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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

合物，所述中药组合物为外用剂型，所述中药组

合物包括以下中药组分：升麻、羌活、独活、白芷、

桂枝、麻黄、丹参、川芎、川牛膝、干漆、威灵仙、黄

苓、丹皮、赤茯苓、泽泻、苦参、黄连、黄柏、白术、

苍术、厚朴、白鲜皮、莪术、鸡血藤、夜交藤、赤芍、

土茯苓、何首乌和生地，该中药组合物具有解表

活血、清热解毒、祛风散寒、清热燥湿、健脾益气

的功效，可以有效治疗湿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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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中药组分：

升麻、羌活、独活、白芷、桂枝、麻黄、丹参、川芎、川牛膝、干漆、威灵仙、黄苓、丹皮、赤茯苓、

泽泻、苦参、黄连、黄柏、白术、苍术、厚朴、白鲜皮、川牛膝、莪术、鸡血藤、夜交藤、赤芍、土茯

苓、何首乌和生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数

的中药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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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

数的中药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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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

数的中药组分：

权　利　要　求　书 3/5 页

4

CN 109453336 A

4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任意一项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为外

用剂型，所述外用剂型包括贴剂、涂剂及搽剂的任意一种施药剂型，施药部位为患者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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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包含的所述中药组

分为相应的中药原药分别经超临界CO2提取获得的中药提取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还包括药材以及药

学可接受的辅料，所述辅料包括凝胶剂、保湿剂、防腐剂、抗氧剂、乳化剂、增稠剂、透皮吸收

促进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为涂剂。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辅料包括凝胶剂，所述凝胶剂

包括黄原胶和羧甲基纤维素钠，所述黄原胶与所述羧甲基纤维素钠的重量比为10:1～1:1。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辅料包括保湿剂，所述保湿剂

为甘油，所述甘油与所述凝胶剂的重量比为1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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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

背景技术

[0002] 湿症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炎症性皮肤病。以皮疹多样性，对称分布、剧烈瘙痒、反

复发作、易演变成慢性为特征。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任何部位，任何季节，但常在冬季复发或

加剧。湿症临床症状变化多端，根据发病过程中的皮损表现不同，分为急性、亚急性和慢性

三种类型。急性湿症的损害多形性，初期为红斑，自觉灼热、瘙痒。继之在红斑上出现散在或

密集的丘疹或小水疱，搔抓或摩擦之后，搔破而形成糜烂、渗液面。日久或治疗后急性炎症

减轻、皮损干燥、结痂、鳞屑，而进入亚急性期。

[0003] 湿症之发生，中医认为认为内、外因兼有之，内因主要与体质、情志、腑脏功能失调

有关；外因主要与外感风、湿、热邪及饮食不当相关。湿症病机可归纳为外邪袭表、湿热内

蕴、血燥风胜、脾虚湿阻。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毒副作用小，

可以有效治疗湿症。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

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中药组分：升麻、羌活、独活、白芷、桂枝、麻黄、丹参、川芎、

川牛膝、干漆、威灵仙、黄苓、丹皮、赤茯苓、泽泻、苦参、黄连、黄柏、白术、苍术、厚朴、白鲜

皮、莪术、鸡血藤、夜交藤、赤芍、土茯苓、何首乌和生地。

[000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中药组分：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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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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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001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中药组分：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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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中药组分：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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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为外用剂型，所述外用剂型包括通过贴剂、

涂剂及搽剂的任意一种剂型，施药部位为患者病患处。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包含的所述中药组分为相应的中药原药分

别经超临界CO2提取获得的中药提取物。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还包括药材以及药学可接受的辅料，所述

辅料包括凝胶剂、保湿剂、防腐剂、抗氧剂、乳化剂、增稠剂、透皮吸收促进剂中的任意一种

或几种。

[001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中药组合物为涂剂。

[002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辅料包括凝胶剂，所述凝胶剂包括黄原胶和羧甲基纤

维素钠，所述黄原胶与所述羧甲基纤维素钠的重量比为10:1～1:1。

[0021]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辅料包括保湿剂，所述保湿剂为甘油，所述甘油与所述

