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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及含该外

用中药组合物的生发酊，属于中药技术领域。所

述外用中药组合物主要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

药组成：补骨脂30‑60份，菟丝子15‑30份，制何首

乌10‑20份，红参10‑20份，黄芪20‑30份，当归10‑

15份，川芎10‑15份，丹参20‑30份，红花10‑15份，

生姜15‑30份，侧柏叶10‑20份，天麻10‑20份，羌

活10‑15份，木瓜10‑15份，白芥子6‑10份，透骨草

15‑30份。该外用中药组合物具有调补肝肾，养血

祛风，活血通络、温阳豁痰、清热除湿利气等功

效，能够刺激毛襄再生，具有疏通经络、刺激气血

运行的作用。利用本发明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

的生发酊，可用于治疗脂溢性脱发、斑秃、毛发稀

疏等病症，依从性好，使用方便，临床疗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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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其特征在于：主要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药组成：

补骨脂30‑60份，菟丝子15‑30份，制何首乌10‑20份，红参10‑20份，黄芪20‑30份，当归10‑15

份，川芎10‑15份，丹参20‑30份，红花10‑15份，生姜15‑30份，侧柏叶10‑20份，天麻10‑20份，

羌活10‑15份，木瓜10‑15份，白芥子6‑10份，透骨草15‑30份。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其特征在于：主要由下列重量份

数的原料药组成:  补骨脂60份，菟丝子30份，制何首乌20份，红参20份，黄芪30份，当归15

份，川芎15份，丹参30份，红花15份，生姜30份，侧柏叶20份，天麻20份，羌活15份，木瓜15份，

白芥子10份，透骨草30份。

3.一种生发酊，其特征在于：所述生发酊由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

组合物和常规辅料组成。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生发酊，其特征在于：所述常规辅料为75%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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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及含该外用中药组合物的生发酊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及含该外用

中药组合物的生发酊。

背景技术

[0002] 脱发是世界性的皮肤问题,  据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平均每六个中国人当

中就有一个存在脱发症状。大约有50%的成年男子受到脱发的困扰，女性脱发的人群开始越

来越多,年轻人也成为脱发多发人群,脱发发病呈年轻化。近年来由于人们的工作、学习压

力越来越大，部分人精神持续紧张,刺激雄性激素分泌加快,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脂溢性

脱发患者日益增多，并且趋于低龄化。

[0003] 中医中药在治疗脱发方面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然而，目前常用的中药汤剂、中成

药药物如口服中药养血生发胶囊及销售中的防脱发搽剂，均存在临床应用疗效一般，使用

不方便，价格昂贵等缺点。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临床疗效明显、依从性好、经济实用的治疗脱发的外

用中药组和物及含该外用中药组合物的生发酊。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主要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药组成：补骨脂30‑

60份，菟丝子15‑30份，制何首乌10‑20份，红参10‑20份，黄芪20‑30份，当归10‑15份，川芎

10‑15份，丹参20‑30份，红花10‑15份，生姜15‑30份，侧柏叶10‑20份，天麻10‑20份，羌活10‑

15份，木瓜10‑15份，白芥子6‑10份，透骨草15‑30份。

[0006] 优选的，所述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主要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药组成: 

补骨脂60份，菟丝子30份，制何首乌20份，红参20份，黄芪30份，当归15份，川芎15份，丹参30

份，红花15份，生姜30份，侧柏叶20份，天麻20份，羌活15份，木瓜15份，白芥子10份，透骨草

30份。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生发酊，所述生发酊由上述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和常规

辅料组成。

[0008] 优选的，所述常规辅料为75%酒精。

[0009] 本发明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合物中各种原料药的药理作用如下：

制何首乌：性微温而不燥热，补虚而不滋腻。补益肝肾、益精血、兼能收敛，能乌须

发。

[0010] 菟丝子：性辛、甘、平、入肝、肾经。能养血固肾精、温补脾肾。

[0011] 补骨脂：性苦、辛、大温，入脾、肾经，能补肾固精，对肾气不足，肾精亏损的脱发起

到固发作用。

[0012] 红参：味甘，性微苦、微温，入肺、脾、心经。健脾益气滋阴、生津补血，通过补气而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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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精血。

