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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治疗静脉曲张的敷料。该

敷料按质量分，取水牛角三钱，桔梗一分，生地五

分，赤苓五分，牛子五分，连翘五分，元参三分，青

黛三分，芒硝三分，粉草三分，生姜一两二钱七

分，薄荷汤一钱，为一份；取桔梗、生地、赤苓、牛

子、连翘、元参、粉草及生姜和薄荷汤，与水牛角、

青黛及芒硝充分搅拌混合，制成敷料，采用密封

罐体低温避光保存。由于本发明为敷料，原料易

得，适用范围广，患者痛苦小，使用灵活，且无毒

副作用，安全性高，不对患者产生创面，治疗费用

低。适宜作为治疗静脉曲张的敷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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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静脉曲张的敷料，其特征是：按质量分，取水牛角三钱，桔梗一分，生地五

分，赤苓五分，牛子五分，连翘五分，元参三分，青黛三分，芒硝三分，粉草三分，生姜一两二

钱七分，薄荷汤一钱；

取桔梗、生地、赤苓、牛子、连翘、元参、粉草鲜植株分别捣碎，待用；

取生姜捣碎，待用；

取水牛角、青黛研磨成粉；

所述芒硝为硫酸盐类矿物，取秋冬自然环境开采，加水溶解，静置，使杂质沉淀，过滤，

滤液加热浓缩，自然冷却后即析出结晶，取出晒干，待用；

所述生姜优选老姜；

所述薄荷汤为薄荷鲜植株捣碎后植株及汁液混合物；

取桔梗、生地、赤苓、牛子、连翘、元参、粉草及生姜和薄荷汤，与水牛角、青黛及芒硝充

分搅拌混合，制成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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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静脉曲张的敷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供的是中医药领域的外用敷剂，具体地说是一种治疗静脉曲张的敷料。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人生活便捷，多处于伏案工作的状态，长时间保持相同姿态很少改变，血液蓄

积下肢，在日积月累的情况下破坏静脉瓣膜而产生静脉压过高，肢体血流不畅，极易导致静

脉曲张，使血管突出皮肤表面。受静脉曲张影响或潜在静脉曲张风险人群日益扩大。

[0003] 另，静脉曲张还有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精索静脉曲张及腹壁静脉曲张等。

[0004] 患有静脉曲张后，常伴有酸胀感，易疲劳、乏力，导致浅静脉隆起、扩张、变曲，皮肤

色素沉着、脱屑、瘙痒、足踝水肿，患病部位具有针刺感、麻木感或灼热感，伴有疼痛或压痛

感，严重时导致局部坏疽和溃疡。

[0005] 静脉曲张目前有压迫治疗法、药物疗法、曲张静脉硬化疗法和外科抽除手术四大

类。其中压迫治疗适用于轻度或者是辅助治疗，治疗慢，显效程度低；药物疗法由于药物在

人体内长期作用，能够产生药毒性，这是众所周知的，毒性可作用于肝脏、肾脏等器官，当药

物产生毒素过多时，肝、肾工作压力增大，超过正常范围，导致肝、肾细胞功能衰竭，极易产

生肝肾疾病；曲张静脉硬化疗法通常需要进行多次注射，患者痛苦大，且硬化疗法并不能根

治，对于轻微、局部的静脉曲张显效效果较好，对于深度或严重的静脉曲张，并不能达到根

治的效果；外科抽除手术需要对患者进行创面治疗，手术创伤大，且极易造成并发症，治疗

费用高，患者痛苦大，且术后易形成伤疤，女性患者不易接受，恢复时间长，且主要针对于下

肢静脉曲张或浅表静脉曲张。

[0006] 因此，急需提出一种安全无毒且无创面具有高显效率的治疗方案。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安全有效的治疗静脉曲张，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治疗静脉曲张的敷料。该敷料