凝胶剂的重量比为10:1～4:1。

[0022]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具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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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活血、清热解毒、祛风散寒、清热燥湿、健脾益气的功效，可以有效治疗湿症；同时本发明

中药组合物外用给药，直接作用于病灶，效果更快，且对人体副作用小，有效减轻病人痛苦。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更好的

理解本发明并能予以实施，但所举实施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所述中药组合物为外用剂型，所

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中药组分：升麻、羌活、独活、白芷、桂枝、麻黄、丹参、川芎、川牛膝、

干漆、威灵仙、黄苓、丹皮、赤茯苓、泽泻、苦参、黄连、黄柏、白术、苍术、厚朴、白鲜皮、莪术、

鸡血藤、夜交藤、赤芍、土茯苓、何首乌和生地。

[0025] 其中，升麻具有发表透疹，清热解毒，升举阳气的作用。经现代技术分析，主要含升

麻根茎含升麻碱、水杨酸、鞣质、树脂、咖啡酸、阿魏酸、异阿魏酸、升麻甙、升麻醇木糖甙等

成分。

[0026] 羌活性温、味辛苦，入膀胱、肾经，具有散表寒、祛风湿、利关节的作用。经现代医学

分析。羌活成分为挥发油和香豆素。

[0027] 独活具有祛风、胜湿、散寒、止痛的作用。经现代技术分析，主要含有苦士香豆精类

化合物、二氢山芹醇及其已酸酯、欧芹酚甲醚、异欧前胡内酯、香柑内酯、花椒毒素、二氢山

芹醇当归酸酯、二氢山芹醇葡萄糖甙、毛当归醇、当归醇、γ-氨基丁酸及挥发油等成分。

[0028] 白芷具有祛风湿、活血排脓，生肌止痛的作用。经现代技术分析，主要含挥发油，香

豆素及其衍生物，如当归素、白当归醚、欧前胡乙素、白芷毒素等。还含有挥发油，油中有3-

亚甲基-6-环己烯、十一炭烯-4、榄香烯、十六烷酸、壬烯醇等成分。

[0029] 桂枝具有发汗解肌、温经通脉的作用。经现代技术分析，主要含有挥发油，挥发油

成分有桂皮醛、苯甲酸苄酯、乙酸肉桂酯、β-荜澄茄烯、菖莆烯、香豆精等。

[0030] 麻黄具有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主要成分为多

种生物碱，如麻黄碱、伪麻黄碱、麻黄次碱等，另含挥发油，黄酮类化合物等。

[0031] 丹参具有活血祛瘀、安神宁心、排脓、止痛的作用。经现代技术分析，主要含有丹参

酮、异丹参酮、隐丹参酮、异隐丹参酮、甲基丹参酮、羟基丹参酮等成分。

[0032] 川芎具有行气开郁、法风燥湿、活血止痛的作用。经现代技术分析，主要含有川芎

嗪、黑麦草碱、藁本内酯、川芎萘呋内酯、3-亚丁基苯酞、3-亚丁基-7-  羟基苯酞、丁基苯酞、

(3S)-3-正丁基-4-羟基苯酞、3-正丁基-3，6，7-三羟基  -4，5，6，7-四氢苯酞、新川芎内酯、

洋川芎内酯、洋川芎醌、2-甲氧基-4-(3- 甲氧基-1-丙烯基)苯酚、2-戊酰基-苯甲酯、4-羟

基-3-甲氧基苯已烯、4-羟基苯甲酸、香草酸、咖啡酸、原儿茶酸、阿魏酸、大黄酚、瑟丹酮酸、

L-异亮氨酰  -L-缬氨酸酐、L-缬氨酰-L-缬氨酸酐、黑麦草碱、川芎酚，脲嘧啶、盐酸三甲胺、

氯化胆碱、棕榈酸、香草醛、1-酰-β-咔啉、匙叶桉油烯醇、β-谷甾醇、二亚油酸棕榈酸甘油酯

等成分。

[0033] 川牛膝具有活血利尿的作用。经现代医学分析，主要含杯觅绍酮、5-表杯觅留酮、

头花杯览留酮、览菜留丽、脱皮留嗣、甜菜喊等。

[0034] 干漆有破淤、消积的作用。经现代医学分析，干漆是生漆中的漆酚在虫漆酶的作用

下，在空气中氧化生成的黑色树脂状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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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威灵仙具有祛风湿、通经络、消痰涎、散癖积的作用。经现代技术分析，主要含有原

