚣1‑5份、丹参10‑30份、侧柏叶10‑

25份；并且还公开了一种制备上述中药药剂的方

法。本发明的中药药剂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

和白发，具有疗效好、副作用轻、价格低廉、复发

性低和不产生依赖性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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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中药，其特征在于，制成所述中药的原料组成

及重量占比为：女贞子15份、黑芝麻20份、皂角刺10份、桑叶10份、仙鹤草15份、乌梅20份、黄

精15份、枸杞15份、生地黄30份、蜈蚣3份、丹参20份、侧柏叶15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中药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1）按重量配比取女贞子、黑芝麻、皂角刺、桑叶、仙鹤草、乌梅、黄精、枸杞、生地黄、蜈

蚣、丹参、侧柏叶，备用；

（2）先将蜈蚣粉碎至细粉，以一次性煎药包分装，置于玻璃化学试剂瓶内，加入乙醇，密

盖，浸渍1周，倾取上清液备用；

（3）再按照重量配比将女贞子、黑芝麻、皂角刺、桑叶、仙鹤草、乌梅、黄精、枸杞、生地

黄、丹参、侧柏叶置于广口试剂瓶内，加入乙醇，密盖，浸渍3周，倾取上清液备用；

（4）均匀混合步骤（2）和（3）中的浸出液，均匀搅拌，并过滤药物残渣，得到所述中药；

在步骤（2）中，加入1000ml浓度为75%的乙醇；

在步骤（3）中，加入3000ml浓度为75%的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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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中药及其药剂的制备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制剂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

中药及其药剂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斑秃病因不明。在毛囊周围有淋巴细胞浸润，且本病有时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

病如白癜风、特应性皮炎，故目前认为本病的发生可能存在自身免疫的发病机制。遗传素质

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可能与HLAⅡ型相关，25％的病例有家族史。此外，还可能和神经创伤、

精神异常、感染病灶和内分泌失调有关。

[0003] 斑秃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以青壮年多见，两性发病率无明显差异。皮损表现为圆

形或卵圆形非瘢痕性脱发，在斑秃边缘常可见“感叹号”样毛发。头发全部或几乎全部脱落，

称为全秃。全身所有的毛发(包括体毛)都脱落，称为普脱。还可见匍行性脱发。病区皮肤除

无毛发外，不存在其他异常。

[0004] 发病机制还不很清楚。多原因引起的毛囊破坏形成瘢痕，从而产生永久性秃发。近

年来更倾向于斑秃是以自身免疫性疾病。体液免疫方面的改变包括非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

和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已报告的有抗平滑肌抗体、抗核抗体(主要为斑点型)、抗线粒体抗

体、抗基底膜抗体及类风湿因子。已报告的器官特异性自身抗体有抗甲状腺抗体、抗胃壁细

胞抗体、抗肾上腺抗体等。自身抗体的阳性率与患者的性别、年龄和病情严重程度有关。细

胞免疫的改变为斑秃皮损的血管及毛球周围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研究还发现斑秃区的毛

