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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外用治疗肠梗阻的中药组

合物，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

丹参、冰片、党参。临床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本发

明中药组合物外用治疗肠梗阻的临床总有效率

为93.3％，且能显著改善肠梗阻患者腹胀、腹痛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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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用治疗肠梗阻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

成：川芎、丹参、冰片、党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

川芎6-30重量份、丹参18-60重量份、冰片5-22重量份、党参6-30重量份。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

川芎9-25重量份、丹参22-45重量份、冰片6-18重量份、党参9-25重量份。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

川芎12-20重量份、丹参26-38重量份、冰片8-15重量份、党参12-20重量份。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

川芎15重量份、丹参30重量份、冰片10重量份、党参15重量份；

或，川芎13重量份、丹参36重量份、冰片9重量份、党参18重量份；

或，川芎19重量份、丹参27重量份、冰片14重量份、党参13重量份。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为各原料药

粉碎后混合而成的组合物，或各原料药混合或单独提取后得到的提取物，或是提取物进一

步精制纯化得到的有效部位，或加入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制成的常规剂型。

7.一种外用治疗肠梗阻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制成：

川芎提取物6-30重量份、丹参提取物18-60重量份、冰片5-22重量份、党参提取物6-30重量

份。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制成：川

芎提取物9-25重量份、丹参提取物22-45重量份、冰片6-18重量份、党参提取物9-25重量份。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制成：川

芎提取物15重量份、丹参提取物30重量份、冰片10重量份、党参提取物15重量份。

10.如权利要求1-5、7-9任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肠梗阻的药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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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用治疗肠梗阻的中药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中药组合物，具体涉及一种外用治疗肠梗阻的中药组合物，属于

医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肠梗阻(intestinal  obstruction)是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肠腔内容物通过障碍，

主要临床表现为四大症状：痛、呕、胀、闭，是临床常见的急症，病情复杂多变。病因主要包括

机械性肠梗阻、动力性肠梗阻及缺血性肠梗阻。手术虽可解除梗阻，但创伤大，术后会形成

新的粘连，有再次出现梗阻的可能。

[0003] 中国专利CN  104491381  A公开了一种治疗粘连性肠梗阻的中药组合物，其原料药

包括厚朴、枳实、莱菔子、木香、乌药、青皮、当归、赤芍、桃仁、生大黄、芒硝、生甘遂、番泻叶、

红花、牡丹皮、延胡索、党参、麦冬、皂荚、旋复花、丹参、川芎、甘草、水蛭、泽泻、茯苓、元胡、

火麻仁等二十八味，该中药组合物组方庞大，用药量大，且为口服用药，因此易产生副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外用治疗肠梗阻的中药组

合物。

[0005]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外用治疗肠梗阻的中药组合物，所述中

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丹参、冰片、党参。

[0006] 优选的，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6-30重量份、丹参18-60重量份、

冰片5-22重量份、党参6-30重量份；

[0007]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9-25重量份、丹参22-45

重量份、冰片6-18重量份、党参9-25重量份；

[0008] 或，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12-20重量份、丹参26-38重量份、冰

片8-15重量份、党参12-20重量份；

[0009] 最优选的，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15重量份、丹参30重量份、冰

片10重量份、党参15重量份；

[0010] 或，川芎13重量份、丹参36重量份、冰片9重量份、党参18重量份；

[0011] 或，川芎19重量份、丹参27重量份、冰片14重量份、党参13重量份。

[0012] 本发明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为：

[0013] 按比例取各原料药，粉碎或以水或有机溶剂按常规提取方法提取，并按常规制剂

工艺制备成外用制剂。

[0014] 上述常规提取方法包括回流提取、浸渍提取、超声提取或渗漉提取中的任意一种

方式，或者不同提取方法的组合；所述有机溶剂为甲醇、20～95％的乙醇溶液、丙酮中的一

种或几种。所述外用剂型包括贴剂、巴布剂、软膏剂、膏药、凝胶剂、搽剂、洗剂、涂膜剂等。

[0015] 本发明中药组合物中原料药丹参、党参、川芎除了以原药材的形式投料以外，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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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用以上述原药材的提取物(有效部位)进行投料，因此本发明进一步公开了一种外用治

疗肠梗阻的中药组合物：

[0016] 一种外用治疗肠梗阻的中药组合物，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制成：川芎提取

物、丹参提取物、冰片、党参提取物。

[0017] 优选的，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提取物6-30重量份、丹参提取物

18-60重量份、冰片5-22重量份、党参提取物6-30重量份；

[0018]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提取物9-25重量份、丹参

提取物22-45重量份、冰片6-18重量份、党参提取物9-25重量份；

[0019] 或，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提取物12-20重量份、丹参提取物26-

38重量份、冰片8-15重量份、党参提取物12-20重量份；

[0020] 最优选的，所述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药制成：川芎提取物15重量份、丹参提取物

