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468215.0

(22)申请日 2018.12.03

(71)申请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

地址 200437 上海市虹口区甘河路110号

(72)发明人 张婷婷　谭丽　曹阳　王茜　林娜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卓阳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1262

代理人 周春洪

(51)Int.Cl.

A61K 36/9068(2006.01)

A61K 9/70(2006.01)

A61P 1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应

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

合物及其应用，该中药组合物由以下原料药制

成：艾叶、附子、肉桂、乳香、没药、细辛、姜汁。本

发明还提供上述中药在制备治疗妇科虚寒症的

药物中的应用。其优点在于：1、本发明的中药组

合物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可有效改善恶寒喜暖、

面色发白、肢体冷、渴喜热饮、痰涎涕清稀、大便

稀溏、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自汗、尿有余沥或失

禁、腰脊酸痛、胫酸膝软或足跟痛的虚寒证表现。

2、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简单，作用平

稳，成本低，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3、本发明的中

药组合物中的各味中药的组分及其之间的配比

经过试验筛选，具有效果显著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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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的

原料药制成：艾叶3-9份、附子8-12份、肉桂1-5份、乳香3-8份、没药3-6份、细辛3-7份、姜汁

20-4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

以下重量份的原料药制成：艾叶4-8份、附子9-11份、肉桂2-4份、乳香4-7份、没药4-5份、细

辛4-6份、姜汁25-3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组合物由

以下重量份的原料药制成：艾叶5份、附子10份、肉桂3份、乳香5份、没药5份、细辛5份、姜汁

30份。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按照中药常规制备方法制备成

临床上可接受的药物制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制剂为贴剂、膏剂、外用溶

液剂、洗剂、糊剂或搽剂。

6.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妇科虚寒症的药物中的应用。

7.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敷贴片，其特征在于，所述敷贴片是由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

组合物制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治疗妇科虚寒症的敷贴片，其特征在于，所述敷贴片还包括乙

醇、丙二醇、月桂氮酮、丙烯酸树脂压敏胶。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治疗妇科虚寒症的敷贴片，其特征在于，所述敷贴片的制备方法

如下：

(1)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配比称取原料，取乳香3-8份、没药3-6份，粉碎后混合均匀，加

水浸泡后，倒入提取器内，加热回流提取挥发油，得到挥发油，备用；

(2)取艾叶3-9份、附子8-12份、肉桂1-5份、细辛3-7份，粉碎过筛至200目，混合均匀，得

到粉末，备用；

(3)将步骤(1)中的挥发油用乙醇溶解后，喷雾于步骤(2)得到的粉末上，搅拌均匀，得

到药粉；

(4)取姜汁20-40份加入到步骤(3)得到的药粉中，调和均匀；

(5)将步骤(4)得到的混合物及相对于混合物重量6％的丙二醇和3％的月桂氮酮放入

无菌容器中，快速搅拌成均匀乳液状，放入丙烯酸树脂压敏胶，使载药量达40％，快速朝一

个方向搅拌使成均匀乳膏状，静置除净气泡，然后均匀涂至背衬层上，40-50℃烘干6小时，

覆盖硅纸保护层，得到中药敷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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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中药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及其

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手脚冰凉是指体表的一部分出现虚寒症状，这种现象自己可以明显地感知到。但

低体温的症状是指身体内部整体处于虚寒状态，这种现象自己很难察觉到。有很多人认为

自己是“怕热”的人，但是有这种现象的患者多半是由于本应在下半身的热量却传递到了上

半身所导致的。妇科虚寒证症状：恶寒喜暖、面色发白、肢体冷、睡觉喜欢踡卧、口淡不渴、渴

喜热饮、痰涎涕清稀、小便清长、大便稀溏、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自汗、尿有余沥或失禁、腰

脊酸痛、胫酸膝软或足跟痛。患有体寒症状的人即便手脚烤着火仍会感觉腹内冰凉，并且脸

和鼻头呈现通红、嘴唇发紫、牙龈呈现暗红、手掌鲜红等症状。低体温所引发的各种不良症

状并不能够明显地表现出来。为了培育易怀孕的身体体质，女性必须要关注自身的身体健

康。这是因为体寒不仅仅会引发不孕症，同时还会诱发多种疾病，甚至可以说“虚寒是一切

疾病的源头”。体温每降低1℃，体内的新陈代谢就大约下降12％，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

