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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

物及其制备方法，按照质量份数比，包括以下组

份：海螵蛸20～45份、元胡10～25份、牡蛎10～30

份、罂粟壳5～15份、狗血12～25份、冰片10～25

份。本发明主要针对现有部分治疗白癜风外用药

存在刺激性大、腐蚀性强的情况，给患者造成较

大的痛苦，治疗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本发明为中

药组合物外用药物，选用多种中药，使用特殊方

法进行炮制，降低药物的刺激性，再分别研磨成

极细粉末，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再加入引药制成

本药，为治疗白癜风提供有效解决办法。该药对

皮肤无任何损伤和不适，治疗效果显著，治愈率

高，不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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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照质量份数比，包括以下组份：海螵

蛸20～45份、元胡10～25份、牡蛎10～30份、罂粟壳5～15份、狗血12～25份、冰片10～2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照质量份数比，包

括以下组份：海螵蛸30～40份、元胡10～18份、牡蛎12～20份、罂粟壳5～10份、狗血15～20

份、冰片10～1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

海螵蛸、元胡、牡蛎、罂粟壳、狗血按特殊要求炮制，分别研成细粉，冰片也研磨成粉，然后分

别过100～300目筛，按照上述比例充分混合，混均后将药粉贮瓶密封备用，使用时，加水调

节成糊状，涂于患处，每日两次。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海螵

蛸炮制方法为：取海螵蛸原药材，用清水微泡，洗净，除去硬壳，捞起，滤干余水，切成1-2cm

小块，晒干，用麦麸炒至微黄色为度，晾凉后筛去麦麸，研成细粉，过300目筛，除去粗粒，装

入洁净瓶内消毒后，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元

胡炮制方法为：取元胡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干燥，按照元胡与黄酒重量比例为4～6:1，

加黄酒拌匀，闷润至酒被吸尽，在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干，取出放凉后，研成细粉，过

300目筛，除去粗粒，装入洁净瓶内高压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牡

蛎的炮制方法为：取牡蛎原药材，除去杂质及附着物，洗净，干燥之后置适宜容器中用武火

加热，煅至酥脆时取出，自然冷却后，研成细粉，过300目筛，除去粗粒，装入洁净瓶内中消

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罂粟

壳的炮制方法为：取罂粟干燥成熟果壳，洗去表层污物杂质，除去蒂及筋膜，将洗润的罂粟

壳切成丝阴干，罂粟壳与米醋重量比例为4～6:1，加入米醋拌，待醋被吸尽后，置于烤盘铺

成薄层，放进预热到100～150℃的烤箱烤制20～40min，取出放凉后研成细粉，过300目筛，

除去粗粒，装入洁净瓶内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狗血

的炮制方法为：取鲜狗血放置于喷雾干燥机内加工，糊状狗血经过设备雾化处理后送入设

备干燥室内经净化和加热的空气并流接触生成干燥小颗粒血粉，再将血粉置烤盘铺成薄

层，放进预热到100～150℃的烤箱烤制20～40min，取出放凉后，研成细粉，过200目筛，除去

粗粒，装入洁净瓶内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9.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加

水调制，水的加入量为原料总量的4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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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白癜风是一个色素脱失性的皮肤病，可以发生于任何年龄，任何性别。白癜风使皮

肤表面形成白斑，根据皮肤白斑范围和分布可分三种类型：1、局限性皮损局限于一个部位，

又可分为①节段型：皮损按皮节分布；②黏膜型：仅累及黏膜。2、泛发型最常见，表现为皮损

广泛分布于体表，可分为①寻常型：皮损散在分布于体表多处；②面肢端型：皮损分布于面

部和肢体远端；③混合型：上述几种不同组合而成。如面肢端型+节段型等。3、全身型，全身

庇护完全或几乎全部脱色，亦有毛发变白。所以白癜风是一种皮肤顽疾，号称“不死的癌

症”，虽无其他不适，不痛不痒，但严重影响美观，给患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病人求