30重量份、冰片10重量份、党参提取物15重量份；

[0021] 或，川芎提取物13重量份、丹参提取物36重量份、冰片9重量份、党参提取物18重量

份；

[0022] 或，川芎提取物19重量份、丹参提取物27重量份、冰片14重量份、党参提取物13重

量份。

[0023] 上述原料药提取物可以是各原料药的水提物，或有机溶剂提取物，或水提物/有机

溶剂提取物经过进一步精制纯化工艺得到的精制物。

[0024] 所述有机溶剂选自甲醇、20～95％乙醇溶液、丙酮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5] 制备上述提取物所用的提取方法包括回流提取、浸渍提取、超声提取或渗漉提取

中的任意一种方式，或者不同提取方法的组合。

[0026]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本发明还提供所述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肠梗阻的药

物中的应用。

[0027] 本发明所涉及的原料药丹参、冰片、党参、川芎均符合《中国药典》(2015版)的记

载。方中丹参凉血活血，为君，党参健脾益气，为臣，川芎活血行气，为佐，冰片辛散走窜，使

药物透皮入里，为使。组方精练，效果显著，临床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本发明中药组合物外用

治疗肠梗阻的临床总有效率为93.3％，且能显著改善肠梗阻患者腹胀、腹痛症状。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0029] 组方：川芎15g、丹参30g、冰片10g、党参15g；

[0030]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粉碎，加入黄酒调成糊状，以不流淌为度。

[0031] 用法：外敷患者神阙穴，每日更换1次。

[0032] 实施例2

[0033] 组方：川芎13g、丹参36g、冰片9g、党参18g；

[0034]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水煎煮两次，每次1小时，滤过，合并滤液，浓缩；高速离

心，取上清液；加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贴剂。

[0035] 实施例3

[0036] 组方：川芎19g、丹参27g、冰片14g、党参1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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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水回流提取两次，每次1小时，滤过，合并滤液，浓缩；加

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膏剂。

[0038] 实施例4

[0039] 组方：川芎14g、丹参34g、冰片8g、党参16g；

[0040]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70％乙醇溶液回流提取两次，每次1小时，滤过，合并滤

液，浓缩；高速离心，取上清液；加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巴布剂。

[0041] 实施例5

[0042] 组方：川芎17g、丹参28g、冰片12g、党参14g；

[0043]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70％乙醇溶液超声提取两次，每次40min，滤过，合并滤

液，浓缩；高速离心，取上清液；加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巴布剂。

[0044] 实施例6

[0045] 组方：川芎11g、丹参42g、冰片7g、党参23g；

[0046]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粉碎，加入黄酒搅匀后制成脐贴药饼，放入制作好的贴敷袋内

封口。

[0047] 实施例7

[0048] 组方：川芎23g、丹参24g、冰片17g、党参10g；

[0049]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水煎煮两次，每次1小时，滤过，合并滤液，浓缩；高速离

心，取上清液；加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贴剂。

[0050] 实施例8

[0051] 组方：川芎12g、丹参40g、冰片6g、党参21g；

[0052]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水回流提取两次，每次1小时，滤过，合并滤液，浓缩；加

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膏剂。

[0053] 实施例9

[0054] 组方：川芎22g、丹参25g、冰片16g、党参11g；

[0055]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70％乙醇溶液回流提取两次，每次1小时，滤过，合并滤

液，浓缩；高速离心，取上清液；加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巴布剂。

[0056] 实施例10

[0057] 组方：川芎7g、丹参55g、冰片5g、党参28g；

[0058]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70％乙醇溶液超声提取两次，每次40min，滤过，合并滤

液，浓缩；高速离心，取上清液；加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巴布剂。

[0059] 实施例11

[0060] 组方：川芎28g、丹参20g、冰片21g、党参7g；

[0061]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粉碎，加入黄酒搅匀后制成脐贴药饼，放入制作好的贴敷袋内

封口。

[0062] 实施例12

[0063] 组方：川芎8g、丹参50g、冰片6g、党参7g；

[0064]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水煎煮两次，每次1小时，滤过，合并滤液，浓缩；高速离

心，取上清液；加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贴剂。

[0065] 实施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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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组方：川芎26g、丹参21g、冰片20g、党参8g；

[0067] 制备方法：各原料药混合加水回流提取两次，每次1小时，滤过，合并滤液，浓缩；加

入常规制剂辅料，制成外用膏剂。

[0068] 实施例14

[0069] 组方：川芎提取物15g、丹参提取物30g、冰片10g、党参提取物15g。

[0070] 实施例15

[0071] 组方：川芎提取物13g、丹参提取物36g、冰片9g、党参提取物18g。

[0072] 实施例16

[0073] 组方：川芎提取物19g、丹参提取物27g、冰片14g、党参提取物13g。

[0074] 实施例17

[0075] 组方：川芎提取物14g、丹参提取物34g、冰片8g、党参提取物16g。

[0076] 实施例18

[0077] 组方：川芎提取物17g、丹参提取物28g、冰片12g、党参提取物14g。

[0078] 实施例19

[0079] 组方：川芎提取物11g、丹参提取物42g、冰片7g、党参提取物23g。

[0080] 实施例20

[0081] 组方：川芎提取物23g、丹参提取物24g、冰片17g、党参提取物10g。

[0082] 以上实施例14-20所述提取物分别各原料药的水提取物。

[0083] 实施例21效果实施例

[0084] 1.临床资料

[0085] 1.1一般资料

[0086] 纳入2016年1月-2017年1月住院患者60例，均符合不完全肠梗阻的诊断标准，其中

男35例，女25例，年龄在18～70岁之间，病程在6～72小时之间。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与对照