[0013] 黄芪：甘、微温，入脾、肺经，健脾益肺而养发，补气力强，补气能生津血、固摄津血、

固表，紧束发根，使之不易脱落；补气可生津血，行津血，有利于发的生成与固定；可以促进

血液的运行，有利于毛发的濡养。

[0014] 当归：味甘、辛，性温，入肝、心、脾经，善补血而活血。

[0015] 川芎：味辛、微温，入肝、胆、心包经，为血中气药，为厥阴肝经引经药，香升散，能上

行头目，既能行散开郁，又善通行血脉，既活血又行气。

[0016] 丹参：味苦、性微寒，入心、心包、肝经，具有通脉养血、活血化瘀，能通行血脉。

[0017] 红花：味辛、性温，入心、肝经，味辛行散瘀血，善活血通经。

[0018] 侧柏叶：味苦、涩，性微寒，入肺、肝、大肠经，善清血分湿热，养血祛风润燥，生发乌

发，又有收敛止血之功。

[0019] 生姜：辛、微温，归肺、脾经，辛味发窜，能散在表在上之邪，祛湿取其味辛辣，有开

豁冲散之功，善豁痰利窍。

[0020] 白芥子：性辛、微温，入肺经，为温里化痰药，其性走散，豁痰利气，散结通络，善祛

皮里膜外之痰滞，可祛除湿邪，透达经络。

[0021] 透骨草：味甘、辛，性温，入肺、肝经，有活血化瘀、祛风除湿、通经透骨之功效，该品

辛温，辛能行散，温胜寒湿，还有引药透入经络、血脉，而祛风、活血的特点。

[0022] 羌活：味辛、苦，性温，入肾、膀胱经，祛风散寒并载药上行达巅顶，为太阳经引经

药，能散肌表游风及寒湿之邪。

[0023] 木瓜：味酸，性温，入肝、脾经，祛风除湿、舒筋活络，善益筋和血而化湿，兼生津，且

温而不燥，酸而不敛湿邪，入肝益精走血。

[0024] 天麻：味甘，性平，入肝经，祛风通络固发。

[0025]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补骨脂中的补骨脂素和异补骨脂素能够促进皮肤黑色素合

成及在黑光下具有抑菌作用，补骨脂酒精提取物有抑菌和杀菌作用与激活酪氨酸酶作用；

红参酊外用能明显改善毛发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加毛囊的营养供给，减少皮脂分泌和预防

毛囊口过度角化，促进毛发生长；生姜外用能够增强和加速血液循环促进头皮新陈代谢，活

化毛囊组织，有效地防止脱发、白发，刺激新发生长，并可抑制头皮痒，强化发根；丹参能扩

张皮下毛细血管，改善微循环，加强毛囊营养，促进毛发再生，其有效成分丹参酮具有缓和

的雌激素样活性，有抗雄性激素、调节免疫功能及抗菌祛脂的作用；透骨草有抗组胺、抑菌、

抑制血小板凝集等作用；天麻可以改善患者脱发部位的血液循环,帮助患者毛发恢复生长。

[0026] 本发明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组方科学合理，组方配伍君臣佐使齐全。制何

首乌入肝、肾经，补益肝肾、益精血、兼能收敛，能乌须发，为君药。菟丝子、补骨脂合用加强

君药补肾益精血之效，同时具有固精的作用，共为臣药。红参、黄芪合用健脾益肺、补气养

血、固精血、行津血，助君、臣药补益精血、同时固摄津血、行津血，共为佐助药。当归、川芎、

丹参、红花合用养血行气活血化瘀，取其“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制约君、臣药补益

精血之壅滞，共为佐制药。侧柏叶既制约方中药物的燥热之性，又可清血分湿热、祛风润燥

养血，又可防止活血药化瘀太过，为反佐药。生姜与白芥子两者配伍使用，深入毛窍，调和气

血，散皮肤肌表之痰湿。生姜、白芥子、透骨草、羌活、木瓜、天麻为温性药物，具有祛风除湿

通络之功，合用加强臣药行血通络之效，同时治疗脱发兼证，如头皮瘙痒、油腻等不适，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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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助药。川芎可引药上行头面、透骨草引药透入经络、血脉，羌活载药上行达巅顶，为太阳经

引经药，川芎、透骨草、羌活共为使药。诸药合用，以调和肝脾、益肾填精、健脾养血，祛风通

络为主，力求滋水益精以涵木，健脾益气以生血，培补后天以促先天，可直接作用于脱发区，

具有疏通经络、刺激气血运行的作用。

[0027]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及含该外用

中药组合物的生发酊，相比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的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合物，