治心切。

[0003] 目前为止并没有某一种能完全根治白癜风的方法。现在虽然有上市的治疗白癜风

的外用药，但很多药刺激性大，腐蚀性强，严重损伤皮肤，给患者造成很大的痛苦。现有药物

虽然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不能根治，治愈慢，治愈率低，易复发。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治疗效果好，复发率低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这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按照质量份数比，包括以下组份：海螵蛸20

～45份、元胡10～25份、牡蛎10～30份、罂粟壳5～15份、狗血12～25份、冰片10～25份。

[0006] 优选的，所述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按照质量份数比，包括以下组份：海螵

蛸30～40份、元胡10～18份、牡蛎12～20份、罂粟壳5～10份、狗血15～20份、冰片10～15份。

[0007] 本发明这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海螵蛸、元

胡、牡蛎、罂粟壳、狗血按特殊要求炮制，分别研成细粉，冰片也研磨成粉，然后分别过100～

300目筛，按照上述比例充分混合，混均后将药粉贮瓶密封备用，使用时，加水调成糊状，涂

于患处，每日两次。

[0008] 所述海螵蛸炮制方法为：取海螵蛸原药材，用清水微泡，洗净，除去硬壳，捞起，滤

干余水，切成1-2cm小块，晒干，用麦麸炒至微黄色为度，晾凉后筛去麦麸，研成细粉，过300

目筛，除去粗粒，装入洁净瓶内消毒后，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09] 所述的元胡炮制方法为：取元胡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干燥，按照元胡与黄酒重

量比例为4～6:1，加黄酒拌匀，闷润至酒被吸尽，在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干，取出放

凉后，研成细粉，过300目筛，除去粗粒，装入洁净瓶内高压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10] 所述的牡蛎的炮制方法为：取牡蛎原药材，除去杂质及附着物，洗净，干燥之后置

适宜容器中用武火加热，煅至酥脆时取出，自然冷却后研成细粉，过300目筛，除去粗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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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洁净瓶内中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11] 所述罂粟壳的炮制方法为：取罂粟干燥成熟果壳，洗去表层污物杂质，除去蒂及筋

膜，将洗润的罂粟壳切成丝阴干，罂粟壳与米醋重量比例为4～6:1，加入米醋拌，待醋被吸

尽,后置烤盘铺成薄层，放进预热到100～150℃的烤箱烤制20～40min，取出放凉后，研成细

粉，过300目筛，除去粗粒，装入洁净瓶内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12] 所述狗血的炮制方法为：取鲜狗血放置于喷雾干燥机内加工，糊状狗血经过设备

雾化处理后送入设备干燥室内经净化和加热的空气并流接触生成干燥小颗粒血粉，再将血

粉置烤盘铺成薄层，放进预热到100～150℃的烤箱烤制20～40min，取出放凉后，研成细粉，

过200目筛，除去粗粒，装入洁净瓶内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13] 所述的加水调制，水的加入量为原料总量的400～600％。

