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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治疗脱发的药物，其包括

口服药和外用药，所述口服药包括下述重量份数

的中药原料：龟板、鳖甲、制首乌、生地黄、熟地

黄、枸杞、山萸肉、女贞子、当归、桑椹、天麻、菟丝

子、旱莲草、香附、白癣皮、羌活、赤芍、骨碎补、覆

盆子、丹参、酸枣仁、柴胡、茵陈、侧柏叶、冬桑叶、

细辛、鸡肾参、蜈蚣。本发明治疗脱发的药物配合

口服药和外用药同时使用，且口服药按照一定的

配比配伍组方，各组分通过相互协同，具有健肾

生发、养血解郁、祛脂活血、清热凉血之功效，对

脱发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对脂溢性脱发、斑秃、

全秃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本技术方案中的中药

均采用天然的中药原料，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毒副

作用，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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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脱发的药物，其特征在于，其由口服药和外用药组成，所述口服药的中药原

料由下述重量份数组成：龟板40～400份、鳖甲40～400份、制首乌40～400份、生地黄30～

300份、熟地黄30～300份、枸杞30～300份、山萸肉30～300份、女贞子30～300份、当归30～

300份、桑椹30～300份、天麻30～300份、菟丝子26～260份、旱莲草26～260份、香附26～260

份、白鲜皮26～260份、羌活26～260份、赤芍26～260份、骨碎补26～260份、覆盆子26～260

份、丹参26～260份、酸枣仁26～260份、柴胡20～200份、茵陈20～200份、侧柏叶20～200份、

冬桑叶20～200份、细辛15～150份、鸡肾参10～100份、蜈蚣8～80份；所述外用药的中药原

料由下述重量份数组成：骨碎补10～30份、全蝎10～30份、细辛10～20份、蜈蚣2～3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脱发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服药的中药原料由下述

重量份数组成：龟板200～280份、鳖甲170～250份、制首乌170～250份、生地黄160～230份、

熟地黄160～230份、枸杞150～210份、山萸肉150～210份、女贞子135～205份、当归130～

200份、桑椹130～200份、天麻125～185份、菟丝子120～180份、旱莲草118～175份、香附118

～175份、白鲜皮104～160份、羌活104～160份、赤芍104～160份、骨碎补104～160份、覆盆

子104～160份、丹参104～160份、酸枣仁100～160份、柴胡95～130份、茵陈95～130份、侧柏

叶95～130份、冬桑叶95～130份、细辛60～100份、鸡肾参45～65份、蜈蚣35～50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脱发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服药的中药原料由下述

重量比组成：龟板：鳖甲：制首乌：生地黄：熟地黄：枸杞：山萸肉：女贞子：当归：桑椹：天麻：

菟丝子：旱莲草：香附：白鲜皮：羌活：赤芍：骨碎补：覆盆子：丹参：酸枣仁：柴胡：茵陈：侧柏

叶：冬桑叶：细辛：鸡肾参：蜈蚣为4：4：4：3：3：3：3：3：3：3：3：2.6：2.6：2.6：2.6：2.6：2.6：

2.6：2.6：2.6：2.6：2：2：2：2：1.5：1：0.8。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治疗脱发的药物，其特征在于，口服药中的中药原

料可与载体结合制备成丸剂、胶囊剂、口服液、散剂或颗粒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治疗脱发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口服药中的中药原料用水

或者蜂蜜制成水丸或蜜丸服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治疗脱发的药物，其特征在于，外用药中的中药原料在乙醇中

浸泡3～7天后，得到的浸出液即可使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治疗脱发的药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乙醇的浓度为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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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脱发的药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中药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治疗脱发的药物。

背景技术

[0002] 脱发是头发脱落的现象，有生理性及病理性之分。生理性脱发指头发正常的脱落；

病理性脱发是指头发异常或过度的脱落。常见的脱发包括斑秃、脂溢性脱发等，前者又称圆

形脱发，民间叫做“鬼剃头”，指患者头部突然出现圆形或椭圆形“秃头斑”，尚无自觉症状，

肉眼观察患处毛发脱失、皮肤无异常；后者头皮往往油腻发亮并有大量头屑，呈灰白色糠秕

状，头发干燥、光泽缺失、感觉瘙痒，常同前额两侧和头顶部开始对称性脱发，逐渐变稀变

细、毛囊萎缩，导致永久性不能再生。无论男女，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脱发，大量掉头发，都是

