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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艾灸液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自发热

艾灸贴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中药制备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

艾灸液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自发热艾灸贴，

运用中医古经络学的艾灸的原理，利用含有艾叶

等的16味名贵中草药加工制成艾灸液，将艾灸液

涂与相应穴位或病变等部位，任何部位都可方便

涂抹，再通过可以自热的发热包贴敷涂药皮肤表

面，通过发热包加热类同传统艾灸作用可以打通

经络，调节阴阳，还能促进药液经过皮肤吸收渗

透穿透皮肤肌肉，药力直达病灶，治疗既有传统

艾灸的作用，还有局部热敷和促进药液经皮吸收

的作用，以解决现有的艾灸以火熏灸可能引起烫

伤和出烟烟雾的刺激和环境污染问题，以及某些

部位艾柱点燃不能施灸的问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11569037 A

2020.08.25

CN
 1
11
56
90
37
 A



1.一种艾灸液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艾灸液中药组合物按质量计由艾叶50-

85g、当归30-60g、黄芪30-60g、陆英30-55g元胡15-45g、三七15-48g牛膝9-22g、红花10-

30g、生姜10-30g、透骨草15-45g、鸡血藤15-35g、五加皮9-15g、木瓜10-35g、三棱9-18g、蜈

蚣3-6g和全蝎3-6g组成。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艾灸液中

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当归30-60g、黄芪30-60g、陆英30-55g牛膝9-22g、红花10-30g、生姜10-30g、透

骨草15-45g、鸡血藤15-35g、五加皮9-15g、放入5000ml清水中，进行煎煮至1000ml，滤去残

渣，取滤液900-1000ml；残渣加水3000ml再次煎煮至600ml，，取滤液500-600ml；两次滤液混

合，即得1液；

步骤二，元胡15-45g、三七15-48g、木瓜10-35g、三棱9-18g研磨成粉末至200目，加水

600-800ml搅拌，然后进行煎煮90分钟，加入艾叶50-85g、继续煎煮30分钟，滤去残渣，取滤

液即得2液；

步骤三，蜈蚣3-6g、全蝎3-6g、研磨成粉末过300目，加入％75酒精500ml密闭侵泡24小

时，然后滤去残渣取上清滤液，即得3液；

步骤四，将1液、2液、3液混合摇匀，取上清液即制成艾灸液，备用。

3.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提纯的艾灸精油液。

4.一种利用权利要求3所述的艾灸精油液调制的药膏。

5.一种利用权利要求4所述的药膏制备的自发热艾灸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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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艾灸液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自发热艾灸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制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艾灸液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自

发热艾灸贴。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艾灸，中医针灸疗法中的灸法，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柱点燃产生的热刺激体表

穴位或特定部位，通过激发经气的活动来调整人体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从而达到防病治

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

[0003] 传统艾灸是点燃艾柱熏灸，使热力深达肌层，温气行血。艾灸具有温通经络，散寒

除湿、调理气血、宣痹止痛之功效。但是，由于艾灸以火熏灸，施灸不注意有可能引起局部皮

肤的烫伤，施灸的过程中要专业人员不能离开患者观察到艾灸结束，有些部位艾柱不能放

稳或有些人例如皮薄、肌少处、大血管处、颜面部，都不适合或者不方便艾灸施灸的，此外，

慢性疼痛的病人常常喜欢尝试自用涂抹贴敷膏药等方法来治疗或缓解腰腿疼痛、艾灸灸法

和操作需要相对专业的技术，使得其实用性普及率大大的降低。而且现有的艾灸灸法以火

熏灸为主，可能引起烫伤和出烟烟雾的刺激和环境污染问题，以及某些部位艾柱点燃不能

施灸的问题。

[0004] 通过上述分析，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及缺陷为：(1)慢性疼痛的病人常常喜欢尝试

自用涂抹贴敷膏药等方法来治疗或缓解腰腿疼痛、艾灸灸法和操作需要相对专业的技术，

使得其实用性普及率大大的降低。

[0005] (2)现有的艾灸灸法可能引起烫伤和出烟烟雾的刺激和环境污染问题，以及某些

部位艾柱点燃不能施灸的问题。

[0006] (3)现有的艾灸方法只要艾叶单味药点燃加热舒筋活络，我们的艾灸精油通过中

药配方的君臣佐使组合配伍，通过发热贴加热促进吸收进一步提高舒筋活络的治疗效果。

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艾灸液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自

发热艾灸贴

[0008]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艾灸液中药组合物按质量计由艾叶50-85g、当归30-

60g、黄芪30-60g、陆英30-55g元胡15-45g、三七15-48g牛膝9-22g、红花10-30g、生姜10-

30g、透骨草15-45g、鸡血藤15-35g、五加皮9-15g、木瓜10-35g、三棱9-18g、蜈蚣3-6g和全蝎

3-6g组成。

[0009]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0] 步骤一，当归30-60g、黄芪30-60g、陆英30-55g牛膝9-22g、红花10-30g、生姜10-

30g、透骨草15-45g、鸡血藤15-35g、五加皮9-15g、放入5000ml清水中，进行煎煮至1000ml，

滤去残渣，取滤液900-1000ml；残渣加水3000ml再次煎煮至600ml，，取滤液500-600ml；两次

滤液混合，即得1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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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步骤二，元胡15-45g、三七15-48g、木瓜10-35g、三棱9-18g研磨成粉末至200目，加