通过水牛角、桔梗、生地、赤苓、牛子、连翘、元参、青黛、芒硝、粉草、生姜与薄荷汤的组合，解

决静脉曲张治疗的技术问题。

[0008] 本发明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方案是：

按质量分，取水牛角三钱，桔梗一分，生地五分，赤苓五分，牛子五分，连翘五分，元参三

分，青黛三分，芒硝三分，粉草三分，生姜一两二钱七分，薄荷汤一钱，为一份；

取桔梗、生地、赤苓、牛子、连翘、元参、粉草鲜植株分别捣碎，待用；

取生姜捣碎，待用；

取水牛角、青黛研磨成粉；

所述芒硝为硫酸盐类矿物，取秋冬自然环境开采，加水溶解，静置，使杂质沉淀，过滤，

滤液加热浓缩，自然冷却后即析出结晶，取出晒干，待用；

所述生姜优选老姜；

所述薄荷汤为薄荷鲜植株捣碎后植株及汁液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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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桔梗、生地、赤苓、牛子、连翘、元参、粉草及生姜和薄荷汤，与水牛角、青黛及芒硝充

分搅拌混合，制成敷料，采用密封罐体低温避光保存。

[0009] 积极效果，由于本发明为敷料，原料易得，适用范围广，患者痛苦小，使用灵活，且

无毒副作用，安全性高，不对患者产生创面，治疗费用低。适宜作为治疗静脉曲张的敷料使

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0] 按质量分，取水牛角三钱，桔梗一分，生地五分，赤苓五分，牛子五分，连翘五分，元

参三分，青黛三分，芒硝三分，粉草三分，生姜一两二钱七分，薄荷汤一钱，为一份；

取桔梗、生地、赤苓、牛子、连翘、元参、粉草鲜植株分别捣碎，待用；

取生姜捣碎，待用；

取水牛角、青黛研磨成粉；

所述芒硝为硫酸盐类矿物，取秋冬自然环境开采，加水溶解，静置，使杂质沉淀，过滤，

滤液加热浓缩，自然冷却后即析出结晶，取出晒干，待用；

所述生姜优选老姜；

所述薄荷汤为薄荷鲜植株捣碎后植株及汁液混合物；

取桔梗、生地、赤苓、牛子、连翘、元参、粉草及生姜和薄荷汤，与水牛角、青黛及芒硝充

分搅拌混合，制成敷料，采用密封罐体低温避光保存。

[0011] 本发明的使用：

根据患者患病部位面积选择相应份数；

将患病部位皮肤清洗干净，并擦干，取本发明所述敷料均匀涂抹于患病部位，采用干净

纱布或保鲜膜包裹，一小时或睡眠后使用干净软布擦拭即可。

[0012] 患病部位为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或腹壁静脉曲张，患者采用上述方法将敷料均匀

涂抹于腹部及后背对应部位，采用干净纱布或保鲜膜包裹，一小时或睡眠后使用干净软布

擦拭即可；

患病部位为下肢静脉曲张，患者采用上述方法取适量敷料均匀涂抹于腿部对应部位，

采用干净纱布或保鲜膜包裹，一小时或睡眠后使用干净软布擦拭即可；

患病部位为精索静脉曲张时，患者取适量敷料均匀涂抹于精囊及精囊附近，采用干净

纱布对患病部位进行包裹，一小时后使用干净软布擦拭。

[0013] 药理药性：

水牛角：性寒，味苦、咸。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定惊的功效。主治热病头痛，壮热神

昏，斑疹，吐衄，小儿惊风，喉痹，咽肿。

[0014] 桔梗：性平，味苦、辛。归肺、胃经。具有开宣肺气，祛痰排脓的功效。主治外感咳嗽，

咽喉肿痛，肺痈吐脓，胸满胁痛，痢疾腹痛。

[0015] 地黄：性寒，味甘。归心、肝、肾经。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滋阴，养血的功效。主