[0014] 海螵蛸：性温，味咸、涩，归脾、肾经，有收敛止血、涩精止带、制酸止痛、收湿敛疮的

功效。元胡：性辛、苦、温，归肝、脾经，属于活血止痛药物，具有活血、行气、止痛的功效。牡

蛎：性微寒，味咸、涩，归肝、心、肾经。具有平肝潜阳、镇惊安神、软坚散结、收敛固涩的功效。

罂粟壳：性平，味酸、涩，有毒，归肺、大肠、肾经，可收敛固气，具有敛肺、涩肠、止痛的功效。

狗血：性温，味咸，无毒，入肺、心、肝经。具有补虚劳、散瘀止血、定惊痫、解毒的功效。冰片：

性寒，味辛、苦，归心经、脾经、肺经，具有开窍醒神、清热止痛的功效。

[0015] 在中医看来，白癜风的发病外因为感受风邪，跌扑损伤；内因为情志内伤，亡血失

精等，这些可使气血失和，瘀血阻络，肝肾不足，酿成此病，所以中医的治疗是分为气血失

和、湿热内蕴、瘀血阻络、肝肾不足、肝郁气滞等症型进行辨证治疗。

[0016] 本发明秉承中医的治疗原理，得到上述配方：其中海螵蛸性温，具祛风除湿的功

效，元胡可活血化瘀，牡蛎平肝潜阳、收敛固涩，罂粟壳收敛固气，狗血补虚劳、散瘀解毒，冰

片具清热功效，几种药物合用，相得益彰，具有祛风除湿、散瘀解毒、疏通经络的功效，能改

善病灶部位皮肤的微循环，促进皮肤中黑色素的合成，最终达到逐渐消除皮肤白色斑片，恢

复皮肤正常肤色之功效，治疗效果明显。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主要针对现有部分治疗白癜风外用药存在刺激性大、

腐蚀性强的情况，给患者造成较大的痛苦，治疗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本发明为中药组合物外

用药物，选用多种中药，使用特殊方法进行炮制，降低药物的刺激性，再分别研磨成极细粉

末，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后再加入适量水制成敷料药，为治疗白癜风提供有效解决办法。该药

对皮肤无任何损伤和不适，治疗效果显著，治愈率高，不易复发。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实施例1

[0019] 1、取海螵蛸原药材，用清水微泡，洗净，除去硬壳，捞起，滤干余水，切成1-2cm小

块，晒干，用麦麸炒至微黄色为度，晾凉后筛去麦麸，研成细粉，过300目筛，除去粗粒，得到

海螵蛸粉，装入洁净瓶内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20] 2、取元胡原药材，除去杂质，洗净，干燥，加黄酒(元胡与黄酒重量比例为5:1)拌

匀，闷润至酒被吸尽，在炒制容器内，用文火加热，炒干，取出放凉后研成细粉，过300目筛，

除去粗粒，得到元胡粉，装入洁净瓶内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21] 3、取牡蛎原药材，除去杂质及附着物，洗净，干燥之后置适宜容器中用武火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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煅至酥脆时取出，自然冷却后研成细粉，过300目筛，除去粗粒，得到牡蛎粉，装入洁净瓶内

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22] 4、取罂粟干燥成熟果壳，洗去表层污物杂质，除去蒂及筋膜，将洗润的罂粟壳切成

丝阴干，加入米醋拌匀(罂粟壳与米醋重量比例为5:1)，待醋被吸尽后置烤盘铺成薄层，放

进预热到120℃的烤箱烤制30分钟，取出放凉后研成细粉，过300目筛，除去粗粒，得到罂粟

粉，装入洁净瓶内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23] 5、取鲜狗血放置于喷雾干燥机内加工，糊状狗血经过设备雾化处理后送入设备干