囊有强的HLAⅠ、Ⅱ类免疫反应性，并且参与造血细胞迁移的黏附分子表达异常。这些改变可

能对某些刺激因素如外伤、神经炎症或感染导致细胞因子释放引起的。细胞因子可以参与

多种免疫反应过程的发生，从而导致针对毛囊独特抗原免疫反应的发生。近年来，斑秃中多

种与免疫调节有关的细胞因子的研究令人瞩目。虽然上述机制比较流行，但确切的病因学

还不清楚，并且没有证实确切的自身抗原和致病基因。脱发的遗传类型还不清楚。有不同外

现率和表现度的多基因遗传模式似乎比较合理，但仍受到外加的激素和免疫的影响。

[0005] 雄激素性脱发，又称脂溢性脱发、蛀发癣、早秃、性型秃发、雄性秃发、弥漫性秃发、

普通性脱发等，其病与遗传、雄性素、皮脂溢出相关，常见用药如脂溢康。症状为头皮部油脂

分泌过多，头发有油腻感。临床表现为患者头皮脂肪过量溢出，导致头皮油腻潮湿，加上尘

埃与皮屑混杂，几天不洗头就很脏，并散发臭味，尤其在气温高时更是如此；有时还伴有头

皮搔痒炎症，主要是由于头皮潮湿，细菌繁生感染引起脂溢性皮炎。脱发一般先从两额角、

前额和头顶中间开始，继而弥漫于整个头顶，但头部四周的头发却不怎么掉。症状严重者脱

发区变得油光发亮，剩余的头发变得细软枯黄。

[0006] 该脱发以男性多见，女性少有，且脑力劳动者多于体力劳动者。经临床证实，它可

能与人体的内分泌功能，主要是雄性激素、精神状态、遗传以及某些药物因素有关。主要发

生于男性青年，但近些年来女性患者人数有增加的趋势。患者一般从二十多岁开始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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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的脱发，严重者到三十多岁，一般到四十多岁就基本脱光，严重影响美容。

[0007] 白发，指头发全部或部分变白。白发一症，中医早有记载，如《诸病源候论》白发候

记述：“足少阴之经也，肾主骨髓，其华在发。若血气盛，则肾气强，肾气强，则骨髓充满，故润

而黑；若血气虚，则肾气弱，肾气弱，则骨髓竭，故发变白也”。

[0008] 白发分有老年白发和少白发，老年性白发是一种生理现象，白发病可分为先天性

和后天性两种。先天性白发多与白化病同时伴发，有时也发生在一些遗传性病患者，呈家族

遗传特点。后天性白发中除老年性白发外，多见过早白发，它可能与遗传有关，但精神创伤、

情绪激动、悲观抑郁、营养不良等，也为重要发病因素。

[0009] 通常上述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患者在患病期间，除身体明显的脱发、白发等

外在症状外，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害。

[0010] 现代医学认为，正常情况下，人体头发毛乳头内有丰富的血管，为毛乳头、毛球部

提供充足的营养，从而头发生长激素顺利合成。各种不良刺激(激素水平影响，神经性刺激

影响等)造成供应毛发营养的血管发生痉挛，使毛乳头、毛球部的营养运转功能发生障碍。

当营养合成在毛乳头、毛球部的形成发生障碍，或虽然形成但因某种因素，具有细胞能量作

用的ATP物质的制造会因此而受阻。当作为热量源的ATP无法产生出来，因此无法进行毛发

的蛋白合成，毛母细胞失去活力，毛发髓质、皮质部分的营养减少，开始角质化，毛囊开始萎

缩或者坏死，头发大量进入休止期，头发就会大量脱落。

[0011] 按照中医理论：头发与肝肾有密切关系，肾藏精肝主血，其华在发，肝肾虚则精血

不足，毛囊得不到充足的营养，一种情况是合成黑色素能力减弱，出现白发，那么还有一种

情况就是毛囊萎缩或者坏死，造成脱发。反之，肝肾强健，上荣于头，则毛发浓密乌黑。

[0012] 目前西医针对斑秃的治疗方案：

[0013] 1 .一般治疗：祛除可能诱发病因，注意劳逸结合绝大多数斑秃可在6‑12个月内自

然痊愈。对秃发范围广或全秃、普秃患者，宜戴假发以减轻心理负担。

[0014] 2.局部药物治疗：

[0015] 1)2％或5％米诺地尔(敏乐啶)溶液、10％辣椒酊等可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毛

发生长，2‑3个月可有毛发新生。

[0016] 2)秃发区可外用或注射糖皮质激素减轻毛囊周围炎症，可用泼尼松龙混悬液或复

方倍他米松注射液作皮内注射，一般3‑4次后可见效。

[0017] 3.系统药物治疗：胱氨酸、泛酸钙、维生素B族口服有助于生发。对于精神紧张、焦

虑、失眠的患者可给予其他镇静剂对迅速广泛脱发包括全秃及普秃可口服泼尼松。可以配

用复方甘草酸苷、白芍总苷、养血生发胶囊、薄芝片及何首乌片等。

[0018] 4 .光电治疗：有研究报道PUVA疗法、长波紫外线、窄谱中波紫外线、光动力疗法、

308nm单频准分子光和准分子激光、脉冲红外二极管(904nm)、低能量激光及点阵二氧化碳

激光等均对斑秃具有一定治疗效果。

[0019] 5 .其他：中至重度斑秃(秃发面积>50％)可以外用接触致敏剂二苯环丙烯酮

(DPCP)，主要通过诱导发生接触性皮炎而导致病变部位毛发再生。

[0020] 目前西医针对雄激素性脱发的治疗方案：

[0021] 1.系统治疗：非那雄胺可抑制Ⅱ型‑5α还原酶，抑制睾酮还原为DHT，连续服药6‑12

个月或以上，如需维持疗效更需较长时间。环丙孕酮适用于女性患者，尤其是并发痤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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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患者。

