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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

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它由下述质量配比的原

材料制成：茶油400-600份，落新妇40-60份，紫草

15-25份，红花15-25份。油刮痧法是在苗医的“三

本理论”、“四大筋脉学说”的指导下形成的独具

特色的治疗方法，本发明以苗药落新妇（马桑狗

帮）为主制成的刮痧油经申请人长期的临床实践

验证，无毒副作用，将该刮痧油均匀涂抹于患处，

用刮痧器物对患处皮肤进行反复刮擦，具有活血

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表毒外出的作用。用

于治疗筋骨疼痛、跌打损伤、风湿病、颈肩腰腿痛

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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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其特征在于：它由下述质量配比

的原材料制成：

茶油445份，落新妇50份，紫草20份，红花2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刮痧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该方法是将规定量的落新妇、紫草、红花研磨成60-100目的药材粉料备用；将茶油加

热至100℃，冷却至60℃后将药材粉料加入，搅拌均匀后放置一周，在放置期间每天搅拌一

次，时间10-15分钟；一周后取上清即得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727834 B

2



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及其制备方法，属于

外用药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刮痧是以中医经络腧穴理论为指导，通过特制的刮痧器具和相应的手法，蘸取一

定的介质，在体表进行反复刮动、摩擦，使皮肤局部出现红色粟粒状，或暗红色出血点等“出

痧”变化，从而达到活血透痧的作用。因其简、便、廉、效的特点，临床应用广泛，适合医疗及

家庭保健。还可配合针灸、拔罐、刺络放血等疗法使用，加强活血化瘀、驱邪排毒的效果。常

用的刮痧用具包括刮痧板和刮痧油，而刮痧油液体类市场与医院中常用的都有凉开水、植

物油(如芝麻油、茶籽油、菜籽油、豆油、花生油、橄榄油)、药油(如红花油、跌打损伤油、风湿

油)等，刮痧油不仅可防止刮痧板划伤皮肤，还可起到滋润皮肤、开泄毛孔，活血行气的作

用。鉴于刮痧油的上述众多优点，本申请提出一种苗药刮痧药油。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功效、适

用于筋骨疼痛、跌打损伤、风湿病、颈肩腰腿痛等病症的刮痧油及其制备方法。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其特征在于：它

由下述质量配比的原材料制成，茶油400-600份，落新妇40-60份，紫草15-25份，红花15-25

份。

[0005] 前述的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其特征在于：它由下述质量

配比的原材料制成，茶油445份，落新妇50份，紫草20份，红花20份。

[0006] 前述的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刮痧油的制备方法是，将规定量的落新

妇、紫草、红花研磨成60-100目的药材粉料备用；将茶油加热至100℃，冷却至60℃后将药材

粉料加入，搅拌均匀后放置一周，在放置期间每天搅拌一次，时间10-15分钟；一周后取上清

即得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

[0007] 与现有技术比较，油刮痧法是在苗医的“三本理论”、“四大筋脉学说”的指导下形

成的独具特色的治疗方法，本发明以苗药落新妇（马桑狗帮）为主制成的刮痧油经申请人长

期的临床实践验证，无毒副作用，将该刮痧油均匀涂抹于患处，用刮痧器物对患处皮肤进行

反复刮擦，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表毒外出的作用。用于治疗筋骨疼痛、跌打

损伤、风湿病、颈肩腰腿痛等疾病。

[0008] 落新妇（中华本草苗药卷）：为虎耳草科植物落新妇的全草，俗名金尾蟮，味苦、涩，

性冷，入热经，具有祛风、清热、止咳、止痛、活血散瘀的功效。用于风热感冒、跌打损伤、风湿

关节痛、头身疼痛，发热咳嗽，肺痨咳血，盗汗，吐血。

[0009] 紫草为紫草科植物紫草、新藏假紫草或滇紫草的根，别名山紫草、紫丹、紫芙、藐、

地血、鸦衔草、紫草根，性寒，味甘、咸，有凉血活血、清热解毒、滑肠通便的作用。用于血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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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斑疹紫黑、麻疹不透、疮疡、湿疹、水火烫伤。

[0010] 红花为菊科植物红花的筒状花冠，又名黄蓝、红蓝、红蓝花、草红花、刺红花及红花

草，性温，味辛，活血通经、散瘀止痛。用于经闭、痛经、恶露不行、症瘕痞块、跌打损伤。

[0011] 采用茶油浸泡方式可以很好的释放落新妇、紫草和红花中的有效成分使其融入茶

油，进而可以更好的渗透入患处皮肤，增加疗效。

[0012] 本刮痧油中落新妇主要含落新妇苷、香豆素、黄酮类、甾醇类、酸性成分等,具有活

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清热止咳等作用，为君药（主药）；紫草主要含萘醌类、单萜苯

酚及苯醌类、酚酸类、生物碱类等多种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具有凉血活血、解毒透疹作