治阴虚发热，消渴，吐血，衄血，血崩，月经不调，胎动不安，阴伤，便秘，寒热往来，四肢肿满。

[0016] 赤苓：即赤茯苓。性平，味甘、淡。归心、脾、膀胱经。具有行水，利湿热的功效。主治

小便不利，淋浊，泻痢。

[0017] 牛子：性寒，味苦、辛，其叶味甘。归肺、胃经、手太阴经。具有疏风散热，宣肺透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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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利咽，消肿的功效。主治风热咳嗽，咽喉肿痛，斑疹不透，风疹作痒，痄腮，丹毒，痈肿疮

毒，风头痛，烦闷，金疮，乳痈，皮肤风痒，风毒面肿，头晕，咽喉热肿，咳嗽，齿痛，消渴，痈疽

疮疖。

[0018] 连翘：性凉，味苦。归心、肝、胆经。具有清热解毒，散结消肿的功效。主治风热感冒，

咽喉肿痛，急性肾炎，肾结核，斑疹，丹毒，痈疖肿毒，瘰疬，小便淋闭。

[0019] 元参：即玄参。性微寒，味甘、苦、咸。归肺、胃、肾经。具有凉血滋阴，降火解毒，利咽

的功效。主治热病阴伤，舌绛烦渴，发斑，骨蒸劳热，夜寐不宁，吐血衄血，咽喉肿痛，目赤，津

伤便秘，丹毒，痈肿，瘰疬，脱疽，白喉。

[0020] 青黛：性寒，味咸。归肝、肺、胃经。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主治温病热盛，斑

疹，吐血，咯血，小儿惊痫，疮肿，丹毒，蛇虫咬伤。

[0021] 芒硝：性寒，味苦、咸。归胃、大肠经。具有泄热通便，润燥，软坚，清火消肿的功效。

主治实热积滞，腹胀便秘，大便燥结，停痰积聚，目赤障翳，乳痈，丹毒，痈肿。

[0022] 粉草：性平，味苦涩。归肝经。具有散瘀止痛，收敛止血的功效。主治跌打损伤，淤血

肿痛，外伤出血，伤口不愈，溃疡。

[0023] 生姜：性微温，味辛。归肺胃脾经。具有发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的功效。主

治风寒感冒，胃寒呕吐，咳喘痰饮，腹胀泄泻，解半夏、天南星及鱼蟹、鸟兽肉毒。

[0024] 薄荷：性凉，味辛。归肺、肝经。具有疏风，散热，辟秽，解毒的功效。主治外感风热，

头痛，目赤，咽喉肿痛，食滞气胀，口疮，牙痛，疮疖，瘾疹。

[0025] 药物间协同作用：

利用水牛角的清热解毒，凉血止血的功效；桔梗的开宣肺气，祛痰排脓的功效；地黄的

清热生津，滋阴，养血的功效；赤苓的行水，利湿热的功效；牛子的疏风散热，宣肺透疹，解

毒，消肿的功效；连翘的清热解毒，散结消肿的功效；元参的凉血滋阴，降火解毒的功效；青

黛的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芒硝的泄热，润燥，软坚，清火消肿的功效；粉草的散瘀止痛，

收敛止血的功效；生姜的发表，散寒，温中的功效和薄荷的疏风，散热，辟秽，解毒的功效，组

合成本发明所述治疗静脉曲张的敷料，具有清热，软坚，解毒，消肿，止痛和活血化瘀的作

用。

[0026] 实施例1：

刘某，男，47岁。食道胃底静脉曲张。

[0027] 因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18年，肝硬化两年，伴发重度食道胃底静脉曲张。2016年2

月20日因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收住院治疗，21日进行食管、胃底重度静脉曲张硬化

