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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时间 6.1个月， 总生存期 14.5个月， 有效率 42.0%，1a生存率
57.0%。国内有关此方案的研究疗效更高，梁翠微等[7]报道 DC方案化
疗有效率高达 75.0%。我们的实验结果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一致，并
且 DC方案毒性较低主要不良反应为手足综合征、 骨髓抑制及胃肠
道反应等。 本研究发现， 虽然中性粒细胞减少在本组病人较常发
生， 但相对而言其发生率还是不高， Ⅲ-Ⅳ度中性粒细胞减少为
16.7%，未出现粒细胞减少性发热。 另外，手足综合征的发生有 27例
（45.0%），其中Ⅲ度以上的只有 7例（11.7%）Ⅲ-Ⅳ度恶心/呕吐 5例
（8.3%）；未出现明显的肝肾功能损害。 部分患者因手足综合征而影
响生活质量的，减少卡培他滨原剂量的 25.0%后可继续接受治疗。综
合各文献报道和临床试验表明，DC方案联合化疗是治疗进展期、转
移性乳癌的一个疗效高、耐受性好的方案，且希罗达口服方便，更宜
被广大患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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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病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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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 80例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病临床观察，三才治疗仪对缓解患者乳房疼痛，改善肿块大小、硬度、范围、月经异常、两胁胀满等临床症

状明显，是治疗乳腺增生的一种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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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病的机理

1.1 生物细胞泵机理 乳腺病治疗仪发出的生物电刺激波， 通过穴
位和神经末梢把（生物电信号）传至脑垂体，并使血管平滑肌、淋巴
管等产生节律性的收缩和舒张。 具有促进血液循环，调节内分泌，释
放一内啡肽，具有强镇痛的作用。
1.2 穴位光灸机理 红外光照射（针对肿块和炎症）乳腺病治疗的探
头直接作用于乳腺、腹部患处，治疗仪发出的红外光加速局部血液
循环，很快可达到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消肿止痛的作用。"三才"的概
念早在宋代琼瑶真人《针灸神书》中就已有记载，三才是天、人、地的
配穴方法，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如果离开了阴阳我们的生命也就
终结，那么三才就是采用的天、人、地的配穴方法。 天在上天为阳，地
在下地为阴，人居于天地之间为和，只有天地和我们才能有一个健
康的身体。 我们应用在乳腺病方面，治疗时配合肩井穴，胸乡穴，食
窦穴，以及膻中穴，鹰窗穴，乳根穴，包括腹部的神阙，关元，地部的
足三里、三阴交。 这就构成了上为天，下为地，中为人的配穴方法，这
就是三才配穴疗法的由来。
1.3 磁共振机理 乳腺病治疗仪的磁疗探头作用于乳房的穴位上，
磁场影响人体电流分布，荷电微粒的运动，膜系统的通透性和生物
高分子的磁矩取向等，使组织细胞的生理改变，产生镇痛、消肿，促
进血液级淋巴循环等作用[1]。 有研究认为磁场的镇痛作用跟其消肿
作用有关[2]，肿胀可使组织张力增加，压迫感觉神经末梢而导致疼
痛，在磁场作用下消除或减轻肿胀，使感觉神经不受压迫，疼痛即可
随之减轻或消失。 故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乳房疼痛明显
优于单纯口服逍遥散，有研究认为，低强度脉冲磁场可能通过微血
管的舒缩、血流的快慢改变组织供养、供血状态，改变体液物质的成
分起到治疗疾病的作用[3]。
1.4经皮给药机理 在乳房病灶局部直接做药物导入治疗， 靶向给

