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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了具有舒筋活络作用的外用中

药组合物、热敷药包及外用中药制剂。外用中药

组合物，以质量份计，其原料配比为：艾叶15～

75、伸筋草15～60、透骨草15～60、威灵仙12～

44、羌活7～35、独活10～50、没药5～35、鸡血藤

15～80、桂枝10～55、生姜15～80、当归10～50、

红花10～45、续断10～70、骨碎补15～78、杜仲12

～55、茯苓8～48、麻黄草10～65、接骨木15～65。

中药组合物具有祛风除湿、温经通络、舒筋活血、

散寒止痛、消瘀散结等功效，有效提高了热敷治

疗效果，提高了中药组合物的普适性，对颈椎病、

肩周炎、腰椎病、关节炎、风湿骨病、运动伤、四肢

麻木、等各种疼痛症、手术后遗症、月经不调、盆

腔炎、附件炎、痛经、小叶增生、美容减肥等有良

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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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质量份计，该组合物包括

的原料配比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质量份计，该组合物包括的

原料配比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以质量份计，所述组合物包括

的原料配比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包括还包括：

海桐皮20～40   防风20～40      千年健20～40

路路通20～4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还包括：

千年健20～50    蒲公英15～4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包括还包括：

海风藤20～55    牛膝10～40   姜黄15～35

桑寄生10～40     仙灵脾20～4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还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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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10～30    琥珀15～45    夏枯草20～45。

8.一种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热敷药包，其特征在于，该热敷药包包括：

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

中药袋，用于盛放所述的外用中药组合物。

9.一种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制剂，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

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而成。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外用中药制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用中药制剂的剂型包括

药膏、粉剂、散剂、颗粒剂、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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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热敷药包及外用中药

制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属于中医中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

组合物、热敷药包及外用中药制剂。

背景技术

[0002] 热敷疗法通常是用热的物体如热水袋或热毛巾置于痛处来消除或减轻疼痛，这就

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治疗方法，它能使局部的温度升高、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加速，起到

消炎、消肿、祛寒湿、减轻疼痛、消除疲劳的作用。

[0003] 热敷疗法根据其治疗原理通常包括两种。一种是单纯利用物理温热作用，皮肤层

充满血管和毛细血管，当热的物质接触皮肤时，皮肤的血管即扩张充血，使机体代谢加快，

促进炎症的消散、吸收。热敷后肌肉内的废物也加快排泄而减少疲劳，缓解僵硬和痉挛，使

肌肉松弛而舒服。热也可使汗腺分泌增加，促进身体散热。另一种则是利用药理和物理的双

重作用，热敷的作用下，增强了局部新陈代谢，可使伤口迅速修复，形成新的皮肤，同时用药

液敷于患部，因水分和药液与皮肤的直接接触，药物有效成分就会渗透到组织中去，起到外

治给药的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申请在现有技术基础上，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研制出了一种具有舒筋活络作

用的外用中药组合物，以质量份计，该组合物包括的原料配比为：艾叶15～75、伸筋草15～

60、透骨草15～60、威灵仙12～44、羌活7～35、独活10～50、没药5～35、鸡血藤15～80、桂枝

10～55、生姜15～80、当归10～50、红花10～45、续断10～70、骨碎补15～78、杜仲12～55、茯

苓8～48、麻黄草10～65、接骨木15～65。该中药组合物具有祛风除湿、温经通络、舒筋活血、

散寒止痛、消瘀散结等功效，有效提高了热敷治疗效果，提高了中药组合物的普适性，对颈

椎病、肩周炎、腰椎病、关节炎、风湿骨病、运动伤、四肢麻木、等各种疼痛症、手术后遗症、月

经不调、盆腔炎、附件炎、痛经、小叶增生、美容减肥等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0005] 一些实施例提供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以质量份计，该组合物

包括的原料配比为：艾叶20～75、伸筋草20～60、透骨草20～60、威灵仙15～44、羌活10～

35、独活15～50、没药10～35、鸡血藤20～80、桂枝18～55、生姜20～80、当归18～50、红花18

～45、续断16～70、骨碎补20～78、杜仲18～55、茯苓12～48、麻黄草15～65、接骨木20～65。

[0006] 一些实施例提供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以质量份计，该组合物

包括的原料配比为：艾叶30～65、伸筋草30～50、透骨草30～50、威灵仙25～35、羌活15～

30、独活20～40、没药10～25、鸡血藤30～60、桂枝20～45、生姜30～40、当归20～35、红花20

～35、续断20～50、骨碎补30～35、杜仲24～40、茯苓15～40、麻黄草20～30、接骨木30～40。

[0007] 一些实施例提供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以质量份计，该组合物

包括的原料配比为：艾叶15～75、伸筋草15～60、透骨草15～60、威灵仙12～44、羌活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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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活10～50、没药5～35、鸡血藤15～80、桂枝10～55、生姜15～80、当归10～50、红花10～