从中医病因病机辨证入手，组方配伍君臣佐使齐全，具有调补肝肾，养血祛风，活血通络、温

阳豁痰、清热除湿利气等功效，能够刺激毛襄再生，具有疏通经络、刺激气血运行的作用，达

到防止脱发及生发之功效。本发明提供的生发酊以该外用中药组合物作为主要组分，取材

方便、制作便于掌握，可用于治疗脂溢性脱发、斑秃、毛发稀疏等病症，依从性好，使用方便，

临床效果显著。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以及技术效果做进一步的详细阐

述。

[0029]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主要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药组

成：补骨脂30‑60份，菟丝子15‑30份，制何首乌10‑20份，红参10‑20份，黄芪20‑30份，当归

10‑15份，川芎10‑15份，丹参20‑30份，红花10‑15份，生姜15‑30份，侧柏叶10‑20份，天麻10‑

20份，羌活10‑15份，木瓜10‑15份，白芥子6‑10份，透骨草15‑30份。

[0030] 进一步的，所述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主要由下列重量份数的原料药组成: 

补骨脂60份，菟丝子30份，制何首乌20份，红参20份，黄芪30份，当归15份，川芎15份，丹参30

份，红花15份，生姜30份，侧柏叶20份，天麻20份，羌活15份，木瓜15份，白芥子10份，透骨草

30份。

[003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生发酊，所述生发酊由上述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和常

规辅料组成。

[0032] 进一步的，所述常规辅料为75%酒精。

[0033] 生发酊的制备过程为：以g为单位，按重量份数称取补骨脂60份，菟丝子30份，制何

首乌20份，红参20份，黄芪30份，当归15份，川芎15份，丹参30份，红花15份，生姜30份，侧柏

叶20份，天麻20份，羌活15份，木瓜15份，白芥子10份，透骨草30份，将配制好的中药饮片原

料药物混合后进行粉碎，根据药物的总重量份数加入1500‑2500mL的75%酒精，使药物浓度

控制在15%左右，密封浸泡2‑3周，按照常规方法过滤后得到的滤液即为生发酊。该生发酊的

使用方法：将生发酊均匀搽抹或喷于脱发局部皮肤，揉搓1至2分钟，每日3次，2周为一个疗

程。

[0034] 本发明用于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的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临床选取68例均为2017年8月份至2021年4月份在永宁县中医医院皮肤科门诊就

诊的斑秃和脂溢性脱发患者。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总计35例，对照组总

计33例。治疗组病例中，脂溢性脱发16例,其中男11例,女5例，年龄25～55岁,平均40岁，病

程6个月～15年,平均7.7年；斑秃19例,其中男11例,女8例，年龄16～60岁,平均  38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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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天～2年,平均0.5年。对照组病例中，脂溢性脱发14例,其中男10例,女4例，年龄23～55

岁,平均39岁，病程6个月～10年,平均5.3年；斑秃19例,其中男12例,女7例，年龄18～56岁,

平均28岁，病程7天～4年,平均0.8年。治疗组和对照组中脂溢性脱发、斑秃患者的性别、年

龄、病程间均具有均衡性。

[0035] 1.2 试验方法

治疗组：外用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生发酊，用药棉蘸取生发酊涂抹于患者病变部

位，以药液涂遍患处为度，涂药时轻轻按摩患处至局部有轻微热感为止，一日3次，2周为1个

疗程。涂药前可先行梅花针局部扣刺7至10天1次，以增强疗效。

[0036] 对照组：采用个性化辨证口服中药治疗，一日3次，2周为1个疗程。

[0037] 1.3  诊断及排除标准

参照《临床皮肤病学》脂溢性脱发的相关内容确定诊断与排除标准及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油风（斑秃）中医诊疗方案。

[0038] 1.3.1 脂溢性脱发诊断与排除标准。

[0039] ①头发稀疏甚至秃顶；②头发虽无明显稀疏，但近期脱落明显，自觉头发较前明显

减少；③头皮屑增加；④头发发亮，头皮油脂明显；⑤头皮瘙痒。凡符合前2条之一以及后3条

中2者诊断为脂溢性脱发。排除标准：病程超过10年以上，毛囊已萎缩的患者；患有严重全身

性疾病、慢性消耗性疾病或其他可导致脱发疾病者；治疗依从性差者以及其他不宜再受试

者。

[0040] 1.3.2 斑秃诊断及排除标准

临床符合斑秃的诊断标准：见一个或数个边界清楚的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脱

发区直径约1‑2cm或更大。脱发区周围毛发松动，新发容易脱落。病程未超过6个月，且既往

未经治疗，年龄  18岁～60岁。排除标准：①合并有严重的心、脑、肾等系统性疾病者；②合并

有头部湿疹、银屑病等其他头部皮肤病者；③有药物或食物过敏史者；④近3个月内系统使

用糖皮质激素、维  A 酸类药物或免疫抑制剂者；⑤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⑥中途失访者。