白头翁素、常看藤皂甙元、表常春藤皂甙元、齐墩果酸、威灵仙-23-O- 阿拉伯糖皂甙、威灵

仙单糖皂甙、威灵仙二糖皂甙、威灵仙三糖皂甙、威灵仙四糖皂甙、威灵仙五糖皂甙、成灵

仙-23-O-葡萄糖皂甙等成分。

[0036] 黄苓具有收敛镇静、利尿、保肝利胆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黄

酮类、丹宁、黄苓苷等。

[0037] 丹皮具有清热凉血、活血散瘀的功能，用于热入营血、温毒发斑、夜热早凉、无汗骨

蒸、经闭痛经、跌扑伤痛、痈肿疮毒。经现代医学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牡丹酚，牡丹酚苷，牡

丹酚原苷和牡丹酚新苷、还含有芍药苷、氧化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羟基芍药甙、苯甲酰氧

化芍药苷和鞣质等。

[0038] 赤茯苓具有行水、利湿热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赤茯苓主要成分包括茯苓酸、

茯苓酸甲酯、16α-羟基齿孔酸甲酯、多孔菌酸C甲酯、3-氢化松苓酸、齿孔酸、去氢齿孔酸、茯

苓新酸、茯苓聚糖、麦角甾醇、十一烷酸、月桂酸、十二碳酸酯、棕榈酸、十二碳烯酸酯和辛酸

等成分。

[0039] 泽泻具有利尿清热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泽泻含多种四环三

萜酮醇衍生物泽泻醇A、B、C及其乙酸酯、表泽泻醇A、环氧泽泻烯、卵磷脂、胆碱、糠醛、生物

碱、树脂、天门冬素等，又含泽泻种醇、泽泻苷、大牻牛儿烯、大黄素、β-谷甾醇及其硬脂酸酯

等。

[0040] 苦参具有清热燥湿、祛风杀虫的功效，主湿热泻痢、肠风便血、黄疸、小便不利、水

肿、阴痒、疥癣、麻风、皮肤瘙痒及湿毒疮疡。经现代医学分析，苦参主要成分包括苦参碱、氧

化苦参碱、N-氧化槐根碱、槐定碱、右旋别苦参碱、右旋异苦参碱、右旋槐花醇、左旋槐根碱、

左旋槐胺碱、右旋-N-甲基金雀花碱、左旋臭豆碱、赝靛叶碱、苦参皂甙以及多种黄酮类化合

物，包括苦参新醇、苦参查耳酮、苦参查耳酮醇。

[0041] 黄连具有泻火、燥湿、解毒、杀虫的作用。经现代技术分析，主要含有小檗碱、黄连

碱、甲基黄连碱、掌叶防已碱、非洲防己碱、黄柏酮、黄柏内酯等成分。

[0042] 黄柏具有清热的作用。经现代技术分析，主要含有小檗碱、药根碱、木兰花碱、黄柏

碱、N-甲基大麦芽碱、掌叶防己碱、蝙蝠葛碱、黄柏酮、黄柏内酯、白鲜交酯、黄柏酮酸、青萤

光酸、7-脱氢豆甾醇、β-谷甾醇、菜油甾醇等成分。

[0043] 白术具有健脾益气和燥湿利水的效用。经现代医学分析，主要含有α-及β  -葎草

烯、β-榄香醇、α姜黄烯、苍术酮、3β-乙酰氧基苍术酮、芹子二烯酮、桉叶醇、棕榈酸、茅术醇、

β-芹子烯以及倍半萜内酯化合物，包括苍术内酯- Ⅰ、-Ⅱ、-Ⅲ及8β-乙氧基苍术内酯-Ⅱ、

14-乙酰基-12-千里光酰基-8-顺式折术三醇、14-乙酰基各里光酰基-8-反式白术三醇、12-

千里光光酰基-8-顺式白术三醇、12-千里光酰基-8-反式白术三醇、12α-甲基丁酰基-14-乙

酰基-8-顺式白术三醇、12α-甲基丁酰基-14-乙酰基-8-反式白术三醇、14α-甲基丁酰基-8-

顺式白术三醇、14α-甲基丁酰基-8-反式白术三醇、东莨菪素和具免疫活性的甘露聚糖等成

分。

[0044] 苍术具有燥湿健脾、祛风散寒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苍术主要成分为苍术醇、

