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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

中药组合物贴剂、制备及其应用，该中药组合物

的组分包括：丁香、苍术、白术、豆蔻、砂仁、木香、

焦山楂、芡实、茯苓、山药、薏苡仁、莱菔子、五倍

子。本发明的药物配方严谨、内病外治。诸药合

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具有健脾益气、温中补

虚止泻之功效。成本低廉，无毒副作用，使用方

便，标本兼治，治病的同时还能提高机体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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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其特征在于，该中药组合物的组分包

括：丁香、苍术、白术、豆蔻、砂仁、木香、焦山楂、芡实、茯苓、山药、薏苡仁、莱菔子、五倍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中药组合物的组分及组分中重量份数如下：

丁香4-8、苍术10-14、白术10-14、豆蔻10-14、砂仁10-14、木香4-8、焦山楂10-14、芡实

10-14、茯苓10-14、山药10-14、薏苡仁10-14、莱菔子10-14、五倍子16-20。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其特征在

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的组分及组分中重量份数如下：丁香5-7、苍术11-13、白术11-13、豆蔻

11-13、砂仁11-13、木香5-7、焦山楂11-13、芡实11-13、茯苓11-13、山药11-13、薏苡仁11-

13、莱菔子11-13、五倍子17-19。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其特征在

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的组分及组分中重量份数如下：

丁香8、苍术12、白术10、豆蔻12、砂仁13、木香6、焦山楂12、芡实13、茯苓14、山药10、薏

苡仁11、莱菔子14、五倍子18。

5.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研磨丁香、苍术、白术、豆蔻、砂仁、木香、焦山楂、芡实、茯苓、山药、薏苡仁、莱菔子、五

倍子，得到粉末混合物；

将所述粉末混合物作为敷料，制成贴剂。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的制备方法，其

特征在于，在所述中药组合物中加入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然后放入无纺布贴制成贴剂。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

剂，其特征在于，将所述贴剂贴在脐部或足底涌泉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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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制备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组合物技术领域，特别是指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

物贴剂、制备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腹泻是一种常见症状，是指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率，粪质稀薄，水分增

加，每日排便量超过200g，或含未消化食物或脓血、黏液。腹泻常伴有排便急迫感、肛门不

适、失禁等症状。正常人每日大约有9L液体进入胃肠道，通过肠道对水分的吸收，最终粪便

中水分仅约100～200ml。若进入结肠的液体量超过结肠的吸收能力或(和)结肠的吸收容量

减少，就会导致粪便中水分排出量增加，便产生腹泻。临床上按病程长短，将腹泻分急性和

慢性两类。急性腹泻发病急剧，病程在2～3周之内，大多系感染引起。慢性腹泻指病程在两

个月以上或间歇期在2～4周内的复发性腹泻，发病原因更为复杂，可为感染性或非感染性

因素所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世界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有百分之二十是腹泻造

成的。每年有一百八十万孩子死于腹泻。由于人们饮用食物不卫生，大量饮酒，冷热刺激或

暴饮暴食，近年来腹泻的临床发病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治疗腹泻的药物有许多种，

例如用针剂、西药、中药、中成药等等，这些药物在治疗腹泻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

在一定的不足，一是由于长时间的使用抗生素会产生副作用；二是使用针剂增加患者痛苦，

容易过敏，副作用大，患者不易接受；三是大多数人不喜欢服用或拒服药物，因而给治疗腹

泻带来了困难。现有技术中也公开了许多种治疗腹泻的外贴膏药，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是一

般只单一地对某一种类型的腹泻有效，而对其它类型的腹泻无效；二是治愈率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通过特定的穴位进行贴敷，治疗腹泻

的方法。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5] 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该中药组合物的组分包括：

[0006] 丁香、苍术、白术、豆蔻、砂仁、木香、焦山楂、芡实、茯苓、山药、薏苡仁、莱菔子、五

倍子。

[0007] 丁香性温，味辛。入肾、胃、肺经。功能：温中，暖肾，降逆。用于呃逆，呕吐，反胃，泻

痢，心腹冷痛。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丁香具有：1、抗胃溃疡：丁香可抑制大鼠实验性胃溃疡形