很苦恼的事情。

[0003]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工作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因用脑过度、精

神过度紧张造成头发所需营养失衡和身体过度透支的情况越来越多。据有关资料统计，我

国脱发病的发病率高达20～24％，而我国的脱发病发病人群在逐年增加的同时，发病人群

也呈现年轻化。目前治疗脱发的手段多种多样，但很多药物治疗均存在有很多副作用，甚至

药物中含用多种有害的微量元素，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也有些药物治疗，存着治标不

治本，疗效不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技术不足，提出一种治疗脱发的药物，解决现有技术

中治疗脱发的药物疗效不佳和有毒副作用的技术问题。

[0005] 为达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提供一种治疗脱发的药物，其包括口服

药和外用药，所述口服药包括下述重量份数的中药原料：龟板40～400份、鳖甲40～400份、

制首乌40～400份、生地黄30～300份、熟地黄30～300份、枸杞30～300份、山萸肉30～300

份、女贞子30～300份、当归30～300份、桑椹30～300份、天麻30～300份、菟丝子26～260份、

旱莲草26～260份、香附26～260份、白癣皮26～260份、羌活26～260份、赤芍26～260份、骨

碎补26～260份、覆盆子26～260份、丹参26～260份、酸枣仁26～260份、柴胡20～200份、茵

陈20～200份、侧柏叶20～200份、冬桑叶20～200份、细辛15～150份、鸡肾参10～100份、蜈

蚣10～100份。

[000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包括：本技术方案中的治疗脱发的药物是在

传统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指导下，精选中药组方，并通过优化各药材的配比组合而成，本发

明口服药中龟板、鳖甲、生地黄、熟地黄、枸杞、山萸肉、菟丝子具有健肾生发的功效，制首

乌、女贞子、桑椹、旱莲草、骨碎补、覆盆子、酸枣仁、鸡肾参具有补肝肾、养血生发的功效，当

归、天麻、香附、丹参、柴胡具有养血解郁、调畅情绪、活血通经的功效，白癣皮、羌活、赤芍、

茵陈、细辛和蜈蚣具有祛风止痒、祛脂活血、疏通毛孔、引药上头的功效，侧柏叶和冬桑叶具

有清热、凉血的功效。本发明治疗脱发的药物配合口服药和外用药同时使用，且口服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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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配比配伍组方，各组分通过相互协同，具有健肾生发、养血解郁、祛脂活血、清热凉血

之功效，对脱发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对脂溢性脱发、斑秃、全秃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本技

术方案中的中药均采用天然的中药原料，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毒副作用，安全可靠。

具体实施方式

[000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治疗脱发的药物，其包括口服药和外用药，口服药包括下述