45、续断10～70、骨碎补15～78、杜仲12～55、茯苓8～48、麻黄草10～65、接骨木15～65、海

桐皮20～40、防风20～40、千年健20～40、路路通20～40。

[0008] 一些实施例提供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以质量份计，该组合物

包括的原料配比为：艾叶15～75、伸筋草15～60、透骨草15～60、威灵仙12～44、羌活7～35、

独活10～50、没药5～35、鸡血藤15～80、桂枝10～55、生姜15～80、当归10～50、红花10～

45、续断10～70、骨碎补15～78、杜仲12～55、茯苓8～48、麻黄草10～65、接骨木15～65、千

年健20～50、蒲公英15～45。

[0009] 一些实施例提供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以质量份计，该组合物

包括的原料配比为：艾叶15～75、伸筋草15～60、透骨草15～60、威灵仙12～44、羌活7～35、

独活10～50、没药5～35、鸡血藤15～80、桂枝10～55、生姜15～80、当归10～50、红花10～

45、续断10～70、骨碎补15～78、杜仲12～55、茯苓8～48、麻黄草10～65、接骨木15～65、海

风藤20～55、牛膝10～40、姜黄15～35、桑寄生10～40、仙灵脾20～45。

[0010] 一些实施例提供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以质量份计，该组合物

包括的原料配比为：艾叶15～75、伸筋草15～60、透骨草15～60、威灵仙12～44、羌活7～35、

独活10～50、没药5～35、鸡血藤15～80、桂枝10～55、生姜15～80、当归10～50、红花10～

45、续断10～70、骨碎补15～78、杜仲12～55、茯苓8～48、麻黄草10～65、接骨木15～65、穿

山甲10～30、琥珀15～45、夏枯草20～45。

[0011] 另一方面，本申请一些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热敷药包，该热

敷药包包括本申请实施例公开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中药袋，用于盛放

外用中药组合物。

[0012] 又一方面，本申请一些实施例还公开了一种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制剂，

该中药制剂由本申请实施例公开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制备而成。

[0013] 进一步，本申请一些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制剂，该外

用中药制剂的剂型包括药膏、粉剂、散剂、颗粒剂、汤剂。

[0014]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热敷药包及外用中药

制剂，具有祛风除湿、温经通络、舒筋活血、散寒止痛、消瘀散结等功效，有效提高了热敷治

疗效果，提高了中药组合物的普适性，对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病、关节炎、风湿骨病、运动

伤、四肢麻木、等各种疼痛症、手术后遗症、月经不调、盆腔炎、附件炎、痛经、小叶增生、美容

减肥等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在这里专用的词“实施例”，作为“示例性”所说明的任何实施方式不必解释为优于

或好于其它实施方式。本文实施方式中性能指标测试，除非特别说明，采用本领域常规试验

方法。应理解，本文中所述的术语仅仅是为描述特别的实施方式，并非用于限制本申请公开

的内容。

[0016]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本文使用的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相同含义；作为本文中的其它未特别注明的原材料、试剂、试验方法和

技术手段均指本领域内普通技术人员通常使用的原材料和试剂，以及通常采用的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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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手段；本文述及的中药组合物，通常是指由中药原料组成的；本文述及的原料药的含

量，例如艾叶15，是指艾叶的质量份数为15，可以是以克、千克等质量单位表示的数值，其余

相同。

[0017] 本公开所用的术语“基本”和“大约”用于描述小的波动。例如，它们可以是指小于

或等于±5％，如小于或等于±2％，如小于或等于±1％，如小于或等于±0.5％，如小于或

等于±0.2％，如小于或等于±0.1％，如小于或等于±0.05％。浓度、量和其它数值数据在

本文中可以以范围格式表示或呈现。这样的范围格式仅为方便和简要起见使用，因此应灵

活解释为不仅包括作为该范围的界限明确列举的数值，还包括该范围内包含的所有独立的

数值或子范围。例如，“1～5％”的数值范围应被解释为不仅包括1％至5％的明确列举的值，

还包括在所示范围内的独立值和子范围。因此，在这一数值范围中包括独立值，如2％、

3.5％和4％，和子范围，如1～3％、2～4％和3～5％等。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仅列举一个数

