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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乳腺增生病的初步

临床疗效观察 
研究生：樱峰    导师：段永亮  主任医师  

摘  要 
目的：通过临床观察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病的

临床疗效，为临床的应用提供依据。方法：收集 80 例从 2008 年 12 月至 2011 年 3

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普外二科临床确诊为乳腺增生病的患者，根据我院

普外二科诊疗规范，辩证为肝郁痰凝型。其中治疗组、对照组各 40 例，治疗组予三

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每次三才治疗仪治疗时间为 60 分钟，每个疗程 15 天，

每天 1 次，配合口服逍遥散，每日 2 次，15 天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月经期

停止治疗。对照组单纯口服逍遥散加减，每日 2 次，15 天为 1 个疗程，治疗 1 个疗

程，月经期停止治疗。根据 2002 年中华中医外科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通过的参考标准分别记录治疗前后乳房疼痛、乳房肿块、及其伴随症状进行评分等。

建立数据库，运用 SPSS17.0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治疗前两组组间用独立样本 t 检

验，两组在年龄及病情上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5%，

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5%，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治疗前后在乳

房疼痛及肿块大小、硬度、范围等主症方面均有明显改善，且两组间有差异（P <0.05），

两组治疗前后在情绪变化、月经异常、两胁胀满均有明显改善，且在改善月经异常、

两胁胀满方面两组间有差异（P <0.05），而在改善情绪方面两组疗效相近（P >0.05）。

结论：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病的疗效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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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方法具有给药途径特殊、见效迅速、操作安全、无毒副作用等特点，是治疗乳腺

增生的一种有效方法。 

 
关键词：乳腺增生病；三才治疗仪；肝郁痰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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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treating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 with triple treasure 

therapeutic equipment combining with Xiaoyaosan 
Postgraduate: YingFeng Supervisor: Prof.DuanYonglia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riple treasure combined with 

xiaoyaosan on treating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 (type：ganyutanning) and to discuss 

the possible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it. Methods: 80 cases collected from December 

2008 to March 2011 in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Clinical dia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 According to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practices of second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in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Dialectic 

is type of ganyutanning, divided to the treat group of 3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of 30 

case. Th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iple treasure combine with 

xiaoyaosan, triple treasure each treatment time need 60 minutes,15 days of each treatment, 

one time a day, combined with xiaoyaosan, two times a day，menstrual period stop 

treatment. The control group only oral xiaoyaosan, two times a day, 15 days of each 

treatment one time, menstrual period stop treatment. Record the data from the two groups, 

establish the database, analyze them by SPSS 17.0 software package.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 group was 97.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ontrol group was 

85%,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0.05).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sore of breast and the size and range and hardness of bump were both 

alleviat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in two groups(P <0.05).The data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has significance. and the sa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nd showed that the Mood disorders and Menstrual abnormalities and pain 

of Threaten were both alleviat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 in two groups (P <0.05).The 

data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has significance and the sa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ut the mood disorders. Conclusions: Triple treasure 

combined with xiaoyaosan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treat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s, especially to alleviate the pain and bump. This metho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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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 route of administration, rapid onset, safe operation, drug side effected and is 

expected to have broad clinical applications. 

 

Key works: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s; Triple treasure therapeutic equipment; 

Type of ganyut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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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乳腺增生病又称乳腺结构不良，是一种既非炎症又非肿瘤的增生性病变，是以

乳腺腺泡、导管上皮及纤维结缔组织增生为基本病理变化的一类疾病的总称[1]。乳腺

增生发病年龄集中在 20~50 岁，50 岁以后发病率急剧下降，其发病率占育龄妇女的

40%左右，占全部乳腺疾病的 75%[2]，甚至更高，且在我国呈逐年增长趋势，被视为

癌前病变[3]，其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要比健康妇女高出 2~3 倍[4]，询证医学认为乳腺

癌的多阶段发展模式为“正常-增生-非典型增生-原位癌-浸润癌”。乳腺增生病的发病

率有日渐增高的趋势，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乳腺增生病都是女性乳

房疾病的第一大病症，且发病呈低龄化趋势，因此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现代医学认为，乳腺组织是多种激素作用的靶器官，周期性的激素分泌失调和

（或）乳腺组织对激素的敏感性增高是乳腺增生病发病的 主要原因[5]。根据流行病

学资料，多胎生育的妇女患乳腺疾病的几率较低，而晚婚晚育、少生、未育未哺乳

者发病率却较高，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乳腺疾病与乳腺未得到充分发育和功能未得

到充分发挥有关系[6]。 

乳腺增生病属于祖国医学“乳癖”范畴，“乳癖”之名 早见于《中藏经》，明

清时就已经有描述乳癖的特点，如《疡医大全》中“乳癖乃乳中结核，形如丸卵，

或坠重作痛，或不痛，皮色不变，其核随喜怒消长”与《疡科心得集》中言“有乳

中结核，形如丸卵，不疼痛，不寒热，皮色不变，其核随喜怒消长，此名乳癖”。认

为其病因主要是情志不畅，饮食不节，劳倦内伤等，致肝气郁滞，脾胃渐伤，脾失

健运，则生湿聚痰，气滞、痰湿、血瘀结聚成块，经络阻塞而发为本病；久则肾虚，

无以滋养冲任，冲任失调而生乳癖。本病病性属本虚标实，冲任失调为发病之本，

肝郁气滞、痰凝血瘀为发病之标。故肝郁痰瘀、冲任失调是其病机所在，而肝郁痰

凝是本病发生的 主要、 基本的病机，病位涉及肝、脾、肾三脏及冲、任二脉。 

目前为止，尚无确切有效且安全性的方法治疗乳腺增生病。其治疗就是实施内

分泌干扰，虽效果显著，但其副作用大，疗效不肯定。乳腺增生病本身无手术治疗

指征，虽然部分学者主张对病变组织进行局部手术切除，甚至行乳房单纯切除术，

但复发率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亦不易被患者接受。目前外科手术的治疗目

的在于避免误诊、漏诊乳腺癌、防止癌变[7]。中医治疗本病的优势在于整体调整内分

泌紊乱，改善机体的调节机制，通过机体本身的内在功能恢复而达到积极的治疗作

用。然而乳腺增生病的中医药辨证标准不统一，造成目前辩证分型混乱的现状，使

得中医药辩证施治难以推广和发扬光大，所以必须寻找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才能彻

底解决乳腺增生病难治易复发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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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治疗仪是根据中医基础理论、现代医学、现代生物力学原理，中西医结合

非手术治疗乳腺病、妇科慢性疾病的一种综合疗法。所谓“三才”即：天部、人部、

地部的配穴是三才。宋代琼瑶真人在《针灸神书》中，就记载了大量运用“三才取

穴”方法治疗各种疾病的临床应用。书中还提到：“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天在

上为阳；地在下为阴；人居于天地之间为和，天、地、人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

响的，基于这种整体观念的思想，针灸临床上就出现了“天、地、人三才”的取穴

规律。乳腺是人体的性器官，其生理、病理、神经、内分泌与经络、气血、津液、

七情、六淫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不是独立组织器官。所以在治疗乳腺病时，不能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整体治疗，尤其是局部消核与调节内分泌，调理子宫、

卵巢功能，是“三才阶梯疗法”的主要治疗原理。所谓“阶梯”即为：止痛→消核

→修复→调理。层层递进治疗乳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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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与内容 
1 研究对象 

所有 80 例病例均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2008 年 12 月-2011 年 3 月在

普外二科临床确诊为乳腺增生病的患者，中医辩证为肝郁痰凝型。 

2 方法与内容 
治疗组采用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加减治疗，采用北京中科亿康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的 WH290-I(豪华型)低频电子脉冲/红外乳腺治疗仪，采用音乐、穴位、中