苍术酮、糖醛和挥发油，挥发油的主要成分为茅术醇，β-桉叶醇等。

[0045] 厚朴具有燥湿消痰，下气除满的功效，用于湿滞伤中、脘痞吐泻、食积气滞、腹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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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痰饮喘咳。经现代医学分析，其主要成分为厚朴酚、和厚朴酚、和厚朴新酚、6’-O-甲基和

厚朴酚、厚朴醛、台湾檫木醛、辣薄荷基厚朴酚、双辣薄荷基厚朴酚、辣薄荷基和厚朴酚、龙

胞基厚朴酚、木兰箭毒碱和柳叶木兰碱等。

[0046] 白鲜皮具有祛风燥湿、清热解毒的功效，治风热疮毒、疥癣、皮肤痒疹，风湿痹痛、

黄疸。经现代医学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含补骨脂素、花椒毒素、东莨菪素、槲皮素、异槲皮

素、白鲜碱、γ-崖椒碱、前茵芋碱、茵芋碱、白鲜明碱、胡芦巴碱、胆碱、O-乙基-降-白鲜碱、

吴茱萸苦素、白鲜醇、娠烯酸酮、秦皮酮、黄柏酮、柠檬苦素、β-谷甾醇、莱油甾醇以及皂甙

等。

[0047] 莪术行气破血和消积止痛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主要含莪术呋喃烯酮、龙脑、

β-蒎烯、樟烯、柠檬烯、松油烯、异龙脑、丁香烯、姜黄烯、丁香烯环氧化物、姜黄酮、芳姜黄

酮、莪术二酮以及莪术烯醇、异莪术烯醇等成分。

[0048] 鸡血藤具有活血舒筋，养血调经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主要含无羁萜、  3β-无

羁萜醇、蒲公英赛醇、菜油甾醇、豆甾醇和谷甾醇等。

[0049] 夜交藤具有养心安神、祛风、通络的功效。主失眠、多梦、血虚身痛、肌肤麻木、风湿

痹痛、风疹瘙痒。经现代医学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蒽醌类，主要为大黄素、大黄酚或大黄素

甲醚、木犀草素-5-O-木糖甙、亦含蒽醌类化合物、大黄素甲醚，大黄素-8-O-5-O-木糖甙、β-

谷甾醇和鞣质。

[0050] 赤芍具有去瘀止痛、凉血消肿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赤芍主要成分为芍药甙、

氧化芍药甙、苯甲酰芍药甙、白芍甙、芍药甙无酮、没食子酰芍药甙、β-蒎-10-烯基-β-巢菜

甙、芍药新甙、和芍药内酯A，B，C、β-谷甾醇、胡萝卜甙和挥发油，挥发油主要为苯甲酸和牡

丹酚。

[0051] 土茯苓具有解毒除湿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落新妇苷、异黄杞

苷、胡萝卜苷、琥珀酸、糅质、黄酮、β-谷甾醇等成分。

[0052] 何首乌具有养血活络、强筋骨、补肝肾的作用。经现代医学分析，主要含有含蒽醌

类化合物，包括大黄素、大黄酚、以及大黄素甲醚、大黄酸、大黄酚蒽酮；又含芪类化合物，包

括白藜芦醇、云杉新甙、2,3,5,4′-四羟基茋-2-O-D-  葡萄糖甙、2,3,5,4 '-四羟基二苯乙

烯-2-O-β-D-葡萄糖苷-2″-O-没食子酸酯、  2,3,5,4′-四羟基芪-2-O-葡萄糖甙-3″-O-没食

子酸酯、没食子酸、右旋儿茶精、3-O-  没食子酰-儿茶精、3-O-没食子酰原矢车菊素B-2、β-

谷甾醇和卵磷脂等。

[0053] 生地具有清热凉血、生津的功效。经现代医学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醇、地黄紫罗