值的范围。此外，无论该范围的宽度或所述特征如何，这样的解释都适用。

[0018] 在本公开，包括权利要求书中，所有连接词，如“包含”、“包括”、“带有”、“具有”、

“含有”、“涉及”、“容纳”等被理解为是开放性的，即是指“包括但不限于”。只有连接词

“由...构成”和“由...组成”是封闭连接词。

[0019] 为了更好的说明本申请内容，在下文的具体实施方式中给出了众多的具体细节。

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理解，没有某些具体细节，本申请同样可以实施。在实施方式中，对于

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一些方法、手段、仪器、设备、原料组成、分子结构等未作详细描述，

以便于凸显本申请的主旨。

[0020] 本申请实施方式公开的组合物包括的中药原料，药性药理如下。

[0021] 艾叶，全草入药，有温经、去湿、散寒、止血、消炎、平喘、止咳、安胎、抗过敏等作用。

[0022] 伸筋草，味苦、微辛，性温。归肝、脾、肾经。有祛风除湿，舒筋活络的功效。主治关节

酸痛，屈伸不利。

[0023] 透骨草，味甘、辛、性温，归肺、肝经。具有活血化瘀、利尿解毒、通经透骨功效，主风

湿痹痛，筋骨挛缩、寒湿脚气、腰部扭伤、瘫痪、闭经、阴囊湿疹、疥疮肿毒。

[0024] 威灵仙，味辛、咸，性温。归膀胱经。有祛风湿，通经络的作用。主治风湿痹痛，肢体

麻木，筋脉拘挛，屈伸不利。

[0025] 羌活，味辛、苦，性温。归入膀胱、肾经。具有解表散寒、祛风胜湿、止痛功效。主治风

寒感冒，风寒湿痹，项强筋急，骨节酸疼，风水浮肿，痈疽疮毒。

[0026] 独活，味辛、苦，性微温；归肾、膀胱经；祛风除湿，痛痹止痛；用于风寒湿痹，腰膝疼

痛，少阴伏风头痛，风寒挟湿头痛。

[0027] 没药，味辛、苦，性平。归心、肝、脾经。具散瘀定痛、消肿生肌功效。主治胸痹心痛，

胃脘疼痛，痛经经闭，产后瘀阻，癥瘕腹痛，风湿痹痛，跌打损伤，痈肿疮疡等。

[0028] 鸡血藤，味苦、甘，温。归肝、肾经。具活血补血、调经止痛、舒筋活络功效。主治月经

不调，痛经，经闭，风湿痹痛，麻木瘫痪，血虚萎黄。

[0029] 桂枝，味辛、甘，性温。归肺、心、膀胱经。具发汗解表、散寒止痛、通阳化气功效。主

治风寒感冒、寒凝血滞诸痛症、痰饮、蓄水证、心悸。

[0030] 生姜，味辛，性微温。归肺、脾、胃经。具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解毒功效。

主治风寒感冒，脾胃寒症，胃寒呕吐，肺寒咳嗽，解鱼蟹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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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当归，别名干归；味甘、辛、苦，性温；归心、肝、脾经；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