药离子导入等疗法同时进行。音乐采用宫、商、角、徵、羽五种不同音阶，来调节

人的情志；穴位采用乳根穴、膺窗穴、期门穴、胸乡穴、檀中穴、食窦穴，每穴治

疗 3 分钟，穴位治疗后的剩余时间可自由选择治疗部位，直至定时结束，中药药贴

选用乳腺治疗仪自带的专用药贴，每次治疗时间为 1 小时。每个疗程 15d，每天 1 次，

治疗 1 个疗程，配合口服逍遥散加减，每天两次，15 天一个疗程，治疗 1 个疗程，

月经期停止治疗。对照组单纯口服逍遥散加减，每日两次，15d 为一个疗程，治疗一

个疗程，月经期停止治疗。两组治疗期间均不服用任何其他治疗乳腺增生病的药品

或保健品，两组均于治疗一个疗程后进行比较。 

2.1 病例选择标准 
2.1.1 西医诊断标准 

根据 2002 年中华中医外科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乳腺增生病

诊断参考标准[7]。 

2.1.1.1 症状与体征 

 突出的表现是乳房胀痛和肿块，特点是部分病人具有周期性。疼痛与月经周

期有关，往往在月经前疼痛加重，月经来潮后减轻或消失，有时整个月经周期都有

疼痛。体检时可发现一侧或双侧乳腺弥漫性增厚，可局限于乳腺的一部分，也可分

散于整个乳腺，肿块呈颗粒状、结节状或片状，大小不等，质韧而不硬，增厚区与

周围组织分界不明显。少数患者可有乳头溢液。本病病程长，发展缓慢。 

2.1.1.2 排除标准 

排除男性乳房发育症、初潮前小儿乳房发育症以及乳房良恶性肿瘤。 

2.1.1.3 辅助检查 

乳房钼靶 X 线摄片、乳腺超声检查及红外线热图像，对于肿块较硬或较大者，

可考虑作组织病理学检查。 

凡具上述“症状与体征”+“排除标准”者。根据临床条件应结合“辅助检查”

进行诊断。 

2.1.2 中医辩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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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2 年中华中医外科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肝郁痰

凝型乳腺增生病的辩证参考标准[7]。 

2.1.2.1 主症 

乳房肿块，肿块质地软硬不等，肿块大小不等，形态不规则；乳房疼痛，疼痛

性质多为胀痛、刺痛、隐痛、窜痛或触痛。 

2.1.2.2 次症 

胸胁胀满；烦躁易怒；月经量色异常或有血块，或经行腹痛；舌质暗或有瘀点、

瘀斑，苔薄白或黄腻；脉象弦滑或涩。 

凡具 2 项主症，并兼次症至少一项，结合舌苔脉象即可确立辩证。 

2.2 病例纳入标准 
2.2.1 符合前述西医乳腺增生病诊断标准； 

2.2.2 符合前述中医肝郁痰凝型辩证标准； 

2.2.3 年龄在 20 岁~50 的女性； 

2.2.4 治疗期间未使用其他乳腺增生病相关治疗； 

2.3 病例排除标准 
2.3.1 不符合上述诊断标准与纳入标准者。 

2.3.2 已接受其他有关治疗，可能影响本次研究的指标观测者。 

2.3.3 未按规定治疗，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判断者。 

2.3.4 年龄在 20 岁以下或 50 岁以上、妊娠及哺乳期的患者。 

2.3.5 合并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危及生命的原发性疾病以及精神疾病患者。 

2.3.6 合并有乳房良恶性肿瘤及其他乳房疾患者。 

2.4 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病具体操作步骤 
2.4.1 仪器准备：首先在一次性液盒内注入利多卡因等药物，生理盐水 90ml 备用； 

2.4.2 消毒：乳头及乳晕区碘伏棉球消毒，消毒范围 10~15cm； 

2.4.3 打开手术包铺无菌孔单，戴手套，用 20ml 注射器抽取专用药液（药准字药品），

用生理盐水稀释至 12ml 左右，将三通关接好注入 12ml 药物接上输液泵，备用； 

2.4.4 将 8 个平头穿刺针拔去针套放于孔巾上备用； 

2.4.5 碘伏棉球再次消毒乳头，左手拇指和食指提捏乳头，右手持钝针头插入乳孔，

一侧插四个乳孔，然后用乳头固定器固定乳头，两侧乳头都固定以后，将三通的四

个接头分别于针头的尾端连接； 

2.4.6 打开仪器，设置输液参数，共输入 20ml 即为治疗完毕； 

2.4.7 分别持四个针头尾端快速将针头拔出，去除乳头固定器，消毒乳头。 

2.5 寻找乳孔及插针的注意事项 
2.5.1 乳头一定要高高提起，把乳孔拉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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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右手持针横向扒拉乳头，把乳头上的痂皮去除。 

2.5.3 单侧乳腺选择至多 4 个乳孔进针。 

2.5.4 有的针头插入一半后进针困难，这时需在提高乳头，垂直进针，避免插破乳孔

内的黏膜。 
2.6 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 2002 年中华中医外科学会乳腺病专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参考标准
[8]。 

2.6.1 疼痛分级与评分 

乳房疼痛 0 级：无触痛，无自发痛或治疗后疼痛消失—0 分 

乳房疼痛 1 级：触压痛，无自发痛—6 分 

乳房疼痛 2 级：自发痛，以经前为主，呈阵发性—12 分 

乳房疼痛 3 级：自发痛，呈持续性，不影响生活—18 分 

乳房疼痛 4 级：自发痛，呈持续性，放射至腋下、肩背部、影响生活—24 分 

2.6.2 肿块分级与评分 

2.6.2.1 肿块硬度分级与评分 

1 级：治疗后肿块消失（该项治疗前无）—0 分 

2 级：质软如正常腺体—3 分 

3 级：质韧如鼻尖—6 分 

4 级：质硬如额—9 分 

2.6.2.2 肿块范围 

1 级：治疗后肿块消失（该项治疗前无）—0 分 

2 级：肿块分布范围局限于 1 个乳房象限—3 分 

3 级：肿块分布范围达 2 个乳房象限—6 分 

4 级：肿块分布范围达 3 个乳房象限—9 分 

5 级：肿块分布范围达 4 个乳房象限—12 分 

2.6.2.3 肿块大小（ 大肿块直径）分级与评分 

1 级：治疗后肿块消失（该项治疗前无）—0 分 

2 级：肿块 大直径≤2cm—3 分                                              

3 级：肿块块 大直径 2.1 一 5cm—6 分 

4 级：肿块 大直径>5cm—9 分                                              

2.6.3 全身伴随症状评分 

2.6.3.1 情绪变化 

1 级：无—0 分 

2 级：改善（该项治疗前无）—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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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级：有—2 分 

2.6.3.2 胸胁胀满或胀痛 

1 级：无—0 分 

2 级：改善（该项治疗前无）—1 分 

3 级：有—2 分 

2.6.3.3 月经量色异常及痛经 

1 级：无—0 分 

2 级：改善（该项治疗前无）—1 分 

2 级：有—2 分 

2.6.4 疗效判定标准： 

（1）计算治疗前后积分改善率 

改善率=
治疗前总积分-治疗后总积分

治疗前总积分
 ×100% 

（2）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改善率≥90% 

显效：改善率≥70%，＜90% 

有效：改善率≥30%，＜70% 

无效：改善率＜30% 

3 统计方法 
数据库的录入及分析均在 SPSS17.0 软件包上实现。两组总有效率构成比较用

Wilcoxon 秩和检验，两组间疗效比较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用配

对样本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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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 两组均衡性比较 