重量份数的中药原料：龟板40～400份、鳖甲40～400份、制首乌40～400份、生地黄30～300

份、熟地黄30～300份、枸杞30～300份、山萸肉30～300份、女贞子30～300份、当归30～300

份、桑椹30～300份、天麻30～300份、菟丝子26～260份、旱莲草26～260份、香附26～260份、

白癣皮26～260份、羌活26～260份、赤芍26～260份、骨碎补26～260份、覆盆子26～260份、

丹参26～260份、酸枣仁26～260份、柴胡20～200份、茵陈20～200份、侧柏叶20～200份、冬

桑叶20～200份、细辛15～150份、鸡肾参10～100份、蜈蚣10～100份。

[0008] 龟板：性寒、味甘、咸，归肝、肾、心经。具滋阴潜阳，益肾强骨，养血补心，固经止崩

之功效。用于阴虚潮热，骨蒸盗汗，头晕目眩，虚风内动，筋骨痿软，心虚健忘，崩漏经多。

[0009] 鳖甲：性寒、味咸，归肝经、肾经。具养阴清热，平肝熄风，软坚散结之功效。治劳热

骨蒸，阴虚风动，劳疟疟母，癥瘕痃癖，经闭经漏，小儿惊痫。

[0010] 制首乌：性微温，味苦、甘、涩，归肝、心、肾经。具有补肝肾、益精血、养心宁神之功

效。治疗因肝肾不足、精血亏损而引起的腰膝酸软、头晕眼花、心悸失眠、头发早白等症。

[0011] 生地黄：性寒、味甘、苦，归心、肝、肾经。具清热，凉血，生津之功效。用于温病伤阴，

大热烦渴，舌绛，神昏，斑疹，吐血，衄血，虚劳骨蒸，咳血，消渴，便秘，血崩。

[0012] 熟地黄：性温、味甘，归肝经，肾经。具有滋阴，补血之功效。治阴虚血少，腰膝痿弱，

劳嗽骨蒸，遗精，崩漏，月经不调，消渴，溲数，耳聋，目昏。

[0013] 枸杞：性平、味甘，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之功效。用于虚劳精亏，腰

膝酸痛，眩晕耳鸣，内热消渴，血虚萎黄，目昏不明。

[0014] 山萸肉：性温、味酸、涩，归肝经、肾经。具有补益肝肾，涩精固脱之功效。用于眩晕

耳鸣、腰膝酸痛、阳痿遗精、遗尿尿频、崩漏带下、大汗虚脱、内热消渴。

[0015] 女贞子：性凉、味甘、苦，归肝，肾经。具有滋补肝肾，明目乌发之功效。用于眩晕耳

鸣，腰膝酸软，须发早白，目暗不明。

[0016] 当归：性温、味辛、甘，归肝、心、脾经。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之功效。

用于血虚萎黄，眩晕心悸，月经不调，经闭痛经，虚寒腹痛，肠燥便秘，风湿痹痛，跌扑损伤，

痈疽疮疡。酒当归活血通经，用于经闭痛经，风湿痹痛，跌扑损伤。

[0017] 桑椹：性寒，味甘、酸，归心、肝、肾经。具有补血滋阴，生津润燥。用于眩晕耳鸣，心

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血虚便秘之功效。补血滋阴，生津润燥。用于眩晕耳

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血虚便秘。

[0018] 天麻：性平、味甘，归肝经。具有息风，定惊之功效。治眩晕眼黑，头风头痛，肢体麻

木，半身不遂，语言蹇涩，小儿惊痫动风。

[0019] 菟丝子：性温、味甘，归肝、肾、脾经。具有滋补肝肾，固精缩尿，安胎，明目，止泻之

功效。用于阳痿遗精，尿有余沥，遗尿尿频，腰膝酸软，目昏耳鸣，肾虚胎漏，胎动不安，脾肾

虚泻；外治白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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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旱莲草：性凉、味甘、酸，归肝经、肾经。具有补益肝肾、凉血止血之功效。治吐血，咳