[0041] 1.4  治疗方法

门诊患者将本发明实施例制备的生发酊涂抹或者喷涂于患者病变部位，用药棉蘸

药擦患处，以药液涂遍患处为度，涂药时轻轻按摩患处至局部有轻微热感为止，一日3次，2

周为1个疗程。3个月疗效判定。

[0042] 1.5观察指标

脂溢性脱发患者：观察治疗前、后脱发程度、头皮瘙痒、鳞屑、皮脂及每平方厘米新

生毛发数量，毳毛样发是否变粗、黑、硬、长等。

[0043] 斑秃患者：观察用药前、后局部表现，如脱发区是否光滑，有无毳毛、终毛，毳毛、终

毛占脱发区比例等。每周复诊1次。

[0044] 1.5.1脂溢性脱发疗效标准分

痊愈：治疗后基本长出新发，头发瘙痒及油腻消失；

显效：长出2/3以上新发，头皮瘙痒消失，油腻减少；

无效：治疗后无好转者。

[0045] 总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总例数×100%  。

[0046] 1.5.2斑秃疗效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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痊愈：新生头发全部长出，分布密度及色泽均正常；

显效：新发生长50%以上，密度、粗细及色泽均接近正常；

有效：新发生长50%以下，有毳毛及白发长出，毛发停止脱落；

无效：无新发生长，或继续脱落。

[0047] 总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总例数×100%  。

[0048] 1.6 结果

表1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临床疗效评价

由表1可知，经治疗12  周后，从总的治疗效果来看，治疗组共计35例患者中，痊愈

13例，显效8例，有效10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为88%，对照组33例中痊愈10例，显效10例，有

效4例，无效9例，总有效率72.72%。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从脱发类型的治

疗效果来看，治疗组中，脂溢性脱发16例患者，显效5例，有效8例，无效3例，有效率为

81.25%。对照组中，脂溢性脱发14例患者，显效7例，有效3例，无效4例，有效率为71.42%。治

疗组中，斑秃19例患者，痊愈13例，显效3例，有效2例，无效1例，有效率为94.73%。对照组中，

斑秃19例患者，痊愈10例，显效3例，有效1例，无效5例，有效率为73.68%。通过治疗组和对照

组相比较，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治疗组能够直接作用于患病部位，对脂溢性脱发和斑秃

的疗效均优于对照组。

[0049] 1.7 典型病例

为了证实本发明中药组合物的显著疗效，以下随机摘录以往就诊病例记录：

病例1

陈某，男，34岁，于2018年7月因“后枕部外伤致伤处皮肤脱发3年余、前额发际线处

脱发1年余”就诊。专科查体：后枕部见钱币状大小椭圆形脱发区，前额发际线退缩明显，脱

发区皮肤光滑，无颜色改变。拉发实验阳性。诊断：斑秃。曾使用药物治疗，效果不显。就诊后

开始使用实施例制备的生发酊涂抹脱发区治疗，每日3次，每周配合梅花针扣刺1次，使用1

月后，前额部发际线边缘长出灰黑色细软毳毛，继续使用1月后新发数量增多、新发增粗、变

硬、颜色变深；后枕部脱发区毛发完全长出。脱发完全治愈。

[0050] 病例2

郭某，男，45岁，于2018年4月因“头顶部头发稀疏、前发际线部位明显脱发10年余”

就诊。查体：前额发际线向后退缩，头顶部头发稀疏，脱发区皮肤光亮。诊断：雄性激素性脱

发。曾使用多种药物和维生素治疗，均未见明显效果，就诊后使用实施例制备的生发酊涂抹

脱发区，每日3次，配合梅花针每周扣刺1次、使用1个月时，脱发区长出细软新发，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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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新发增多、变粗、变硬、颜色变深。使用3个月后，前额发际线脱发区、头顶部脱发区