燥滑肠的功效；主治血虚诸证，月经不调，经闭，痛经，症瘕结聚，崩漏，虚寒腹痛，痿痹，肌肤

麻木，肠燥便难，赤痢后重，痈疽疮疡，跌扑损伤。

[0032] 红花，别名红蓝花、刺红花、草红花；味辛，性温；归心、肝经；具有活血能经、祛瘀止

痛的功效；主治经闭，痛经，产后瘀阻腹痛，胞痹心痛症瘕积聚，跌打损伤，关节疼痛，中风偏

竣，斑疹。

[0033] 续断，性微温，味苦、辛；归肝、肾经；有补肝肾、强筋骨、续折伤、止崩漏的功效，可

用于治疗肝肾不足、腰膝酸软、风湿痹痛、筋伤骨折、崩漏、胎漏、跌扑损伤等病症；其中酒续

断多用于风湿痹痛、筋伤骨折、跌扑损伤，盐续断多用于腰膝酸软。

[0034] 骨碎补，性温，味苦；用于肾虚腰痛、肾虚久泻、耳鸣耳聋、牙齿松动、跌扑闪挫、筋

骨折伤、补肾强骨、续伤止痛，外治斑秃、白癜风。

[0035] 杜仲，味甘，性温；归肝、肾、胃经；功效补益肝肾、强筋壮骨、调理冲任、固经安胎；

治疗肾阳虚引起的腰腿痛或酸软无力，肝气虚引起的胞胎不固，阴囊湿痒等症。炒杜仲是指

熟杜仲，生杜仲用盐水淋喷拌匀，待吸尽，再用文火炒至黄褐色入药。

[0036] 茯苓，味甘、淡，性平。归心、肺、脾、肾经。具利水渗湿，健脾，宁心。主治水肿尿少，

痰饮眩悸，脾虚食少，便溏泄泻，心神不安，惊悸失眠。

[0037] 麻黄草，性辛、微苦，温。归肺经、膀胱经。具发汗解表、宣肺平喘、利水消肿功效。主

治风寒表实证，胸闷喘咳，风水浮肿，风湿痹痛，阴疽，痰核。

[0038] 接骨木，性味甘苦，平。具祛风、利湿、活血、止痛功效。主治治风湿筋骨疼痛，腰痛，

水肿，风痒，瘾疹，产后血晕，跌打肿痛，骨折，创伤出血。

[0039] 本申请实施例公开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采用艾叶、伸筋草、透

骨草、威灵仙、羌活和独活作为祛风湿组合物，达到祛风除湿、散寒活络、止痛的功效。

[0040] 本申请实施方式中，采用没药、鸡血藤作为活血祛瘀药物组合，达到活血、祛除淤

血的功效。

[0041] 本申请实施方式中，采用羌活、桂枝、生姜作为辛温解表药物组合，利用其发汗作

用，达到发散风寒、温经通阳、燥湿止痛的功效。

[0042] 本申请实施方式中，采用当归、鸡血藤和红花作为补血药物组合，达到补血活血、

调经、止痛、润肠通便的作用。

[0043] 本申请实施方式中，采用续断、骨碎补作为助阳药物组合，达到内补肝肾、续接筋

骨的功效。

[0044] 本申请实施方式中，采用独活、杜仲作为温里药物组合，起到助阳、散寒止痛、补益

肝肾、强筋壮骨的功效。

[0045] 本申请实施方式中，采用茯苓、麻黄草、接骨木作为补充外用药物组合，达到适当

的清热、收敛、静心、止血定痛的功效。

[0046] 作为可选实施方式，可以增加中药组成组份以便强化不同的治疗功效。

[0047] 本申请实施方式公开的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可以依照传统中药

的制药方式，制成药膏、粉剂、颗粒剂、散剂，作为外敷药物制剂使用。

[0048] 作为一些实施方式，本申请实施例公开的外用药物组合物可以经过溶剂提纯方

法，将组合物中的有效成分进行提纯、分离，作为汤剂使用。通常可以采用适合进行药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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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的溶剂作为提纯本公开组合物的溶剂，该溶剂包括无机溶剂，例如水，包括有机溶剂，例

如乙醇。作为提纯方法，可以参照通常中药提纯工艺方法进行。本文述及的汤剂，既可以包

括依照传统方法煎制的中药汤剂，也包括将组合物进行提纯得到的浓缩液，以及以浓缩液

进行调配的稀释后的液体混合物。该液体混合物中通常包括从组合物中提取的有效中药成

分以及适量的添加剂。

[0049]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外用药物组合物可以依照如下方法煎煮成汤剂：

[0050] (1)选择煎药容器，以沙锅、搪瓷器皿、不锈钢为适合；

[0051] (2)先用冷水浸泡组合物20～30分钟，加入凉水，煎药用水量一般以浸过药面2～3

厘米为宜；

[0052] (3)煮沸后再煎20分钟；煎药时要搅拌几次，每副中药一般煎2次，第2煎中药可以

用热水，煮沸后时间比第一次略短。

[0053]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将采用外用药物组合物制成的汤剂加热至一定的温度，例如

60～70℃，利用该加热至一定的温度的汤剂反复洗涤待治疗部位，可以达到治疗效果。中药

热敷疗法利用温热之力使药物药性通过体表透入经络、血脉，具有药物和热敷双重功效，直

达病灶，疗效显著，操作简单。

[0054]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外用药物组合物可以粉碎成颗粒状，混合均匀，待用。

[0055] 通常采用具有透气透湿性能的材料制作中药袋，以便水渗入中药袋中，也便于药

物组合物在水的作用下产生的药剂从中药袋中渗出。通常可以采用针织布、无纺布等布料

制作中药袋。

[0056] 通常外用药物组合物装入中药袋，得到用于热敷治疗的热敷药包。通常热敷药包

在锅中蒸或煮一定的时间，让水充分浸泡药物组合物。通常中药袋中水的含量要适量，水量

过多，会造成药水漏出或滴出，烫伤皮肤，过少则产生的药剂量过少，影响热敷治疗效果。

[0057] 通常热敷药包的加热温度需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以免烫伤皮肤。

[0058]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外用药物组合物粉碎成颗粒状，然后将其混匀，装入中药袋