共收集的 80 例乳腺增生病病例，患者年龄在 20~50 之间，中医辩证均为肝郁痰

凝型，其中治疗组 40 例，对照组 40 例，两组在年龄、病情等方面相比较，差别均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10，P＞0.05），具有可比性。 

1.1 两组患者平均年龄比较 
两组患者平均年龄比较，两组年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平均年龄比较 （ sx ± ）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t P 

治疗组 40 40.53±6.98

对照组 40 40.28±6.86
0.162 0.872 

注：经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年龄比较 P＝0.872＞0.05，表明两组年龄分布差别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两组患者治疗前中医证候主症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中医症候主症比较，两组在乳房疼痛、乳房肿块等方面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主症积分比较（⎯ sx ± ） 

主症 治疗组 对照组 t P 

乳房疼痛（分） 14.55±4.69 16.20±4.34 -1.634 0.106 

乳房肿块（分） 17.55±4.53 16.88±4.00 0.706 0.482 

注：经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 P＞0.05，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前乳房疼痛及乳房肿

块积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3 两组患者治疗前中医证候次症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中医症候情况比较，两组在情绪变化、月经异常、胸胁胀满等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次症积分比较（ sx ± ） 

次症 治疗组 对照组 t P 

情绪变化 1.10±1.01 1.00±1.01 0.443 0.659 

月经异常 0.60±0.93 0.55±0.90 0.244 0.808 

胸胁胀满 0.90±1.01 0.80±1.00 0.447 0.656 

注：经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前情绪变化、月经异常、

胸胁胀满等积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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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床疗效比较 
2.1 总体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5%。从表 4 可见，经 Wilcoxon

秩和检验，Z=-7.417，双侧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认为三才治疗仪配合口

服逍遥散和单纯口服逍遥散在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病有差别，三才治疗仪配合

口服逍遥散优于单纯口服逍遥散。从表 5、6 可见，经统计学分析，与治疗前比较，

治疗前后两组在乳房疼痛、肿块方面均有改善，结果有显著性差异（P＜0.05），两组

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提示：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加减治疗肝郁痰凝

型乳腺增生病较单纯口服有效。逍遥散加减有效。 
表 4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40 6 31 2 1 97.5 

对照组 40 0 1 33 6 85 

注：经 Wilcoxon 秩和检验，Z=-7.417，双侧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认

为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和单纯口服逍遥散在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病有差

别，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优于单纯口服逍遥散。 

2.2 两组治疗前后主症比较 
2.2.1 两组治疗前后乳房疼痛比较 

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前后两组在乳房疼痛方面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两组在治疗乳腺疼痛方面均有改善；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

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 5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乳房疼痛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治疗组 40 14.55±4.69 2.25±2.86 

对照组 40 16.20±4.33 7.65±4.29 

注：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14.685，P＜0.0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14.171，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前两组组间比较，t=-1.634，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

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t=6.618，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在改善乳房疼痛较单纯口服逍

遥散有效。 

2.2.2 两组治疗前乳房肿块比较 

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前后两组在乳房肿块方面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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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提示两组在治疗乳腺肿块方面均有改善；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

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6。 

表 6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乳房肿块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治疗组 40 17.55±4.53 3.75±3.17 

对照组 40 16.88±4.00 10.20±3.58 

注：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18.391，P＜0.0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14.077，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前两组组间比较，t=0.706，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

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t=-8.530，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在改善乳房肿块方面较单纯口

服逍遥散有效。 

2.3 治疗前后伴随症状的比较 
从表 7、8、9 可见，与治疗前后比较，两组在调节月经异常、情绪改变、两胁

胀满等方面改善明显，在改善月经异常及胸胁胀满方面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

加减优于单纯口服逍遥散加减（P＜0.05），在改善情绪改变方面两组疗效相近（P＞

0.05）。 

2.3.1 两组治疗前后情绪变化比较 

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前后两组在情绪变化方面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两组在治疗情绪变化方面均有改善；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

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7。 

表 7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情绪变化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治疗组 40 1.10±1.01 0.30±0.52 

对照组 40 1.00±1.01 0.53±0.55 

注：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5.929，P＜0.0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5.940，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

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前两组组间比较，t=0.443，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独

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t=1.879，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三

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在改善情绪异常方面与单纯口服

逍遥散疗效相近。 

2.3.2 两组治疗前后月经异常比较 

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前后两组在月经异常方面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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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提示两组在治疗月经异常方面均有改善；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

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8。 

表 8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月经异常比较（ sx ± ）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治疗组 40 0.60±0.93 0.10±0.30 

对照组 40 0.55±0.90 0.30±0.52 

注：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3.873，P＜0.0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3.606，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

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前两组组间比较，t=0.244，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独

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t=-2.111，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三

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在改善月经异常方面较单纯口服

逍遥散有效。  

2.3.3 两组治疗前后胸胁胀满比较 

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前后两组在胸胁胀满方面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提示两组在治疗胸胁胀满方面均有改善；经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

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7。 

表 9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胸胁胀满比较（ sx ± ）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治疗组 40 0.90±1.01 0.13±0.34 

对照组 40 0.80±1.00 0.50±0.68 

注：经配对样本 t 检验，治疗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5.331，P＜0.0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t=4.088，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

独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前两组组间比较，t=0.477，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独

立样本 t 检验治疗后两组组间比较，t=-3.131，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三

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在改善胸胁胀满方面较单纯口服

逍遥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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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长期以来各家对本病的认识不一致，因此其命名繁多，如囊性乳腺病、痛性乳

腺、乳腺良性上皮增生、乳腺小叶增生症、乳腺结构不良症、乳腺纤维囊性病、乳

腺囊性腺病、囊肿性脱皮性上皮增生病等，统称为乳腺增生性疾病。为了避免这种

命名上的混乱，使本病命名趋于一致，1978 年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将其定名为

“乳腺增生病”[9]。目前笼统分为乳腺单纯性增生症（乳痛症）和乳腺囊性增生两种，

前者属于生理变化的范围，而后者则属于病理性变化，并有癌前病变之嫌[10]。乳腺

单纯性增生症为育龄妇女的常见病，可发生于青年期后至绝经期的任何年龄段，尤

其以未婚女性或已婚未育或已育未哺乳的性功能旺盛期的女性为多见[11]，在临床上

有 50%女性有乳腺增生病的临床表现，在组织学上则有 90%女性可见到乳腺结构不

良的表现[12]。该病的发生、发展与卵巢内分泌状态密切相关。大量资料表明，当卵

巢内分泌失调、雌激素分泌过多，而孕酮相对减少时，不仅刺激乳腺实质增生，而

且使末梢导管上皮呈不规则样增生，引起导管扩张及囊肿形成，也因失去孕酮对雌

激素的抑制影响而导致间质结缔组织过度增生与胶原化及淋巴细胞浸润[13]。而乳腺

囊性增生症是以小叶、小导管及末梢导管高度扩张而形成的以囊肿为主要特征，同

时伴有一些其他结构不良病变的疾病。它与单纯性增生病的区别在于该病增生、不

典型增生共存[14]，存在恶变的危险，应视为癌前病变。囊性增生病完全为病理性，

组织学改变是不可逆的[15]。乳腺囊性增生症的发病年龄一般开始于 30~34 岁之间，

而 40~49 岁为发病高峰[16]，主要为中年妇女，青年女性少见，绝经后发病率也迅速

下降。其发病率在成年妇女约为 5%[17]。 

三才治疗仪针对乳腺增生病的病因通过音乐调节人的情志，使人心情舒畅，穴

位疗法使舒经活络，中药离子导入活血化瘀，抑制组织内单胺氧化酶活力，抑制胶

原纤维合成，改变局部及全身血液循环，有利于激素在体内代谢，加强肝脏对雌激

素灭活能力，促进组织修复。健脾化痰能促进黄体生成素的分泌，从而抑制垂体促

性腺激素，拮抗雌激素过多的分泌；补肾温阳，调理冲任，可通过改善性腺轴、细

胞及体液免疫等多个环节的功能而提高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性，恢复机体内在的调节

