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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据调查发现，乳腺病发病率最高的是乳腺增生，传统上

一般采用中西医药物治疗，我们于 2013 年 7 月 1 日一 2015
年 7 月 1 日，对 50 例乳腺增生患者采用“三才配穴综合疗法”
取得很好效果，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中医科确诊为乳腺增生患者约 250 例，且入选
前均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有 50 例。随机分成治疗组和对照
组。其中治疗组 25 例，年龄 40 ～ 65 岁，平均年龄 49.6 岁；
对照组 25 例，年龄 35 ～ 60 岁，平均年龄 50.2 岁；
1.2 诊断标准

临床表现为周期性或无规律间歇性乳腺胀痛、触痛。查
体可扪及乳腺内颗粒样、条索状结节或区域性增厚。辅助检
查：钼靶 X 线摄片的主要改变是灰影、结构和钙化点的变化；
B 超内部有高低不等回声及结构、韧带变化 .
1.3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拟定 [1]。治愈：肿块消失，
疼痛消失，停止治疗后 3 个月不复发。显效：肿块缩小 1/2 以
上，疼痛消失。有效：肿块缩小不足 1/2，疼痛减轻。无效：肿
块及疼痛均无明显改善。
1.3 治疗方法

普通组：予以传统西医治疗，消乳散结胶囊 2 次 /d，经
期停用，每个疗程 4 周，坚持 3 个疗程；在此基础上加用自
拟中药汤剂，王不留行 15g，柴胡 15g，当归 15g，通草 15g，郁
金 15g，桔梗 12g，香附 15g，半夏 15g，乳香 15g，浙贝母 12g，
红花 12g，桃仁 10g，皂角刺 10g，三棱 10g，莪术 10g，炮甲珠
6g。经前乳房肿痛甚者加益母草 15g，经后乳房肿痛甚者加
鹿角胶 10g，水煎服，1 剂 /d，2 次 /d，每个疗程 4 周，坚持 3 个
疗程 [2]。

对照组：
（1） 用自拟中药汤剂，加以 “三才配穴综合疗法”治疗乳

腺增生，本法是据中医辩症选取不同穴位，进行磁疗、光疗，
采用三才乳腺治疗仪，每个电极穴位治疗 3 ～ 5 分钟，移至
另一个穴位治疗，贴身电极不换位，20 分钟一次完成，再交换
电极，总治疗时间为 40 分钟，10 ～ 15 天为一个疗程，一日
一次，经期根据病情，决定是否停止治疗，光疗强度波形（选
择处方）和输出强度，根据患者的病情和体质差异的不同来
选择 [3]。1. 肝气郁滞型，症见心烦易怒或精神忧郁、胸闷、肋
胀、失眠健忘、阵阵叹息、暖气、乳房结节、纳差、口苦、舌质黯
红、苔质白薄黄。取穴：肝俞、期门、擅中、胸乡、食窦、鹰窗、
乳根等十个阿是穴。2. 冲任失调型：患者乳房胀痛和肿块，
其与月经周期或情志变化相关，伴烦燥易怒、腰膝酸软、神疲
倦怠、月经失调、旱最少色淡或闭经、舌淡、苔白、脉虚细或沉
细，治则：温肾助阳、调摄冲任。取穴：神网、肩井、乳根、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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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元，擅中等，运用穴位光疗加磁疗，3. 痰凝血癖：女子乳头
为厥阴肝经，乳房为阳明胃经所属，胃与脾相连，优思郁怒，
情志内伤，肝脾气逆、肝郁则气血凝滞，脾伤则痰浊内生，痰
癖互凝，经络阴塞，结滞乳中而成乳癖，患者乳房刺疼，肿块
呈条样型，月经有癖块。治则：化痰散结，活血化癖。取穴：
乳根、腔中、足二里、期门、太冲、二阴交。
（2）经穴按摩：按摩具有刺激人体特定的穴位，激发人的

经络之气，以达到通经活络、平衡阴阳、调整人的机能、提高
人体免疫力调和气血为目的。常规用拇指指腹按压膻中、气
门、膈俞、肝俞各3分钟。自月经后第2天开始治疗，每日1次，
连续 10 天为 1 个疗程，患者的仰卧位为主，然后用手掌环绕
患乳缓缓按摩 30~50 周，使患者平心静气，全身放松，再以手
掌均匀地轻按患乳之上，轻转轻柔 3 分钟，疏通乳络。
（3）膳食指导：现代医学认为乳腺患者在饮食结构上，注