30％。一般来讲，健康状态下人的正常体温为36.5℃。体温一旦下降为36.0℃，就会引发精

神紧张和易于疲劳等不良症状；体温若降至35.5℃，就会引发排泄功能障碍等肾功能低下

症状以及过敏等症状；体温降为35.0℃则为癌细胞的滋生及活跃提供适宜的环境。由此，不

难发现，随着虚寒症的逐步加剧，罹患糖尿病、过敏症、抑郁症、不孕症甚至癌症等疾病的风

险都会随之增加。

[0003] 但目前国内外关于治疗虚寒症，尤其是妇科虚寒症的中药微乎其微，且治疗效果

欠佳。因此，对于研究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迫在眉睫。

[0004] 中国专利申请：CN102784370A公开了一种中药制剂，即一种治疗虚寒型坐骨神经

痛的中药汤剂。其汤剂是由下述原料制成的：麻黄、桂枝各9-12克，红楤木、血风藤各15-18

克，白首乌7-9克，干姜5-6克。

[0005] 中国专利申请：CN104208249A公开了一种治疗虚寒月经不调的中药，其特征在于

它是由以下重量份的组份组成：大枣3-7个，龙眼肉8-12克，黑木耳8-12克，莲藕60-80克。但

是关于本发明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应用目前还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

合物。

[0007]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

合物的应用。

[0008]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敷贴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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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所述中药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药制

成：艾叶3-9份、附子8-12份、肉桂1-5份、乳香3-8份、没药3-6份、细辛3-7份、姜汁20-40份。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中药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药制成：

艾叶4-8份、附子9-11份、肉桂2-4份、乳香4-7份、没药4-5份、细辛4-6份、姜汁25-35份。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中药组合物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药制成：

艾叶5份、附子10份、肉桂3份、乳香5份、没药5份、细辛5份、姜汁30份。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按照中药常规制备方法制备成临床上可接受的

药物制剂。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药物制剂为贴剂、膏剂、外用溶液剂、洗剂、

糊剂或搽剂。

[0015]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6] 如上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在制备治疗妇科虚寒症的药物中的应用。

[0017] 为实现上述第三个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18] 一种治疗妇科虚寒症的敷贴片，所述敷贴片是由上所述的中药组合物制成。

[0019]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敷贴片还包括乙醇、丙二醇、月桂氮酮、丙

烯酸树脂压敏胶。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敷贴片的制备方法如下：

[0021] (1)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配比称取原料，取乳香3-8份、没药3-6份，粉碎后混合均

匀，加水浸泡后，倒入提取器内，加热回流提取挥发油，得到挥发油，备用；

[0022] (2)取艾叶3-9份、附子8-12份、肉桂1-5份、细辛3-7份，粉碎过筛至200目，混合均

匀，得到粉末，备用；

[0023] (3)将步骤(1)中的挥发油用乙醇溶解后，喷雾于步骤(2)得到的粉末上，搅拌均

匀，得到药粉；

[0024] (4)取姜汁20-40份加入到步骤(3)得到的药粉中，调和均匀；

[0025] (5)将步骤(4)得到的混合物及相对于混合物重量6％的丙二醇和3％的月桂氮酮

放入无菌容器中，快速搅拌成均匀乳液状，放入丙烯酸树脂压敏胶，使载药量达40％，快速

朝一个方向搅拌使成均匀乳膏状，静置除净气泡，然后均匀涂至背衬层上，40-50℃烘干6小

时，覆盖硅纸保护层，得到中药敷贴。

[0026]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敷贴片在使用时是贴于患者以下任一穴

位：三阴交穴、血海穴、足三里穴、关元穴、子宫穴。三阴交穴可健脾益血、调肝补肾，是治疗

妇女经、带、胎、产及相关冲、任脉疾病的首选腧穴；血海穴即可行血化瘀、益气养血,又可清

热凉血、理血调经也是治疗妇科月经相关疾病的重要穴位；足三里穴可益气、健脾、化湿，有

强壮作用，为保健要穴，针灸歌诀中讲到：“若要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说，若要使身体安

