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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及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

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及制备方法，涉及外用中药组

合物技术领域，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

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0‑50份、草乌8‑12份、田

七8‑12份、附子8‑12份、雪上一支蒿8‑12份、川芎

4‑6份、马钱子4‑6份、乳香4‑6份。本发明提供的

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

的原料组分为天然中草药，不含激素，对于治疗

甲状腺结节、偏头痛、肩颈疼痛、腰肌劳损、保养

淋巴系统都具有显著的疗效，无副作用，能在短

期内治好疼痛、结节类问题，对人体内脏也不会

造成负担，具有很好的商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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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

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0-50份、草乌8-12份、田七8-12份、附子8-12份、雪上一

支蒿8-12份、川芎4-6份、马钱子4-6份、乳香4-6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0份、草乌8份、田七8份、附子8份、

雪上一支蒿8份、川芎4份、马钱子4份、乳香4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2.5份、草乌9份、田七9份、附子9

份、雪上一支蒿9份、川芎4.5份、马钱子4.5份、乳香4.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5份、草乌10份、田七10份、附子10

份、雪上一支蒿10份、川芎5份、马钱子5份、乳香5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7.5份、草乌11份、田七11份、附子

11份、雪上一支蒿11份、川芎5.5份、马钱子5.5份、乳香5.5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50份、草乌12份、田七12份、附子12

份、雪上一支蒿12份、川芎6份、马钱子6份、乳香6份。

7.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S1.将草乌、田七、附子、雪上一支蒿、川芎、马

钱子和乳香进行清洗，烘干，粉碎，混合均匀，制得混合物；S2.将步骤S1中制得的混合物加

入乙醇中浸泡，过滤，制得滤液。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的烘干为45-50℃下烘

干1-2小时。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所述的粉碎为粉碎至10-18

目。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的浸泡为在20-30℃

下浸泡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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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外用中药组合物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

用中药组合物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医疗药物和方法，对于肩颈腰部疼痛、甲状腺结节、淋巴系统保养等问题没

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0003] 甲状腺结节可能由多种病因引起，增生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碘摄入量过高或过低、

食用致甲状腺肿的物质、服用致甲状腺肿药物或甲状腺激素合成酶缺陷等；肿瘤性结节：甲

状腺良性肿瘤、甲状腺乳头状瘤、滤泡细胞癌、甲状腺髓样癌、未分化癌、淋巴癌等甲状腺滤

泡细胞和非滤泡细胞恶性肿瘤以及转移癌；囊肿：结节性甲状腺肿、腺瘤退行性变和陈旧性

出血斑囊性变、甲状腺癌囊性变、先天的甲状舌骨囊肿和第四鳃裂残余导致的囊肿；炎症性

结节：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亚急性化脓性甲状腺炎、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均可以结节

形式出现，极少数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为结核或梅毒所致；

[0004] 诊断出结节产生，西医分为两个情况进行治疗，如果结节不大，不影响整个肌体的

功能运转和正常生活，给出的治疗措施就是规律生活健康饮食；如果结节较大，有可能会影

响到甲状腺功能，只能进行手术切除、后续长期依靠激素药维持人体的内分泌平衡，这些外

来激素的长期摄入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副作用，如身体发胖，抵抗力下降等，会增加心脏和

肝脏的负担，对肝肾功能损害较大，复发率较高。如果用药不当还会产生心绞痛、心律失常、

头痛、骨骼肌痉挛、肌无力、震颤、腹泻、呕吐等等症状，甚至会危及生命。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本发明提供一种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0006] 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0-50份、草乌8-12份、田

七8-12份、附子8-12份、雪上一支蒿8-12份、川芎4-6份、马钱子4-6份、乳香4-6份。

[0007] 优选地，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0份、草乌8份、田

七8份、附子8份、雪上一支蒿8份、川芎4份、马钱子4份、乳香4份。

[0008] 优选地，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2.5份、草乌9份、

田七9份、附子9份、雪上一支蒿9份、川芎4.5份、马钱子4.5份、乳香4.5份。

[0009] 优选地，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5份、草乌10份、

田七10份、附子10份、雪上一支蒿10份、川芎5份、马钱子5份、乳香5份。

[0010] 优选地，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7.5份、草乌11

份、田七11份、附子11份、雪上一支蒿11份、川芎5.5份、马钱子5.5份、乳香5.5份。

[0011] 优选地，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50份、草乌12份、

田七12份、附子12份、雪上一支蒿12份、川芎6份、马钱子6份、乳香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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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上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步骤如下：S1.将

