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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增生患者应用三才乳腺治疗仪治疗的临床疗效分析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Sancai breast diseases instrument on hyperpl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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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应用三才乳腺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的临床效果及对患者日后身体恢复的影响。方法：将 80 例我院收治

的乳腺增生患者用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其中对照组 40 例，观察组 40 例。对照组患者用逍遥散加减治疗，观察组患者则实行三才

乳腺治疗仪联合逍遥散治疗，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乳房情况和全身伴随症状进行对比。结果：观察组患者经三才乳腺治疗仪联

合逍遥散治疗后，乳房疼痛及乳房肿块比治疗前及对照组显著改善；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情绪变化、月经异常和两胁胀满的情况也

得到了明显地改善。结论：三才乳腺治疗仪联合逍遥散能明显改善乳腺增生患者的临床症状，促进患者日后的身体恢复，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建议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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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 Sancai breast diseases instrument on hyperplasia. Methods: 8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of 40 patients, 40 cases i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took Xiaoyao Sa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the Sancai breast diseases instrument plus Xiaoyao San.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breast pain and breast lumps significantly were 
reduced; menstrual abnormalities have also achiev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clinical symptoms of hyperplasia, and promote the future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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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增生是乳房最常见的一种疾病，主要发病人群为育龄

期的妇女，发病数量逐年升高，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1]。

手术治疗乳腺增生效果不佳，术后复发率较高，内分泌干扰治

疗效果较好，但副作用较大，对患者日后的身体康复产生不良

影响。三才乳腺治疗仪是根据中医和现代医学理论采用中西医

结合治疗乳腺疾病的一种方法，这种治疗方法临床已有资料证

实效果显著，并且不良反应轻，我院为了更深入地研究三才乳

腺治疗仪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对收治的 80 例乳腺增生患者

进行分组对比，将详细内容介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 2013 年 9 月 -2014 年 9 月入院治疗的 80 例乳

腺增生患者为此次研究的对象，根据中华中医外科学会乳腺

病专业委员会对“乳腺增生的诊断标准”[2]，所有患者通过

临床症状和相应的检测均证实符合这个标准，按照中医学的

类型都属于肝郁痰凝型。采用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22 ～ 49 岁，平均年

龄（37.09±9.27）岁；观察组患者年龄 21 ～ 50 岁，平均年龄

（37.32±9.33）岁，两组患者之前没有用过任何药物或仪器进

行治疗，排除妊娠及哺乳期的患者，排除患有全身性、系统

严重疾病和精神疾病者，并排除有乳房良、恶性肿瘤及其他

疾病者。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没有明显的差异，临床资料齐

全并主动配合治疗，可以进行比较（P>0.05）。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逍遥散加减治疗，主要成分为柴胡、牡丹皮、

白术、当归、芍药、桃仁、白芷、元胡、甘草等，水煎服，3
次 /d，一个疗程为 15d，在月经期要停止服用。观察组则使

用三才治疗仪配合逍遥散加减治疗，使用低频电子脉冲 / 红
外乳腺治疗仪（由北京中科亿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型号：

WH290-I），穴位和中药离子导入疗法同时进行。穴位疗法是

每个穴位治疗 3 min，中药离子导入 30min，穴位疗法及离子

导入治疗后选用乳腺治疗仪自带的专用药贴， 6h 后去掉，15d
为一个疗程，同时配合逍遥散加减治疗，3 次 /d，一个疗程为

15d，在月经期要停止服用。两组患者治疗一个疗程后比较乳

房疼痛、肿块和全身伴随症状的情况。

1.3 观察指标

评价标准根据中华中医外科学会 2002 年的乳腺病专业委

员制定的“乳腺增生的诊断标准”执行 [3]：①乳房疼痛评价分

为 5 个级别，分值最低 0 分，最高 24 分，分值越高，表示疼

痛越严重。②乳房肿块评价，分为肿块硬度、肿块范围、肿块

大小 3 个项目，肿块硬度和肿块大小为 4 个级别，肿块范围

为 5 个级别，3 个项目相加最低 0 分，最高 30 分，分值越大肿

块越严重。③患者伴随症状评价，分为情绪、胸胁胀满或胀痛、

月经量、色异常及痛经3个方面，每个方面最低0分，最高2分。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乳房疼痛和乳房肿块情况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乳房疼痛及乳房肿块比治疗前显著

