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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病的护理体会
麦海芬
（贵港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门诊部，
广西 贵港 537100）
[摘 要] 目的
目的：
：探讨三才治疗仪配合中药治疗肝郁型乳腺增生病护理方法。方法
方法：
：100 例乳腺增生病患者均采用三才治疗仪
治疗，同时做好患者的情志护理、治疗过程护理、饮食护理及健康指导。结果
结果：
：经治疗、护理后，患者乳房胀痛缓解，肿块大小、
硬度及月经异常、两胁胀满等症状均得到显著改善。结论
结论：
：
有效的护理可提高和巩固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病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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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西式化、生育观念的转变
与竞争压力的增加，女性乳腺疾病的发病率逐年攀
升。三才治疗仪配合不同中药可治疗各种良性的
乳腺增生病。自 2012 年 1 月我院乳腺外科新引进
一台三才治疗仪，配合中药治疗乳腺增生病，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全程护理，疗效满意，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2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在我
院门诊诊治的乳腺增生病患者 100 例，均为女性，年
龄 16~58 岁，平均 37.4±2.5 岁，病程 1 个月~2 年，平
均 9.7±3.1 个月；单侧 54 例，双侧 46 例。均自觉乳房
胀痛，两肋胀满且经前加重，经量偏少或淋漓不尽；
摸到肿块，边界不清，皮色不变；或痰多，胃纳欠佳，
二便不调等临床症状。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三才治疗仪治疗。
①取穴：膻中、血海、足三里、隔俞、肩井、阿是穴；②
中药组方：柴胡 12g、郁金 12g、丹参 20g、乳香 12g、
没药 12g、浙贝 12g、姜半夏 12g、牡蛎 30g、三棱 15g、
漏芦 15g、红花 15g、夏桂草 30g，配陈醋浸泡；③患者
卧位，检查三才治疗仪是否处于备用状态，确认无
误后即可接通电源，然后打开主机绿色电源开关，
按下部位按键，将中药用无菌棉球涂擦于穴位上，
再将红外线探头电极与固定贴身电极分别置于涂
擦有中药的穴位上，待选择成功再调节治疗时间，
一般为 30~40min，选择完毕后按“启动”开始治疗。
每天治疗 1 次，5 次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4 个疗程[1]。
1.3 护理方法
1.3.1 情志护理 妇女乳头属肝，肝主气机疏泄，因
此很多患者经前均有情绪郁闷或烦躁等情绪问题，
《外科正宗》指出：
“乳癖……多由思虑伤脾，恼怒伤
肝，郁结而成。
”因此应对乳腺增生病患者实施有针
对性的心理护理，耐心安慰和开导，说明情志对疾
病治疗的影响和利弊，使其消除顾虑，保持心情愉
快；帮助患者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的疾病，解除其