中，封口备用。作为可选实施方式，通常价格颗粒状药物组合物装入布袋内，约为布袋容积

的1/3，封口；使用前用冷水浸泡45分钟，将药物颗粒完全浸透，再将浸透的中药包拧干，放

入蒸锅内，水煮蒸透；冷却到60～70℃，备用。通常中药袋的大小根据治疗部位大小确定，以

便完全覆盖治疗部位。通常热敷治疗每天进行1～2次，每次热敷时间45分钟左右，每个热敷

药包可以使用多次，例如2次、3次、4次等。

[0059] 以下为患者治疗案例摘录，患者有不同的症状，针对不同的症状，适当抓取本申请

公开的组合物，持续敷用，直至症状消失。

[0060] 实施例1

[0061] 患者石某，男，年龄37岁，在受凉劳累后出现腰部酸痛或胀痛，部分刺痛或灼伤、劳

累时加重，休息时减轻；活动过度加重，不能坚持弯腰工作，腰部活动受限。诊断为腰肌劳

损。腰肌劳损多是由于过度劳累局部血脉不通引起，多活动以后症状减轻，跟长期重体力劳

动有关系，中药热敷具有温经活络，疏散寒邪，消肿止痛的功效，对于腰肌劳损有很好的治

疗作用。

[0062] 采用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药物组合物，包括艾叶15g、伸筋草20g、透骨草15g、

威灵仙15g、羌活15g、独活15g、没药15g、鸡血藤50g、桂枝45g、生姜50g、当归10g、红花3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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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断10g、骨碎补46g、杜仲12g、茯苓18g、麻黄草10g、接骨木15g。

[0063] 将上述药物组合物制作成药粉颗粒，装入中药袋，浸泡，拧干，放入蒸锅内蒸煮，用

棉布包裹敷于患处，每日一至两次，每次30～40分钟，患者经过中药热敷包热敷腰部，5个疗

程彻底治愈。

[0064] 实施例2

[0065] 患者王某，男，58岁，患者主诉2015年10月晚上睡觉右手指有点麻，白天向左右侧

转头练习后，发现肩膀和后脊全疼，现做针炙治疗，肩颈疼痛有好转，但是不做针炙时疼痛

反复发作。到医院检查CT确诊为椎间盘膨出颈椎病。初步诊断：颈椎间盘彭出。

[0066] 颈椎间盘彭出对脊髓可以造成压迫，但目前处于疾病早期阶段，首先避免长时间

久坐，适当户外运动，颈部适当活动。用中药热敷于颈部是一种物理的方法，药物营养神经

止痛，见效快，疗效好，无毒副作用，有效地驱除致痛因子，消除炎症，并能延缓颈椎间盘老

化的速度。

[0067] 采用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药物组合物热敷治疗，中药组合物包括：艾叶35g、

伸筋草30g、透骨草35g、威灵仙30g、羌活30g、独活30g、没药5g、鸡血藤32g、桂枝25g、生姜

15、当归20g、红花10g、续断24g、骨碎补35g，杜仲12g、茯苓8g、麻黄草25g、接骨木15g。作为

较为优选实施方式，可以增加海桐皮30g、防风30g、千年健30g、路路通30g。

[0068] 将上述诸药其粉碎置入自制的布袋中，淋水，放入蒸锅内蒸热用棉布包裹敷于患

处，每一至二次，每次30～40分钟。

[0069] 患者王某经过用中药热敷包热敷于颈部之后方十个疗程(4天为一个疗程)，颈椎

间盘彭出基本消失。

[0070] 实施例3

[0071] 患者金某，女，37岁，患者主诉常伴有下腹部坠痛或腰骶部酸痛，阴道分泌物增多，

排尿困难，月经异常，易感疲乏，精神萎靡不振及失眠多梦的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初步诊断：

慢性盆腔炎。

[0072] 采用本申请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热敷治疗，中药组合物包括：艾

叶40g、伸筋草40g、透骨草40g、威灵仙35g、羌活25g、独活25g、没药20g、鸡血藤30g、桂枝

30g、生姜30g、当归25g、红花35g、续断25g、骨碎补15g、杜仲25g、茯苓15g、麻黄草10g、接骨

木15g。作为较为优选实施方式，可增加千年健30g、蒲公英25g。

[0073] 将上述诸药共粉碎置入自制的布袋中，淋水，放入蒸锅内蒸热，用棉布包裹敷于患

处，每日一至二次，每次30～40分钟。

[0074] 盆腔炎是指女性生殖器官子宫周围结缔组织及盆腔腹膜的炎症，细菌逆行感染，

通过子宫输卵管而到达盆腔，在女性当中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它可给女性正常的生活及健