草乌、田七、附子、雪上一支蒿、川芎、马钱子和乳香进行清洗，烘干，粉碎，混合均匀，制得混

合物；S2.将步骤S1中制得的混合物加入乙醇中浸泡，过滤，制得滤液。

[0013] 优选地，步骤S1中，所述的烘干为45-50℃下烘干1-2小时。

[0014] 优选地，所述的粉碎为粉碎至10-18目。

[0015] 优选地，所述的浸泡为在20-30℃下浸泡30天。

[0016] 本发明原料组分的功效和作用：

[0017] 草乌：性味，味辛、苦，性热。归心、肝、肾、脾经。作用：祛风除湿，温经止痛。用于风

寒湿痹，关节疼痛，心腹冷痛，寒疝作痛及麻醉止痛。

[0018] 田七：性味，甘、微苦，性温。归肝、胃经。作用：散瘀止血，消肿定痛。用于咯血，吐

血，衄血，便血，崩漏，外伤出血，胸腹刺痛，跌扑肿痛。

[0019] 附子：性味，味辛、甘，性大热。归心、肾、脾经。作用：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

痛。用于亡阳虚脱，肢冷脉微，心阳不足，胸痹心痛，虚寒吐泻，脘腹冷痛，肾阳虚衰，阳痿宫

冷，阴寒水肿，阳虚外感，寒湿痹痛。

[0020] 雪上一支蒿：性味，味苦、辛，温。用于跌打损伤，风湿骨痛，牙痛，外用治骨折，扭

伤，疮疡肿毒。

[0021] 川芎：性味，味辛，性温。归肝、胆经。作用：行气开郁，祛除风燥湿，活血止痛。治风

冷头痛旋晕，胁痛腹疼，寒痹筋挛，经闭，难产，产后瘀阻块痛，痈疽疮疡。用于月经不调，经

闭痛经，瘕腹痛，胸胁刺痛，跌扑肿痛，头痛，风湿痹痛。

[0022] 马钱子：性味，味苦，性温；有大毒。归肝、脾经。作用：兴奋健胃，消肿毒，凉血。用于

四肢麻木，瘫痪，食欲不振，痞块，痈疮肿毒，咽喉肿痛。

[0023] 乳香：性味，味辛、苦，性温。归心、肝、脾经。作用：调气活血，定痛，追毒。用于治气

血凝滞、心腹疼痛，痈疮肿毒，跌打损伤，痛经，产后瘀血刺痛。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体现在：

[0025] (1)本发明提供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的原料组分为天

然中草药，不含激素，对于治疗甲状腺结节、偏头痛、肩颈疼痛、腰肌劳损，保养淋巴系统都

具有显著的疗效，无副作用，能在短期内治好疼痛、结节类问题，对人体内脏也不会造成负

担，具有很好的商业前景。

[0026] (2)本发明提供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操

作简单，能够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各原料药活性成分的同时，可以把各原料药材中的有效成

分充分释放出来，从而使最终制备得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具有很好的药效。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将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以下实施例仅用于更加清楚

地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因此只作为示例，而不能以此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8] 需要注意的是，除非另有说明，本申请使用的技术术语或者科学术语应当为本发

明所属领域技术人员所理解的通常意义。

[0029] 实施例1

[0030] 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2190614 A

4



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0份、草乌8份、田七8份、附子8份、雪上一支蒿8份、川芎4份、马

钱子4份、乳香4份。

[0031] 上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32] S1.将草乌、田七、附子、雪上一支蒿、川芎、马钱子和乳香进行清洗，烘干，粉碎，混