功能，抑制乳腺组织发生增生性的改变。本文采用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病取得

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其远期效果以及对其他乳腺疾病的疗效有待进一步长期临床观

察。目前对乳腺良性疾病，无论用中医、针灸或西医等治疗，效果均不理想。三才

阶梯疗法能有效提高乳腺血流、改善乳腺微循环，将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很好的结

合起来。本课题旨在对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与单纯口服逍遥散治疗乳腺增生

病进行临床疗效观察，并将乳房疼痛、乳房肿块及伴随症状的积分作治疗前后的对

比，来探讨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治疗乳腺增生病的临床疗效，为乳腺增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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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治疗手段选择提供依据。 

1 乳腺增生病的机理讨论 
1.1 西医机理讨论 

乳房是人类和哺乳动物的特有结构，是一个外胚层器官。它起源于皮肤，由表

皮局部增厚而成。其结构近似皮脂腺，是一种变异的汗腺，功能活动近似于汗腺。

乳房的发育历经胚胎期、婴幼儿期、青春期、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断乳期、

绝经期、老年期等不同阶段。作为内分泌激素的靶器官，乳房在各个时期， 

均处于机体内分泌激素特别是性激素的影响下，由于不同时期机体内分泌对乳

腺的影响不同，故各期乳房的表现也各有其特点。乳房结构主要为乳头、乳晕、皮

肤、皮下组织、乳房悬韧带、入关系统、乳腺小叶和腺泡，小叶内间质、乳房后间

隙。乳腺组织是多种激素作用的靶器官，正常乳房的生长、发育和分泌功能都是在

大脑皮质和丘脑下部的调节下进行的，多种内分泌激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卵巢激

素和腺垂体对乳腺的影响 大，其次肾上腺皮质激素、甲状腺素、睾酮、胰岛素等

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流行病学资料，多胎生育的妇女乳腺疾病的发病率较低，而

少生晚育，未育未哺乳者发病率却较高，所以我们认为还与乳腺未得到充分发育和

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有关[18]。同时临床工作中发现，很多保守治疗难以消除的乳房

肿块在型手术治疗时，乳腺增生比较经典的病因学说包括：一是内分泌激素水平失

调，性激素代谢紊乱使体内雌激素分泌过量，或者肝脏灭活雌激素功能异常，致使

过多的雌激素对乳腺组织进行不良刺激可导致乳腺组织产生增生性变化；二是雌激

素与孕激素平衡失调，表现为黄体期孕激素分泌减少，雌激素的量相对增多，致使

雌激素长期刺激乳腺组织而缺乏孕激素的节制与保护作用，乳腺导管和小叶在周而

复始的周期中，增生过度而复旧不全，从而导致乳腺增生的发生；三是近年来，许

多学者认为催乳素升高也是引起乳腺增生的一个重要因素[19]。研究发现垂体分泌的

催乳素 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乳房生长发育，发动和维持泌乳，此外还影响下丘脑-垂

体-性腺轴的功能；四是基础研究提示激素受体在乳腺增生的发病过程中也起着一定

作用[20]。由于雌激素和孕激素对靶细胞发挥生理或病理作用必须与雌激素受体蛋白

（estrogen receptor，ER）或孕激素受体蛋白（progestin receptor，PR）相结合，ER

和 PR 的生物活性高低直接影响雌、孕激素对靶细胞产生的生理或病理作用[21]。 

1.2 中医机理讨论 
女子乳头属肝，乳房属胃，脾与胃相表里，肝气宜疏泄条达，体阴而用阳，若

情志不畅，郁久伤肝，致气机郁滞，肝失条达，气血周流失度，蕴结于乳房脉络，

经脉阻塞不通，不通则痛，思虑过度，肝脾受损，气滞痰凝血瘀结聚成块，出现乳

房结块胀痛，并随喜怒消长。《外科正宗》云：“忧郁伤肝，思虑伤脾，积想在心，

所愿不得志者，致经络痞涩，聚结成核。”[22]《外症医案汇编》：“乳症：皆云肝脾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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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则为癖核。”[23]再者，乳房为胃经营运之处，也是冲任气血渗灌濡养之所。高秉

钧认为“乳中有核，何以不责阳明而责肝？”[24]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脉隶属于

肝肾，关系于脾胃；循胸而行，与乳房生理病理息息相关。陈实功认为“忧郁伤肝，

思虑伤脾，积想在心，所愿不得志者，致经络痞涩，聚结成核”；《医宗金鉴》记载

“乳中结核梅李形，……症由肝脾郁结成”。[25]《外科医案汇编》中“乳中结核，虽

云肝病，其本在肾”[23]阐明了肾在乳癖发病学上的重要影响。肾为五脏之本，元气

之根。天癸源于先天，藏于肾，肾气化生天癸，天癸激发冲任之脉，使之通盛。冲

任二脉起于胞宫，其气血上行为乳，下行为经，冲任与肾相并而行。肾气-天癸-冲任

构成独特的女子性轴，而肾气则是性轴的核心。若肾虚，冲任失调，气血瘀滞，结

聚于乳房、胞宫，或乳房疼痛而结块，或月事紊乱。因此乳癖的发生病机可归纳为

两个：肝郁痰凝和冲任失调，涉及肝、脾、肾三脏。 

2 乳腺增生病症状产生机理 
2.1 乳房疼痛 

乳房疼痛的机理是因为雌激素增高，乳腺组织与乳腺管系统增生，并有组织内

钠、水潴留，引起局部疼痛[26]。常为胀痛或刺痛，可累及一侧或两侧乳房，以一侧

偏重多见，疼痛严重者不可触碰，甚至影响日常生活及工作。疼痛以乳房肿块处为

主，亦可向患侧腋窝、胸胁或肩背部放射；有些则表现为乳头疼痛或痒。乳房疼痛

常于月经前数天出现或加重，行经后疼痛明显减轻或消失；疼痛亦可随情绪变化而

波动。这种与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有关的疼痛是乳腺增生病临床表现的主要特点。 

2.2 乳房肿块 
所谓的“增生肿块”其实是大量融合成团块的小的囊肿，或大的囊腔内充满奶

酪样分泌物，通过显微镜观察，其内有大量的小导管被分泌物堵塞形成扩张，所以

虽然有导管上皮细胞的增生，但并不是形成肿块的唯一原因。从生理角度，乳腺作

为性激素的靶器官，从生理周期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变化。黄体期是乳腺的分泌

期，此期乳腺腺泡出现顿挫型分泌，有少量含有脂肪组织的分泌物潴留在腺泡和小

导管内，月经期来临，分泌物中的水分被吸收，而固体成分却滞留在腺泡和小导管

内。这样反反复复，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团块。所以很多肿块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导

管内分泌物淤滞堵塞，而并非增生的组织细胞所形成。乳房肿块可发生于单侧或双

侧，大多位于乳房的外上象限，也可见于其他象限。肿块的质地中等或硬韧，表面

光滑或颗粒状，活动度好，大多伴有压痛。肿块大小不一，直径一般在 1~2cm 左右，

大着可超过 3cm。肿块的形态常可分为以下数种类型： 

2.2.1 片块型 

肿块呈厚薄不等的片块状、圆盘状或长圆型，数目不一，质地中等或有韧性，

边界清，活动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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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结节型 