康都带来很大的影响，固此当女性患上盆腔炎后，要及时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治疗，而治疗

盆腔炎有很多疗法，其中中药热敷能够彻底根除病源，避免复发的可能性，中药热敷于臀部

和腹部可起到促进周围血液循环，促进机体各种物质的新陈代谢，加强局部抵抗力，消热解

毒，行气活血，祛瘀通络止痛，对各种炎症反应皆有良好的疗效。

[0075] 患者金化巧经过中药包热敷于臀部和腹部八个疗程完全治愈，至今慢性盆腔炎没

有复发过。

[0076]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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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患者张某，男，56岁，患者主诉7天前突然出现腰部疼痛，呈放射性酸胀痛，伴全身

乏力、纳差，平睡时疼痛加重，活动劳累时疼痛加重，卧床休息后稍缓解，无双下肢疼痛、麻

木感，遂到当地诊所服用相关消炎止痛药后，在家休息。1天前，上述症状再发并加重，不能

站或坐，疼痛加剧不能忍，为进一步治疗，遂于今天我院门诊就诊。初步诊断：腰椎骨质增

生。

[0078] 骨质增生也称为骨刺，长期过度剧烈的运动或活动是诱发骨质增生的基本原因之

一。骨质增生本质是人体骨骼的一种“衰老”现象，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骨质增生的根本

原因就是缺钙，补钙质是非常必须的，但是只靠补钙无法阻止骨质增生。中药热敷治疗利用

药物加热后热能及药物本身的作用，具有双重功效，中药具有的活血通络、祛风除湿的作

用，热敷可使皮肤黏膜充血扩张，使药的有效成分能渗透到腰部的组织内，两者协同作用可

加速局部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减轻静脉瘀滞，降低骨内压力，缓解疼痛和肿胀，从而达到

治愈的作用。

[0079] 采用本申请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热敷治疗，中药组合物包括：艾

叶35g、伸筋草35g、透骨草15g、威灵仙30g、羌活25g，独活25g、没药20g、鸡血藤20g、桂枝

30g、生姜15g、当归20g、红花20g、续断10g、骨碎补35g、杜伸30g、茯苓8g、麻黄草10g、接骨木

15g。作为较为优选实施方式，可以增加海风藤35g、牛膝20g、姜黄30g、桑寄生30g、仙灵脾

30g。

[0080] 以上中药粉碎装入自制的布袋中，药包淋水，放入蒸锅内蒸热，用棉布包裹外敷于

腰部患处，每天一至二次，每次45分钟，4天为一个疗程。

[0081] 患者张某经过用中药热敷包热敷于腰部，治疗了十个疗程(4天为一个疗程)，腰椎

骨质增生基本痊愈。

[0082] 实施例5

[0083] 患者吕某，女，50岁，患者自述经常是乳房胀痛，经期前胀痛加重，还有些刺痛感，

自己用手摸起来感觉乳房里面有肿块，腋窝下也有硬块。初步诊断：乳腺小叶增生。

[0084] 乳腺小叶增生疾病，即乳痛症。乳腺腺病和乳腺囊性增生，统称为乳腺结构不良，

主要是情志、肝气郁结导致，本病多发于中年妇女。中药包外敷治疗小叶增生疾病，利用中

医内病外治的方法，见效快，无副作用，无痛苦，由表及里，清热解毒，消肿化瘀，通络止痛，

与其传统的方法相比，效果明显而不复发，是有临床治愈率高的效果，治愈率可达90％以

上。

[0085] 采用本申请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热敷治疗，中药组合物包括：艾

叶30g、伸筋草35g、透骨草30g、威灵仙30g、羌活20g、独活20g，没药20g、鸡血藤15g、桂枝

25g、当归20g、红花40g、杜仲15g、茯苓20g、麻黄草25g、接骨木10g。作为较为优选实施方式，

可增加穿山甲20g、琥珀30g、夏枯草30g。

[0086] 将上述诸药共粉碎置入自制的布袋中，淋水，放入蒸锅内蒸热，用棉布包裹敷于患

处，每日一至二次，每次30～40分钟。

[0087] 患者吕钧芬经过用中药包热敷于胸部四个疗程(4天为一个疗程)彻底治愈。

[0088] 实施例6

[0089] 患者孙某，男，年龄50岁，患者自述无明显诱因出现腰骶部疼痛，伴下肢放射性疼

痛，劳累后加重，卧床休息减轻，曾口服止痛药物治疗后症状好转。今来腰骶部及左下肢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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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再次发作，并逐渐加重，左下肢疼痛部位集中在左臀部，大腿后侧。初步诊断为腰椎盘突