合均匀，制得混合物；

[0033] S2.将步骤S1中制得的混合物加入乙醇中浸泡，过滤，制得滤液。

[0034] 步骤S1中，所述的烘干为45-50℃下烘干2小时，述的粉碎为粉碎至18目。

[0035] 步骤S2中，所述的浸泡为在20-30℃下浸泡30天。

[0036] 实施例2

[0037] 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

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2.5份、草乌9份、田七9份、附子9份、雪上一支蒿9份、川芎4.5

份、马钱子4.5份、乳香4.5份。

[0038] 上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39] S1.将草乌、田七、附子、雪上一支蒿、川芎、马钱子和乳香进行清洗，烘干，粉碎，混

合均匀，制得混合物；

[0040] S2.将步骤S1中制得的混合物加入乙醇中浸泡，过滤，制得滤液。

[0041] 步骤S1中，所述的烘干为45-50℃下烘干2小时，述的粉碎为粉碎至18目。

[0042] 步骤S2中，所述的浸泡为在20-30℃下浸泡30天。

[0043] 实施例3

[0044] 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

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5份、草乌10份、田七10份、附子10份、雪上一支蒿10份、川芎5

份、马钱子5份、乳香5份。

[0045] 上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46] S1.将草乌、田七、附子、雪上一支蒿、川芎、马钱子和乳香进行清洗，烘干，粉碎，混

合均匀，制得混合物；

[0047] S2.将步骤S1中制得的混合物加入乙醇中浸泡，过滤，制得滤液。

[0048] 步骤S1中，所述的烘干为45-50℃下烘干2小时，述的粉碎为粉碎至18目。

[0049] 步骤S2中，所述的浸泡为在20-30℃下浸泡30天。

[0050] 实施例4

[0051] 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

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47.5份、草乌11份、田七11份、附子11份、雪上一支蒿11份、川芎

5.5份、马钱子5.5份、乳香5.5份。

[0052] 上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53] S1.将草乌、田七、附子、雪上一支蒿、川芎、马钱子和乳香进行清洗，烘干，粉碎，混

合均匀，制得混合物；

[0054] S2.将步骤S1中制得的混合物加入乙醇中浸泡，过滤，制得滤液。

[0055] 步骤S1中，所述的烘干为45-50℃下烘干2小时，述的粉碎为粉碎至18目。

[0056] 步骤S2中，所述的浸泡为在20-30℃下浸泡30天。

[0057]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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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包括如下

重量份数的原料组分：乙醇50份、草乌12份、田七12份、附子12份、雪上一支蒿12份、川芎6

份、马钱子6份、乳香6份。

[0059] 上述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60] S1.将草乌、田七、附子、雪上一支蒿、川芎、马钱子和乳香进行清洗，烘干，粉碎，混

合均匀，制得混合物；

[0061] S2.将步骤S1中制得的混合物加入乙醇中浸泡，过滤，制得滤液。

[0062] 步骤S1中，所述的烘干为45-50℃下烘干2小时，述的粉碎为粉碎至18目。

[0063] 步骤S2中，所述的浸泡为在20-30℃下浸泡30天。

[0064] 试验例

[0065] 本发明实施例3中制得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的有效率

分析，具体效果见表1。

[0066] 试验对象：选取本地患有甲状腺结节、肩颈疼痛、腰部疼痛的三类患者各100人。

[0067] 试验方法：取本发明实施例3制得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用中药组合

物50ml涂于患处，推拿一个小时，每周两次，持续一个月。

[0068] 表1：

[0069] 疗效 甲状腺结节 肩颈疼痛 腰部疼痛

痊愈 95 94 90

显效 2 2 4

好转 3 0 1

无效 0 4 5

有效率 100％ 96％ 95％

病愈患者所需平均天数 30 30 30

[0070]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实施例3制得的治疗甲状腺结节和肩颈疼痛的外

用中药组合物经使用后，甲状腺结节患者的症状100％减轻，即有效率100％，一个疗程痊愈

率达到95％；对于患者肩颈和腰部疼痛能有效缓解，有效率可达95％以上。

[0071]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依

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进

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术

方案的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和说明书的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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