用；红花主要含黄酮类物质、脂肪酸、色素、酚酸、挥发油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活血化瘀，祛

瘀止痛的功效，紫草、红花两者合用使经脉得通，瘀热得清，为臣药（副药），与落新妇合用，

能促进加强其活血化瘀止痛之功，更可使体内瘀毒透达体表。

[0013] 同时为证明本申请的疗效，申请人从众多的患者中摘选出以下15位具有代表性的

患者，具体如下：

[0014] 病例1.王某，男,40岁,反复颈部疼痛不适1+年，因受凉、劳累加重1+周，经针刺、外

用止痛膏药等治疗，收效不明显，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头部（督脉及其旁开2、4寸循

行线上）、颈背部（督脉及膀胱经循行线上）、肩背部（天宗至秉风连线直至肩胛下角），由前

到后、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2次，疼痛缓解。

[0015] 病例2.马某，男，32岁，右肩关节疼痛伴屈伸不利3个月。右肩关节外旋屈肘仅能触

及内侧耳廓，内旋无法触及左侧肩胛骨，经针灸推拿治疗，效果不佳，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

痧治疗，颈背部（督脉及膀胱经循行线上）、肩背部（天宗至秉风连线直至肩胛下角），上肢部

（大肠经、小肠经及三焦经循行线上），由前到后、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3次，症

状缓解。

[0016] 病例3.李某，女，41岁，左侧颞部反复疼痛三年余，因劳累加重2周。经针灸及口服

镇痛药治疗，效果不佳，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头部（全头刮拭，加强患侧头维穴、通

天穴）、颈部（督脉和膀胱经至平肩胛下角处，加强风池穴）、上肢部（列缺穴）、下肢部（阳陵

泉穴、丘墟穴），由前到后、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5次，症状缓解，发作次数减少。

[0017] 病例4.王某，男，47岁，患者心前区阵发性疼痛2年余，加重两周。患者曾于两年前

行心脏介入手术，术后心前区阵发性疼痛并放射至左上肢。经口服扩张血管药及镇痛药，效

果不佳，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胸部（左侧第一至第五肋间隙）、上肢部（肺经、心经、

心包经、大肠经、小肠经及三焦经循行线上）、下肢部（血海穴、三阴交穴、太溪穴），由前到

后、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4次，症状缓解，发作次数减少。

[0018] 病例5.龙某，男，34岁，左上肢麻木半年余，伴左侧头疼2个月。患者曾于一年前劳

累后发现左上肢麻木，颈部活动受限，经某医院确诊为颈椎病并椎管狭窄，实施手术治疗，

此后经常反复发作，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头部（全头刮拭，加强患侧头维穴、通天

穴）、颈背部（督脉及膀胱经循行线上）、肩背部（天宗至秉风连线直至肩胛下角），上肢部（大

肠经、小肠经及三焦经循行线上），由前到后、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2次，左上肢

麻木症状缓解，治疗4次头痛症状消失。

[0019] 病例6.冯某，女,41岁,患者颈部不适1月余伴左肩背疼痛3天。患者因1月前淋雨感

寒后出现颈部不适，活动欠灵活，3天前颈部不适加重，左侧肩背疼痛剧烈。使用该刮痧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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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刮痧治疗，头部（督脉及其旁开2、4寸循行线上）、颈背部（督脉及膀胱经循行线上）、肩背

部（天宗至秉风连线直至肩胛下角），由前到后、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1次，疼痛

缓解，巩固治疗3次后疼痛消失，活动自如。

[0020] 病例7.徐某，女，38岁，患者左肩关节疼痛半年余，夜晚睡觉时加重。曾自服“布洛

芬缓释胶囊”，疼痛有所缓解，但停药后疼痛仍持续。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颈背部

（督脉及膀胱经循行线上）、肩背部（天宗至秉风连线直至肩胛下角），上肢部（大肠经、小肠

经及三焦经循行线上），由前到后、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6次，痊愈。

[0021] 病例8.姚某,女，40岁,患者自诉右肘尖疼痛半年余。患者半年前因劳累后出现右

肘尖疼痛，现症见右肘肱骨外上髁局部压痛明显，右上肢不能持重物，曾于某医院进行“封

闭”治疗，收效不明显，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上肢部（大肠经、三焦经、小肠经及肺

经，加强曲池穴、手三里穴、天井穴、少海穴、尺泽穴）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2次，

疼痛缓解。

[0022] 病例9.刘某，男,31岁,患者自诉右肘痛2个月，加重1周。现症见右肘肱骨外上髁肿

胀，局部压痛明显。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上肢部（大肠经、三焦经、小肠经及肺经，加

强曲池穴、手三里穴、天井穴、少海穴、尺泽穴）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4次，痊愈。