[0022] 2.外用药物：米诺地尔是外用促毛发生长药物，一般男性推荐5％浓度，女性推荐

2％浓度，常见不良反应为接触性皮炎和多毛。

[0023] 3.毛发移植：毛发移植是将先天性雄激素不敏感部位的毛囊(一般为枕部)分离出

来，然后移植到秃发部位。毛囊单位毛发移植技术(FUT)是常用方法之一。

[0024] 4.其他:药物或手术无效的重度AGA患者可用发片、假发等进行遮盖。

[0025] 目前西医针对白发的治疗，尚无临床有效药物及治疗方案。

[0026] 西医在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依赖性强，产生药物依赖后容易导致病情反复的

副作用产生。

[0027] 中医外治法可分两大类：药物外治法、非药物外治法。根据治疗的途径不同，药物

外治法可分为整体治疗，皮肤、官窍粘膜治疗，经络、腧穴治疗，其它治疗四大类。皮肤、官窍

粘膜治疗是指药物通过皮肤、官窍粘膜吸收进入局部或者机体循环系统起治疗作用的方

法，如敷贴疗法、熏洗疗法等。中医外治是以突出“中医外治”为特色的中医药治疗法，其疗

效独特、作用迅速、历史悠久，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因此对中医外治法对治疗斑秃、雄

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28] 本发明的目的时针对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提供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

白发的中药及其药剂的制备方法。

[0029]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30] 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中药，

[0031] 制成所述中药有的原料组成及重量占比为：女贞子10‑25份、黑芝麻10‑30份、皂角

刺1‑15份、桑叶1‑15份、仙鹤草1‑15份、乌梅10‑30份、黄精10‑25份、枸杞10‑25份、生地黄

10‑30份、蜈蚣1‑5份、丹参10‑30份、侧柏叶10‑25份。

[0032] 作为优选，所述中药的原料组成及重量为：女贞子15份、黑芝麻20份、皂角刺10份、

桑叶10份、仙鹤草15份、乌梅20份、黄精15份、枸杞15份、生地黄30份、蜈蚣3份、丹参20份、侧

柏叶15份。

[0033] 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中药药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工艺步骤：

[0034] (1)按重量配比取女贞子、黑芝麻、皂角刺、桑叶、仙鹤草、乌梅、黄精、枸杞、生地

黄、蜈蚣、丹参、侧柏叶，备用；

[0035] (2)先将蜈蚣粉碎至细粉，以一次性煎药包分装，置于玻璃化学试剂瓶内，加入乙

醇，密盖，浸渍1周，倾取上清液备用；

[0036] (3)再按照重量配比将女贞子、黑芝麻、皂角刺、桑叶、仙鹤草、乌梅、黄精、枸杞、生

地黄、丹参、侧柏叶置于广口试剂瓶内，加入乙醇，密盖，浸渍3周，倾取上清液备用；

[0037] (4)均匀混合步骤(2)和(3)中的浸出液，均匀搅拌，并过滤药物残渣，得到所述中

药药剂。

[0038] 进一步的，在步骤(2)中，加入1000ml浓度为75％的乙醇。

[0039] 进一步的，在步骤(3)中，加入3000ml浓度为75％的乙醇。

[0040] 优选的，所述中药药剂是酊剂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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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本发明所用各味中药的药性如下：

[0042] 女贞子：性味：苦甘，平；归肝、肺、肾经；功能：滋补肝肾，强腰健膝，明目乌发；主

治：头晕目花，眩晕耳鸣，腰膝酸软，须发早白，目暗不明。

[0043] 黑芝麻：性味：甘，平；归肝、肾、大肠经；功能：补肝肾，益精血，润肠燥；主治：头晕

眼花，耳鸣耳聋，须发早白，病后脱发，肠燥便秘。

[0044] 皂角刺：性味：辛，温；归肝、胃经；功能：消肿托毒，排脓，杀虫。主治：痈疽初起或脓

成不溃；外治疥癣麻风。

[0045] 桑叶：性味：甘、苦，寒；归肺、肝经；功能：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主治：风