肿块呈扁平或串珠状结节，形态不规则，边界欠清，质地中等或偏硬，活动度

好，亦可见肿块呈米粒或沙粒样结节。 

2.2.3 混合型 

有结节、条索、片块、砂粒样等多种形态肿块混合存在者。 

2.2.4 弥漫型 

肿块分布超过乳房 3 个象限以上者。 

2.3 月经异常 
乳腺是多种激素的靶器官，正常乳腺的生长、发育和分泌功能都是在大脑皮质

和丘脑下部的调节下进行的，多种内分泌激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卵巢激素和腺垂

体激素对乳腺的影响 大[27]。因此乳腺患者常伴有月经异常。卵巢分泌雌激素和孕

激素，两者都能促进乳腺组织的发育，雌激素促进乳腺导管生长，孕激素刺激腺泡

发育，促进小叶形成，但必须有腺垂体激素的参与，在共同作用下，才能使乳房完

全发育。试验证明，如果切除脑垂体，雌、孕激素即不能引起乳房的发育，因此对

乳腺癌患者，施行垂体切除术，或用大量雌激素抑制垂体功能，来治疗乳腺癌就是

基于这个道理。临床上常常遇见新生儿在出生后 3~4 天，乳腺有增生和分泌现象，

件乳房稍胀大，有时有少量乳汁从乳头泌出，这是母体内的雌激素和催乳素在分娩

前进入婴儿的体内所致。越 5~7 天后，随着婴儿血液循环内来自母体激素的耗竭，

上述现象逐渐消失，此称为新生儿乳房生理性肥大，无需治疗，其乳房可恢复到一

般婴儿的静止状态。 女孩 10 岁左右，青春发育期开始，卵巢的卵泡成熟，乃分泌

大量雌激素，与儿童期相比可增长 20 倍以上，40 岁以后分泌量逐渐减少，40~50 岁

以后周期性停止。随着雌激素周期性变化，出现了周期性月经来潮，乳腺发育成熟。

现已证明，乳腺小叶的形成和乳腺的成熟，则需雌激素和月经前分泌的黄体素适当

比例的联合作用下才能开始，到妊娠后才得到充分发育，正常情况下卵巢与垂体处

于功能平衡或相互代替的状态，卵巢功能不足时，腺垂体功能亢进；而卵巢功能亢

进或长期使用大量雌激素时，可抑制腺垂体的分泌。一般认为，体内的黄体素和雌

激素比例失调，即黄体素分泌减少，雌激素的分泌呈相对增多时，可引起乳腺增生

病。性成熟后受卵巢激素的影响，乳房也和子宫内膜一样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卵巢

从卵巢发育一排卵—黄体形成—退化，子宫内膜相应出现增生—分泌—月经。卵巢

的卵泡发育过程的整个周期中每天都有雌激素分泌，使子宫内膜和乳腺均出现增生

性变化，卵泡发育成熟，卵细胞排出，排卵期雌激素分泌 为显著，黄体逐渐形成，

黄体中期雌激素分泌也较多，乳腺和子宫同样有增生期转入分泌期。于月经前 4~6

天，黄体发育到极盛期，黄体分泌大量的孕激素和雌激素，如卵细胞未受精，黄体

即开始退化，渐形成白体，孕激素、雌激素分泌随之下降，子宫内膜得不到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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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就发生坏死、脱落、月经来潮，月经期雌激素派出两降至 低。乳腺出现

萎陷级退行性变化。性激素的下降解除了丘脑下部“持续中枢”的抑制，促性腺激

素释放激素有开始分泌，脑垂体重新分泌促卵泡素级少量黄体生成素，新的卵泡又

在发育，并逐步分泌雌激素，子宫内膜修复增生，乳腺也随着雌激素的变化而变化，

转入下一个月经周期。 

2.4 情绪改变 
乳腺增生病是一组以乳腺结构出现不同程度紊乱而导致乳络瘀阻为病理改变的

临床证候群，乳房周期性疼痛或为周期性疼痛及不同表现的肿块为常见症状，患者

在发病后更多关注自己的疾病，对躯体症状感觉更加强烈。此外，由于本病迁延不

愈，反复发作，以及患者对治疗及预后缺乏客观科学的认识，易产生恐惧、焦虑、

抑郁情绪，出现无法摆脱的消极心态和不切实际的想法[28]。由于躯体症状感觉强烈，

患者过度关注疾病的发展和转归，在治疗过程中突出表现以自我为中心、与医护人

员的密切配合，对医护的过度依赖等。另外心理因素对乳腺疾病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经受过精神创伤和严重生活事件而引起精神压抑的妇女患乳腺疾病的危险性增加。

因此乳腺疾病与心理因素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2.5 其他症状 
乳腺增生病常伴随失眠多梦、胸胁胀痛、心烦口苦等，其机理尚不明确。 

3 治疗现状 
因为乳腺增生病的主要病因是内分泌激素失调所致，而且影响很多，发病机制

也相当复杂，尚不十分清楚。因此在乳腺增生病的治疗上也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西

医治疗以内分泌调节、手术为主要措施，中医治疗以中药口服及外治法为主，现仍

缺乏特效药和理想手段。 

3.1 西医治疗 
3.1.1 内分泌治疗 

3.1.1.1 乙烯雌酚 

第一个月经周期，每周口服 2 次，每次 1mg，连服 3 周；第二个月经周期间，

每周给药一次，每次 1mg；第三个月经周期间仅给药一次，每次 1mg。 

3.1.1.2 黄体酮 

月经前两周，每周 2 次，每次 5mg，总量 20~40mg。 

3.1.1.3 睾酮 

月经后 10 天开始用药，每日 5~15mg，月经来潮时停药，每个月经周期不超过

100mg。 

3.1.1.4 溴隐亭 

是多巴胺受体激活剂，作用于垂体催乳细胞上的多巴胺受体，抑制催乳素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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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释放。每天 5mg，3 个月为一个疗程。 

3.1.1.5 丹那唑 

是雌激素衍生物，通过抑制某些酶来阻碍卵巢产生甾体类五志，从而调整激素

平衡达到治疗作用。每天 200~400mg，连用 2~6 个月。 

3.1.1.6 他莫昔芬 

雌激素拮抗剂，月经干净后第 5 天口服，每天 2 次，每次 10mg，连用 15 天停

药；保持月经来潮后重复。该药物治疗效果好，副作用小，是目前治疗乳腺增生病

的较好的办法。 

3.1.2 手术治疗 

手术目的在于明确诊断，避免癌的漏诊和延误诊断。手术原则为：穿刺细胞学

检查为首选检查方法之一。对检查结果阴性、不能排除恶性者，须做手术检查。有

条件者，应在做好根治术准备的情况下行快速冰冻冰冻病理检查，如果为恶性，则

行根治术；如果不具备冰冻条件，也可先取病理，如果病变为恶性，应在术后 2 周

内行根治术，这样对预后影响不大。肿块类或属于癌高发家族成员，肿块直径在 3cm

以内，可行包括部分正常组织在内的肿块切除；根据病理结果，如有上皮细胞高度

增生、间变者，年龄在 40 岁以上，行乳房大区段切除。有高度上皮增生，且家族中

有同类病史，尤其是一级亲属有乳腺癌者，年龄在 45 岁以上应行单纯乳房切除术。

35 岁以下的不同类型的中等硬度的孤立肿块，长期治疗时好时坏，应行肿块多点穿

刺细胞学的检查，如果阳性则行根治术；即使阴性也不可长期药物治疗，应行肿块

切除送病理，根据病理结果追加手术范围。当然，也不可盲目行乳房单纯切除术。 

3.2 中医治疗 
3.2.1 中医内治 

中医内治以止痛与消块为治疗本病之要点，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辩证论治，本病

分为肝郁痰凝型和冲任失调型。肝郁痰凝型以疏肝解郁，化痰散结为法，方药用逍

遥散加减。冲任失调型以调摄冲任为法，方药用二仙汤合四物汤加减。 

3.2.2 中医外治法 

近 10 年来中医药外治法治疗乳腺增生病的文献，具体包括：中药离子导入，针

刺治疗，穴位埋线治疗，穴位注射治疗，药磁乳罩，磁片磁贴，足底按摩治疗，乳

房局部，艾灸疗法，中药外洗，中药贴敷，刮痧，拔罐治疗，隐性循经感传线针刺，

耳压，敷脐，塞鼻治疗等治疗乳腺增生的研究进展，分析了各种疗法的临床疗效，

认为中医外治法治疗乳腺增生症有良好的疗效和明显的优势。 

4 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病的机理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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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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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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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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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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有研究认为磁场的镇痛作用跟其