及人体组织胶栓塞治疗；后因消化道出血、间断呕血、黑便住院，于2016年6月14日进行胃镜

下食管静脉曲张硬化剂注射治疗两次。出院一月后复查，仍有间断呕血现象，便检仍有消化

道出血现象。

[0028] 遂采用本发明所述敷料进行治疗，于每日睡前将本发明敷料均匀涂抹于腹部及背

部，采用保鲜膜缠绕包裹，使敷料不不流动，并保持该状态直至第二日起床，擦除敷料。敷用

本发明一个月后，呕血现象消失，但仍有黑便现象；敷用本发明三月后，大便颜色趋于正常，

无呕血现象。敷用本发明半年后，无便血无呕血。

[0029] 于2017年4月25日胃镜复查，报告显示，食道胃底静脉曲张轻度。

[0030] 继续敷用本发明，于2018年4月19日胃镜复查，报告显示，食道胃底无异常，静脉曲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9646659 A

5



张消失。至申请日位置尚未复发。

[0031] 实施例2：

李某，男，27岁。下肢静脉曲张。

[0032] 发病原因不明，下肢静脉曲张较为严重，部分血管突出皮肤，久站久坐下肢疼痛

感、肿胀明显，无法进行深蹲等活动，影响正常活动。于23岁采用压迫治疗法治疗，即在清醒

时穿戴压力袜，穿戴时对于下肢静脉曲张有一定缓解作用，当脱下压力袜时，无明显效果。

[0033] 采用本发明敷料进行治疗，于每日睡前将本发明敷料均匀涂抹于下肢，采用保鲜

膜进行缠绕包裹，使敷料不流动，且不影响睡眠，保持该状态直至第二日起床，擦除敷料。敷

用本发明一月后，疼痛感减轻，肿胀现象好转；敷用本发明三月后，突出血管有软化迹象，疼

痛感减轻。敷用本发明半年后，疼痛感消失，部分血管缩回皮肤，肿胀基本消失。敷用本发明

一年后，突出血管恢复正常，患者能够正常运动，能够进行跑跳或深蹲等活动。

[0034] 巩固敷药半年，下肢皮肤表面恢复正常，疼痛感消失，肿胀消失。停药半年，尚未复

发。

[0035] 实施例3：

李某，男，36岁。下肢静脉曲张。

[0036] 从事绘画工作，因长期于画板前作画，活动较少，下肢静脉曲张较为严重，血管突

出皮肤表面，下肢肿胀感明显，小腿、足及脚踝存在水肿情况，皮肤变薄，极易破裂出血。

[0037] 于23岁因下肢酸胀感明显开始治疗，采用压迫治疗法治疗，穿戴压力袜时对于下

肢酸胀有一定缓解作用，当脱下压力袜时，酸胀感无缓解。采用压迫治疗法治疗五年后，患

者不仅饱受下肢静脉曲张的病体煎熬，且由于穿戴压力袜，受到周围人的误解，同时遭受精

神煎熬，患者痛苦明显。

[0038] 后采用本发明敷料进行治疗，患者每日睡前将本发明敷料均匀涂抹于下肢患处，

采用干净纱布包裹，纱布外采用保鲜膜进行缠绕，使敷料不流动，且不影响睡眠，保持敷药

状态直至第二日起床，擦除敷料。敷用本发明三月后，疼痛感减轻，肿胀现象好转；敷用本发

明半年后，疼痛感减轻，肿胀现象消失；敷用本发明九个月后，疼痛感消失，突出血管有软化

回缩迹象；敷用本发明一年后，部分突出血管恢复正常，皮肤厚度恢复正常，患者痛苦减轻，

能够进行简单跑跳等活动。

[0039] 巩固敷药一年，下肢皮肤表面恢复正常，疼痛感消失，肿胀消失。停药后尚未复发。

[0040] 本发明不经口服，直接作用于病患部位，因此安全性好，显效率高，无毒副作用，不

对患部产生创面，患者痛苦小，原料易得，治疗费用低廉，使用方便灵活，适宜作为治疗静脉

曲张的敷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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