出症，腰椎骨性关节炎。

[0090] 腰椎间盘突出的主要病因病机是肾气虚伤，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结于筋脉肌骨不

散，加之劳伤过度，扭闪挫跌，复致经脉受损瘀阻经络，不通为痛。通过中药热敷疗法直接外

敷于病变部位，刺激肌肤，开启理、疏通经络，使药力直达病所共奏祛寒除湿，通痹止痛之

功。通过热力，可促进机体腠理疏通，气血流畅，脉络调和，从而达到消肿止痛的作用。

[0091] 采用本申请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治疗，包括艾叶40g、伸筋草30g、

透骨草30g、独活30g、威灵仙25g、羌活25g、没药15g、鸡血藤40g、桂枝30g、生姜50g、当归

10g、红花38g、续断10g、骨碎补40g、杜仲20g、茯苓25g、麻黄草10g、接骨木35g。作为较为优

选实施例，可以额外增加牛膝30g。

[0092] 将上述诸药共粉碎置入自制的布袋中，淋水，放入蒸锅内蒸热，用棉布包裹敷于患

处，每日一至二次，每次30～40分钟。

[0093] 患者经过中药热敷包热敷腰部十个疗程基本康复，至今有5年时间没有复发过此

痛。

[0094] 实施例7

[0095] 患者许某，男，年龄：38岁，患者主诉左侧肩部一处或几处疼痛不适，夜间比白天痛

的厉害，劳累后更容易加剧。疼痛的程度差异很大，有的钝痛，有的似刀割样痛，也有的为针

刺样或牵拉样痛，疼痛范围大部分较广泛，多数疼痛延伸到手臂和肩后，疼痛厉害时，肩关

节周围肌呈明显痉挛，严重时手不能梳头，甚至不能穿衣服。初步诊断为肩周炎。

[0096] 肩周炎属中医学“痹症”的范畴，俗称“冻结肩”、“漏肩风”、“肩凝症”或“冷骨风”，

因好发于中老年人，故又名“五十肩”。此症发病率高，病程长，临床通常采用局部封闭及对

症治疗，远期疗效欠佳。相对而言，中药热敷是一种较理想的方法，见效快，疗效好，无毒副

作用。有效地驱除致痛因子，消除炎症并能延缓关节老化的速度。

[0097] 采用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治疗，组合物包括：艾叶30g、伸筋草

30g、透骨草30g、威灵仙20g、羌活15g、独活10g、没药10g、鸡血藤25g、桂枝30g、生姜30g、红

花12g、当归12g、续断25g、骨碎补40g、杜仲30g、茯苓25g、麻黄草20g、接骨木25g。

[0098] 将上述诸药共粉碎置入自制的布袋中，淋水，放入蒸锅内蒸热，用棉布包裹敷于患

处，每日一至二次，每次30～40分钟。

[0099] 患者经过中药热敷包热敷于颈部和肩周部位6个疗程，彻底治愈。

[0100] 实施例8

[0101] 患者李某，女，64岁，患者自述颈项部疼痛20天，加重4天，为主诉患者20天前无明

显诱因出现颈项部疼痛，未予重视，休息后症状未见缓解，自服活血止痛药后颈项部疼痛缓

解，停药后复发，就诊于人民医院，行颈椎MRI提示：C6～7椎间盘轻度突出，未曾治疗，4天

来，患者上述症状逐渐加重。初步诊断为项痹症，气滞血瘀。颈椎间盘突出，颈项部疼痛，颈

椎活动轻度受限，偶见头痛头晕，未见晕厥，无夜间加重，无双下肢踩棉花样感。

[0102]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的颈段脊柱慢行性变，常在中年以后发生，男性多于女性。病人

常以颈肩臂痛、头痛、头晕、耳鸣等为主诉，主要原因是颈椎间盘退变，椎体间松动，椎体边

缘骨质增生，压迫和刺激了神经根、颈段脊髓，自主神经，椎动脉及邻近软组织而引起的一

系列症状和体征。中医认为本病的发生主要由于颈部伤筋后，又复感风寒湿邪所致的“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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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迫以温经散寒，祛风除湿止痛。中药热敷具有直达患处、靶向治疗的效果，药物作用不