消肿作用有关[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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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课

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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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独立样

本 t 检验，治疗组在改善肿块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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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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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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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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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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三才阶梯疗法治疗乳腺增生配药组方 
根据我院普外二科诊疗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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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药物组成 

柴胡 18g 当归 12g 白芍 12g 茯苓 12g 白术 12g 甘草 9g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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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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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乳腺增生病的预后及预防 
乳腺增生病被视为癌前病变，其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要比健康妇女高 2~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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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证医学认为乳腺癌的多阶段发展模式为“正常-增生-非典型增生-原位癌-浸润癌”。

因此，对乳腺增生给予早期治疗，其意义不仅在于治疗该病本身，更在于防治乳腺

癌。国外研究发现，长期哺乳者患乳腺癌的风险性下降，因排卵的月经周期总数与

乳腺癌的风险性相关，产后长期哺乳可推迟排卵月经期的建立，从而降低哺乳者患

乳腺疾病的风险，有无哺乳与乳腺增生病的发生有很大关系，应鼓励哺乳期妇女坚

持哺乳，降低乳腺疾病的发生；另外多次人工流产及口服避孕药者发生乳腺疾病的

几率增加，因此倡导女性选择安全有效的避孕措施，避免多次人工流产，使女性内

分泌功能保持正常；鼓励乳腺增生病患者保持心情舒畅，情绪稳定，控制脂肪类食

物的摄入，脂肪类食物可通过催乳素增加进而通过下丘脑-垂体轴使雌激素分泌增加，

因此提倡妇女合理膳食；及时治疗月经失调等妇科疾患和其他内分泌疾病，对发病

高危人群要重视并嘱其定期检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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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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1. 由统计学结果分析，两组治疗前后的疼痛程度及肿块情况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遥散与单纯口服逍遥散对于减轻疼痛及肿块的硬度、范围、

大小及全身伴随症状均有较好的疗效。 

2. 经统计学结果分析，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7.5%，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5%，经

Wilcoxon 秩和检验，两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三才治疗仪配合口服逍

遥散在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病叫单纯口服逍遥散有效。 

3. 两组治疗后经独立样本 t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三才治疗配合口服逍遥

散在改善乳房疼痛、肿块硬度、大小、范围及月经异常、胸胁胀满等方面优于单纯

口服逍遥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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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乳腺增生症的中医外治法近况 
樱峰综述   段永亮审校 

乳腺增生病是妇女的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发病年龄集中于 20～50 岁，50 岁以

后发病率急剧下降，其发病率占育龄妇女的 40%左右，占全部乳房病的 75%，是

常见的乳房疾病[1]。其发生乳腺癌的危险性要比健康妇女高 2～3 倍[2]。有文献表明，

乳腺囊性增生属于乳腺癌的癌前病变[3 ,4]。社会经济地位高、受教育程度高、初潮早、

低胎产状况、大龄初孕和绝经迟的妇女为发病的高发人群[5]。乳腺增生病的发病率有

日渐增高趋势，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乳腺增生病都是女性乳房疾病的

第一大病症，且发病呈低龄化趋势。近 10 年来中医药外治法治疗乳腺增生病的文献，

具体包括：中药离子导人，针刺治疗，穴位埋线治疗，穴位注射治疗，药磁乳罩，

磁片磁贴，足底按摩治疗，乳房局部，艾灸疗法，中药外洗，中药贴敷，刮痧，拔

罐治疗，隐性循经感传线针刺，耳压治疗等治疗乳腺增生的研究进展，分析了各种

疗法的临床疗效，认为中医外治法治疗乳腺增生病有良好的疗效和明显的优势。 

1  病因 
1.1 内分泌失调：黄体分泌减少，雌激素相对增多为本病的重要原因；催乳素升高

也是引起乳腺增生症的一个重要因素；激素受体在乳腺增生症的发病过程中也起着

重要作用。一般认为神经、免疫及微量元素等多种因素均可造成机体各种内分泌激

素的失衡。 

1.2 精神因素：人生存的外部环境、工作及生活条件、人际关系、各种压力造成的

神经精神因素等均可使人体的内环境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功能，进而

使某一种或几种激素的分泌出现异常，引起乳腺增生。 

2  发病机制 
乳房是女性激素的靶器官，性激素对乳腺的正常生长、发育及变化起主导作用。

雌激素促进乳腺小叶腺泡组织的发展。雌激素过高或黄体过少，或者两种激素之间

不协调，均可引起乳腺导管上皮和纤维组织不同程度的增生。该病是由于卵巢功能

分泌失调，雌激素相对增高，作用于器官上的受体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原因是乳

腺组织对雌激素的敏感性增高，孕激素相对分泌不足，失去制约和保护乳腺组织的

作用，使乳腺组织在高浓度雌激素的作用下，不能由增殖状态完全复旧， 终导致

乳腺组织增生。 

3  临床表现 
（1）乳房疼痛：常为胀痛或刺痛，可累及一侧或两侧乳房，以一侧偏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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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严重者不可触碰，甚至影响日常生活及工作。(2)乳房肿块：肿块可发生于单侧

或双侧乳房内，单个或多个，好发于乳房外上象限，亦可见于其他象限。肿块形状

有片块状、结节状、条索状、颗粒状等，其中以片块状为多见。(3)乳头溢液：少数

患者可出现乳头溢液，为自发溢液，草黄色或棕色浆液性溢液。(4)月经失调：本病

患者可见经期紊乱，经期提前，月经量少或色淡，经潮期迁延、淋漓不尽，可伴痛

经。(5)情态改变：患者常感情志不畅或心烦易怒。每遇生气，精神紧张或劳累加重，

情绪稳定或心情舒畅时症状减轻。(6)其他症状：临床上部分患者会伴有口苦、两肋

作胀、不欲饮食、胃脘胀满不舒、大便干燥、失眠多梦等症状。 

4  外治法 
4.1中药离子导入 

中药离子导入是通过直流电场内同性电荷相斥、异性电荷相吸原理，使中药离

子在同名电极的推斥下，经皮吸收，使药物在局部保持较高浓度；电脉冲刺激扩张

局部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和营养物质供应，降低血液粘度，改变血液免疫学特征，

减弱致痛物质活性，从而缓解疼痛；红外光的热辐射降低感觉神经的兴奋性，具有

镇痛作用，同时可提高机体免疫力。杨军等[6]对 386 例患者采用 JY-2320 型红外线乳

腺治疗仪中药离子导入外治。显效 207 例，有效 112 例，无效 48 例，总有效率 87.56%。

李国康等[7]用中药离子导入方法治疗乳腺增生，显效率为 62.5％，有效率为 33.3％，

总有效率为 95.8%。赵敏怡等[8]组采用药物导入治疗 100 例，痊愈 45 例，显效 34 例，

有效 14 例，无效 7 例，总有效率为 93%。 

4.2 针刺治疗 
郭诚杰等用雌二醇(E2)、雌三醇(E3)肌肉注射能造成乳腺增生动物模型，提示雌

激素升高是导致乳腺增生的原因之一[9~14]。对 E2 所致大白鼠乳腺增生病的实验发现，

针刺组治愈率 58%，药物组 25%，自愈对照组 0%，表明针刺组优于药物组(P<01025)，

药物组优于自愈对照组(P<0101)[10]。修贺明对 E2 造模的小鼠乳腺，采用连续切片方

法，以充分了解整个乳腺腺泡的变化，实验结果显示，乳腺腺泡的改变及增生程度

与针刺的抑制作用有显著的相关性[11]。上述实验说明针刺确有抑制雌激素所致实验

性乳腺增生作用。郑平菊用大型显微分光光度计观察针刺对 E2 诱导的大鼠乳腺增生

细胞脱氧核糖核酸(DNA)含量的影响，显示针刺治疗组乳腺细胞核 DNA 的相对含量

低于未治疗组(P<0101)，而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无明显意义(P>0105)[13]，说明针刺可通