燥室内经净化和加热的空气并流接触生成干燥小颗粒血粉，再将血粉置烤盘铺成薄层，放

进预热到120℃的烤箱烤制30分钟，取出放凉后研成细粉，过200目筛，除去粗粒，得到狗血

粉，装入洁净瓶内消毒，置阴凉干燥处备用。

[0024] 6、取冰片除去污物杂质，捣碎后过100目筛，得到冰片粉，装入洁净瓶内密封备用，

防止挥发。

[0025] 取上述炮制过的海螵蛸粉40份，元胡粉15份、牡蛎粉18份、罂粟壳粉7份、狗血15

份、冰片15份混合均匀后加入550份水，调成糊状。

[0026] 具体应用：

[0027] 患者：吴键雄，男，大学教师，56岁。住址：湘潭市人社局职工宿舍小区。电话：

18166194669

[0028] 类型：局限型，发展期

[0029] 治疗方法：该患者于2003年偶然发现背部有三块大小不一块状白斑(分别为8厘

米、5厘米、2厘米左右大小，原因不明)，诊断为白癜风。2004年先后到省内两家三甲医院皮

肤科诊治，遵医嘱采用涂外用药治疗，该液态药物刺激性极大，对皮肤有腐蚀性，没有明显

治疗效果。2006年按照上述配方药物(实施例1)进行治疗，将药物粉剂调水涂抹患处，通过

调节患者患处微循环，逐渐激活、修复黑色素细胞，合成黑色素，最终消除白斑，达到治疗效

果。治疗期间每天涂药两次，该药无任何刺激性，皮肤无任何损伤和不适，患者坚持用药30

天，不见明显效果，对该药疗效产生怀疑，遂停止用药。半年后患者家人意外发现，患者背部

白斑奇迹般消失，患处皮肤颜色与周围健康肤色完全一致，恢复效果非常好。患者至今已经

康复十多年，疗效很稳定，没有任何复发迹象。

[0030] 实施例2

[0031] 原料药物的处理同实施例1，药物组份配方为：取上述炮制过的海螵蛸粉40份，元

胡粉15份、牡蛎粉17份、罂粟壳粉8份、狗血20份、冰片15份混合均匀后加入575份水，调成糊

状。

[0032] 具体应用：

[0033] 患者：赵放云，女，51岁，某多媒体公司总经理。住址：湘潭市金源小区。电话：

13973204941

[0034] 类型：局限型，发展期

[0035] 治疗方法：该患者于2006发现颈部左侧出现两块大小不等条状白斑，2007年先到

本地某三甲医院皮肤科通过外用药治疗，该药腐蚀性强，皮肤刺痛，损伤后结痂，痂掉后泛

红，后又还原成白色，无明显治疗效果。一年后到省城某三甲医院采用了表皮移植手术治

疗，效果仍然不理想。2010年尝试采用本实施例的药物配方进行治疗，将药物粉剂调水涂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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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处，通过用药调节患者患处微循环，逐渐激活、修复黑色素细胞，合成黑色素，最终消除白

斑，达到治疗效果(该药无任何刺激性，皮肤无任何损伤和不适)。治疗期间，每天用药两次，

30天仍不见明显效果，继续用药至60天，患处皮肤肤色有加深，初见效果。连续用药60天后

停止用药，半年后患者患处完全康复，且疗效稳定，至今无复发。

[0036] 实施例3

[0037] 原料药物的处理同实施例1，药物组份配方为：取上述炮制过的海螵蛸粉40份，元

胡粉15份、牡蛎粉15份、罂粟壳粉7份、狗血20份、冰片15份混合均匀后加入560份水，调成糊

状。

[0038] 具体应用：

[0039] 患者：彭勇强，男，40岁，某广告公司董事长。住址：湘潭市和平公园旁边小区。电

话：13973289908

[0040] 类型：局限型，发展期

[0041] 治疗方法：该患者于2008年发现左眉上方出现小块白斑，因为白斑面积不大(1.5

厘米左右块状)，没有采取治疗措施。一年后发现白斑面积明显增大(达到3厘米左右)，引起

重视，遂就医治疗。在本市某三甲医院皮肤科诊治，遵医嘱采用涂抹外用药治疗，因为所涂

液态药物刺激性很大，对皮肤有腐蚀性，体感极为不适，涂药几次后放弃治疗。后患者经人

介绍，采用本实施例的药物配方进行治疗，将药物粉剂调水涂抹患处，每天涂药两次。该药

通过调节患者患处微循环，逐渐激活、修复黑色素细胞，合成黑色素，最终消除白斑，达到治

疗效果。因为该药无任何刺激性，皮肤无任何损伤和不适，所以患者一直坚持用药60天，治

疗期间白斑面积逐渐缩小，肤色逐渐加深，半年后患处白斑完全消失，与患处周边健康肤色

完全一致，且疗效稳定，至今没有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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