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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配穴疗法"治疗痰凝血瘀型乳腺

增生病70例临床研究

刘锦霞，张云，刘洪华
(潍坊市中医院。山东潍坊261041)

摘要：目的：研究三才配穴乳腺病综合疗法对痰凝血瘀型乳腺增生病的治疗效果。方法：将70例符合

纳入标准的门诊病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A组)、对照组(B组)，治疗组40例12服中成药消结安联合

运用“三才配穴理疗法”治疗．对照组30例单纯口服消结安，两组均治疗2个月，观察其临床症状及体

征、彩超测定结节大小及数目。进行对照评价。结果：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结论：“三才配穴乳腺病

综合疗法”治疗乳腺增生病较单纯中药治疗起效快、疗效高，可缩短疗程。同时对乳腺增生结节有一定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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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环境和生

活节奏的改变等原因引起内分泌紊乱、免疫力下降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乳腺增生、乳腺癌等乳腺疾患的发病

率逐年上升并有年轻化趋势。临床上积极治疗乳腺增

生病成为乳腺癌的三级预防手段之一，其中癌变几率

较高的囊性增生病变成为临床治疗的焦点和难点。口

服三苯氧胺等毒副作用较大，手术切除则易复发且具

创伤性，虽然目前的微创旋切术可将单发或少发的结

节切除治愈，但仍不能解决其复发的问题，对于广泛分

布于乳腺多个象限之多发结节者亦有局限。中医对此

类乳腺增生多辨证为痰凝血瘀型，目前用药治疗往往

起效较慢，效果不理想。因此笔者尝试运用“三才配

穴乳腺病综合疗法”，内治、外治结合治疗此类疾病，

与单纯服用中药做了较科学的临床对比研究。具体

如下。

l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1．1．1一般资料70例患者均为2008～2009两年

内乳腺中心确诊的患者，年龄23—56岁，病程3个月

以上。

1．1．2人选标准诊断标准：国家中医管理局颁布的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ZY／T001．2—94。临床体检

症状为均触及弥漫性增厚腺体，散在条索状、团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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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状肿块；乳腺彩超均示，多发低回声结节，最大直

径均小于lcm；活检病理均为乳腺囊性增生。中医分

型均为痰瘀互结型。入选患者均符合月经正常、非哺

乳期、非过敏体质、无肝肾功损害等治疗观察标准。

1．2治疗方法

l。2．1 A组口服中成药消结安胶囊，2粒，3次／日，

饭后服，经期停。配合采用“三才配穴疗法”，采用WH

一270乳腺治疗仪，穴位及音乐调绪同时进行，光灸穴

位治疗3～5rain，移至另一个穴位治疗，贴身电极不换

位30min，一次完成，再交换电极，总治疗时间一般为

60min，15天为1个疗程，l 13 1次，经期停，连续治疗

4个疗程。光强、波形(选择处方)和输出强度根据其

中医辨证以化痰散结，活血化瘀为治则。取穴：乳根、

膻中、足三里、期门、太冲、三阴交。运用光穴配合磁

疗，治疗时间：每次治疗60min，卧位。
1．2．2 B组 中药制剂消结安，2粒(0．769)，3次／

13，饭后口服。经期停。连服2个月。

1．3观察指标

1．3．1临床症状、体征治疗前、治疗期间第15、30、

60天各记录1次。量化评价标准表参照中华中医外

科学乳腺病专业委员会2002年制定的分级评分办法。

1．3．2乳腺彩超治疗前、后各检测1次。彩超测量

方法为垂直于肿块表面皮肤测量肿块之纵径、横径和

垂直皮肤厚度，精确到0．1cm，并记录。

1．3．3量化评价标准表
1．3．3．1 乳房疼痛评价①乳房疼痛综合评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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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0级，VAS评分0分，为无触压痛，无自发痛一0