需要通过血液循环抵达患处，直接在发病部位通过皮肤的吸收而直接抵达病灶，能够以最

快的速度，最大的药效作用到机体，快速对患病部位进行治疗和修复。

[0103] 采用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治疗，治疗方案：艾叶50g、伸筋草50g、

透骨草50g、威灵仙50g、羌活40g、独活40g、没药30g、鸡血藤50g、桂枝30g，生姜45g、当归

30g、红花45g、续断14g、骨碎补25g、杜仲20g、茯苓15g、麻黄草30g、接骨木20g。作为较为优

选的实施方案，可以增加川芎50g、葛根50g。

[0104] 将上述诸药共粉碎置入自制的布袋中，淋水，放入蒸锅内蒸热，用棉布包裹敷于患

处，每日一至二次，每次30～40分钟。

[0105] 患者李某经过用本实施例中药热敷包热敷于颈部和肩周部位十二个疗程基本康

复，至今未复发。

[0106] 实施例9

[0107] 患者芦某，女，66岁，患者主诉双膝疼痛30天，行走困难，检查提示双膝关节明显肿

胀，按压时疼痛较甚，X光片可见双膝关节重度骨质增生，B超检查显示双膝关节腔内有大量

积液。初步诊断：双膝关节退变性骨质增生伴重度滑膜炎。

[0108] 膝关节骨质增生重度滑膜炎属中医“痹症”范畴，是由于患者年老体衰，肝肾不足，

筋骨失养，加之久劳伤筋累骨，风寒湿邪乘虚侵袭，使关节导致气血运行受阻；或由于伤后

气血瘀滞不宣，聚瘀成痰，致使经络不通，关节肿痛，活动不力。而中药热敷治疗是利用药物

加热后热能及药物本身的作用，具有双重功效，所用中药具有活血通络，祛风除湿的作用，

热能可使皮肤黏膜充血扩张。使药的有效成分能渗透到关节组织内，两者协同作用可加速

局部血液和淋巴液的循环，减轻静脉瘀滞，降低骨内压力，促进关节积液吸收，缓解疼痛和

肿胀，从而达到治愈的作用。

[0109] 采用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热敷治疗，中药组合物包括艾叶35、伸

筋草35g、透骨草35g、威灵仙35g、羌活15g、独活20g、没药15g、鸡血藤30g、桂枝15g、生姜

30g、当归20g、红花20g、续断20g、骨碎补30g、杜仲20g、茯苓18g、麻黄草22g、接骨木30g。作

为较为优选实施方式，可以增加乳香15g、车前草20g。

[0110] 将以上中药上粉碎装入自制的布袋中，药包淋水，放入蒸锅内蒸热，用棉布包裹外

敷于膝关节患处，每日一至二次，每次45分钟，4天为1个疗程。

[0111] 患者芦某经过中药热敷包热敷于双膝关节部位8个疗程完全治愈，至今没有出现

不适行为。

[0112] 实施例10

[0113] 患者张某，女，35岁，患者自述经前或经期小腹胀痛，怕按、乳房胀痛，经行不畅，经

色紫暗，有血块，身体怕冷，少伴有抑郁或易怒等情绪症状。初步诊断：痛经。

[0114] 中医认为：“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痛经是病机就是如此，痛经是因为气血不通，不

通便产生了疼痛，而气血不通的根本是寒邪所致。血流凝结成块，流速缓慢，当下而不能下，

月经不畅就会产生痛经。上述患者描述属于气滞血瘀型痛经，采用中药包热敷于臀部和腹

部，有促进血液通畅，使血液的淤积阻滞现象得以抒散，有效暖宫、温经活血，行气止痛，从

而达到较好的止痛效果。

[0115] 采用具有舒筋活络功能的外用中药组合物热敷治疗，中药组合物包括：肉桂9g、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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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15g、艾叶30g、红花30g、鸡血藤35g、桂枝25g、生姜35g、杜仲28g、茯苓20g，伸筋草30g、威

灵仙20g、羌活22g、独活15g、没药15g、透骨草15g、续断10g、骨碎补15g、接骨木15g。作为较

为优选实施方式，可以增加益母草30g、延胡锁30g、玉灵脂15g。

[0116] 将上述诸药共粉碎置入自制的布袋中，淋水，放入蒸锅内蒸热，用棉布包裹敷于患

处，每日一至二次，每次30-40分钟。

[0117] 患者张某，经过用中药包热敷于臀部和腹部五个疗程完全治愈。

[0118] 本申请公开的技术方案和实施例中公开的技术细节，仅是示例性说明本申请的发

明构思，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限定，凡是对本申请公开的技术细节所做的替换或改变，都与

本申请具有相同的发明构思，都在本申请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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