顾虑，使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建立良好的心理
内环境，
积极配合治疗[2-3]。
1.3.2 治疗过程护理 治疗过程中，可根据患者病情
和个人耐受程度调整红外线探头电极与固定贴身
电极的光强、电刺激强度，注意询问患者感受，以免
引发患者不适；治疗时贴有外线探头电极的部位应
每隔 3~5min 更换一次，使病变处和相应穴位得到治
疗，且防止局部过热烫伤皮肤；每个治疗药片保留
24 小时更换一贴，这样药物才能发挥作用达到预期
疗效。
1.3.3 饮食调护 乳腺增生病患者多属肝郁脾虚、冲
任不调，应指导患者少吃或不吃含食品添加剂、防
腐剂及过量调味剂的食品，以防伤及肝肾之阴，影
响肝肾功能；且不可暴饮暴食，或偏食、过食辛辣肥
腻之品，以免影响乳腺正常生理功能。饮食应清
淡、富含营养，多食蔬菜、水果，可常食鹌鹑、枸杞
汤、乌鸡炖黑豆、菟丝子炖胎盘及首乌等补益肝肾、
调补冲任之品，忌食高脂肪、高蛋白质食品，不滥用
保健品及性激素类药物[4]。
1.3.4 健康指导 嘱患者保持心情舒畅，情绪稳定，
乐观开朗，避免忧郁、愤怒等情绪；保持日常生活规
律，作息时间合理，并进行有效的体育锻炼；给予婚
育、哺乳、性知识等方面的健康宣教，如（适时婚育、
做好避孕、房事规律）等；同时在佩戴胸罩时不宜太
紧，适度放松，晚上不宜佩带，以改善乳房局部血液
循环。
2 结果
经治疗、护理后，患者乳房胀痛缓解，肿块大
小、硬度及月经异常、两胁胀满等症状均得到显著
改善，
取得了满意疗效。
3 体会
采用三才治疗仪治疗女性乳腺增生病疗效确
切、简便易行，患者易于接受。通过对患者的护理，
认识到情绪不稳或受重大刺激及过多进食高脂肪
均可引起复发或加重本病。因此，做好情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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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康复护理
张久霞
（湖北省中山医院，
湖北 武汉 430033）
[摘
要 ] 目的
目的：
：观察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康复护理效果。方法
方法：
：60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均在常规脑血管病护理基础
上给予早期系统康复训练和心理护理，观察其护理效果。结果
结果 ：显效 31 例，有效 19 例，无效 10 例，总有效率为 83.3%。结论
结论：
：
早期行心理护理联合吞咽康复训练可使患者恢复经口吞咽进食能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医疗费
用，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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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咽障碍是脑卒中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由于患者在脑卒中早期存在不同程度的吞咽障碍，
进食困难，可引起脱水及营养不良，也可引起吸入
性肺炎，若不及时正确处理，将严重影响患者的功
能恢复，甚至威胁患者生命，因此对意识清楚的吞
咽障碍患者进行早期康复护理非常必要。我科对
60 例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进行康复护理，效果满
意，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2 月~2014 年 6 月我院神
经内科收治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60 例，均符合
《全国第五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纪要》[1]中的相关诊
断标准，并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确诊；所有患者均
神志清楚、生命体征稳定，能理解执行治疗师的基
本指令，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吞咽障碍。其中男 34
例，女 26 例，年龄 48~76 岁，平均 62.5±5.4 岁，病程
15~63 天，平均 36.8±2.1 天；脑梗死 44 例，脑出血 16
例；首次发病 38 例，发病 2 次以上 22 例；基底节及内
囊病引发假性球麻痹 48 例，脑干病变引起真性球麻
痹 12 例。
1.2 护理方法 采用脑血管病常规护理，如急性期卧
床休息，减少搬动；监测意识、瞳孔、生命体征、神经
功能及病情变化；保持呼吸道通畅，意识障碍者头
偏向一侧，清除呼吸道分泌物，必要时给予氧气吸
入、人工通气护理；维持血压稳定，颅内压增高者遵

医嘱给予脱水药。在此基础上，给予患者系统的早
期康复训练和心理护理，患者在生命体征平稳、意
识清楚、症状不再发展 48 小时后[2]，可根据病情进行
基础训练和摄食训练。
1.2.1 心理护理 脑卒中患者大多有肢体功能障碍
和语言障碍，生活不能生理，患者常因不能进食、呛
咳而出现烦躁、抑郁等，甚至拒食 [3]。因此，调整患
者心态，营造轻松、愉快、整洁的进餐环境非常必
要。康复训练计划的实施取决于患者对训练的配
合态度，因此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非常重要。护士
应向患者及家属讲解康复是“学习锻炼的反复过
程”，是脑功能的重组和自建，通过接触交流逐一掌
握患者的心理状态，针对忧郁、焦虑、有依赖心理的
患者分别予以疏导，以减轻和消除患者的精神和心
理障碍，取得患者配合，让患者知晓经过治疗和康
复训练后各种功能障碍可以得到改善，大部分患者
生活能自理。告知患者恢复需要时间、过程，训练
要持之以恒，对患者取得的进步要及时给予肯定，
增加患者的满足感、
成就感及战胜疾病的信心。
1.2.2 康复训练 吞咽中枢位于双侧大脑皮层运动
和运动前区，一侧受损后另一侧可以代偿，这使得
脑卒后吞咽障碍的恢复成为可能[4]。目前国内外主
要采用基础训练和摄食训练来促进吞咽功能的恢
复，另外还有针刺、吞咽治疗仪等，同时要注意口腔
护理和全身状况的改善。



饮食调养护理及健康指导能提高和巩固疗效，降低
复发率，临床效果满意；得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也
提高了我院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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