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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具有温经散

寒、行气通络、补益元气、生阳举焰、润肺泻热、保

健养生，促进激活自愈力、促进消除自由基、活化

修复细胞、促进新陈代谢、改善血液循环、改善脏

器功能、强制活血效果，能够促进皮肤黑色素的

形成，逐渐淡化皮肤表面的白色斑片，治疗效果

显著，本发明的组合物通过内服和外用，对患者

身体无刺激，能提高人体免疫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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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的组合物包括A组分和B组分；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全蝎、石斛、当归、炙甘草、天麻、川芎、羌活、荆芥、防风、麻黄、

细辛、川乌、草乌、首乌、雄黄、硃砂和蜂蜜；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乌梅、补骨脂、黑桑葚和蒺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90‑110份、全蝎40‑60份、石斛40‑60份、当归40‑60份、炙甘草40‑

60份、天麻45‑55份、川芎45‑55份、羌活45‑55份、荆芥45‑55份、防风40‑60份、麻黄40‑60份、

细辛40‑60份、川乌40‑60份、草乌40‑60份、首乌40‑60份、雄黄20‑30份、硃砂20‑30份和蜂蜜

190‑210份；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190‑210份、乌梅190‑210份、补骨脂190‑210份、黑桑葚190‑210

份和蒺藜190‑21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95‑105份、全蝎45‑55份、石斛45‑55份、当归45‑55份、炙甘草45‑

55份、天麻48‑52份、川芎48‑52份、羌活48‑52份、荆芥48‑52份、防风45‑55份、麻黄45‑55份、

细辛45‑55份、川乌45‑55份、草乌45‑55份、首乌45‑55份、雄黄23‑27份、硃砂23‑27份和蜂蜜

195‑205份；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195‑205份、乌梅195‑205份、补骨脂195‑205份、黑桑葚195‑205

份和蒺藜195‑205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100份、全蝎50份、石斛50份、当归50份、炙甘草50份、天麻50份、

川芎50份、羌活50份、荆芥50份、防风50份、麻黄50份、细辛50份、川乌50份、草乌50份、首乌

50份、雄黄25份、硃砂25份和蜂蜜200份；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200份、乌梅200份、补骨脂200份、黑桑葚200份和蒺藜200份。

5.一种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A组分和B组分的制

备，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1)按照各组分的重量份称取备用；

(2)A组分的制备：将各中药研磨粉碎，加入蜂蜜，制成丸剂；

(3)B组分的制备：将各组分放入酒精中进行浸泡，过滤，得到滤液。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粉碎至粒径

20‑60目。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酒精的体积

分数为93‑97％，优选的，酒精体积分数为95％。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浸泡3天以

上。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B组分的总重

量与酒精质量比为1:8‑12，优选的，质量比为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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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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癜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后天色素性皮肤病，表现为局限性或泛发性皮肤黏膜色

素完全脱失。由于皮肤的黑素细胞功能消失引起，但机制还不清楚。全身各部位可发生，常

见于指背、腕、前臂、颜面、颈项及生殖器周围等。，白癜风可以合并自身免疫病，如甲状腺疾

病、糖尿病、慢性肾上腺机能减退、恶性贫血、风湿性关节炎、恶性黑色素瘤等。血清中还可

以检出多种器官的特异性抗体，如抗甲状腺抗体、抗胃壁细胞抗体、抗肾上腺抗体、抗甲状

旁腺抗体、抗平滑肌抗体、抗黑素细胞抗体等。

[0003] 目前，治疗白癜风的药物刺激性大，对皮肤损伤严重，给患者造成很大的痛苦，且

容易复发。

[0004] 鉴于以上原因，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身体无刺激，能提高人体免疫力，治疗效果显著，治愈

率高，不易复发。

[0006]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提供了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A组

分和B组分；

[0007]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全蝎、石斛、当归、炙甘草、天麻、川芎、羌活、荆芥、防风、麻

黄、细辛、川乌、草乌、首乌、雄黄、硃砂和蜂蜜；

[0008]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乌梅、补骨脂、黑桑葚和蒺藜。

[0009]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

[0010]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90‑110份、全蝎40‑60份、石斛40‑60份、当归40‑60份、炙甘