意多样、适中、清淡，做到三多三不一少即多食蔬菜水果，多
食高纤维粗粮、杂粮，多食低脂肪食物 ; 不吃腌熏、过食肥甘
厚味食品和含激素的保健品还有用雌激素喂养的鸡、牛肉等; 
不吸烟、不喝酒 ; 少食精米白面和甜食。以素食者发病率最
低，以荤食者发病率最高，以荤素适中者发病率居中。常食
用水果类食物则成为乳腺疾病保护因素。
（4）情志护理：主要采取中医移情疗法对患者情志进行

干预，护理人员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密
切监测患者的心理变化，对患者的心理进行评估，早期筛查出
现不良心理的患者；针对此类患者的心理进行特殊的心辅导，
如主动了解患者所需亲切与患者沟通陶冶患者性情，锻炼患
者意志，抵制消极紧张等不良情绪。通过转移情冶的方法分
散患者注意力，使患者尽早走出烦恼、苦闷、悲伤的状态。
1.4 疗效分析
比较两组治疗后症状指标和临床效果。症状指标包括疼

痛时间和乳房肿块大小；临床疗效包括治愈、显效、有效、无
效和总有效率，其中治疗 3 个疗程后，乳房胀痛、肿块完全消
失，全身症状消失，停药 3 个月无复发为治愈，乳房胀痛明显
减轻，肿块缩小超过 1/2，全身症状明显减轻为显效，乳房胀
痛有所缓解，肿块缩小不到 1/2 为有效，治疗前后症状、体征
无任何变化或症状加重，或疼痛稍缓解后又复发为无效，总
有效率 =（治愈 + 显效 + 有效）×100%。
1.5 统计学分析

表 1 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5 10（40%） 5（20%） 6（24%） 4（16%） 84%

对照组 25 15（60%） 5（20%） 3（12%） 2（8%） 92%

2 结果
服药物组总有效率显著低于三才配穴综合疗法组，随访

3 个月显示：口服药物仅对病程短于 3 年的病例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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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实例 5
故障机型 AK200US，错误代码：5.06.001，或者 4.43.001

维修手册提示为“除气室水位高度不能稳定在 50 mm”。
故障分析：
按照故障实例 1 的查找部位逐一排查，未见元器件故障

及气路漏点，发现冰醋酸混入 A 液后产生大量气泡，自检无

法通过，更换冰醋酸。
上述分析表明，金宝血液透析机的自检过程较为复杂，

如果需要进行维护，不仅要了解其工作原理、工作元器件，更
要在使用中仔细观察，留心其细微变化，才能很快的找到病
症从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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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领什么、一次多量领入的盲目性，或物品已缺货未发现，
需要时缺货而引起的被动性。同时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每月
底只需 1 天时间即可完成，月中旬再检查 1 次做适当的补充，
节省了人力和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使管理者有更多的时
间投入其它工作中。将医疗耗材管理纳入一级质控范围后，
每位护士在质量改进中既是管理者又是实践者，调动了工作
积极性，增强了科室凝聚力。持续质量改进保证了 ICU 医疗
耗材管理工作的有序性，真正体现了优质、低耗、高效的管理
模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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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配穴综合疗法疗效与病期的长短无显箸关系，并且治疗

后的复发率较低。结合祖国传统阴阳学说理论与三才配穴

综合疗法技术的电磁穴位疗法，对乳腺增生症具有比较理想

的物理治疗效果 .

3 讨论 
乳腺增生属中医“乳癖”，“乳痞”范畴，病因病机是肝气

郁结、痰凝血癖，肾虚冲任失调。西医认为是卵巢功能紊乱，

造成体内激素失衡而至。目前，西医的治疗方法为消炎止痛

或激素治疗，但副作用大于疗效。中医物理疗法是目前的重

要治疗手段。 “三才配穴综合治疗法”集仪器磁疗，增强药效，

光穴疗法增强局部吸收力，使凝血癖血散开，调整内脏及内
分泌功能，克服了乳腺病治疗领域单一治疗手段的不足。对
人体无损伤，可长期反复使用，对乳腺疾病有很好的治疗和
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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