康强健，就得经常灸足三里穴；关元穴可健脾补虚、养肝疏泄、补肾益精、调和气血、解痉止

痛、回阳固脱，是现今临床调治妇科疾病必选效穴。子宫穴可通胞宫、化瘀滞、调理气机、升

提下陷都是治疗妇科疾病的常用穴。

[0027]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所述敷贴片的敷贴方法为：患者取仰卧位，暴露

贴敷部位，采用专供敷贴穴位的特制敷料，将敷药饼置于其中，将敷料贴于选取的腧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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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药物贴敷时间20分钟，腿部穴位配合神灯红外线照射，腹部穴位配合理疗疗仪微波照

射。

[0028] 方解：方中艾叶、附子散寒助阳为君，肉桂温通经脉、补火助阳，乳香、没药行气活

血为臣，细辛散寒开窍为佐，姜汁温经散寒为使，共凑温经助阳之效。

[0029] 本发明优点在于：

[0030] 1、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可有效改善恶寒喜暖、面色发白、肢体

冷、渴喜热饮、痰涎涕清稀、大便稀溏、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自汗、尿有余沥或失禁、腰脊酸

痛、胫酸膝软或足跟痛的虚寒证表现，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0031] 2、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简单，作用平稳，成本低，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0032] 3、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中的各味中药的组分及其之间的配比经过试验筛选，具有

效果显著的优点。

[0033] 4、方中艾叶、附子散寒助阳为君，肉桂温通经脉、补火助阳，乳香、没药行气活血为

臣，细辛散寒开窍为佐，姜汁温经散寒为使，符合中药组方的“君臣佐使”原则，七味原料药

共凑温经助阳之效。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

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此外应理解，在阅读了本发明记载的内容之后，本领域技术

人员可以对本发明作各种改动或修改，这些等价形式同样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书所限

定的范围。

[0035] 实施例1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一)

[0036]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艾叶3份、附子12份、肉桂1份、乳香8份、没药3份、细辛7份、姜

汁20份。

[0037] 实施例2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二)

[0038]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艾叶9份、附子8份、肉桂5份、乳香3份、没药6份、细辛3份、姜汁

40份。

[0039] 实施例3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三)

[0040]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艾叶3份、附子8份、肉桂1份、乳香8份、没药6份、细辛7份、姜汁

40份。

[0041] 实施例4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四)

[0042]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艾叶9份、附子12份、肉桂5份、乳香3份、没药3份、细辛3份、姜

汁20份。

[0043] 实施例5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五)

[0044]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艾叶4份、附子11份、肉桂2份、乳香7份、没药4份、细辛6份、姜

汁25份。

[0045] 实施例6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六)

[0046]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艾叶8份、附子9份、肉桂4份、乳香4份、没药5份、细辛4份、姜汁

35份。

[0047] 实施例7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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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艾叶4份、附子9份、肉桂2份、乳香7份、没药5份、细辛6份、姜汁

35份。

[0049] 实施例8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八)

[0050]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艾叶8份、附子11份、肉桂4份、乳香4份、没药4份、细辛4份、姜

汁25份。

[0051] 实施例9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九)

[0052]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艾叶5份、附子10份、肉桂3份、乳香5份、没药5份、细辛5份、姜

汁30份。

[0053] 实施例10治疗妇科虚寒症的中药组合物(十)