草40‑60份、天麻45‑55份、川芎45‑55份、羌活45‑55份、荆芥45‑55份、防风40‑60份、麻黄40‑

60份、细辛40‑60份、川乌40‑60份、草乌40‑60份、首乌40‑60份、雄黄20‑30份、硃砂20‑30份

和蜂蜜190‑210份；

[0011]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190‑210份、乌梅190‑210份、补骨脂190‑210份、黑桑葚190‑

210份和蒺藜190‑210份。

[0012]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

[0013]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95‑105份、全蝎45‑55份、石斛45‑55份、当归45‑55份、炙甘

草45‑55份、天麻48‑52份、川芎48‑52份、羌活48‑52份、荆芥48‑52份、防风45‑55份、麻黄45‑

55份、细辛45‑55份、川乌45‑55份、草乌45‑55份、首乌45‑55份、雄黄23‑27份、硃砂23‑27份

和蜂蜜195‑20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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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195‑205份、乌梅195‑205份、补骨脂195‑205份、黑桑葚195‑

205份和蒺藜195‑205份。

[0015]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

[0016]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100份、全蝎50份、石斛50份、当归50份、炙甘草50份、天麻50

份、川芎50份、羌活50份、荆芥50份、防风50份、麻黄50份、细辛50份、川乌50份、草乌50份、首

乌50份、雄黄25份、硃砂25份和蜂蜜200份；

[0017]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200份、乌梅200份、补骨脂200份、黑桑葚200份和蒺藜200

份。

[0018] 苍术用于湿阻中焦，脘腹胀满，泄泻，水肿，脚气痿蹙，风湿痹痛，风寒感冒，夜盲，

眼目昏涩。

[0019] 全蝎用于肝风内动，痉挛抽搐，小儿惊风，中风口 ，半身不遂，破伤风，风湿顽痹，

偏正头痛，疮疡，瘰疬。

[0020] 石斛有明目养肝的功效，有促进消化的作用。还有养胃的作用，有降血糖的功效。

石斛可以帮助调节消化系统，石触还可以调节机体免疫力，减少疾病的产生，抑制肿瘤，延

缓衰老。

[0021] 当归具有补血和血、调经止痛、润燥滑肠等功效和作用。

[0022] 炙甘草滋阴养血，益气通阳，复脉定悸。主治心阴阳两虚证，后世医家在张仲景临

床应用基础之上将其扩展用于治疗虚劳、肺痿、肺燥阴伤等证.现代医家则用于治疗心血管

疾病及其他系统性疾病。

[0023] 天麻具有息风止痉，平抑肝阳，祛风通络的功效。主治肝风内动，惊痫抽搐，眩晕，

头痛，肢体麻木，手足不遂，风湿痹痛等。

[0024] 川芎常用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川芎辛温香燥，走而不守，既能行散，上行可达巅

顶；又入血分，下行可达血海。活血祛瘀作用广泛，适宜瘀血阻滞各种病症；可治头风头痛、

风湿痹痛等症。昔人谓川芎为血中之气药，殆言其寓辛散、解郁、通达、止痛等功能。

[0025] 羌活散表寒；祛风湿；利关节；止痛。主外感风寒；头痛无汗；油印寒湿痹；风水浮

肿；疮疡肿毒。用于阳痿遗精，遗尿尿频，腰膝冷痛，肾虚作喘，五更泄泻；外用治白癜风，斑

秃。解表散寒，祛风胜湿，止痛。

[0026] 荆芥祛风；解表；透疹；止血。主感冒发热；头痛；目痒；咳嗽；咽喉肿痛；麻疹；痈肿；

疮疥；衄血；吐血；便血；崩漏；产后血晕。用于感冒，头痛，麻疹，风疹，疮疡初起。炒炭治便

血，崩漏，产后血晕。

[0027] 防风祛风解表，胜湿止痛，止痉。用于外感表证，风疹瘙痒，风湿痹痛，破伤风正，脾

虚湿盛。

[0028] 麻黄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用于：风寒感冒，胸闷喘咳，风水浮肿；支气管

