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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骨科疾病治疗技术领域，公开了

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包括以下按照重

量份的原料：当归12-20份、川芎6-12份、菝葜5-

10份、麻黄4-8份、虎杖5-10份、甘草10-20份、红

花8-16份、续断6-12份、山香圆3-6份、冬凌草2-6

份、防风5-10份、荷叶3-6份、当归4-8份、龟板2-6

份、五倍子2-5份、赤石脂1-2份、水杨酸2-5份、双

氯芬酸2-5份、别嘌醇2-4份、冰片1-3份、成膜助

剂20-30份。本发明还公开了所述治疗骨科疾病

的外用制剂的制备方法。本发明制备的外用制剂

在各种原料的共同配合作用下，对骨科疾病的治

疗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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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当归12-

20份、川芎6-12份、菝葜5-10份、麻黄4-8份、虎杖5-10份、甘草10-20份、红花8-16份、续断6-

12份、山香圆3-6份、冬凌草2-6份、防风5-10份、荷叶3-6份、当归4-8份、龟板2-6份、五倍子

2-5份、赤石脂1-2份、水杨酸2-5份、双氯芬酸2-5份、别嘌醇2-4份、冰片1-3份、成膜助剂20-

3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

的原料：当归14-18份、川芎8-10份、菝葜6-9份、麻黄5-7份、虎杖6-9份、甘草12-18份、红花

10-14份、续断8-10份、山香圆4-5份、冬凌草3-5份、防风6-8份、荷叶4-5份、当归5-7份、龟板

3-5份、五倍子3-4份、赤石脂1.2-1.8份、水杨酸3-4份、双氯芬酸3-4份、别嘌醇2.5-3.5份、

冰片1.5-2.5份、成膜助剂22-28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

的原料：当归16份、川芎9份、菝葜8份、麻黄6份、虎杖7份、甘草15份、红花12份、续断9份、山

香圆4.5份、冬凌草3.5份、防风7份、荷叶4.5份、当归6份、龟板4份、五倍子3.5份、赤石脂1.5

份、水杨酸3.5份、双氯芬酸3.5份、别嘌醇3份、冰片2份、成膜助剂2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成膜助剂由壳聚

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混合组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成膜助剂中壳聚

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的重量比为2:2:1:1。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将当归、川芎、菝葜、麻黄、虎杖、甘草、红花、续断、山香圆、冬凌草、防风、荷叶、当归、

龟板、五倍子洗净后放入容器中，捣碎，加入3-5倍重量份的乙醇溶液，浸泡12-24h，获得混

合物；

2)向步骤1)获得的混合物中加入中药材原料10-12倍重量份的蒸馏水，煮沸后再用文

火煎煮1-1.5h，再通过20-30KHz的超声波辅助提取10-20min，过滤，冷却后获得过滤液；

3)向步骤2)获得的过滤液中加入赤石脂、水杨酸、双氯芬酸、别嘌醇、冰片、成膜助剂，

以600-800r/min转速搅拌5-10min，获得混合药液；

4)对步骤3)获得的混合药液进行浓缩，浓缩至常温下密度为1.08-1.12g/cm^3，获得浓

缩液；

5)将步骤4)获得的浓缩液进行紫外线灭菌，即可。

7.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一所述的外用制剂在制备治疗骨科疾病药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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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骨科疾病治疗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如今，随之人们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增大，骨质增生、腰椎病、颈椎病、关节炎已经成

为多发病、常见病，明显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骨质增生引发的疾病称为退行性关节

病变、肥大性关节炎、骨退行性改变等等；腰椎间超出骨质增生可压迫临近神经血管，引起

神经根水肿破坏造成神经麻木疼痛，严重者可造成肢体瘫痪或肌肉萎缩；颈椎病可造成两

手、肩胛部等区域瘀麻活动受限、头昏、头疼、严重者使大脑供血不足缺氧，引起一系列临床

综合症状；关节炎临床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及关节畸形，严重者导致关节

残疾、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0003] 治疗骨科疑难杂症一直都是医疗界的难题，现有的中、西医口服治疗药物，见效