成。丁香挥发油和丁香酚可使胃黏液分泌显著增加，而酸度不增加。丁香酚可能是抗溃疡的

活性成分。2、健胃：丁香可缓解腹部胀气，增强消化能力，减轻恶心呕吐。3、抑制肠兴奋：丁

香水煎剂能抑制离体兔肠自发性收缩，并能对抗乙酰胆碱、组胺等对离体肠管的兴奋作用。

4、抗腹泻：丁香水提物和丁香酚能拮抗番泻叶或蓖麻油引起的大肠性腹泻与肠腔积液。

[0008] 苍术性温，味辛、苦。归脾、胃、肝经。功能：燥湿健脾；祛湿；明目。用于湿困脾胃；倦

怠嗜卧；脘痞腹胀；食欲不振；呕吐泄泻。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苍术具有1、调整胃肠运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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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2、较强的抗溃疡作用：能有效抑制胃酸分泌，增强胃黏膜保护作用。3、抑菌作用：苍术水

煎液有明显抗菌作用。

[0009] 白术性温、味苦、甘。归脾、胃经。功能：健脾益气，燥湿利水。用于脾虚食少，腹胀泄

泻。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白术具有：1、调整胃肠运动功能。2、增强机体免疫功能。3、抗应激，

炒白术具有抗疲劳和增强肾上腺皮质功能的作用。4、增强造血功能，炒白术有促进红系造

血祖细胞生成作用。5、利尿。6、抗氧化、延缓衰老作用。

[0010] 豆蔻性温，味辛。归肺、脾、胃经。功能：化湿行气，温中止呕，开胃消食。用于湿浊中

阻，不思饮食，湿温初起，胸闷不饥，寒湿呕逆，胸腹胀痛，食积不消。现代药理研究证明：1、

豆蔻煎剂对豚鼠离体肠管低浓度兴奋，高于1％浓度及挥发油饱和水溶液则均呈抑制作用。

2、豆蔻浸出液能使胃蛋白酶活力明显升高。3、调整胃肠运动功能。

[0011] 砂仁性温，味辛。归脾、胃、肾经。功能：化湿开胃，温脾止泻，理气。用于湿浊中阻，

腹痛痞胀、胃呆食滞、呕吐泄泻。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砂仁具有调节胃肠功能作用；具有促进

胃液分泌、增强胃肠蠕动、增强消化力的作用；还具有解痉止痛作用。

[0012] 木香性温，味辛、苦。归脾、胃、大肠、三焦、胆经。功能：行气止痛，健脾消食。用于胸

脘胀痛、泻痢后重、食积不消、不思饮食。现代药理研究证明：木香对胃肠道有兴奋或抑制双

向作用，有促进消化液分泌、利胆、松弛气管平滑肌、抑菌、利尿等作用。有解痉作用，能缓解

乙酰胆碱所致的豚鼠回肠痉挛。

[0013] 焦山楂性微温，味酸、甘。归脾、胃、肝经。焦山楂功能：开胃消食、化滞消积。用于肉

食滞积、症瘕积聚、腹胀痞满等。现代药理研究证明：焦山楂的主要成分是黄酮类物质,对心

血管系统、消化系统明显的药理作用。此外，焦山楂中含有机酸如氯原酸、咖啡酸及鞣质、鞣

酐、表儿茶酚、胆碱、乙酰胆碱、β谷甾醇、胡萝卜素及大量Vit  C等，焦山楂具有增强机体免

疫力，健脾胃、助消化的作用。

[0014] 芡实性平，味甘、涩。功能：补脾止泻、益肾固精、祛湿。用于脾虚久泻，遗尿尿频等

症。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芡实具有抗氧化、抗心肌缺血、延缓衰老、改善学习记忆、抗疲劳、抗

癌、改善血糖的作用。

[0015] 茯苓性平，味甘、淡。归心、肺、脾、肾经。功能：渗湿利水；健脾和胃；宁心安神。用于

呕吐；脾虚食少；泄泻。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茯苓有健脾、利尿、保肝、镇静、抗肿瘤作用。茯苓

多糖体能增强巨噬细胞功能，增强免疫功能；茯苓还具有抗溃疡、抗菌、降血糖、松弛离体肠

管及杀灭钩端螺旋体的作用。

[0016] 山药性平，味甘。入肺、脾、肾经；不燥不腻。功能；健脾补肺、益胃补肾、固肾益精、

助五脏、强筋骨、长志安神、延年益寿。用于脾胃虚弱、倦怠无力、食欲不振、久泄久痢、肺气

虚燥等病症。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山药具有促进干扰素生成和增加T细胞数的作用。山药能