哮喘

[0029] 细辛是一种味苦性温略带毒性的中药材，它能入肺经和肾经，祛风散寒和止痛消

肿以及温肺化痰等都是这种中药材的主要功效，在临床上它是治疗人类头痛，牙痛和风湿

骨痛的常用药，另外人们出现鼻塞鼻渊，以及咳嗽痰喘还有口舌生疮时也能用细辛来治疗，

治疗功效都特别出色。

[0030] 川乌味辛，苦，性热，归心，肝，肾，脾经，具有祛风除湿，温经止痛的功效，常常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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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寒湿痹，关节疼痛，心腹冷痛，寒疝作痛以及麻醉止痛作用。

[0031] 草乌祛风除湿，温经止痛，草乌用于风寒湿痹，关节疼痛，心腹冷痛，寒疝作痛，麻

醉止痛。

[0032] 首乌其块根入药，可安神、养血、活络，解毒(截疟)、消痈；制首乌可补益精血、乌须

发、强筋骨、补肝肾，是常见贵细中药材。

[0033] 雄黄具有解毒杀虫，燥湿祛痰，截疟之功效。常用于痈肿疔疮，蛇虫咬伤，虫积腹

痛，惊痫，疟疾。

[0034] 硃砂清心镇惊，安神，明目，解毒。用于心悸易惊，失眠多梦，癫痫发狂，小儿惊风，

视物昏花，口疮，喉痹，疮疡肿毒。

[0035] 乌蛇用于心悸易惊，失眠多梦，癫痫发狂，小儿惊风，视物昏花，口疮，喉痹，疮疡肿

毒。

[0036] 乌梅的功效是收敛生津、安蛔驱虫，乌梅作用是治蛔厥腹痛、呕吐、钩虫病、久咳、

虚热烦渴。

[0037] 补骨脂补肾壮阳，固精缩尿，温脾止泻，纳气平喘。补骨脂为豆科植物补骨脂的成

熟果实。药性苦、辛、温，归肾、脾经。功效：补肾壮阳，固精缩尿，温脾止泻，纳气平喘。

[0038] 黑桑葚具有调节促进免疫功能，延长果蝇寿命，抗诱变等作用且无毒性。并且黑桑

椹较白桑椹作用更为显著。桑椹现已被卫生部列为“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农产品之一，具

有很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是开发功能性食品的优质原料。

[0039] 蒺藜具有平肝解郁，活血祛风，明目，止痒的功效。用于头痛眩晕，胸胁胀痛，乳闭

乳痈，目赤翳障，风疹瘙痒等病症。

[0040]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提供了一种所述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A组分和B组

分的制备，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41] (1)按照各组分的重量份称取备用；

[0042] (2)A组分的制备：将各中药研磨粉碎，加入蜂蜜，制成丸剂；

[0043] (3)B组分的制备：将各组分放入酒精中进行浸泡，过滤，得到滤液。

[0044] 进一步的，步骤(2)中粉碎至粒径20‑60目。

[0045] 进一步的，步骤(3)中酒精的体积分数为93‑97％。

[0046] 进一步的，酒精体积分数为95％。

[0047] 进一步的，步骤(3)中浸泡3天以上。

[0048] 进一步的，步骤(3)中B组分的总重量与酒精质量比为1:8‑12。

[0049] 进一步的，质量比为1:10。

[0050] 本发明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根据患者的患病严重程度进行用药，首先是口

服A组分，其次，利用B组分得到的滤液擦洗患处。

[005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52]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具有温经散寒、行气通络、补益元气、生阳举焰、润肺泻热、保

健养生，促进激活自愈力、促进消除自由基、活化修复细胞、促进新陈代谢、改善血液循环、

改善脏器功能、强制活血效果，能够促进皮肤黑色素的形成，逐渐淡化皮肤表面的白色斑

片，治疗效果显著，本发明的组合物通过内服和外用，对患者身体无刺激，能提高人体免疫

力，治愈率高，不易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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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

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

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得到的所有

其它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围。

[0054] 实施例1

[0055] 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A组分和B组分；

[0056]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90kg、全蝎60kg、石斛40kg、当归60kg、炙甘草40kg、天麻

55kg、川芎45kg、羌活55kg、荆芥45kg、防风60kg、麻黄40kg、细辛60kg、川乌40kg、草乌60kg、

首乌40kg、雄黄30kg、硃砂20kg和蜂蜜210kg；

[0057]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190kg、乌梅210kg、补骨脂190kg、黑桑葚210kg和蒺藜