水600-800ml搅拌，然后进行煎煮90分钟，加入艾叶50-85g、继续煎煮30分钟，滤去残渣，取

滤液即得2液；

[0012] 步骤三，蜈蚣3-6g、全蝎3-6g、研磨成粉末过300目，加入％75酒精500ml密闭侵泡

24小时，然后滤去残渣取上清滤液，即得3液；

[0013] 步骤四，将1液、2液、3液混合摇匀，取上清液即制成艾灸液，备用。

[0014]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所述艾灸液中药组合物提纯的艾灸精油液。

[001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所述艾灸精油液调制的药膏。

[001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利用所述药膏制备的自发热艾灸贴。

[0017] 结合上述的所有技术方案，本发明所具备的优点及积极效果为：

[0018] 本发明所提供的艾灸液，既能够具有艾灸的功效，又具有促进中草药的有效成份

是依靠皮肤进行快速吸收，使中草药的有效成份不经过胃肠道吸收，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

还能得到很好的利用，起到艾灸治疗，外用药物快速吸收和热敷治疗的三重治疗效果。较之

传统艾灸，更方便易操作，适用人群广泛，温度可靠，不会烫伤，安全性高，持续性更强。

[0019] 本发明所提供的艾灸液，通过可以自热的发热包贴敷身体穴位及病变表面，使小

分子活性物更容易渗透吸收，使药物分子直达病灶。松解劳损后痉挛的肌腱。疏通阻塞的毛

细血管，使突出的椎间盘髓核和骨刺，逐渐被软化和消溶，使神经受压减轻，压迫症状从根

本上消失，同时还能激活人体经络，修复损伤的组织细胞。改善组织的血液营养供应，调整

气血脏腑功能，达到艾灸的治疗效果。

[0020] 本发明所提供的艾灸液，通过可以自热的发热包贴敷身体穴位及病变表面。采用

加热理疗透皮技术，通过皮肤给药，经人体皮肤、经络的接触、吸收达到治疗康复病变作用。

省去了消化吸收、血液循环两大环节，既不伤五脏六腑，又提高了治疗速度，治疗周期短，药

效显著。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本申请实施例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做简单的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所描述的附图仅仅是本申请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

附图。

[002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

[002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艾灸液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及自

发热艾灸贴，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详细的描述。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

[0026] S101：当归30-60g、黄芪30-60g、陆英30-55g牛膝9-22g、红花10-30g、生姜10-3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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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骨草15-45g、鸡血藤15-35g、五加皮9-15g、放入5000ml清水中，进行煎煮至1000ml，滤去

残渣，取滤液900-1000ml；残渣加水3000ml再次煎煮至600ml，，取滤液500-600ml；两次滤液

混合，即得1液。

[0027] S102：元胡15-45g、三七15-48g、木瓜10-35g、三棱9-18g研磨成粉末至200目，加水

600-800ml搅拌，然后进行煎煮90分钟，加入艾叶50-85g、继续煎煮30分钟，滤去残渣，取滤

液即得2液。

[0028] S103：蜈蚣3-6g、全蝎3-6g、研磨成粉末过300目，加入％75酒精500ml密闭侵泡24

小时，然后滤去残渣取上清滤液，即得3液。

[0029] S104：将1液、2液、3液混合摇匀，取上清液即制成艾灸液，备用。

[0030]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进行提醒。

[0031] 实施例1(配方1)：

[003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由艾叶50g、当归30g、黄芪30g、陆英30g元

胡15g、三七15g牛膝9g、红花10g、生姜10g、透骨草15g、鸡血藤15g、五加皮9g、木瓜10g、三棱

9g蜈蚣3g、全蝎3g组成。

[0033] 实施例2(配方2)

[0034]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由艾叶75g、当归45g、黄芪50g、陆英45g元

胡25g、三七20g牛膝15g、红花15g、生姜15g、透骨草25g、鸡血藤25g、五加皮15g、木瓜25g、三

棱13g蜈蚣4g、全蝎4g组成。

[0035] 实施例3(配方3)

[0036]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由艾叶85g、当归60g、黄芪60g、陆英55g元

胡45g、三七48g牛膝22g、红花30g、生姜30g、透骨草45g、鸡血藤35g、五加12g、木瓜35g、三棱

18g蜈蚣6g、全蝎6g组成。

[0037] 实施例4(配方4)

[003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由艾叶65g、当归35g、黄芪35g、陆英40g元

胡20g、三七20g牛膝18g、红花18g、生姜18g、透骨草30g、鸡血藤20g、五加皮10g、木瓜15g、三

棱15g蜈蚣5g、全蝎5g组成。

[0039] 实施例5(配方5)

[0040]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由艾叶55g、当归55g、黄芪45g、陆英32g元

胡32g、三七30g牛膝12g、红花12g、生姜20g、透骨草20g、鸡血藤18g、五加皮13g、木瓜20g、三

棱12g蜈蚣4.5g、全蝎4.5g组成

[0041] 实施例6(配方6)

[004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艾灸液中药组合物由艾叶60g、当归50g、黄芪40g、陆英35g元

胡35g、三七35g牛膝20g、红花10-30g、生姜10-30g、透骨草15-45g、鸡血藤15-35g、五加皮9-

15g、木瓜20g、三棱14g蜈蚣4g、全蝎4g组成。

[0043] 为进一步表明本发明药物的治疗效果，对实施例1-6所制备的艾灸液进行如下临

床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

[0044] 痊愈：临床症状消失，功能正常；

[0045] 显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功能基本正常，病症减轻90％以上；

[0046] 有效：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功能基本正常，病症减轻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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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效果差：临床症状减轻50％左右。

[0048] 表1实施例1-6所制备的艾灸液进行的临床试验结果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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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由表1可知，本发明实施1-6的中药组合物所制备的艾灸液，对于治疗女性、宫寒、

痛经，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性关节炎的局部疼痛具有很好的疗效。而且方便应

用。

[005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

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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