组各30例，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无明显差异。

[0087] 1.2诊断标准：

[0088] 西医诊断参照第8版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外科学》中不全性肠梗阻的诊断标准拟

定：

[0089] (1)临床症状：腹痛腹胀、恶心呕吐、不欲饮食、肛门停止排气排便等；查体：腹部膨

隆，甚伴见肠型或肠蠕动波，腹软，有压痛点或叩击痛，叩诊呈鼓音，可闻及亢进肠鸣音、气

过水声或肠鸣音变弱、消失。

[0090] (2)腹部X线检查(诊断肠梗阻的首选方法)：①肠管出现一定程度扩展，内径宽度

＞2.5cm，见积液积气，小肠内胀气不明显，结肠内少量气体；②扩张的肠管内可见多个液气

平面，梗阻之下的肠管塌陷；③出现小肠黏膜或结肠袋像。

[0091] 1.3纳入标准：

[0092] ①符合不完全性肠梗阻的诊断标准；

[0093] ②年龄在18～65岁者，男女不限；

[0094] ③受试者知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0095] 1.4排除标准：

[0096] ①存在消化道恶性肿瘤者；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10833575 A

6



[0097] ②有发热或使用抗菌药物者；

[0098] ③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者；

[0099] ④对已知药物存在过敏者及过敏体质者；

[0100] ⑤有严重的心脑血管、肝、肾等疾病者。

[0101] 1.5治疗方案

[0102] 治疗组：①西医常规治疗方法：禁食水、持续胃肠减压；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维持

酸碱平衡、肠外营养支持、预防感染等。②采用中药外敷神阙穴，药物组成：川芎15g，丹参

30g，冰片10g，党参15g。上药研成细末，用黄酒调成糊状，以不流淌为度，外敷神阙穴，以穴

位贴封包外固定，每日更换1次。

[0103] 对照组：①西医常规治疗同治疗组；②采用中药外敷神阙穴，药物组成：大黄20g，

厚朴20g，枳实20g，莱菔子15g，木香15g，赤芍药15g，冰片6g。上药研成细末，用香油调成稠

糊状，以不流淌为度，外敷神阙穴，以穴位贴封包外固定，每日更换1次。

[0104] 疗程：两组疗程均为3天。

[0105] 1.6疗效评定指标及测定方法

[0106] 1.6.1疗效评定指标

[0107] 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腹痛、腹胀程度，以及两组治疗后肛门排气及排便时间，腹痛程

度选用0-10分的视觉模拟(VAS，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腹痛量表：①0无痛，无任

何腹痛感觉；②1-3分，轻度腹痛，不影响工作，生活；③4-6分，中度腹痛，影响工作，不影响

生活；④7-10分，重度腹痛，疼痛剧烈，影响工作及生活。

[0108] 腹胀程度选用0-10分的VAS腹胀量表，①0无痛，无任何腹胀感觉；②1-3分，轻度腹

胀，不影响工作，生活；③4-6分，中度腹胀，影响工作，不影响生活；④7-10分，重度腹胀，甚

至腹部隆起，影响工作及生活。

[0109] 1.6.2疗效评定标准

[0110]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拟定：

[0111] (1)显效：症状或体征明显改善，症状积分减少≥70％。

[0112] (2)有效：症状或体征均有好转，症状积分减少≥30％。

[0113] (3)无效：症状或体征均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症状积分减少＜30％。

[0114] 注：计算公式(尼莫地平法)＝[(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100％。

[0115] 1.6.3统计学处理

[0116] 使用SPSS  19.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卡方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数据用非参数检验。

[0117] 2.结果

[0118] 2.1两组治疗前后腹胀、腹痛程度的比较

[0119] 两组治疗前后腹胀、腹痛程度的比较间见表1。

[0120] 表1两组治疗前后腹胀、腹痛程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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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0122] 注：*经t检验，本组治疗前对比，P＜0.01；▲与治疗组对比，P＜0.05。

[0123] 两组治疗前腹胀、腹痛积分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腹胀、腹痛评

分明显下降，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治疗后治疗组腹胀评分为

1.34±0 .33，对照组为2.01±0 .41，治疗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腹痛评分两组对比物明显差异(P＞0.05)。

[0124] 2.2两组总有效率的比较

[0125] 治疗后两组疗效比较见表2。

[0126] 表2两组总有效率的比较

[0127]

[0128] 治疗组显效17例，有效11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3.3％；对照组显效12例，有效

15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86.7％，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

[0129] 3.结论

[0130] 中药穴位贴敷神阙穴联合西医常规治疗可有效治疗肠梗阻，缓解其腹胀、腹痛程

度。本发明组方在缓解不完全肠梗阻腹胀程度上，优于既往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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