药，病灶直接吸收，药物浓度高、治疗效果好，增加了一种给药途径，
降低内服药物的副作用。
1.5音乐调绪机理 乳腺病治疗仪发出的音乐声波， 作用于大脑皮
层，影响全身，改变脑电图，调整内脏、内分泌功能，可抑制纤维变
性，促进组织细胞的修复作用。 我国医学的经典著作《皇帝内经》两
千年前就提出了"五单疗疾"。《皇帝内经》"金匮真言论"把五声音阶
（宫、商、角、徵、羽，相当于西洋唱名 Do、Re、Mi、Sol、La。）与人的五脏
（脾、肺、肝、心、肾）、五志（思、忧、怒、喜、恐）相联系，结合阴阳五行学
说应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而《吏记》则载有："故音乐这所以动荡
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
肾"。 中医认为人的精神活动也分属于五脏，因此音乐可触及人的精
神活动。 音乐疗法就是使病人处于特定的环境，感受音乐的艺术意
境，调剂身心，调节气血，调理脏腑机能，达到养生和治病的效果。 中
医的音乐疗法可以根据宫、商、角、徵、羽五种中国民族调式音乐的特
性和五脏五行相生相克理论，与八纲（虚实、表里、寒热、阴阳）辩证相
结合的关系来选择曲目（或称为五音疗法）来进行治疗。 角调音乐具
有木气的属性，能防止气的内郁；徵调音乐具有火气的特征，有利防
治气机的下陷；宫调音乐具有木气的特征，以利防治起的升降紊乱；
商调音乐能影响人体气机运化，平秘阴阳，调理气血，保持体内气机
动态平衡，改善人体的健康状况。 乳腺病患者大多有烦躁易怒情绪，
或近期心情不畅，加重病情。 三才疗法采用"五行音乐"，根据三才辨
症分型，选用不同类型的音乐配合治疗，调节患者情绪，改善微循环
节奏。 三才音乐调绪时采用卧位治疗，所谓"人卧血归肝"。
1.6 三才阶梯疗法治疗乳腺增生配药组方 根据我院诊疗规范，我
院乳腺增生病辩证分为肝郁痰凝型和冲任失调型两型。 故其配药组
方有所改变，肝郁痰凝型给予逍遥散加减，而冲任失调型给与二仙汤
合四物汤加减。
1.6.1药物组成 柴胡 18g，当归 12g，白芍 12g，茯苓 12g，白术 1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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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 9g。
1.6.2 组方依据 肝性喜条达，恶抑郁，为藏血之脏，体阴而用阳。 若
情志不畅，肝木不能条达，则肝体失于柔和，以致肝郁血虚；足厥阴
肝经"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
巅。"肝郁气滞则两胁作痛，头痛目眩；郁而化火，故口燥咽干；肝木为
病易于传脾，脾胃虚弱故神疲食少；肝藏血，主疏泄，肝郁血虚脾弱，
在妇女多见月经不调、乳房胀痛。 治宜疏肝解郁，养血健脾为法。 方
中以柴胡疏肝解郁，使肝气得以条达为君药。 当归甘辛苦温，养血和
血；白芍酸苦微寒，养血敛阴，柔肝缓急；归、芍与柴胡同用，补肝体
而助肝用，使血和则肝和，血充则肝柔，共为臣药。 木郁不达致脾虚
不运，故以白术、茯苓、甘草健脾益气，既能实土以御木侮，且使营血
生化有源，共为佐药。 用法中加薄荷少许，疏散郁遏之气透达肝经郁
热；烧生姜温运和中，且能辛散达郁，亦为佐药。 甘草尚能调和诸药，
兼为使药。 诸药合用，使肝郁得疏，血虚得养，脾弱得复，气血兼顾，
肝脾同调，立法周全，组方严谨，故为调肝养血之名方。
1.6.3 加减变化 肝郁气滞较甚，加香附、郁金、陈皮以疏肝解郁；血