190kg。

[0058] 本实施例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9] (1)按照各组分的重量份称取备用；

[0060] (2)A组分的制备：将各中药研磨粉碎至粒径为20‑60目，加入蜂蜜，制成丸剂；

[0061] (3)B组分的制备：将各组分放入体积分数为93％的酒精中进行浸泡3天以上，B组

分的总重量与酒精质量比为1:8，过滤，得到滤液。

[0062] 实施例2

[0063] 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A组分和B组分；

[0064]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95份、全蝎55份、石斛45份、当归55份、炙甘草45份、天麻52

份、川芎48份、羌活52份、荆芥48份、防风55份、麻黄45份、细辛55份、川乌45份、草乌55份、首

乌45份、雄黄27份、硃砂23份和蜂蜜205份；

[0065]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195份、乌梅205份、补骨脂195份、黑桑葚205份和蒺藜195

份。

[0066] 本实施例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7] (1)按照各组分的重量份称取备用；

[0068] (2)A组分的制备：将各中药研磨粉碎至粒径为20‑60目，加入蜂蜜，制成丸剂；

[0069] (3)B组分的制备：将各组分放入体积分数为95％的酒精中进行浸泡3天以上，B组

分的总重量与酒精质量比为1:10，过滤，得到滤液。

[0070] 实施例3

[0071] 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A组分和B组分；

[0072]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100kg、全蝎50kg、石斛50kg、当归50kg、炙甘草50kg、天麻

50kg、川芎50kg、羌活50kg、荆芥50kg、防风50kg、麻黄50kg、细辛50kg、川乌50kg、草乌50kg、

首乌50kg、雄黄25kg、硃砂25kg和蜂蜜200kg；

[0073]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200kg、乌梅200kg、补骨脂200kg、黑桑葚200kg和蒺藜

200kg。

[0074] 本实施例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75] (1)按照各组分的重量份称取备用；

[0076] (2)A组分的制备：将各中药研磨粉碎至粒径为20‑60目，加入蜂蜜，制成丸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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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3)B组分的制备：将各组分放入体积分数为97％的酒精中进行浸泡3天以上，B组

分的总重量与酒精质量比为1:12，过滤，得到滤液。

[0078] 实施例4

[0079] 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A组分和B组分；

[0080]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105kg、全蝎45kg、石斛55kg、当归45kg、炙甘草55kg、天麻

52kg、川芎48kg、羌活52kg、荆芥48kg、防风55kg、麻黄45kg、细辛55kg、川乌45kg、草乌55kg、

首乌45kg、雄黄23kg、硃砂27kg和蜂蜜195kg；

[0081]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205kg、乌梅195kg、补骨脂205kg、黑桑葚195kg和蒺藜

205kg。

[0082] 本实施例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83] (1)按照各组分的重量份称取备用；

[0084] (2)A组分的制备：将各中药研磨粉碎至粒径为20‑60目，加入蜂蜜，制成丸剂；

[0085] (3)B组分的制备：将各组分放入体积分数为95％的酒精中进行浸泡3天以上，B组

分的总重量与酒精质量比为1:10，过滤，得到滤液。

[0086] 实施例5

[0087] 一种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所述的组合物包括A组分和B组分；

[0088] 所述的A组分包括苍术110kg、全蝎40kg、石斛60kg、当归40kg、炙甘草60kg、天麻

45kg、川芎55kg、羌活45kg、荆芥55kg、防风40kg、麻黄60kg、细辛40kg、川乌60kg、草乌40kg、

首乌60kg、雄黄20kg、硃砂30kg和蜂蜜190kg；

[0089] 所述的B组分包括乌蛇210kg、乌梅190kg、补骨脂210kg、黑桑葚190kg和蒺藜

210kg。

[0090] 本实施例的治疗白癜风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91] (1)按照各组分的重量份称取备用；

[0092] (2)A组分的制备：将各中药研磨粉碎至粒径为20‑60目，加入蜂蜜，制成丸剂；

[0093] (3)B组分的制备：将各组分放入体积分数为95％的酒精中进行浸泡3天以上，B组

分的总重量与酒精质量比为1:10，过滤，得到滤液。

[009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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