血，衄血，尿血，便血，血痢，刀伤出血，须发早白，白喉，淋浊，带下，阴部湿痒。

[0021] 香附：性平、味辛、甘、苦。归肝、脾、三焦经。具有理气解郁，止痛调经之功效。治肝

胃不和，气郁不舒，胸腹胁肋胀痛，痰饮痞满，月经不调，崩漏带下。

[0022] 白癣皮：性寒、味苦、咸，归脾经、肺经、小肠经、胃经、膀胱经。具有祛风，燥湿，清

热，解毒之功效。治风热疮毒，疥癣，皮肤痒疹，风湿痹痛，黄疸。

[0023] 羌活：性温、味辛、苦，归膀胱、肾经。具有散表寒，祛风湿，利关节之功效。治感冒风

寒，头痛无汗，风寒湿痹，项强筋急，骨节酸疼，风水浮肿，痈疽疮毒。

[0024] 赤芍：性凉、味苦、酸，归肝、脾经。具有清热凉血，活血散瘀之功效。主治热入营血，

身热发斑，血热吐衄，血滞经闭，痛经，癥瘕积聚，跌打损伤，瘀滞肿痛及热毒疮疡。

[0025] 骨碎补：性温、味苦，归肝经、肾经。具有补肾，活血，止血之功效。治肾虚久泻及腰

痛，风湿痹痛，齿痛，耳鸣，跌打闪挫、骨伤，阑尾炎，斑秃，鸡眼。

[0026] 覆盆子：性温，味甘、酸，归肾经、膀胱经。具有补肝肾，缩小便，助阳，固精，明目之

功效。治阳痿，遗精，溲数，遗溺，虚劳，目暗。

[0027] 丹参：性寒、味苦，归心、肝经。具有祛瘀止痛，活血通经，清心除烦之功效。用于月

经不调，经闭痛经，症瘕积聚，胸腹刺痛，热痹疼痛，疮疡肿痛，心烦不眠；肝脾肿大，心绞痛。

[0028] 酸枣仁：性平，味甘、酸，归肝、胆、心经。具有补肝，宁心，敛汗，生津之功效。用于虚

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津伤口渴。

[0029] 柴胡：性寒、味辛、苦，归肝、胆经。具有解表和里、升阳、疏肝解郁调经之功效。主治

感冒、上呼吸道感染、疟疾、寒热往来、肋痛、肝炎、胆道感染、胆囊炎、月经不凋、脱肛。

[0030] 茵陈：性寒，味辛、苦，归脾、胃、肝、胆经。具有清湿热，退黄疸之功效。用于黄疸尿

少，湿疮瘙痒；传染性黄疸型肝炎。

[0031] 侧柏叶：又名丛柏叶，性寒，味苦、涩。归肺经、肝经、脾经。具有凉血，止血，祛风湿，

散肿毒之功效。治吐血、衄血、尿血、血痢、肠风、崩漏，风湿痹痛，细菌性痢疾，高血压，咳嗽，

丹毒，痄腮，烫伤。

[0032] 冬桑叶：性寒，味甘、苦。归肺经、肝经。具有祛风清热，凉血明目之功效。治风温发

热，头痛，目赤，口渴，肺热咳嗽，风痹，瘾疹，下肢象皮肿。

[0033] 细辛：性温，味辛，归肺、肾经。具有祛风，散寒，行水，开窍之功效。治风冷头痛，鼻

渊，齿痛，痰饮咳逆，风湿痹痛。

[0034] 鸡肾参：性温，味甘、苦。具有补肾益气之功效。用于肾虚腰痛，肾炎，疝气，神经功

能症。

[0035] 蜈蚣：性温、味辛，归肝经。具有祛风定惊，攻毒散结之功效。治中风，惊痫，破伤风，

百日咳，瘰疬，结核，癥积瘤块，疮疡肿毒，风癣，白秃，痔漏，烫伤。

[0036] 上述提供的口服药中的中药原料可以与药学可接受的载体结合，制备成常规制剂

口服使用，例如：胶囊剂、口服液、散剂或颗粒剂，优选为制成水丸或蜜丸服用。

[0037] 将上述中药原料制成水丸或蜜丸的具体方法如下：

[0038] (1)按照各药物组分的配比称取各个组分；

[0039] (2)将步骤(1)中的蜈蚣炒干并将其他药材烘干后备用；

[0040] (3)将步骤(2)中所有药材研磨成药粉，加冷开水或者蜂蜜制成水丸或者蜜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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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烘干，即得生发丸。

[0041] 外用药包括下述重量份数的中药原料：骨碎补10～30份、全蝎10～30份、细辛10～

20份、蜈蚣2～3份；将外用药与生发丸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0042] 全蝎：性平，味辛，归肝经。具有息风镇痉，攻毒散结，通络止痛之功效。用于小儿惊