热感冒，肺热燥咳，头晕头痛，目赤昏花。

[0046] 仙鹤草：性味：苦、涩，平；归心、肝经；主治：收敛止血，截疟，止痢，解毒；功能：咳

血，吐血，崩漏下血，疟疾，血痢，脱力劳伤，痈肿疮毒，阴痒带下。

[0047] 乌梅：性味：酸、涩，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功能：敛肺，涩肠，生津，安蛔；主治：肺

虚久咳，久痢滑肠，虚热消渴，蛔厥呕吐腹痛，胆道蛔虫症。

[0048] 黄精：性味：甘，平；入归脾、肺、肾经；功能：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益肾；主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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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9] 枸杞：性味：甘，平；归肝、肾经；功能：滋补肝肾，益精明目；主治：虚劳精亏，腰膝酸

痛，眩晕耳鸣，内热消渴，血虚萎黄，目昏不明。

[0050] 生地黄：性味：甘，寒；归心、肝、肾经；功能：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主治：经热病舌

绛烦渴，阴虚内热，骨蒸劳热，内热消渴，吐血，衄血，发斑发疹。

[0051] 蜈蚣：性味：辛，温；有毒；归肝经；功能：息风镇痉，功毒散结，通络止痛；主治：经热

病舌绛烦渴，阴虚内热，骨蒸劳热，内热消渴，吐血，衄血，发斑发疹。

[0052] 丹参：性味：苦，微寒；归心、肝经；功能：祛瘀止痛，活血通经，清心除烦；主治：月经

不调，经闭痛经，症瘕积聚，胸腹刺痛，热痹疼痛，疮疡肿痛，心烦不眠；肝脾肿大，心绞痛。

[0053] 侧柏叶：性味：苦、涩，寒；归肺、肝、脾经；功能：凉血止血，化痰止咳，生发乌发；主

治：吐血，衄血，咯血，便血，崩漏下血，肺热咳嗽，血热脱发，须发早白。

[005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的有益效果：本发明中的中药药剂对使用者有益气

固脱、活血滋阴、补肾填精、乌发的功效，进而缓解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症状，同时

在治疗外在脱发、白发的症状基础上，本发明中的中药药剂对使用者还有镇静、舒缓心情的

作用，缓解使用者的心理负担，有助于更好的治疗效果。根据临床试验所述中药药剂治疗效

好、副作用轻、不产生依赖性的优点。本发明采用浸渍法提纯中药的有效成分，制备简单，易

于保存。

附图说明

[005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56] 图1为本发明制备方法中步骤(2)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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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图2为本发明制备方法中步骤(2)的所选取的原料图。

[0058] 图3为本发明制备方法中步骤(3)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9] 下面的实施例可以帮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全面的理解本发明，但不可以以任何

方式限制本发明。

[0060] 实施例1

[0061] 参照图1‑3所示，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中药，制成所述中药原料

的重量配比：女贞子10‑25份、黑芝麻10‑30份、皂角刺1‑15份、桑叶1‑15份、仙鹤草1‑15份、

乌梅10‑30份、黄精10‑25份、枸杞10‑25份、生地黄10‑30份、蜈蚣1‑5份、丹参10‑30份、侧柏

叶10‑25份。

[0062] 在本发明中药配方中，最佳配比为女贞子15份、黑芝麻20份、皂角刺10份、桑叶10

份、仙鹤草15份、乌梅20份、黄精15份、枸杞15份、生地黄30份、蜈蚣3份、丹参20份、侧柏叶15

份。上述用于治疗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中药药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1)按重量配比取女贞子、黑芝麻、皂角刺、桑叶、仙鹤草、乌梅、黄精、枸杞、生地