兰苷、地黄苦苷、地黄素、地黄聚糖、地黄多糖、棕榈酸以及氨基酸等成分。

[0054] 本发明提供的上述中药组合物，经体外给药，依照中医理论，各成分按照相应的作

用可划分为君臣佐使四种药物分类，协同发挥作用，调节各种中药的药性，具有解表活血、

清热解毒、祛风散寒、清热燥湿、健脾益气的功效，可以有效治疗湿症。

[0055] 进一步地，根据本发明中药组合物中各中药组分在组合物中君臣佐使的重要程度

以及针对不同患病部位的严重程度，本发明提供的一上述中药组合物的实施方式，该实施

方式的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中药组分：升麻8～18  重量份；羌活4～15重量份；

独活8～18重量份；白芷8～18重量份；桂枝4～15  重量份；麻黄4～15重量份；丹参4～15重

量份；川芎10～20重量份；川牛膝4～15  重量份；干漆3～10重量份；威灵仙12～25重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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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苓8～18重量份；丹皮12～25  重量份；赤茯苓8～18重量份；泽泻4～15重量份；苦参12～

25重量份；黄连12～25  重量份；黄柏8～18重量份；白术10～20重量份；苍术8～18重量份；

厚朴4～15  重量份；白鲜皮12～25重量份；莪术8～18重量份；鸡血藤4～15重量份；夜交藤8

～18重量份；赤芍4～15重量份；土茯苓10～20重量份；何首乌4～15重量份和生地4～15重

量份。

[0056] 更进一步地，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中药组分：升麻10～15  重量

份；羌活6～12重量份；独活10～15重量份；白芷10～15重量份；桂枝6～12  重量份；麻黄6～

12重量份；丹参6～12重量份；川芎12～18重量份；川牛膝6～12  重量份；干漆5～9重量份；

威灵仙15～21重量份；黄苓10～15重量份；丹皮15～21  重量份；赤茯苓10～15重量份；泽泻

6～12重量份；苦参15～21重量份；黄连  15～21重量份；黄柏10～15重量份；白术12～18重

量份；苍术10～15重量份；厚朴6～12重量份；白鲜皮15～21重量份；莪术10～15重量份；鸡

血藤6～12重量份；夜交藤10～15重量份；赤芍6～12重量份；土茯苓12～18重量份；何首乌6

～12重量份和生地6～12重量份。

[0057] 又进一步地，所述中药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中药组分：升麻12重量份；羌活

9重量份；独活12重量份；白芷12重量份；桂枝9重量份；麻黄9  重量份；丹参9重量份；川芎15

重量份；川牛膝9重量份；干漆6重量份；威灵仙18重量份；黄苓12重量份；丹皮18重量份；赤

茯苓12重量份；泽泻9  重量份；苦参18重量份；黄连18重量份；黄柏12重量份；白术15重量

份；苍术12重量份；厚朴9重量份；白鲜皮18重量份；莪术12重量份；鸡血藤9  重量份；夜交藤

12重量份；赤芍10重量份；土茯苓15重量份；何首乌9重量份以及生地10重量份。

[0058] 作为一种可选的实施方式，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的外用剂型

包括贴剂、涂剂和搽剂的任意一种，施药部位为患者病患处。传统治疗湿症的药剂多采用口

服，而本发明中，不经口服药物直接施与患者，没有口服重要的不适感，同时见效快，毒副作

用小。

[0059] 本发明提供的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包含的中药组分为相应的中药原药分

别经超临界CO2提取获得的中药提取物。相比于传统地，药材通过煎煮入药用于贴剂或汤

剂，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的中药组分为药材分别经过超临界  CO2提取，有效成分含量高，并