显著抑制Cu2+对γ球蛋白的变性作用。山药还可消除尿蛋白，对突变细胞具有抑制产生的

作用。山药能补脾气而益胃阴，补肺益肾。

[0017] 薏苡仁性微寒，味甘、淡。归脾、胃、肺经。功能：利水渗湿、祛湿、健脾止泻。主治脾

虚泄泻、小便不利、水肿、脚气等证。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薏苡仁含薏苡仁油、薏苡仁酯、氨基

酸、脂肪油等。薏苡仁油及薏苡素有抑制肌肉收缩的作用，薏苡素还对中枢神经系统有镇

静、解热、降温和镇痛作用。薏苡仁浸出物能加强体液免疫，增强NK细胞活性或细胞毒性而

表现出抗病毒抗癌作用。另外实验证实其有诱发排卵的作用，并可降低血糖。从软壳的薏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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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麸皮中还发现一种热稳定的蛋白酶抑制剂。薏苡仁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力，健脾胃、助消

化的作用。

[0018] 莱菔子性平，味辛、甘。归肺、脾、胃经。功能：消食化积、除胀行滞，降气。用于饮食

停滞、脘腹胀痛、大便秘结、积滞泻痢。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莱菔子具有调节胃肠运动、降压、

解毒、抗癌作用。

[0019] 五倍子性寒，味酸、涩。归肺、大肠、肾经。功能：敛肺降火，止咳止汗，涩肠止泻，固

精止遗。功能：咳嗽，咳血，自汗，盗汗，久泻，久痢等。现代药理研究证明：五倍子具有收敛作

用：由于其中所含鞣酸的收敛作用而减轻肠道炎症，故可制止腹泻；同时五倍子具有强大的

抗菌作用：体外试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球菌以及伤寒、副伤寒、痢疾、炭疽、白

喉、绿脓杆菌等均有明显的抑菌或杀菌作用。

[0020] 本发明的药物配方严谨、内病外治。诸药合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具有健脾益

气、温中补虚止泻之功效。成本低廉，无毒副作用，使用方便，标本兼治，治病的同时还能提

高机体免疫力。

[0021]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中药组合物的组分及组分中重量份数如下：

[0022] 丁香4-8、苍术10-14、白术10-14、豆蔻10-14、砂仁10-14、木香4-8、焦山楂10-14、

芡实10-14、茯苓10-14、山药10-14、薏苡仁10-14、莱菔子10-14、五倍子16-20。

[0023]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中药组合物的组分及组分中重量份数如下：

[0024] 丁香5-7、苍术11-13、白术11-13、豆蔻11-13、砂仁11-13、木香5-7、焦山楂11-13、

芡实11-13、茯苓11-13、山药11-13、薏苡仁11-13、莱菔子11-13、五倍子17-19。

[0025]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中药组合物的组分及组分中重量份数如下：

[0026] 丁香8、苍术12、白术10、豆蔻12、砂仁13、木香6、焦山楂12、芡实13、茯苓14、山药

10、薏苡仁11、莱菔子14、五倍子18。

[0027] 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的制备方法，包括：

[0028] 研磨丁香、苍术、白术、豆蔻、砂仁、木香、焦山楂、芡实、茯苓、山药、薏苡仁、莱菔

子、五倍子，得到粉末混合物；

[0029] 将所述粉末混合物作为敷料，制成贴剂。

[0030]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在所述中药组合物中加入药学上可接受的辅料，然后放入

无纺布贴制成贴剂。

[0031] 进一步的，本发明所述制备方法还包括对原料分别进行洗涤、烘干的步骤。

[0032] 上述贴剂贴在神阙穴(肚脐)或足底涌泉穴即可达到治疗腹泻的效果。

[0033] 本发明根据祖国医学内病外治的原理，采用具有健脾益气、温中补虚止泻之功效

的纯中药，敷于特定的穴位上，通过药物刺激腧穴透过皮肤吸收，用于治疗轮状病毒感染、

沙门氏菌感染、细菌性痢疾、副溶血弧菌感染、葡萄球菌肠毒素性食物中毒、阿米巴病、肠变

态反应性疾病以及药物作用和化学中毒、功能性腹泻、吸收不良综合征及结肠憩室炎等引

起的腹泻，能够健脾益气、温中补虚止泻，迅速改善症状以达到治愈腹泻的目的，且无任何

毒副作用。它是中医疗法与现代高科技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外用贴剂，具有“无毒副作用、安

全、高效、方便、标本同治、增强体质”等特点。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34] 1 .本发明通过药物刺激腧穴，调整脏腑、气血、阴阳，具有静滴、肌注、口服等治疗