黄、蜈蚣、丹参、侧柏叶，备用；

[0064] (2)先将蜈蚣粉碎至细粉，以一次性煎药包分装，置于玻璃化学试剂瓶内，加入加

入1000ml浓度为75％的乙醇，密盖，浸渍1周，倾取上清液备用；

[0065] (3)再按照重量配比将女贞子、黑芝麻、皂角刺、桑叶、仙鹤草、乌梅、黄精、枸杞、生

地黄、丹参、侧柏叶置于广口试剂瓶内，加入加入3000ml浓度为75％的乙醇，密盖，浸渍3周，

倾取上清液备用；

[0066] (4)均匀混合步骤(2)和(3)中的浸出液，均匀搅拌，并过滤药物残渣，得到所述中

药药剂。

[0067] 特别的，斑秃(中医“油风”)、雄激素性脱发(中医“蛀发癣”)、白发(中医“白发”)。

[0068] 典型案例：

[0069] 实施例1：

[0070] 常某某，女，66岁，山西运城人，2019‑07‑18就诊，退休职工。

[0071] 头顶斑块样脱发多处2月余，起初洗头时女伴发现后枕部斑块样脱发，呈黄豆大

小，被告知后患者未予在意，再1周后巅顶处亦出现脱发，随后脱发处遍布全头，于当地医院

就诊被告知年老者难愈，归家自养。辗转之际于我处诊疗，诊断为“油风病”“肝肾阴虚证”，

予以“地黄饮子”加减，梅花针叩刺治疗，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每日一次，治疗一周后

落发止，斑块亦不再外拓，一月后脱发处已有绒发新生，因不能久居西安亲戚家处，携方14

付及本配方后归家自服，每月复诊开方带药一次。

[0072] 实施例2：

[0073] 车某某，男，陕西兴平人，39岁，2019‑11‑15就诊，国家干部。

[0074] 间断全头脱发4年余，起初以为工作压力大所致，未予在意，近2年来落发日增，伴

两鬓白发日益增多，一日于单位宣传报道照上见得自身容颜憔悴，发稀可察，平素动则汗出

气促，腰膝酸软。同事携至我处就诊，诊断为“蛀发癣”“肺肾气虚证”，予以“补中益气汤”合

“肾气丸”加减，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治疗2周后落发已止，1月后毛发渐增、白发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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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治疗2月后毛发渐稠密，改汤药为丸剂，疗程持续中。

[0075] 实施例3：

[0076] 陈某某，男，30岁，陕西渭南人，2019‑07‑20就诊，国家公务员。

[0077] 5年前患者车祸手术后头顶手术缝合瘢痕处不生发，头皮裸露，有碍观瞻，后多方

求医，内服外用皆不效，欲行植发之术，单位同事荐于我处就医。诊断为“蛀发癣”“瘀血阻络

证”，予以“通窍活血汤”配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月余，治疗1月后绒发渐

生，毛发逐渐浓密，现治疗持续中。

[0078] 实施例4：

[0079] 谷某某，女，59岁，陕西渭南人，2019‑05‑11就诊，农民。

[0080] 患者于2018年10月发现左后枕部版块样脱发3处，自行以生姜外涂1月不效后于村

人处得偏方何首乌磨粉冲服每日两次，连续服用2月后左侧后枕处脱发融合成一处，呈馒头

大小，他处亦见脱发，本意欲放弃治疗购假发度日，亲戚携于我处就诊。症见左后枕部斑块

样脱发，手掌大小，其它散在脱发处大小十数处，诊断为“油风病”“肝肾阴虚证”，予以“六味

地黄丸”加减，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一日一次。治疗1月后，脱发处无外

拓，治疗3月后，毛发渐生，治疗6月后，脱发处毛发稠密。

[0081] 实施例5：

[0082] 侯某某，女，陕西渭南人，35岁，2018‑09‑11就诊，职员。

[0083] 患者长期伏案工作，近2月来连续加班多日，忽有一日洗头时发现巅顶处斑块样脱

发两处，今于我处就诊。诊断为“油风病”“肝郁脾虚证”予以“逍遥丸”合“参苓白术散”加减，

予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3月后，脱发处毛发较为稠密。

[0084] 实施例6：

[0085] 黄某某，女，11岁，陕西西安人，2018‑11‑01就诊，学生。

[0086] 患儿2年前(9岁时)曾有斑秃病史，相继于西安中医医院、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就诊，治愈后未再服药。近2月来家长发现患儿再次出现全头散在斑点样脱发，今就诊于我

科。诊断为“油风病”“脾肾气虚证”，予以“补中益气丸”合“六味地黄丸”加减，配以梅花针叩

刺，外用“九宝生发酊”，一日一次，间断治疗1年，斑秃处已不明显。

[0087] 实施例7：

[0088] 李某某，男，陕西西安人，26岁，2019‑10‑07就诊，国家公务员。

[0089] 患者4年前考试密集熬夜后出现洗发时落发明显，发际线逐渐上移，巅顶处头皮裸

露明显，后多处就医不效后就诊于我处，诊断为“蛀发癣”“肝郁肾虚证”，予以“疏肝益肾汤”