且经过超临界CO2提取的中药组分不含有不利于药物吸收的物质成分，大大提高了该中药

组合物经皮吸收的效率，此外还减少了中药组合物施加于患处的用量，避免了外用药剂用

量过大给患者带来的不适感。

[0060] 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还包括药材以及药学可接受的辅

料，辅料包括凝胶剂、保湿剂、防腐剂、抗氧剂、乳化剂、增稠剂、透皮吸收促进剂中的任意一

种或几种。本发明的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通过添加适量的辅料，能够改善该中药组

合物的剂型特点。例如，通过添加凝胶剂可以提供凝胶剂型。又如，通过添加保湿剂可以避

免附着于皮肤的中药组合物干燥，避免药物组合物在皮肤表面干燥引起的不适感。再如，通

过添加防腐剂可以适当延长该中药组合物的保存期限。

[0061] 更进一步可选地，本发明一实施方式的外用剂型为涂剂。

[0062] 可选地，辅料包括凝胶剂，该凝胶剂包括黄原胶和羧甲基纤维素钠，黄原胶与羧甲

基纤维素钠的重量比为10:1～1:1。在该中药组合物使用时，中药组合物能够在凝胶剂的作

用下缓释于患处，延长该中药组合物的药效，减少换药次数，便于患者使用。更进一步地，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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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剂包括重量比为10:1～1:1的黄原胶于羧甲基纤维素钠，形成的凝胶剂黏度、流动性等性

能适于中药组合物。

[0063] 进一步可选地，保湿剂为甘油，甘油与凝胶剂的重量比为10:1～4:1。通过使作为

保湿剂的甘油与凝胶剂的总量比为10:1～4:1，能够使甘油与凝胶剂相互作用后形成良好

触感的果冻状形态，提高患者使用时的舒适度。

[0064] 本发明以下实施例的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的中药组分，选用市售药材升

麻、羌活、独活、白芷、桂枝、麻黄、丹参、川芎、川牛膝、干漆、威灵仙、黄苓、丹皮、赤茯苓、泽

泻、苦参、黄连、黄柏、白术、苍术、厚朴、白鲜皮、莪术、鸡血藤、夜交藤、赤芍、土茯苓、何首乌

和生地，分别经超临界  CO2提取获得。

[0065] 本发明以下实施例的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如下，分别称取配方

量的中药组分以及辅料，按照相应剂型的配制方法制备成该剂型的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

合物。需要说明的是，在以下实施例中，主要提供了外用剂型包括搽剂和涂剂，施药剂型不

会影响该用于治疗湿症的中药组合物的药效，施药剂型的不同仅可能影响药效发挥的快慢

以及用户使用的方便度以及舒适度。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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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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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临床选取50例湿症患者作为实验组，依据病症轻重情况分为五组，每组  10例，施

以实施例1～5中的中药组合物，每天用药两次，连续用药半个月；另选取10例作为对照组，

并且对照组和实验组患者身体状况、年龄状况和患病情况相似，试验期间对照组不施药。

[0070] 疗效标准：

[0071] 治愈：皮损恢复正常，不痒，或有轻微痒感。

[0072] 显效：70％皮损恢复正常，余下皮损渐趋好转，伴有轻度瘙痒。

[0073] 好转：30％皮损恢复正常，余下皮损有肥厚或极少液渗出，伴有瘙痒感，但尚能忍

受。

[0074] 无效：局部皮损不到好转标准，或无改善，甚至恶化。

[0075] 治疗结果显示：实验组50例患者中，治愈24例，显效12例，好转8例，无效6例，总有

效率88％；对照组中，治愈0例，显效0例，好转1例，无效  9例，总有效率10％。

[0076] 结论：该中药组合物疗效显著。

[0077] 临床选取20例湿症患者，均分为甲乙两组且两组患者年龄、身体状况相仿，分别施

以实施例3和实施例6中的中药组合物，每天用药两次，连续用药半个月。治疗结果显示甲组

治愈5例，显效3例，好转1例，无效1例；乙组治愈  4例，显效4例，好转1例，无效1例。治疗结果

无明显差异。因此疗效与中药剂型无关。

[007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是为充分说明本发明而所举的较佳的实施例，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不限于此。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基础上所作的等同替代或变换，均在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之内。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权利要求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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