方法所没有的治疗效应，因而作用独特、疗效显著，尤其对输液、肌注或口服用药久治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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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腹泻，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0035] 2.对正在静滴或肌注治疗的腹泻，用本发明治疗能有效缩短病程，减少静滴或肌

注次数，提高治愈率，减少复发率。本发明的运用，在减少使用抗生素和解决耐药菌株问题

及避免滥用抗生素问题方面有一定意义。

[0036] 3.本发明配方精妙，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特点和腹泻病证的病因病机针对性强，效

果独特。

[0037] 4.本发明可减少或避免口服药对胃、肠、肝、肾等脏器的刺激及其毒副作用；减少

或避免静滴及肌注治疗带来的危险性、损伤性和痛苦性，具有不破坏人体正常组织的优点。

[0038] 5.本发明可改变小儿口服喂药或输液、肌注时出现的畏针拒药、哭闹、依从性差，

令家长苦恼的现状，对儿科的患者也非常适合。

[0039] 6、本发明对治疗腹泻疗程短、见效快，使用方便、便于携带，适合人群广泛。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41] 实施例1

[0042] 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该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组成：

[0043] 丁香5g、苍术10g、白术11g、豆蔻12g、砂仁11g、木香7g、焦山楂10g、芡实10g、茯苓

11g、山药12g、薏苡仁13g、莱菔子12g、五倍子16g。

[0044] 制备方法，包括：

[0045] 取丁香、苍术、白术、豆蔻、砂仁、木香、焦山楂、芡实、茯苓、山药、薏苡仁、莱菔子、

五倍子研磨成粉后，加入凡士林，然后放入无纺布贴制成贴剂。

[0046] 实施例2

[0047] 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该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组成：

[0048] 丁香6g、苍术12g、白术12g、豆蔻10g、砂仁10g、木香5g、焦山楂12g、芡实11g、茯苓

12g、山药13g、薏苡仁14g、莱菔子11g、五倍子18g。

[0049] 制备方法，包括：

[0050] 取丁香、苍术、白术、豆蔻、砂仁、木香、焦山楂、芡实、茯苓、山药、薏苡仁、莱菔子、

五倍子研磨成粉后，加入凡士林，然后放入无纺布贴制成贴剂。

[0051] 实施例3

[0052] 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该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组成：

[0053] 丁香8g、苍术10g、白术10g、豆蔻10g、砂仁10g、木香6g、焦山楂10g、芡实12g、茯苓

13g、山药14g、薏苡仁10g、莱菔子10g、五倍子16g。

[0054] 制备方法，包括：

[0055] 取丁香、苍术、白术、豆蔻、砂仁、木香、焦山楂、芡实、茯苓、山药、薏苡仁、莱菔子、

五倍子研磨成粉后，加入凡士林，然后放入无纺布贴制成贴剂。

[0056]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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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一种用于治疗腹泻的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该中药组合物由如下原料组成：

[0058] 丁香8g、苍术12g、白术10g、豆蔻12g、砂仁13g、木香6g、焦山楂12g、芡实13g、茯苓

14g、山药10g、薏苡仁11g、莱菔子14g、五倍子18g。

[0059] 制备方法，包括：

[0060] 取丁香、苍术、白术、豆蔻、砂仁、木香、焦山楂、芡实、茯苓、山药、薏苡仁、莱菔子、

五倍子研磨成粉后，加入凡士林，然后放入无纺布贴制成贴剂。

[0061] 实施例5

[0062] 本发明所述外用型中药组合物贴剂的疗效观察。

[0063] 将300例腹泻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150例，分别应用实施例制备的

中药组合物的贴剂及服用妈咪爱、蒙脱石散进行治疗。

[0064] 治疗方法：实验组每日晨起将所述贴剂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

贴剂贴在双足底涌泉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贴。治疗期间停止其他中西药治疗。对照组服

用妈咪爱、蒙脱石散，治疗期间停止其他中西药治疗。

[0065] 疗效观察：本发明在临床上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150例腹泻患者中，外用本发明

实施例4所述贴剂3天后，治愈140例，治愈率占93.3％，好转8例，显效率占0.05％，总有效率

为98.7％，无效2例，无效率占1.7％。对照组治愈率为75％，两组治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0066] 实施例6

[0067] 本发明所述贴剂的临床疗效观察：

[0068] 1、刘某，男，5岁，2018年2月3日初诊。腹泻7天，诊断：急性肠炎，口服头孢克肟颗

粒、妈咪爱及蒙脱石散，症状无明显改善，使用本发明实施例1贴剂治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