[0054] 按比例取中药原料：附子10份、肉桂3份、没药5份、细辛5份、姜汁30份。

[0055] 实施例11治疗妇科虚寒症的敷贴片

[0056] 制备方法如下：

[0057] (1)取乳香5份、没药5份，粉碎后混合均匀，加水浸泡后，倒入提取器内，加热回流

提取挥发油，得到挥发油，备用；

[0058] (2)取艾叶5份、附子10份、肉桂3份、细辛5份，粉碎过筛至200目，混合均匀，得到粉

末，备用；

[0059] (3)将步骤(1)中的挥发油用乙醇溶解后，喷雾于步骤(2)得到的粉末上，搅拌均

匀，得到药粉；

[0060] (4)取姜汁30份加入到步骤(3)得到的药粉中，调和均匀；

[0061] (5)将步骤(4)得到的混合物及相对于混合物重量6％的丙二醇和3％的月桂氮酮

放入无菌容器中，快速搅拌成均匀乳液状，放入丙烯酸树脂压敏胶，使载药量达40％，快速

朝一个方向搅拌使成均匀乳膏状，静置除净气泡，然后均匀涂至背衬层上，40-50℃烘干6小

时，覆盖硅纸保护层，得到中药敷贴。

[0062] 实施例12治疗妇科虚寒症的膏剂

[0063] 制备方法如下：

[0064] (1)取艾叶5份、附子10份、肉桂3份、乳香5份、没药5份、细辛5份，微粉化粉碎，过

100目筛，混合均匀；

[0065] (2)取姜汁30份，将其加入步骤(1)得到的混合药粉中；

[0066] (3)向步骤(2)得到的混合物中加入液体石蜡20份、羊毛脂20份和凡士林20份，搅

拌至呈均匀膏状即可。

[0067] 实施例13用于治疗妇科虚寒症的效果评价

[0068] 1资料

[0069] 1.1一般资料

[0070] 选择2017年6月至2017年9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患者

43例，该43例患者均被诊断为妇科虚寒症，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四组，分别为治疗一组、

治疗二组、治疗三组和对照组。四组患者治疗前在年龄、病程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组间均

衡性好，具有可比性。

[0071] 1.2诊断标准

[0072] 妇科虚寒证症状诊断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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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恶寒喜暖、面色发白、肢体冷、睡觉喜欢踡卧、口淡不渴、渴喜热饮、痰涎涕清稀、小

便清长、大便稀溏、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自汗、尿有余沥或失禁、腰脊酸痛、胫酸膝软或足跟