风，抽搐痉挛，中风口歪，半身不遂，破伤风，风湿顽痹，偏正头痛，疮疡，瘰疬。

[0043] 将骨碎补、全蝎、细辛和蜈蚣配合使用，具有活血通络的功效，可以使有效成份渗

透至皮下组织，起到促进头部皮下血液循环，补充毛发生长所需营养，达到养发、护发、生发

的作用。

[0044] 用500～1000ml浓度为70～80％的乙醇浸泡骨碎补、全蝎、细辛和蜈蚣，浸泡3～7

天后，得到的浸出液即为治疗脱发的外用药；作为优选，乙醇的浓度为75％。

[0045] 用法用量：

[0046] 生发丸：口服，每日3次，早中晚各1次，每次9g，饭后温开水送服；1个月为1个疗程，

服用3个疗程生发，服用5个疗程头发长齐。

[0047] 外用药：直接涂抹在头皮上，每隔3天涂抹一次，与生发丸配合使用。

[0048] 在服药期间禁忌：禁食烟酒辛热发性之物，保持情绪稳定。

[0049]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治疗脱发的药物予以进一步说明。下面描

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50] 实施例1：

[0051] 本实施例提供的治疗脱发的药物中口服药的原料组成为：

[0052] 龟板240g、鳖甲240g、制首乌240g、生地黄180g、熟地黄180g、枸杞180g、山萸肉

180g、女贞子180g、当归180g、桑椹180g、天麻180g、菟丝子156g、旱莲草156g、香附156g、白

癣皮156g、羌活156g、赤芍156g、骨碎补156g、覆盆子156g、丹参156g、酸枣仁156g、柴胡

120g、茵陈120g、侧柏叶120g、冬桑叶120g、细辛90g、鸡肾参60g、蜈蚣48g。

[0053] 将上述中药原料制成水丸或蜜丸的具体方法如下：

[0054] (1)按照各药材的重量称取各种药材，备用；

[0055] (2)将步骤(1)中的蜈蚣炒干并将其他药材烘干后备用；

[0056] (3)将步骤(2)中所有药材研磨成药粉，加冷开水或者蜂蜜制成水丸或者蜜丸，然

后烘干，即得生发丸。

[0057] 外用药包括下述重量份数的中药原料：骨碎补20g、全蝎20g、细辛15g、蜈蚣3g。

[0058] 用500ml浓度为75％的乙醇浸泡骨碎补、全蝎、细辛和蜈蚣，浸泡3～7天后，得到浸

出液即为治疗脱发的外用药。

[0059] 实施例2：

[0060] 本实施例提供的治疗脱发的药物中口服药的原料组成为：

[0061] 龟板200g、鳖甲170g、制首乌170g、生地黄160g、熟地黄160g、枸杞150g、山萸肉

150g、女贞子135g、当归130g、桑椹130g、天麻125g、菟丝子120g、旱莲草118g、香附118g、白

癣皮104g、羌活104g、赤芍104g、骨碎补104g、覆盆子104g、丹参104g、酸枣仁100g、柴胡95g、

茵陈95g、侧柏叶95g、冬桑叶95g、细辛60g、鸡肾参45g、蜈蚣35g。

[0062] 本实施例中的外用药的组成、生发丸和外用药的制备方法工艺步骤与实施例1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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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实施例3：