分；疼痛1级VAS评分l一4分，不适、重物压迫感、钝

性疼痛、炎性痛一12分；疼痛2级VAS评分5～6分，

跳痛和烧灼感、挤压感和刺痛、触痛和压痛，以经前为

主，呈阵发性一18分；疼痛3级VAS评分7～9分，妨

碍正常活动，呈持续性、不影响生活一24分；疼痛4级

VAS评分10分，呈持续性，放射至腋下、肩背，影响生

活一30分。

②乳房触痛及评分：乳房触痛0级(0分)无触痛。

乳房触痛2级(1分)一轻微触痛。乳房触痛2级(4

分)一中等程度触痛，稍重按之即有痛感。乳房触痛3

级(6分)一明显触痛，检查时有不自觉的避让动作。

1．3．3．2乳房肿块评价①临床触诊测量方法：检查

乳房肿块的部位、形态、数目等，在体表标记肿块形状、

大小，用标尺测量肿块大小及纵横径，精确到0．1cm，

并记录。②乳房肿块分级与评分，肿块硬度分级及评

分，质软正常3分，质韧如鼻尖6分，质硬如额头9分。

肿块范围及评分：局限I一2个象限为3分，分布3—4

个象限为6分，分布6个象限为9分。肿块大小分级

及评分：肿块<2．0cm为3分，肿块在2．1—5．0cm之

间为6分，肿块>5cm为9分。

1．3．3．3乳腺增生结节的观察治疗结束后复查彩

超。彩超测量方法：垂直于肿块表面皮肤测量肿块之

纵径、横径和垂直皮肤厚度，精确到0．1cm，并记录。

1．3．4疗效评价参照2002年中华中医外科学会乳

腺病专业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标准。

1．3．4．1计算治疗前后积分改善率改善率=(治

疗前总积分一治疗后总积分)／治疗前总积分×100％

1．3．4．2疗效判定标准治愈：改善率≥90％；显效：

改善率70％一89％；有效：改善率30％～69％；无效：

改善率<30％。

1．3．4．3增生结节疗效评价 将每侧乳腺所有结节

体积相加的和作为观察依据。临床治愈：结节消失；显

效：缩小2／3以上；有效：缩小1／3以上，2／3以下；无

效：缩小1／3以下，无改变或加重。

1．4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包处理数据，组间疗效

比较用单向有序分类资料的秩和检验，两组均数比较

用t检验，治疗前后比较用配对t检验。

2结果与分析

临床症状和体征的观察比较结果见表1，表2。

从表l可见，两组治疗15、30天后结果有差异(P<

0．05)，提示三才配穴理疗联合中药的综合疗法对疼

痛的改善起效快、疗程短。治疗后60天两组结果则无

显著性差异(P>O．05)。说明对疼痛的最终疗效二者

相近。

表l 两组病例治疗前与治疗后症状(疼痛)积分比较(面±s)

注：与对照组相较，’P<0．05。

表2两组病例治疗前与治疗后体征(肿块)积分比较(盂±s)

注：与对照组相较，+P<0．05，一P<0．01。

从表2可见，两组相较，治疗15、30、60d后结果具

有显著性差异，提示三才配穴理疗联合中药的综合疗

法对肿块的改善起效快，疗效较单纯服中药高。

表3两组病例治疗60天后彩超观察增生结节情况[n《％)]