痛。

[0074] 1.3纳入标准

[0075] (1)符合上述妇科虚寒症诊断标准；

[0076] (2)年龄在18-60岁之间；

[0077] (3)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0078] 1.4剔除标准：

[0079] 不符合纳入标准而误纳入的病例；虽符合纳入标准而纳入后未曾用本研究方案治

疗的病例；非疗效原因及不良反应而试验中途停止的脱落病例；加用其他药物者；资料不全

不能统计者。

[0080] 1 .5终止和撤除临床试验标准：在试验中出现其他疾病，影响试验进行者；不可预

见的其他情况。

[0081] 2方法

[0082] 2.1治疗方法

[0083] 治疗一组给予如下所述的敷贴片：取乳香5g、没药5g，粉碎后混合均匀，加水浸泡

后，倒入提取器内，加热回流提取挥发油，得到挥发油，备用；取艾叶5g、附子10g、肉桂3g、细

辛5g，粉碎过筛至200目，混合均匀，得到粉末，备用；将上述中的挥发油用乙醇溶解后，喷雾

于上述得到的粉末上，搅拌均匀，得到药粉；取姜汁30g加入到上述得到的药粉中，调和均

匀；将上述得到的混合物及相对于混合物重量6％的丙二醇和3％的月桂氮酮放入无菌容器

中，快速搅拌成均匀乳液状，放入丙烯酸树脂压敏胶，使载药量达40％，快速朝一个方向搅

拌使成均匀乳膏状，静置除净气泡，然后均匀涂至背衬层上，40-50℃烘干6小时，覆盖硅纸

保护层，得到中药敷贴。制备时也可同比例倍增。使用方法：患者取仰卧位，暴露待贴敷部

位，将敷贴片贴于待敷贴部位上，每次药物贴敷时间20分钟，腿部穴位配合神灯红外线照

射，腹部穴位配合理疗疗仪微波照射。选取以下任一穴位进行敷贴：子宫穴、三阴交穴、血海

穴、足三里穴、关元穴。连用30天为一个疗程，共用3个疗程。

[0084] 治疗二组给予如下所述的敷贴片：取乳香8g、没药3g，粉碎后混合均匀，加水浸泡

后，倒入提取器内，加热回流提取挥发油，得到挥发油，备用；取艾叶3g、附子12g、肉桂1g、细

辛7g，粉碎过筛至200目，混合均匀，得到粉末，备用；将上述中的挥发油用乙醇溶解后，喷雾

于上述得到的粉末上，搅拌均匀，得到药粉；取姜汁20g加入到上述得到的药粉中，调和均

匀；将上述得到的混合物及相对于混合物重量6％的丙二醇和3％的月桂氮酮放入无菌容器

中，快速搅拌成均匀乳液状，放入丙烯酸树脂压敏胶，使载药量达40％，快速朝一个方向搅

拌使成均匀乳膏状，静置除净气泡，然后均匀涂至背衬层上，40-50℃烘干6小时，覆盖硅纸

保护层，得到中药敷贴。制备时也可同比例倍增。使用方法：患者取仰卧位，暴露待贴敷部

位，将敷贴片贴于待敷贴部位上，每次药物贴敷时间20分钟，腿部穴位配合神灯红外线照

射，腹部穴位配合理疗疗仪微波照射。选取以下任一穴位进行敷贴：子宫穴、三阴交穴、血海

穴、足三里穴、关元穴。连用30天为一个疗程，共用3个疗程。

[0085] 治疗三组给予如下所述的敷贴片：取没药5g，粉碎后混合均匀，加水浸泡后，倒入

提取器内，加热回流提取挥发油，得到挥发油，备用；取附子10g、肉桂3g、细辛5g，粉碎过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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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目，混合均匀，得到粉末，备用；将上述中的挥发油用乙醇溶解后，喷雾于上述得到的

粉末上，搅拌均匀，得到药粉；取姜汁30g加入到上述得到的药粉中，调和均匀；将上述得到

的混合物及相对于混合物重量6％的丙二醇和3％的月桂氮酮放入无菌容器中，快速搅拌成

均匀乳液状，放入丙烯酸树脂压敏胶，使载药量达40％，快速朝一个方向搅拌使成均匀乳膏

状，静置除净气泡，然后均匀涂至背衬层上，40-50℃烘干6小时，覆盖硅纸保护层，得到中药

敷贴。制备时也可同比例倍增。使用方法：患者取仰卧位，暴露待贴敷部位，将敷贴片贴于待

敷贴部位上，每次药物贴敷时间20分钟，腿部穴位配合神灯红外线照射，腹部穴位配合理疗

疗仪微波照射。选取以下任一穴位进行敷贴：子宫穴、三阴交穴、血海穴、足三里穴、关元穴。

连用30天为一个疗程，共用3个疗程。

[0086] 对照组给予如下所述治疗方案：艾附暖宫丸(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购买)，