过抑制增生 DNA 的复制，从而抑制细胞繁殖速度，使其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从

细胞水平探讨了针刺机理。 

4.3 穴位埋线注射、注射治疗 
现代医学对埋线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机体内部的一些微观组织结

构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埋线操作能对穴位、神经以及整个中枢产生一种综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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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组织器官的活动能力加强，血液循环及淋巴回流加快，局部新陈代谢增强，

其营养状态得到改善。产生的疼痛信号传到相应的脊髓后角内，可以引起脊髓水平

的抑制效应，调节其所支配的内脏器官。此外，羊肠线作为一种异种蛋白，可诱导

人体产生变态反应，使淋巴组织致敏，配合抗体、巨噬细胞来破坏、分解、液化羊

肠线，使之分解为多肽、氨基酸等。羊肠线在体内软化、分解、液化吸收，对穴位

产生的生理及生物化学刺激可长达20天或更长，从而弥补了针刺时间短、疗效难巩

固，易复发等缺点[15]。而穴位注射的当归注射液能使失调的内分泌功能得以纠正，

使雌激素水平下降，孕酮水平相对上升，以使增生的乳腺组织恢复正常。刘绍亮等[16]

用穴位埋线治疗乳腺小叶增生120例，痊愈38例（占31.67%），显效78例（占65.0%），

无效4例（占3.33%），有效率为96.67％。楼丽华等[17]采用合穴封闭治疗乳腺囊性增

生108例，治愈88例，好转19例，无效1例，有效率为99.07%。金肖青等[18]共治疗31

例，痊愈7例，显效10例，有效12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3.55%。刘忠等[19]治疗本

病108例，结果治愈88例，好转19例，无效1例，有效率为99.07%。 

4.4 药磁乳罩疗法 
药磁乳罩治疗关键是调整其内分泌失调，达到止痛及软化肿块的目的，药磁乳

罩方昆布海藻含碘有改善黄体功能，纠正内分泌紊乱作用，淫羊藿有类似雄激素样

作用，氮酮能促进药物透皮吸收，磁石形成磁场作用于乳腺病变区域，促进药物经

皮吸收，对病灶达到有效治疗作用。药磁乳罩特别适合于乳腺增生症早期乳痛症的

治疗，与内服药同用，可增强疗效。李万民[20]用自制无菌乳罩共治疗105例乳腺增生

患者，治愈率87.6%，有效率98.1%。高美荣等[21]研制了药磁乳罩治疗乳腺增生，共

治疗96例，临床治愈26例，显效32例，有效3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91.67％。本法

特别适合于乳腺增生症早期乳痛症的治疗，与内服药同用，可增强疗效．还可适用

于经内服药治愈后的患者，作为巩固疗效的一种治疗方法。 

4.5 磁片磁贴疗法 
磁片磁贴是通过调节神经系统，使丘脑下部某些神经兴奋，产生一种活性物质，

通过丘脑下部与垂体之间的门脉系统进入垂体前叶分泌与性腺有关的促卵泡成熟激

素和黄体生成激素，两者协同作用下卵泡成熟，并分泌雌激素。通过这些激素作用

于卵巢激素参与月经周期的调节，同时对丘脑下部和垂体产生反馈作用。孕激素抑

制丘脑下部的黄体生成激素释放因子，使垂体黄体生成激素分泌减少。通过调节和

磁场药物离子与组织细胞的物质交换，使病变组织得到恢复。吴耀持[22]用古神脐疗

磁贴治疗乳腺增生40例，痊愈12例，显效18例，有效7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92.5%。

王建民[23]将磁场强度1500 GS左右的磁片，治疗103例乳腺增生患者，治愈率19.4％，

显效率73.8％，总有效率93.2%。袁永熙等[24]用曼格磁贴共治疗小叶增生患者50例，

其中治愈5例，占10％，有效30例，占60％，无效15例，占30％。总有效率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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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足底按摩治疗 
足部反射区按摩疗法的作用原理是基于传统中医理论所衍生出来的全息理论。

它认为：在人体的脚部存在着与人体各脏腑器官一一相对应的反射区，运用拇指、

手指与手的技巧对这些反射区所施加的特定的压力，可以缓解人体内部的紧张状态，

引起人体的某种生理变化。其作用机理是通过对反射区的这种物理刺激可以改善血

液循环，这不仅帮助机体排泄体内的代谢产物，而且作为载体，血液可以将内分泌

腺所分泌的激素及免疫细胞运送到全身特定的器官(靶器官)，以调节人体的生理代

谢。同时，对足部的刺激所产生的冲动通过神经反射弧的活动抑制了病变部位的病

理冲动，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因此，对足部反射区的刺激可以增强免疫力、

调节内分泌等。这就是为什么足部按摩疗法可以治疗乳腺小叶增生的原理。史达富[25]

运用足部反射区按摩治疗乳腺小叶增生，取得较好疗效，共治疗63例，治愈49例，

好转12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为96.83%。 

4.7 乳房局部按摩 
按摩治疗的主要作用在于使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兴奋，促进脑垂体性腺分泌的功

能，促进乳腺增生的正常发育。推、揉、搓法和乳根、天池、云门、中府穴，可促

进乳房局部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使增生的乳腺组织得以消散。重揉、点压膈俞、

血海、阴陵泉可产生镇痛物质，使某些致痛物质减少或消失，达到止痛的目的。李

碧瑶[26]采用传统中医按摩手法治疗乳腺增生病56例，治愈15例，显效31例，有效6例，

无效4例，总有效率达92.9%。 

4.8 艾灸疗法 
艾灸疗法能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对局部积累的有害代谢物质具有稀释作用，同

时可以减轻局部水肿，调节PH值，缓解疼痛；调节激素水平，降低乳腺细胞与激素

结合的机率，减少细胞增殖能力；通过调节乳腺细胞激素受体的表达，整合细胞的

功能，从而达到下调细胞应激水平的目的。刘正义等[27]用艾条灸治疗本病，共治疗

13例，总有效率为100%。陈旭梅等[28]采用温针灸治疗乳腺增生病100例，结果痊愈

68例，显效25例，好转5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8%。崔学伟等[29]根据现代艾灸疗

法的原理，将艾条和磁疗相结合研制成一种艾灸治疗仪，治疗本病80例，在治疗1～

3个疗程后，有效率达100%。 

4.9 中药外洗及贴敷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外洗及外敷药物中的海藻、昆布含有大量碘，现代药理研

究证实含碘药物有助于刺激黄体生成素分泌，改善黄体功能从而调整了雌激素和黄

体酮的比值，并能促进病理产物和炎性渗出物的吸收，达到治疗目的。孙亚利等[30]