[0023] 病例10.欧阳某，女,44岁,患者双膝关节肿痛反复发作10余年，加重1周。每逢阴雨

天、劳累疼痛加剧，现症见双膝关节肿胀，行走困难。曾进行电针、激素治疗，效果不佳，使用

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下肢部（胃经、胆经及膀胱经，加强内膝眼穴、外膝眼穴、足三里穴、

梁丘穴、阳陵泉及委中穴），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3次，疼痛缓解，可由家人搀扶

行走，巩固治疗5次，疼痛减轻，可自行行走。

[0024] 病例11.李某，女,32岁,患者右膝关节疼痛2年，加重2周。现症见右膝关节疼痛，轻

度内翻，内膝眼压痛明显，活动受限。曾进行针灸、外洗等治疗，效果不佳，使用该刮痧油进

行刮痧治疗，下肢部（胃经、胆经及膀胱经，加强内膝眼穴、外膝眼穴、足三里穴、梁丘穴、阳

陵泉及委中穴），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4次，疼痛缓解。

[0025] 病例12.卢某，女,40岁,患者右侧腰腿反复疼痛3年余，复发加重2周。经“甘露醇”

静脉滴注治疗，效果不明显，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腰部（督脉、膀胱经，加强命门穴、

肾俞穴以及压痛点）、下肢部（膀胱经，殷门穴至承山穴），由上到下进行刮痧治疗2次，疼痛

缓解。

[0026] 病例13.常某，男,38岁,患者腰痛2周，加重伴左下肢疼痛3天。经针灸、拔罐治疗，

效果不佳，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腰部（督脉、膀胱经，加强命门穴、肾俞穴以及压痛

点）、下肢部（膀胱经，殷门穴至承山穴），由上到下进行刮痧治疗4次，痊愈。

[0027] 病例14.谭某，女,43岁,患者腰部急性扭伤疼痛半日。现症见腰部疼痛剧烈，痛处

固定，直立、俯仰、转侧均受到限制。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腰部（督脉、膀胱经，加强

命门穴、肾俞穴以及大肠俞穴）、下肢部（委中穴、承山穴），由上到下进行刮痧治疗1次后当

即疼痛减轻，巩固治疗2次后，疼痛基本消失，活动无受限。

[0028] 病例15.李某，男,35岁,  患者左侧头痛反复发作11年，因生气加重1周伴恶心呕

吐。常服芬必得等镇痛药物，止痛效果越来越差，使用该刮痧油进行刮痧治疗，头部（全头刮

拭，加强患侧头维穴、通天穴）、颈部（督脉和膀胱经至平肩胛下角处，加强风池穴）、上肢部

（列缺穴）、下肢部（阳陵泉穴、丘墟穴），由前到后、由上到下、由内向外进行刮痧治疗1次，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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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缓解，巩固治疗7次后，发作次数减少。

[0029] 由上述病历可以看出本申请适应病症：筋骨疼痛、跌打损伤、风湿病、颈肩腰腿痛

等。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实施例1：

[0031] 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刮痧油的制备方法是取落新妇500g，紫草

200g，红花200g放入药药碾子或粉碎研磨设备将其混合的落新妇、紫草、红花研磨成60-100

目的药材粉料备用；取茶油4450g加热至100℃，自然室温冷却至60℃后将药材粉料加入，搅

拌均匀后放置一周，在放置期间每天搅拌一次，时间10-15分钟；一周后取上清即得具有活

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

[0032] 实施例2：

[0033] 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刮痧油的制备方法是取落新妇400g，紫草

150g，红花150g放入药药碾子或粉碎研磨设备将其混合的落新妇、紫草、红花研磨成60-100

目的药材粉料备用；取茶油4000g加热至100℃，自然室温冷却至60℃后将药材粉料加入，搅

拌均匀后放置一周，在放置期间每天搅拌一次，时间10-15分钟；一周后取上清即得具有活

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

[0034] 实施例3：

[0035] 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刮痧油的制备方法是取落新妇600g，紫草

250g，红花250g放入药药碾子或粉碎研磨设备将其混合的落新妇、紫草、红花研磨成60-100

目的药材粉料备用；取茶油6000g加热至100℃，自然室温冷却至60℃后将药材粉料加入，搅

拌均匀后放置一周，在放置期间每天搅拌一次，时间10-15分钟；一周后取上清即得具有活

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

[0036] 实施例4：

[0037] 具有活血化瘀、祛风止痛、舒筋活络刮痧油的制备方法是取落新妇500g，紫草20g，

红花20g放入药药碾子或粉碎研磨设备将其混合的落新妇、紫草、红花研磨成60-100目的药

材粉料备用；取茶油5000g加热至100℃，自然室温冷却至60℃后将药材粉料加入，搅拌均匀

后放置一周，在放置期间每天搅拌一次，时间10-15分钟；一周后取上清即得具有活血化瘀、

祛风止痛、舒筋活络的刮痧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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