慢，服药时间长治愈率低，对胃肠、肝肾都有刺激及损坏；而手术治疗病人要承受较大的痛

苦，风险大，费用高，不利于患者恢复身体机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

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当归12-20份、川芎

6-12份、菝葜5-10份、麻黄4-8份、虎杖5-10份、甘草10-20份、红花8-16份、续断6-12份、山香

圆3-6份、冬凌草2-6份、防风5-10份、荷叶3-6份、当归4-8份、龟板2-6份、五倍子2-5份、赤石

脂1-2份、水杨酸2-5份、双氯芬酸2-5份、别嘌醇2-4份、冰片1-3份、成膜助剂20-30份。

[0007]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方案：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当归14-18份、川芎8-10

份、菝葜6-9份、麻黄5-7份、虎杖6-9份、甘草12-18份、红花10-14份、续断8-10份、山香圆4-5

份、冬凌草3-5份、防风6-8份、荷叶4-5份、当归5-7份、龟板3-5份、五倍子3-4份、赤石脂1.2-

1 .8份、水杨酸3-4份、双氯芬酸3-4份、别嘌醇2.5-3.5份、冰片1.5-2.5份、成膜助剂22-28

份。

[0008]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当归16份、川芎9份、菝

葜8份、麻黄6份、虎杖7份、甘草15份、红花12份、续断9份、山香圆4.5份、冬凌草3.5份、防风7

份、荷叶4.5份、当归6份、龟板4份、五倍子3.5份、赤石脂1.5份、水杨酸3.5份、双氯芬酸3.5

份、别嘌醇3份、冰片2份、成膜助剂25份。

[0009]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成膜助剂由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

维素混合组成。

[0010] 作为本发明再进一步的方案：所述成膜助剂中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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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素的重量比为2:2:1:1。

[0011] 所述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12] 1)将当归、川芎、菝葜、麻黄、虎杖、甘草、红花、续断、山香圆、冬凌草、防风、荷叶、

当归、龟板、五倍子洗净后放入容器中，捣碎，加入3-5倍重量份的乙醇溶液，浸泡12-24h，获

得混合物；

[0013] 2)向步骤1)获得的混合物中加入中药材原料10-12倍重量份的蒸馏水，煮沸后再

用文火煎煮1-1 .5h，再通过20-30KHz的超声波辅助提取10-20min，过滤，冷却后获得过滤

液；

[0014] 3)向步骤2)获得的过滤液中加入赤石脂、水杨酸、双氯芬酸、别嘌醇、冰片、成膜助

剂，以600-800r/min转速搅拌5-10min，获得混合药液；

[0015] 4)对步骤3)获得的混合药液进行浓缩，浓缩至常温下密度为1.08-1.12g/cm^3，获

得浓缩液；

[0016] 5)将步骤4)获得的浓缩液进行紫外线灭菌，即可。

[0017] 上述外用制剂在制备治疗骨科疾病药物中的应用。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9] 本发明制备的外用制剂在各种原料的共同配合作用下，对骨科疾病的治疗效果

好，适用于关节炎、骨质增生、颈椎病、腰椎病等常见骨科疾病，适用范围广，治疗见效速度

快；外用制剂使用后会在体表形成一层薄膜，使得药物能够长期起作用，保证药物有效成分

的吸收率，使用过后直接将膜揭下即可，清理方便，减少残留；外用制剂使用过程无强烈刺

激，不会感到疼痛，也不会令患病部位酸软无力，安全无副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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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当归12份、川芎6份、

菝葜5份、麻黄4份、虎杖5份、甘草10份、红花8份、续断6份、山香圆3份、冬凌草2份、防风5份、

荷叶3份、当归4份、龟板2份、五倍子2份、赤石脂1份、水杨酸2份、双氯芬酸2份、别嘌醇2份、

冰片1份、成膜助剂20份。

[0023]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由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混合组成。

[0024]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中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的重量比为2:2:1:

1。

[0025] 本实施例中，所述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26] 1)将当归、川芎、菝葜、麻黄、虎杖、甘草、红花、续断、山香圆、冬凌草、防风、荷叶、

当归、龟板、五倍子洗净后放入容器中，捣碎，加入3倍重量份的乙醇溶液，浸泡12h，获得混

合物；

[0027] 2)向步骤1)获得的混合物中加入中药材原料10倍重量份的蒸馏水，煮沸后再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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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煎煮1h，再通过20KHz的超声波辅助提取10min，过滤，冷却后获得过滤液；