(自拟)，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1月后已无明显落发，晨起枕巾无

落发，巅顶毛发渐稠密，现持续治疗中。

[0090] 实施例8：

[0091] 李某，34岁，男，陕西西安人，2018‑06‑19就诊，国家公务员。

[0092] 2年前患者工作岗位调动后出现情绪急躁易怒、失眠多梦等症状，6月前发现头顶

斑块样脱发2处、呈花生大小，其后块数增多，前后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西安市鄠

邑区王莽乡刘秀村卫生所各处就医，皆取效不佳，随后面积增大、拓展成片。诊断为“油风

病”“肝郁肾虚证”，予以“疏肝益肾汤”加减，配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

1月后再无新增斑块，治疗2月后有绒发生，治疗3月后多数斑块处毛发覆盖，治疗6月后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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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密，唯余右枕斑秃始发处尚未长齐。

[0093] 实施例9：

[0094] 刘某某，男，35岁，陕西西安人，2019‑06‑24就诊，工人。

[0095] 患者自幼头发色黄质软，发量无异常，10年前因家中变故大量脱发，日益稀疏，渐

有谢顶趋势，先后于长安区张志同诊所、唐都医院皮肤科就诊，服药后脱发渐止，仍新发不

生，经多方打听于我处就诊。诊断为“蛀发癣”“肝肾阴虚证”，予以“六味地黄丸”加减化裁，

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2月后绒发渐生，3月后发色转乌，治疗持续

中。

[0096] 实施例10：

[0097] 刘某，男，37岁，陕西西安人，2019‑07‑25就诊，国家公务员。

[0098] 3年前患者发现脱发明显，以前额及巅顶处尤甚，先后尝试“章光101生发液”“韩勇

9+9生发液”洗发、生姜局部涂擦等办法，发际线上移明显，于西安市长安区王莽乡刘秀村卫

生室就诊，予以内服汤剂(具体不详)、穴位注射治疗，效果不佳，经人介绍于我处就诊。诊断

为“蛀发癣”“肝肾阴虚证”，予以“大补阴丸”加减，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

药”，一日一次。治疗3月后，毛发渐生，巅顶脱发已不明显。

[0099] 实施例11：

[0100] 刘某某，女，22岁，四川广元人，2019‑07‑05就诊，工人。

[0101] 患者5年前高二时患斑秃(“油风病”)，全头斑块遍布，大小不一，有的黄豆大小、有

的榆钱大小、有的柿子大小，状如洼地，地方县城医院告知无法医治，家人不得不为其剃光

头发，休学一年。其后毛发自长，仍余三五斑块毫无生机。今年月于西安工作后得知我处，遂

就诊。诊断为“油风病”“阴虚血热证”，予以“知柏地黄汤”加减，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

方制备的中药”，一日一次。治疗1月后斑秃处渐生绒发，治疗3月后斑秃处已不明显。

[0102] 实施例12：

[0103] 任某某，男，32岁，陕西蒲城人，2018‑11‑03就诊，国家公务员。

[0104] 6年前患者发现洗头时落发明显，发迹线明显上移，加之工作压力较大，经常伏案

工作、值夜班，头发日渐稀疏，本已放弃不治，经人介绍于我科就诊。诊断为“蛀发癣”“肝郁

肾虚证”，予以“疏肝益肾汤”，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1月后已无

明显脱发，治疗3月后毛发渐长。

[0105] 实施例13：

[0106] 施某某，女，47岁，陕西西安人，2019‑06‑12就诊，工人。

[0107] 患者中学时期头顶则有散在白发，成年后愈加明显，其父亦有少白头，曾于西安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就诊，诊断为“早老性白发病”，告知无治疗方案后不再理会。现症见全头