虚甚者加熟地以养血；肝郁化火者，加丹皮、栀子以清热凉血。
2 存在的问题

临床观察一般以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观察结果比较可信，
但因科研时间及其他因素，未能做到这点，故选择病例数目未能达到
预期目标，对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 本课题没有设立单纯
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病对照组，故无法评估单纯三才治疗仪治
疗乳腺增生病对本病的治疗效果。 观察时间较短，未能进行远期疗
效的观察，关于远期疗效的评定，有待于今后临床进一步完善。 另乳
腺增生病的疗效评定标准不一，需在今后的临床中提出规范临床应
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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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疾病的常规检查方法有红外线乳腺扫描及钼靶 X线摄片，
尽管钼靶 X线检查目前仍为诊断乳腺疾病的主要手段，但在某些方
面，如对致密型乳腺、乳腺成形术后或手术后瘢痕的评价等，仍存在
很大的局限性。 MRI具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率，能清楚的区分乳腺
皮肤、皮下脂肪、正常腺体与病灶。 近 10来，随着磁共振成像检查技
术的成熟及软、硬件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磁共振灌注成像在乳腺疾
病检查中的应用， 使乳腺影像学检查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前景，MRI
诊断乳腺良、恶性疾病的敏感性、特异性大大提高。 本文通过对 57
例经病理证实的乳腺 MRI病例的扫描序列的分析，就其扫描和成像
方法作一分析和讨论。
1 材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 2009年 6月~2011年 4月我院收治的 57例乳
腺病变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19~71岁，平均年龄 45岁。 术前行 MR
及乳腺 X线摄影检查。 所有病例均经术后病理确诊， 良性病变 32
例，其中乳腺增生 22例，纤维腺瘤 10例；恶性病变 25例，其中浸润
性导管癌 18例，浸润性小叶癌 4例，恶性淋巴瘤 3例。
1.2乳腺 MRI检查方法 MRI采用 GE signa (HDX)1.5T超导磁共
振，BREASTPA 乳腺专用相控阵线圈。 患者取俯卧位，双侧乳腺自然
悬垂于乳腺线圈内。 扫描序列： ①3PLANE LOCALIZATION，②
CALIBRATION(校正扫描)，③AUTO PRESCAN(AXL VIBRANT）调整
中心频率，④O-AXL DWI(B=1000)，⑤O-AXL T1 FSE，⑥O-AXL T2
fs FSE，⑦O-AXL FSTIR,⑧乳腺磁共振灌注成像 AXL VIBRANT(最
好再次调整中心频率）分 6期扫描，第一期扫描完成时迅速打药。

1.3图像后处理及分析 使用 GE ADW4.4工作站上 Functool软件
①在 DWI图像对兴趣区测量 ADC值并保存。 ②对增强第二期重建
5mmSAG及 COR图像。③对轴位动态增强扫描第二期与第一期减影
并保存。 ④对兴趣区（VOL）做时间密度曲线并保存。
2 结果

良性病例 32例， 其大部分病灶信号均匀， 少数信号不均匀，
T1WI 为等或低信号，T2WI 为稍高或高亮信号，DWI ADC 值大于
1.3，时间密度曲线以Ⅰ型为主，均提示良性病变。恶性病变信号大多
不均匀，T1WI呈低信号，T2WI呈混杂信号，DWI ADC值在 0.8～1.3
之间，时间密度曲线以Ⅱ、Ⅲ型为主，前两型极少，均提示恶性病变。
3 讨论

临床常用的对乳腺的影像检查方法有钼靶 X 线摄影，CT 及
MR等，钼靶摄影至今已发展成熟，它具有诊断正确性高，费用相对
较低及操作简便等特点，部分患者还可穿刺活检，是仍被公认为乳腺
疾患影像学检查的首选方法，可显示乳腺内的肿块和细小钙化，但对
近胸壁处的肿块易遗漏，对致密型乳腺对比度差及细小肿块不能发
现[1]。
3.1乳腺 MRI检查相对于钼靶 X线摄影具有以下优势 ①对于发现
乳腺病变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别是对于 X线平片评估较为困难的致
密型乳腺、乳腺癌术后局部复发以及观察乳房成形术后假体位置、有
无遗漏或并发症和后方乳腺组织内有无癌瘤等；②双侧乳腺同时成
像；③断层及任意三维成像，可使病灶定位更准确、显示更直观；④对
特殊部位如位于乳腺高位、深位病灶的显示要优于 X线；⑤对多中
心、多灶性病变的检出、对胸壁侵犯的观察以及对胸骨旁、纵隔、腋窝
淋巴结转移的显示要优于其它检查方法，因此 MRI对乳腺癌的准确

乳腺MRI检查技术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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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MR各扫描序列在乳腺病变中的应用。 方法 对 57例乳腺病变患者应用乳腺专用线圈行 MR各序列扫描。 结果 良性病例 32

例，其大部分病灶信号均匀，少数信号不均匀，T1WI为等或低信号，T2WI为稍高或高亮信号，DWI ADC值大于 1.3，时间密度曲线以Ⅰ型为

主，均提示良性病变。 恶性病变 25例，其信号大多不均匀，T1WI呈低信号，T2WI呈混杂信号，DWI ADC值在 0.8～1.3之间，时间密度曲线以

Ⅱ、Ⅲ型为主，前两型极少，均提示恶性病变。结论 MR为乳腺病的诊断又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但由于 MR扫描时间长，费用高及显示钙化差等

因素，常不作为首先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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