治疗56例，其中痊愈37例，好转19例，总有效率100%。连娜等[31]观察70例，治愈10

例，显效26例，有效30例，总有效率94.29%。庞相荣[32]治疗100例，治愈59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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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例，总有效率97%。 

4.10 其它治疗 
刮痧，拔罐治疗，隐性循经感传线针刺，耳压等治疗，目前其作用机制尚不清

楚，但对本病有一定的疗效。孟宪恺等[33]取乳房对应背部刮痧，治本病 53 例，总有

效率 98.1%。王瑜[34]拔罐治疗乳腺增生症患者 92 例，总有效率 93.48%。党风鸣等[35]

采用隐性循经感传线治疗乳腺增生共治疗 98 例，治愈 64 例，显效 16 例，有效 15

例，无效 3 例，有效率为 96.94%。沈保强[36]用王不留行籽贴压治疗 112 例，结果治

愈 68 例，好转 41 例，无效 3 例，总有效率 97.32％。 

5  讨论 
乳腺增生是以乳房肿块和胀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既不是炎症也不是肿瘤的

增生性病变。它是以乳腺、腺泡、导管的上皮细胞及结缔组织增生为病理变化的一

类疾病的总称。乳腺增生病是妇女乳腺疾病中的常见病，部分非典型增生有癌变可

能，增生故受到广大妇女的重视。治疗本病应以改善妇女生活质量和预防乳腺癌的

发生为主，乳腺增生病的治疗，迄今尚无疗效确切的方法，西医目前多主张采用激

素制剂，以阻断激素失调的恶性循环，这虽能缓解某些症状，但副作用较大，疗效

不确切，并且可能导致紊乱的内分泌更加紊乱[37]。至于手术疗法，由于本病是与内

分泌及精神因素有关，容易复发，若未癌变而施手术，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影响健

美，增加病人痛苦。中医疗法则为本病开辟了一条新的治疗途径，中医药外治经临

床验证，对消除乳痛、减少乳房肿块方面确有疗效，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于临床，

也为部分不能或不愿意接受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手段。目前乳腺增

生病外治法的临床观察较多局限于单一外治法，多种外治法的联合治疗报道较少，

对外治法的作用机理研究还较缺乏。 

参考文献 
[1]林毅,蔡炳勤.外科专病.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06. 

[2]左文述,徐忠法,刘奇.现代乳腺肿瘤学[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53.  

[3]周家萍 ,杨华 .乳腺增生与乳腺癌发病成因的分析和预防策略 [J].现代预防医

学,2005,32(10):1385. 

[4]Tavassioli FA,Norris H J. A comparision of the results of long-tern follow up for 

atypical intraducal hyperplasia of the breat[J].cancer1990,65(3):518. 

[5]Vorherr H.Fibrocystic breast disease pathophysiology,pathmophology,clinical picture 

and manag-ement[J].Am J Obstet Gynecol 1986,154(1):161. 

[6] 杨军 , 王红萍 . 乳腺囊性增生病不同治疗方法的效果分析 . 现代中医

药,2007,27(4)B29-31. 



新疆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2

[7]李国康,康健,袁小东,等.乳核消结汤病灶导入治疗乳腺增生病 120 例[J].中国中西医

结合杂志,1993,6:361. 

[8]赵敏怡,吴光波,赵敏莉.药物导入治疗乳腺增生 100 例[J].陕西中医,2004(25):6. 

[9]郭诚杰,等.针刺对 E2 所致家兔乳腺增生病的观察.陕西中医,1997;8(11):517 

[10]郭诚杰 ,等 .针刺对 E2 所致大白鼠乳腺增生病疗效的实验观察 .中国针

灸,1991;11(1):33. 

[11]修贺明,等.针刺对小白鼠实验性乳腺增生症抑制作用的病理形态定量研究.中国

针灸,1997;17(9):559. 

[12]鞠大宏,等.针刺对 E2 所致大白鼠乳腺增生模型细胞免疫的影响.陕西中医学院学

报,1992;15(2):39. 

[13]郑平菊,等.针刺对乳腺增生大鼠细胞核 DNA 含量的影响.中国针灸,1995;15(6):29. 

[14]刘丽军 ,等 .针刺对乳腺增生病模型小鼠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的影响 .中国针

灸,1997;17(5):297. 

[15]任晓燕.穴位埋线的源流及其机理探讨[J].中国医药学报,2004,19(12):757.  

[16]刘绍亮 ,冀法欣 ,刘国光 .穴位埋线治疗乳腺小叶增生 120 例 [J].中国针

灸,1999(4):216. 

[17]楼丽华,赵虹,娄海波.内外兼治治疗乳腺增生病 30 例[J].江西中医药,2005(8):272. 

[18] 金肖青 , 杨丹红 . 穴位注射加贴敷治疗乳腺增生的临床研究 [J]. 中国针

灸,1998,18(5):265-266. 

[19]刘 忠,赵丽云,冀晓丽.合穴治疗乳腺囊性增生 108 例[].中国针灸,1996,14(10):47. 

[20]李万民.磁药无菌乳罩治疗乳痛症 105 例临床观察[J].中医药信息,1993(1):29. 

[21]高美荣 ,马杰 ,王松鹤 .药磁乳罩治疗乳腺增生症 96 例临床观察 [J].新中

医,2001,33(4):53. 

[22]吴耀持,古神脐疗磁贴治疗乳腺增生 40 例[J].上海针灸杂志,1996,15(2)B44-45. 

[23]王建民.磁片贴敷治疗乳腺增生 103 例疗效观察[J].中医药研究,1994(3):24. 

[24]袁永熙 , 沈玉琨 , 孟永济 . 曼格磁贴治疗小叶增生 50 例 [J]. 上海针灸杂

志,1996,15(3):44. 

[25]史达富.足部反射区按摩治疗乳腺小叶增生 63 例[J].1998,4(10):23-24. 

[26]李碧瑶.按摩治疗小叶型乳腺增生病 56例临床观察.北京中医,2007,26（9）:598-599. 

[27]刘正义,许香菊.艾条灸治疗乳腺增生 13 例.中医外治杂志,2002,11（4）:9. 

[28]陈旭梅,张平,毕曙光.温针灸治疗乳腺增生病 100 例.河北中医,2003,25（10）:765 

[29]崔学伟,白玉兰,金丽玲.康怡艾灸乳腺治疗仪的研制及其临床应用初探.中国针

灸,2003,23（2）:111. 

[30]孙亚利 ,张瑞海 ,殷秀娟 .中药外洗治疗乳腺小叶增生 56 例 [J].中医外治杂



新疆医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3

志,2001,10(3):24. 

[31]连娜 ,陈领朝 ,连秀峰 .乳康贴外敷治疗乳腺增生症 70 例 [J].中医外治杂

志,2001,10(3):13. 

[32]庞相荣.乳癖膏治疗乳腺增生 100 例[J].中医外治杂志,2000,9(5):39.  

[33]孟宪恺,庄绪霞.刮痧拔罐治疗乳腺增生病[].针灸临床杂志,1997,13(4):33. 

[34]王瑜.背俞穴拔罐治疗乳腺小叶增生症 92 例[J].中国中医药科技,2004,11(4):250. 

[35]党风鸣 ,白立榜 .隐性循经感传线治疗乳腺增生的临床应用 [J].上海针灸杂

志,1995,14(5):212. 

[36]沈保强.耳穴疗法治疗乳腺增生 112 例[J].陕西中医,2003,24(7):649. 

[37]王其平.乳腺增生病.普外杂志,1991;6(2):88.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前  言
	研究方法与内容
	结  果
	讨  论
	小  结
	致  谢
	参考文献
	综述:乳腺增生症的中医外治法近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