[0028] 3)向步骤2)获得的过滤液中加入赤石脂、水杨酸、双氯芬酸、别嘌醇、冰片、成膜助

剂，以600r/min转速搅拌5min，获得混合药液；

[0029] 4)对步骤3)获得的混合药液进行浓缩，浓缩至常温下密度为1.08g/cm^3，获得浓

缩液；

[0030] 5)将步骤4)获得的浓缩液进行紫外线灭菌，即可。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当归14份、川芎8份、

菝葜6份、麻黄5份、虎杖6份、甘草12份、红花10份、续断8份、山香圆4份、冬凌草3份、防风8

份、荷叶5份、当归7份、龟板5份、五倍子4份、赤石脂1.8份、水杨酸4份、双氯芬酸4份、别嘌醇

3.5份、冰片2.5份、成膜助剂28份。

[0033]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由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混合组成。

[0034]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中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的重量比为2:2:1:

1。

[0035] 本实施例中，所述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36] 1)将当归、川芎、菝葜、麻黄、虎杖、甘草、红花、续断、山香圆、冬凌草、防风、荷叶、

当归、龟板、五倍子洗净后放入容器中，捣碎，加入4倍重量份的乙醇溶液，浸泡18h，获得混

合物；

[0037] 2)向步骤1)获得的混合物中加入中药材原料11倍重量份的蒸馏水，煮沸后再用文

火煎煮1.2h，再通过25KHz的超声波辅助提取15min，过滤，冷却后获得过滤液；

[0038] 3)向步骤2)获得的过滤液中加入赤石脂、水杨酸、双氯芬酸、别嘌醇、冰片、成膜助

剂，以700r/min转速搅拌7min，获得混合药液；

[0039] 4)对步骤3)获得的混合药液进行浓缩，浓缩至常温下密度为1.1g/cm^3，获得浓缩

液；

[0040] 5)将步骤4)获得的浓缩液进行紫外线灭菌，即可。

[0041] 实施例3

[0042] 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当归16份、川芎9份、

菝葜8份、麻黄6份、虎杖7份、甘草15份、红花12份、续断9份、山香圆4.5份、冬凌草3.5份、防

风7份、荷叶4.5份、当归6份、龟板4份、五倍子3.5份、赤石脂1.5份、水杨酸3.5份、双氯芬酸

3.5份、别嘌醇3份、冰片2份、成膜助剂25份。

[0043]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由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混合组成。

[0044]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中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的重量比为2:2:1:

1。

[0045] 本实施例中，所述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46] 1)将当归、川芎、菝葜、麻黄、虎杖、甘草、红花、续断、山香圆、冬凌草、防风、荷叶、

当归、龟板、五倍子洗净后放入容器中，捣碎，加入4倍重量份的乙醇溶液，浸泡18h，获得混

合物；

[0047] 2)向步骤1)获得的混合物中加入中药材原料11倍重量份的蒸馏水，煮沸后再用文

火煎煮1.2h，再通过25KHz的超声波辅助提取15min，过滤，冷却后获得过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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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3)向步骤2)获得的过滤液中加入赤石脂、水杨酸、双氯芬酸、别嘌醇、冰片、成膜助

剂，以700r/min转速搅拌7min，获得混合药液；

[0049] 4)对步骤3)获得的混合药液进行浓缩，浓缩至常温下密度为1.1g/cm^3，获得浓缩

液；

[0050] 5)将步骤4)获得的浓缩液进行紫外线灭菌，即可。

[0051] 实施例4

[0052] 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当归18份、川芎10

份、菝葜9份、麻黄7份、虎杖9份、甘草18份、红花14份、续断10份、山香圆5份、冬凌草5份、防

风6份、荷叶4份、当归5份、龟板3份、五倍子3份、赤石脂1.2份、水杨酸3份、双氯芬酸3份、别

嘌醇2.5份、冰片1.5份、成膜助剂22份。

[0053]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由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混合组成。

[0054]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中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的重量比为2:2:1:

1。

[0055] 本实施例中，所述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56] 1)将当归、川芎、菝葜、麻黄、虎杖、甘草、红花、续断、山香圆、冬凌草、防风、荷叶、