服用方法与剂量：口服，一次6g，一日2-3次，连用3个月。

[0087] 2.2评分标准

[0088] (1)恶寒喜暖：偶有恶寒喜暖症状出现，2分；经常出现恶寒喜暖症状，4分；恶寒喜

暖症状持续存在，6分。

[0089] (2)面色发白：偶有面色发白，2分；经常出现面色发白，4分；面色发白持续存在，6

分。

[0090] (3)肢体冷：偶有肢体冷，2分；经常出现肢体冷，4分；肢体冷持续存在，6分。

[0091] (4)睡觉喜欢踡卧：偶有睡觉踡卧，2分；经常出现睡觉踡卧，4分；睡觉踡卧持续存

在，6分。

[0092] (5)口淡不渴：偶有口淡不渴出现，2分；经常出现口淡不渴，4分；口淡不渴持续存

在，6分。

[0093] (6)渴喜热饮：偶有出现渴喜热饮，2分；经常出现渴喜热饮，4分；渴喜热饮持续存

在，6分。

[0094] (7)痰涎涕清稀：偶有出现痰涎涕清稀，2分；经常出现痰涎涕清稀，4分；痰涎涕清

稀持续存在，6分。

[0095] (8)小便清长：偶有出现小便清长，2分；经常出现小便清长，4分；小便清长持续存

在，6分。

[0096] (9)大便稀溏：偶有出现大便稀溏，2分；经常出现大便稀溏，4分；大便稀溏持续存

在，6分。

[0097] (10)神疲乏力：偶有出现神疲乏力，2分；经常出现神疲乏力，4分；神疲乏力持续存

在，6分。

[0098] (11)少气懒言：偶有出现少气懒言，2分；经常出现少气懒言，4分；少气懒言持续存

在，6分。

[0099] (12)自汗：偶有出现自汗，2分；经常出现自汗，4分；自汗持续存在，6分。

[0100] (13)尿有余沥或失禁：偶有出现尿有余沥或失禁，2分；经常出现尿有余沥或失禁，

4分；尿有余沥或失禁持续存在，6分。

[0101] (14)腰脊酸痛：偶有出现腰脊酸痛，2分；经常出现腰脊酸痛，4分；腰脊酸痛续存

在，6分。

[0102] (15)胫酸膝软或足跟痛：偶有出现胫酸膝软或足跟痛，2分；经常出现胫酸膝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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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跟痛，4分；胫酸膝软或足跟痛持续存在，6分。

[0103] 2.3疗效判定标准

[0104] 根据治疗前后积分计算，疗效指数＝(治疗前评分-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

[0105] 痊愈：治疗后积分值下降大于95％，面色发白等症状消失；

[0106] 显效：治疗后积分值下降70％～95％，面色发白等症状明显改善；

[0107] 有效：治疗后积分值下降30％～70％，面色发白等症状有所缓解；

[0108] 无效：治疗后积分值下降小于30％，面色发白等症状无明显改善。

[0109] 3结果

[0110] 治疗结果如表1所示，治疗一组痊愈3例，显效3例，有效4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

90.91％；治疗二组痊愈2例，显效3例，有效4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75％，治疗三组痊愈1例，

显效2例，有效3例，无效4例，总有效率60％；对照组痊愈1例，显效3例，有效1例，无效5例，总

有效率50％。治疗一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本发明的敷贴片具有显著治疗妇科

虚寒症的功效。治疗一组与治疗三组比较，治疗一组的总有效率优于治疗三组，说明本方中

艾叶、乳香与其他中药组合使用，显著治疗妇科虚寒症的效果。治疗一组与治疗二组比较，

治疗一组的总有效率优于治疗二组，说明本方的中药组合物在一定的配比范围内，具有治

疗妇科虚寒症效果显著的优点。

[0111] 表1四组患者在治疗一个月后疗效比较

[0112]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10 1 3 1 5 50％

治疗一组 11 3 3 4 1 90.91％

治疗二组 12 2 3 4 3 75％

治疗三组 10 1 2 3 4 60％

[0113] 4结论

[0114] 通过以上实验结果得到：本发明的敷贴片可有效改善恶寒喜暖、面色发白、肢体

冷、渴喜热饮、痰涎涕清稀、大便稀溏、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自汗、尿有余沥或失禁、腰脊酸

痛、胫酸膝软或足跟痛的虚寒证表现，在改善睡觉喜欢踡卧、口淡不渴、小便清长的虚寒证

表现方面有作用趋势。

[0115] 本发明方解：方中艾叶、附子散寒助阳为君，肉桂温通经脉、补火助阳，乳香、没药

行气活血为臣，细辛散寒开窍为佐，姜汁温经散寒为使，符合中药组方的“君臣佐使”原则，

七味原料药共凑温经助阳之效。

[0116] 本发明优点在于：

[0117] 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可有效改善恶寒喜暖、面色发白、肢体

冷、渴喜热饮、痰涎涕清稀、大便稀溏、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自汗、尿有余沥或失禁、腰脊酸

痛、胫酸膝软或足跟痛的虚寒证表现，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制备方法

简单，作用平稳，成本低，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本发明的中药组合物中的各味中药的组分

及其之间的配比经过试验筛选，具有效果显著的优点。

[011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补充，这些改进和补充也应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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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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