无效 有效 显效 治愈 合计

治疗组 12(30) 15(17．5)7(17．5) 6(15)40

对照组 15(50) lO(33．3)5(16．7)0(0) 30

从表3可见，三才配穴理疗联合中药的综合疗法

在乳腺增生结节方面较单纯服中药效果好。

表4两组病例治疗60天后效果对比情况[n(％)】

垄墼 查墼 里丝 塑堕 坌笪
治疗组 2(2．5) 4(10) 7(17．5) 27(70) 40

墅墨丝 !!垫2 i!!!：1 2 1旦!!!：!! !!!竺! !竺

从表4可见，三才配穴理疗联合中药的综合疗法

对痰凝血瘀型乳腺增生的疗效，较单纯服中药疗效高。

3讨论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乳腺增生症的病冈和发病机

制与内分泌失调及精神冈素有关。乳腺每月随着卵巢

的周期性变化受性激素的影响，雌激素促进乳腺管及

管周结缔组织生长，孕激素促进乳腺小叶及腺泡组织

的发展。若两者之间不协调，则可引起导管、小叶或结

缔组织的过渡生长，产生乳腺增生症的临床表现。中

医学则认为此病与恼怒伤肝，肝气郁滞，血瘀痰结有

关。唐新等研究认为，乳腺囊性增生多数属中医的痰

凝血瘀型⋯。其临床表现多为乳房多发肿块，无规律

的胀、刺痛，肿块疼痛与月经周期变化的关系不明显，

肿块坚实边界清或不清楚，肿块轻度触痛。现代医学

以微创旋切手术治疗为主，存在着不能解决病情复发、

不能切除广泛多发的结节等问题。祖国医学治疗多以

服用中药为主，存在着起效慢、疗效不确切等问题。

三才配穴疗法是在继承祖国传统医学经络理论的

基础上，融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电磁信息和光疗原理，

对乳腺良性疾病进行局部理疗及药物渗透的一种治疗

方法。人体不同的组织结构都会产生相应的生命信

息，如电、磁、电磁波、红外线光波等，这些生命信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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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人体组织所处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人体局部的

H+和OH一应分布有序、酸碱平衡，并与相应的电磁场

作正负离子吸引而趋于均衡，此亦即中医的阴阳学说

理论。临床上，当某一组织的上述平衡失调时。便表现

为病。根据人体的电磁平衡理论产生的电磁穴位治

疗，是通过电极引人高频电流脉冲信号，使人体进人电

磁信息场。而红外光照射直接作用于乳腺，红外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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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通过调节机体自我平衡机制，

使机体治愈疾病的原理，符合当代医学通过神经系统、

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和细胞因子网络来维持人体内

环境稳定的原理¨J。

本研究通过运用中医理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原

理，将电磁和光灸刺激穴位的疗法引入痰凝血瘀型乳

腺增生症的治疗。结果表明三才配穴理疗联合止痛迅

速、肿块治疗时间明显缩短，治愈率明显提高，有效率

在90％以上，明显优于单纯口服药物的有效率。尤其

提高了乳腺增生并结节者的治愈率，为此类患者提供

了新的保守治疗思路。不失为目前临床乳腺增生症治

疗中的一项有效措施。必要时或患者不能耐受口服药

物时，还可作为口服药物的替代手段。当然，由于开展

此项治疗时间尚短，本组资料仅作了近期疗效观察，至

于长期疗效是否巩固，还有待于进一步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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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阻肺汤治疗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临床疗效研究

罗登攀，张洪球，徐郁颖，樊最末，王巍，许恒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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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慢阻肺汤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将300例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患者随机分为2组，治疗组150例，对照组150例。2组均给予抗感染、解痉、平喘等基础治疗，治

疗组加用中药，以慢阻肺汤为基础加减，观察14d后的临床治疗效果以及对肺功能的影响。结果：治疗

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以及肺功能的改善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结论：中药慢阻肺汤可显著提高疗效

以及改善患者的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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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临床最常见的老

年疾病之一，由于其病程长、反复用药、治疗效果不佳，

病情呈进行性加重，给患者晚年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影

响。故我院在常规西医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基础

上，通过中医辨证，以慢阻肺汤为基础，并结合临床症

状加减用药，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择2007年9月～2009年12月在我科住院的

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300例，人选患者均符合2007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订的《慢性阻塞性肺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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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诊治指南》⋯的诊断标准。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

150例，男性102例，女性48例，年龄64—83岁，平均

(74．7±4．25)岁；对照组150例，男性98例，女性52

例，年龄63～80岁，平均(72．8±4．02)岁。治疗组患

者中排除有严重心、肝、肾功能及血液系统异常者，患

者不易合作或精神不正常者以及未按规定服药无法判

断疗效或资料不全影响疗效判断者。两组年龄、性

别、症状、体征及病程经统计学分析后均无明显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观察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我科接受抗感染、解痉、平喘等常规

治疗。治疗组患者加用慢阻肺汤加减人参、黄芪、熟

地黄、紫菀、桑白皮、五味子、甘草、丹参、桃仁、地

龙、麦冬、胡桃肉。用法为水煎2次／日。150mL／次，

每日1剂，疗程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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