白发漫布，自诉平均每月染发一次，脱发不明显，诊断为“白发病”“肝郁肾虚证”，予以“丹栀

逍遥丸”合“六味地黄丸”加减，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2月后，白

发逐渐变为棕色，现今治疗持续中。

[0108] 实施例14：

[0109] 王某某，男，49岁，甘肃正宁人，2019‑08‑21就诊，国家公务员。

[0110] 2月前患者洗头时发现右枕部绿豆大小脱发块，未予在意，后相继于前额发际处、

左侧鬓角处发现斑块样脱发，于西京医院皮肤科诊断为“斑秃”，予以口服“精乌胶囊”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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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注射营养神经药物、红外线照射，治疗2周后，斑块向周围拓展，后经他人介绍于藏医生

养发馆，藏药外涂1月后，仍未见好转。诊断为“油风病”“肝肾阴虚证”，予以“地黄饮子”加

减，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2周后，脱发斑块已不向外扩展，治疗2

月后，脱发处已有绒发长出，治疗4月后，脱发处已大量生发。

[0111] 实施例15：

[0112] 翟某某，女，47岁，陕西西安人，2019‑07‑16就诊，工人。

[0113] 10年前患者出现大量脱发，洗头时为甚，近5年来白发亦明显，自诉每年染发6‑8

次，经他人介绍就诊于我科。诊断为“蛀发癣”“白发病”“肝肾阴虚证”，予以“乌发固肾汤”

(自拟)，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3月后头发渐长，亦有白转棕。

[0114] 实施例16：

[0115] 翟某某，男，46岁，陕西西安人，2018‑07‑18就诊，工人。

[0116] 2月前患者与家人吵架后出现辗转反侧、彻夜不眠，晨起后发现枕上少量落发，以

为不然。连续多日日渐乏困无力、夜间不寐后，一日洗头时发现枕部数块黄豆大小脱发，于

西京医院皮肤科诊断为“斑秃”，予以口服“精乌胶囊”配合穴位注射营养神经药物治疗2周

后，斑块继续增多、并向周围拓展，遂于我科就诊。诊断为“油风病”“肝郁肾虚证”，予以“疏

肝益肾汤”加减，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2周后，脱发斑块已不向

外扩展，治疗2月后，脱发处已有绒发长出，治疗3月后，脱发处已大量生发，现脱发处已不甚

明显。

[0117] 实施例17：

[0118] 梁某，男，陕西周至人，43岁，2019‑07‑31就诊，国家公务员。

[0119] 斑块样脱发6月余，起初仅有巅顶一处、呈黄豆大小，后逐渐扩大为榆钱大小、增为

三处，自行依偏方以生姜汁外涂患处1月后不见起效，反见加重，脱发遍布全头十数处、大小

不一，于单位附近养发馆治疗2月余，亦未见效。经同事介绍于我处就诊，诊断为“油风病”

“肝郁肾虚证”，予以“疏肝益肾汤”加减，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2

周后脱发处无外拓、无增多，1月后脱发处绒发渐生；治疗2月后毛发渐稠密，4月后脱发斑块

已不明显，6月后完成计划疗程，已与常人无异。

[0120] 实施例18

[0121] 杨某某，男，陕西咸阳人，26岁，2019‑04‑01就诊，职工。

[0122] 间断全头脱发3年余，起初以为熬夜过多所致，未予在意，近1年来晨起枕上落发明

显，发稀可察，伴双目干涩，口干多饮，腰膝酸软。家属携至我处就诊，诊断为“蛀发癣”“肝肾

阴虚证”，予以“滋肝补肾方”加减，配以梅花针叩刺，外用“本配方制备的中药”，治疗1月后

落发已止，2月后毛发渐增，4月后毛发渐稠密，改汤药为丸剂，疗程持续中。

[0123] 本发明中的中药药剂针对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等症状的使用者，能抑制皮

肤真菌和细菌繁生感染、益气固脱、活血滋阴诱导病变部位毛发再生、补肾填精、乌发的功

效，能缓解斑秃、雄激素性脱发和白发的外在症状，同时本发明中的中药药剂，能加速使用

者新陈代谢促进气血循环、提高免疫力、镇静心情、舒缓郁结的作用，缓解使用者的心理负

担，以助于更好的治疗效果。根据临床试验所述中药药剂治疗效好、副作用轻、不产生依赖

性的优点。结合所述中药药剂原料的药理作用，所述中药药剂无任何毒副作用，为临床安全

用药提供试验依据。本发明采用浸渍法提纯中药药剂的有效成分，得到酊剂制剂制备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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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取用、易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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