改善，治疗结果也明显好于对照组，详情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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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乳房疼痛和乳房肿块情况（ ，分）

组别 n 时间 乳房疼痛 乳房肿块

对照组 40
治疗前 16.31±4.08 18.22±4.56

治疗后 8.79±2.20 11.28±2.82

观察组 40
治疗前 16.27±4.07 17.98±4.50

治疗后 2.46±0.62ab 3.56±0.89ab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全身伴随症状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情绪变化、月经异常和两胁胀满的

情况明显比治疗前及对照组有所改善，详情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全身伴随症状比较（ ，分）

组别 n 时间 情绪变化 月经异常 两胁胀满

对照组 40
治疗前 1.13±0.28 0.74±0.19 0.97±0.24

治疗后 0.75±0.19 0.34±0.09 0.46±0.12

观察组 40
治疗前 1.12±0.28 0.75±0.19 0.97±0.24

治疗后 0.31±0.08ab 0.11±0.03ab 0.12±0.03ab

3 讨 论 

乳腺疾病当中最长见的一种就是乳腺增生，它的发病机

制和卵巢的内分泌状态有着非常大的联系，用手术治疗的效

果不甚理想，术后复发率高，而改变内分泌状态的治疗副作

用又较大，近年来三才治疗方法的兴起和逐渐成熟对乳腺增

生的治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通过三个项目共同完成，采用

有效穴位疗法能活血通络，疏肝解郁，理气化痰，配合中药

进行离子导入治疗，起到活血化瘀、消乳散结的功效，并且

同中药贴联合使用，能使组织内的单胺氧化酶活力得到控制，

胶原纤维不能合成，使局部及全身的血液循环得到改善，组

织得到修复；使黄体生成素分泌增加，这样可以防止雌激素分

泌过多，还能使机体内环境更为稳定，各项调节功能恢复正

常，抑制乳腺增生 [4]。本组实验中，观察组患者经三才乳腺

治疗仪联合逍遥散进行治疗后，乳房疼痛及乳房肿块比治疗

前显著改善，治疗结果也明显好于对照组；治疗后，观察组患

者情绪变化、月经异常和两胁胀满的情况也得到了明显地改

善。这也说明了三才治疗仪治疗乳腺增生的效果显著，不良

反应轻微，患者恢复情况较好。

总之，三才乳腺治疗仪联合逍遥散能明显改善乳腺增生

患者的临床症状，促进患者日后的身体恢复，提高患者生活

质量，建议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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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麒教授论治恶性肿瘤化疗后神经毒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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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祥麒教授认为，恶性肿瘤化疗后外周神经毒性的病因病机可归纳为气血亏虚、瘀血阻络。恶性肿瘤患者本就正

气已虚，加之化疗药物乃大毒之品，而使正气更虚，久则血虚，气血亏虚而无以濡养四肢及指趾，使瘀血阻于经络，出现麻木及

感觉减退症状。

【关键词】 恶性肿瘤化疗后；外周神经毒性；王祥麒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Xiangqi thought that Qixue Kuixu and Yuxue Zuluo could be regarded as the pathogenesis of peripheral 
neurotoxicity after chemotherapy. Malignant tumor patients showed Qixu. Toxic chemotherapy drugs could aggravate symptoms. Over 
time， there was blood stasis， so that the limbs showed numbness and sensory loss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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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升高，临床上治疗肿瘤的化疗药物

应用日益广泛，化疗药物的抗有丝分裂作用常导致神经细胞

凋亡，进而促进神经的损伤。化疗引起神经损伤的常见症状

有感觉异常、感觉迟钝、麻木及疼痛 [1]。重者影响肢体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