长出大面积正常毛发。

[0051] 病例3

罗某，男，42岁，司机，2018年6月因“头枕部斑块状脱发3月余”就诊，查体：后枕部

侧面见两处圆形脱发区。诊断：斑秃。就诊后使用实施例制备的生发酊涂抹脱发区，每日3

次，配合梅花针每周扣刺1次、使用1个月时，脱发区长出细软新发，患者不能耐受梅花针扣

刺，停用梅花针，继续使用一个月，新发增多、变粗、变硬、颜色变深。使用3个月后，脱发区毛

发恢复正常。2019年4月再次因头部其他部位斑秃就诊，继续给予此生发酊单独涂抹，至3个

月后治愈。

[0052] 病例4

周某，男，51岁，干部，于2020年7月因“双鬓角头发脱落1月”就诊。查体：双鬓角头

发缺失。诊断：斑秃。就诊后使用实施例制备的生发酊涂抹脱发区，每日3次，配合梅花针每

周扣刺1次、梅花针扣刺2次后患者因工作繁忙，停用梅花针治疗，单独涂抹生发酊，使用1个

月时，脱发区长出细软新发，使用3个月后，双鬓角脱发区毛发恢复正常。2020年春节前因工

作繁忙、劳累，双鬓角脱发复发，春节后再次就诊，继续给予此生发酊单独涂抹，3个月后随

访治愈。

[0053] 病例5

马某，男，20岁，学生，于2019年12月因“头部毛发渐进性普遍脱落近1年”就诊，查

体：头皮见极少量稀疏、细软毛发，头皮皮肤触摸松软。诊断：斑秃。询问病史患者为学生会

主席，学习任务极度繁忙，就诊后经中医辨证配合口服中汤药健脾除湿热为主，并嘱注意生

冷油腻、生活规律，结合运动锻炼，使用实施例制备的生发酊涂抹脱发区每日3次外，使用1

个月时，脱发区长出稀疏细软灰白色新发，患者因学业繁忙就诊不变，口服药物不能连续，

以涂抹外用为主，使用3个月后，新长出毛发明显增多，仍然细软，但触摸头皮皮肤较初诊时

明显紧致。半年后患者头发大量长出，但部分新发仍然细软。至2020年9月就诊时患者满头

黑发。

[0054] 病例6

陈某，男，50岁，教师，主因“头发稀疏10余年”就诊。查体：头发稀疏，少量白发。诊

断：脂溢性脱发。患者想通过外用有效药物涂抹，适当增多毛发。就诊后使用实施例制备的

生发酊涂抹脱发区，每日3次，用药1月后患者反应有效，至3个月时患者认为效果满意，且观

察患者发质较前改善，变硬，增粗，头发稠密。

[0055] 本发明外用中药组合物组方科学合理，组方配伍君臣佐使齐全。制何首乌入肝、肾

经，补益肝肾、益精血、兼能收敛，能乌须发，为君药。菟丝子、补骨脂合用加强君药补肾益精

血之效，同时具有固精的作用，共为臣药。红参、黄芪合用健脾益肺、补气养血、固精血、行津

血，助君、臣药补益精血、同时固摄津血、行津血，共为佐助药。当归、川芎、丹参、红花合用养

血行气活血化瘀，取其“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制约君、臣药补益精血之壅滞，共为

佐制药。侧柏叶既制约方中药物的燥热之性，又可清血分湿热、祛风润燥养血，又可防止活

血药化瘀太过，为反佐药。生姜与白芥子两者配伍使用，深入毛窍，调和气血，散皮肤肌表之

痰湿。生姜、白芥子、透骨草、羌活、木瓜、天麻为温性药物，具有祛风除湿通络之功，合用加

强臣药行血通络之效，同时治疗脱发兼证，如头皮瘙痒、油腻等不适，共为佐助药。川芎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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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上行头面、透骨草引药透入经络、血脉，羌活载药上行达巅顶，为太阳经引经药，川芎、透

骨草、羌活共为使药。诸药合用，以调和肝脾、益肾填精、健脾养血，祛风通络为主，力求滋水

益精以涵木，健脾益气以生血，培补后天以促先天，可直接作用于脱发区，具有疏通经络、刺

激气血运行的作用。因此，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治疗脱发的疗效是很明显的。

[0056] 综上，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治疗脱发的外用中药组和物及含该外用中药组合物的生

发酊，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针对脱发的主要病机特点，将调补肝肾，养血祛风，活血通络、

温阳豁痰、清热除湿利气等同用，组方配伍合理，标本同治，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具有疏通

经络、刺激气血运行的作用。本发明提供的生发酊以该中药组合物作为主要组分，药物取材

方便、制作便于掌握，可用于治疗脂溢性脱发、斑秃、毛发稀疏等病症，依从性好，使用方便，

临床效果显著。

[0057]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

围，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理解实现上述实施例的全部或部分流程，并依本发明权利要

求所作的等同变化，仍属于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说　明　书 7/7 页

9

CN 113368212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