剂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贴剂贴在双足底涌泉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

贴。次日腹泻明显改善，继续按上述方法巩固治疗，2天后痊愈。

[0069] 2、王某，男，36岁，2018年3月14日初诊。腹泻反复发作2个月，诊断：慢性腹泻，静点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注射液，口服蒙脱石散及乳酸菌素片，症状稍改善仍反复腹泻，后求治

中医，间断服用中药半月余，仍每日腹泻2-3次，大便稀有黏液。使用本发明实施例2贴剂治

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剂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贴剂贴在双足底涌泉

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贴。五日后腹泻明显改善，继续按上述方法巩固治疗，10日后痊愈，

未再复发。

[0070] 3、向某，女，29岁，2018年3月17日初诊。呕吐、腹泻2～3天，诊断：急性胃肠炎，自服

肠炎宁胶囊、黄连素片，症状缓解不明显。使用本发明实施例3贴剂治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

剂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贴剂贴在双足底涌泉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

贴。第二天症状明显改善，继续按上述方法巩固治疗，3日后痊愈。

[0071] 4、余某，女，九个月，2018年4月6日初诊。腹泻5天，诊断为：急性肠炎，在义乌市中

心医院住院治疗5天，腹泻仍剧，解蛋花水样便，日十余次，精神差。在住院治疗的同时使用

本发明实施例4贴剂治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剂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

贴剂贴在双足底涌泉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贴。当晚症状明显改善，腹泻减轻；继续按上述

方法使用本发明巩固治疗，住院治疗3天后痊愈出院。

[0072] 5、程某，女，8岁，2018年5月2日初诊。发热、呕吐、腹泻3天，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在

义乌市某诊所静点哌拉西林舒巴坦钠注射液、口服布拉氏菌2天后，发热退，呕吐仍有，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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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家属改口服中药，并使用本发明实施例1贴剂治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剂贴在神阙穴

(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贴剂贴在双足底涌泉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贴。当晚无呕

吐，腹泻减轻，继续按上述方法使用本发明及口服中药3天后症状消失。

[0073] 6、李某，男，3岁，2018年5月25日初诊。腹泻反复发作4月余，诊断为：慢性腹泻，予

口服益生菌、多种消炎药间断治疗，效果不明显，腹泻仍有，日4-5次。予本发明实施例2贴剂

治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剂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贴剂贴在双足底涌泉

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贴。5日后复诊，症状明显改善，每日解一次大便，未成形，继续予本

发明治疗10天后痊愈。

[0074] 7、席某，女，65岁，2018年6月18日初诊。腹泻7天，诊断为：急性肠炎，在义乌市中医

院住院治疗，予静脉点滴、口服蒙脱石散及益生菌，腹泻仍4-5次/日，精神差。在原治疗的基

础上加本发明实施例1贴剂治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剂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

将所述贴剂贴在双足底涌泉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贴。次日腹泻一次，继续予本发明及原

治疗3天后，痊愈出院。

[0075] 8、汪某，男，2岁，2018年7月16日初诊。呕吐腹泻1天，诊断为：急性胃肠炎，予本发

明实施例2贴剂治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剂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贴剂

贴在双足底涌泉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贴。当晚呕吐止，无腹泻，继续使用本发明巩固治疗

3天，腹泻未再发。

[0076] 9、杨某，女，29岁，2018年8月21日初诊。有慢性腹泻反复发作10余年，诊断为：慢性

结肠炎，就诊时近10余天每日解黏液便10余次，在义乌市復元医院门诊静脉点滴抗菌素，口

服蒙脱石散，症状改善不明显，腹痛明显，予本发明实施例1贴剂治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剂

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贴剂贴在双足底涌泉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贴。

当晚即无腹痛、腹泻，第二天解黏液便3-4次，无腹痛，继续按上述方法使用本发明10天后，

诸症消失。

[0077] 10、方某，男，2个月，2018年10月3日初诊。腹泻10余天，诊断为：急性肠炎，在义乌

市妇幼保健院住院治疗10天后，因静脉滴注困难，家属转至我院求诊，予本发明实施例3贴

剂治疗：每日晨起将所述贴剂贴在神阙穴(肚脐)，睡前取下；睡前将所述贴剂贴在双足底涌

泉穴，晨起取下，一日两次贴。当晚无腹泻，继续按本方法贴敷2天后症状消失，继续巩固治

疗2天，症状未再复发。

[007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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