[0064] 本实施例提供的治疗脱发的药物中口服药的原料组成为：

[0065] 龟板280g、鳖甲250g、制首乌250g、生地黄230g、熟地黄230g、枸杞210g、山萸肉

210g、女贞子205g、当归200g、桑椹200g、天麻185g、菟丝子180g、旱莲草175g、香附175g、白

癣皮160g、羌活160g、赤芍160g、骨碎补160g、覆盆子160g、丹参160g、酸枣仁160g、柴胡

130g、茵陈130g、侧柏叶130g、冬桑叶130g、细辛100g、鸡肾参65g、蜈蚣50g。

[0066] 本实施例中的外用药的组成、生发丸和外用药的制备方法工艺步骤与实施例1相

同。

[0067] 实施例4：

[0068] 本实施例提供的治疗脱发的药物中口服药的原料组成为：

[0069] 龟板40g、鳖甲400g、制首乌400g、生地黄30g、熟地黄30g、枸杞300g、山萸肉300g、

女贞子300g、当归300g、桑椹300g、天麻300g、菟丝子26g、旱莲草26g、香附26g、白癣皮260g、

羌活260g、赤芍260g、骨碎补260g、覆盆子260g、丹参260g、酸枣仁260g、柴胡200g、茵陈20g、

侧柏叶20g、冬桑叶200g、细辛150g、鸡肾参100g、蜈蚣100g。

[0070] 本实施例中的外用药的组成、生发丸和外用药的制备方法工艺步骤与实施例1相

同。

[0071] 实施例5：

[0072] 本实施例提供的治疗脱发的药物中口服药的原料组成为：

[0073] 龟板400g、鳖甲40g、制首乌40g、生地黄300g、熟地黄300g、枸杞30g、山萸肉30g、女

贞子30g、当归30g、桑椹30g、天麻30g、菟丝子260g、旱莲草260g、香附260g、白癣皮26g、羌活

26g、赤芍26g、骨碎补26g、覆盆子26g、丹参26g、酸枣仁26g、柴胡20g、茵陈200g、侧柏叶

200g、冬桑叶20g、细辛15g、鸡肾参10g、蜈蚣10g。

[0074] 本实施例中的外用药的组成、生发丸和外用药的制备方法工艺步骤与实施例1相

同。

[0075] 实施例6：

[0076] 本实施例提供的治疗脱发的药物中口服药的原料组成和药物的制备工艺步骤均

同

[0077] 实施例1，区别在于外用药的组成不同。

[0078] 外用药包括下述重量份数的中药原料：骨碎补30g、全蝎10g、细辛10g、蜈蚣3g。

[0079] 用500ml浓度为70％的乙醇浸泡骨碎补、全蝎、细辛和蜈蚣，浸泡3～7天后，得到浸

出液即为治疗脱发的外用药。

[0080] 实施例7：

[0081] 本实施例提供的治疗脱发的药物中口服药的原料组成和药物的制备工艺步骤均

同

[0082] 实施例1，区别在于外用药的组成不同。

[0083] 外用药包括下述重量份数的中药原料：骨碎补10g、全蝎30g、细辛20g、蜈蚣2g。

[0084] 用500ml浓度为80％的乙醇浸泡骨碎补、全蝎、细辛和蜈蚣，浸泡3～7天后，得到浸

出液即为治疗脱发的外用药。

[0085] 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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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1、病例资料：选择诊断为240例有脂溢性脱发、斑秃或者全秃的患者，其中男182

例，女58例。年龄为30～59岁，平均年龄45岁，病程3个月到5年，平均病程为10.4个月。采用

分层随机分配，以年龄、性别、病情程度为分层因素，然后将入选的病人随机分为治疗1组、

治疗2组、治疗3组、治疗4组、治疗5组、治疗6组、治疗7组、对照组。8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

程、病情程度以及其他临床特点经统计学分析，无显著差异，具有可比性。

[0087] 2、治疗方法：

[0088] 治疗组：治疗1～7组依次口服本发明实施例1～7的生发丸，每日3次，早中晚各1

次，每次9g，饭后温开水送服；1个月为1个疗程。同时将外用药与生发丸配合使用，直接涂抹

在头皮上，每隔3天涂抹一次。

[0089] 对照组：服用空白安慰剂，同时每隔3天用市售的治疗脱发的洗发水洗头，1个月为

1个疗程。

[0090] 临床观察5个疗程后统计治疗结果。在治疗期间治疗组和对照组均禁食烟酒辛热

发性之物，保持情绪稳定。

[0091] 3、疗效判定：

[0092] 治愈：脱发现象减轻，头顶毛发浓密；

[0093] 好转：脱发现象减轻，头顶毛发增多；

[0094] 无效：脱发现象未减轻，头顶毛发稀疏。

[0095] 4、治疗效果

[0096] 经过5个疗程的临床观察治疗后，治疗结果见表1。

[0097] 表1治疗组的对照组疗效比较

[0098]

[0099]

[0100] 由表1可以看出，经过5个疗程的治疗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高达90％，最高可达到

100％，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为46.67％，说明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另外，由

表1也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得的药物能够安全有效治疗脱发，且其中治疗1、6、7组的效果最

好，治疗2和3组的效果次之，治疗4和5组的效果相比治疗1～3组和治疗6～7组的效果稍差

一些，由治疗1、6、7组可以看出当外用药中骨碎补为10～30g、全蝎为10～30g、细辛为10～

20以及蜈蚣为2～3g时，对治疗脱发的药物的药效影响没有明显差异。

[0101] 以上所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并不构成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任何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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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技术构思所做出的各种其他相应的改变与变形，均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

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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