当归、龟板、五倍子洗净后放入容器中，捣碎，加入4倍重量份的乙醇溶液，浸泡18h，获得混

合物；

[0057] 2)向步骤1)获得的混合物中加入中药材原料11倍重量份的蒸馏水，煮沸后再用文

火煎煮1.2h，再通过25KHz的超声波辅助提取15min，过滤，冷却后获得过滤液；

[0058] 3)向步骤2)获得的过滤液中加入赤石脂、水杨酸、双氯芬酸、别嘌醇、冰片、成膜助

剂，以700r/min转速搅拌7min，获得混合药液；

[0059] 4)对步骤3)获得的混合药液进行浓缩，浓缩至常温下密度为1.1g/cm^3，获得浓缩

液；

[0060] 5)将步骤4)获得的浓缩液进行紫外线灭菌，即可。

[0061] 实施例5

[0062] 一种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包括以下按照重量份的原料：当归20份、川芎12

份、菝葜10份、麻黄8份、虎杖10份、甘草20份、红花16份、续断12份、山香圆6份、冬凌草6份、

防风10份、荷叶6份、当归8份、龟板6份、五倍子5份、赤石脂2份、水杨酸5份、双氯芬酸5份、别

嘌醇4份、冰片3份、成膜助剂30份。

[0063]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由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混合组成。

[0064] 其中，所述成膜助剂中壳聚糖、蜂胶、海藻酸钠、羟丙基纤维素的重量比为2:2:1:

1。

[0065] 本实施例中，所述治疗骨科疾病的外用制剂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66] 1)将当归、川芎、菝葜、麻黄、虎杖、甘草、红花、续断、山香圆、冬凌草、防风、荷叶、

当归、龟板、五倍子洗净后放入容器中，捣碎，加入5倍重量份的乙醇溶液，浸泡24h，获得混

合物；

[0067] 2)向步骤1)获得的混合物中加入中药材原料12倍重量份的蒸馏水，煮沸后再用文

火煎煮1.5h，再通过30KHz的超声波辅助提取20min，过滤，冷却后获得过滤液；

[0068] 3)向步骤2)获得的过滤液中加入赤石脂、水杨酸、双氯芬酸、别嘌醇、冰片、成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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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以800r/min转速搅拌10min，获得混合药液；

[0069] 4)对步骤3)获得的混合药液进行浓缩，浓缩至常温下密度为1.12g/cm^3，获得浓

缩液；

[0070] 5)将步骤4)获得的浓缩液进行紫外线灭菌，即可。

[0071] 对比例1

[0072] 与实施例3相比，不含别嘌醇，其他与实施例3相同。

[0073] 对比例2

[0074] 与实施例3相比，不含成膜助剂，其他与实施例3相同。

[0075] 对比例3

[0076] 与实施例3相比，不含别嘌醇和成膜助剂，其他与实施例3相同。

[0077] 对实施例1-5及对比例1-3所制备的外用制剂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78] 测试基础：选取160名骨科疾病患者，年龄性别随机，患病种类随机，分为8组，每组

20人，分别使用产品，使用时将产品涂抹于患处体表，24h后将膜揭下，清洗擦干后重新涂

抹，连续使用30天。

[0079] 疗效评定标准：

[0080] 治愈：疼痛感完全消退，不良症状完全消失。

[0081] 显效：疼痛感基本消退，不良症状基本消失。

[0082] 有效：疼痛感有所缓解，不良症状改善不明显。

[0083] 无效：疼痛感没有缓解，不良症状无改善。

[0084] 表1

[0085]

[0086] 从以上结果中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备的外用制剂在各种原料的共同配合作用下，

对骨科疾病的治疗效果好，适用于关节炎、骨质增生、颈椎病、腰椎病等常见骨科疾病，适用

范围广，治疗见效速度快。

[0087] 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显然本发明不限于上述示范性实施例的细节，而且在

不背离本发明的精神或基本特征的情况下，能够以其他的具体形式实现本发明。因此，无论

从哪一点来看，均应将实施例看作是示范性的，而且是非限制性的，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

利要求而不是上述说明限定，因此旨在将落在权利要求的等同要件的含义和范围内的所有

变化囊括在本发明内。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09200228 A

7



[0088]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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