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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结消肿方联合甲泼尼龙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肿块期
对患者PRL、NK细胞水平的影响

张丽芳 1，张文革 2，张汉新 1

宝鸡市中医医院医学美容科 1、外一科 2，陕西 宝鸡 721000

【摘要】 目的 观察散结消肿方联合甲泼尼龙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NPM)肿块期对患者泌乳素(PRL)、自然

杀伤细胞(NK)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宝鸡市中医医院2018年7月至2020年5月收治的NPM肿块期患者114例，

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7例。对照组患者给予甲泼尼龙治疗，观察组给予散结消肿方联合甲

泼尼龙治疗，两组均连续治疗12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12周后的症状体征积分、肿块面积，检测两组患者

治疗前、治疗12周后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N)、NK、树突状细胞1 (DC1)、树突状细胞2 (DC2)细胞水平及PRL、C反

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 (IL-6)水平。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乳房疼痛积分[(0.56±0.22)分 vs
(0.95±0.25)分]、红肿积分[(0.71±0.31)分 vs (1.05±0.28)分]、肿物积分[(0.64±0.26)分 vs (0.85±0.34)分]、脓肿积分

[(0.34±0.19)分 vs (0.51±0.22)分]、瘘管积分[(0.41±0.18)分 vs (0.58±0.21)分]、乳头凹陷积分[(1.12±0.27)分 vs (1.36±

0.35)分]、肿块面积[(2.97±0.41) cm2 vs (3.64±0.45) cm2]比较，观察组上述症状体征积分及肿块面积明显低(少)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外周血DC1 [(1.98±0.29)% vs (1.86±0.31)%]水

平比较，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N [(66.42±4.31)% vs (72.86±4.27)%]、NK [(16.52±0.79)% vs (17.41±0.98)%]、DC2

[(2.11±0.15)% vs (2.18±0.17)%]水平比较，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和

对照组患者的 PRL [(19.86±2.18) ng/mL vs (23.57±2.34) ng/mL]、CRP [(11.47±3.26) mg/L vs (15.22±4.51) mg/L]、

IL-6 [(128.96±24.75) ng/L vs (146.86±31.17) ng/L]水平比较，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散结消肿方联合甲泼尼龙治疗NPM肿块期可减轻患者的症状和体征，改善机体免疫功能和泌乳素

的分泌，减轻炎症反应，缩小肿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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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anjie Xiaozhong prescription combined with methylpredniso-

lone on the levels of prolactin (PRL) and natural killer cells (NK) in patients with non-puerperal mastitis (NPM) of mass

stage. Methods A total of 114 patients with NPM of mass stage admitted to Baoji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

icine from July 2018 to May 2020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7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thylpred-

nisolone, 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Sanjie Xiaozhong prescription combined with methylpred-

nisolone.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12 weeks. The symptoms and signs scores and tumor area were compared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Peripheral blood neutrophils (N), NK, dendritic

cells 1 (DC1), Dendritic cell 2 (DC2) level and changes in PRL,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interleukin-6 (IL-6) were

detected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 following indexes (P<0.05): breast pain score, (0.56 ± 0.22) points vs
(0.95±0.25) points; swelling score, (0.71±0.31) points vs (1.05±0.28) points; tumor score, (0.64±0.26) points vs
(0.85 ± 0.34) points; abscess score, (0.34 ± 0.19) points vs (0.51 ± 0.22) points; fistula score, (0.41 ± 0.18) points vs
(0.58±0.21) points; nipple depression score, (1.12±0.27) points vs (1.36±0.35) points; mass area, (2.97±0.41) cm2 vs
(3.64±0.45) cm2. After treatment, the peripheral blood DC1 cells level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98±0.29)% vs (1.86±0.31)%; N cells, NK cells, DC2 cells leve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N cells, (66.42±4.31)% vs (72.86±4.27)%; NK cells, (16.52±0.79)%

vs (17.41±0.98)%; DC2 cells, (2.11±0.15)% vs (2.18±0.17)%;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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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哺乳期乳腺炎(non-puerperal mastitis，NPM)是

一种良性乳腺炎性疾病，临床表现为乳管、乳腺内炎

性结节、乳房肿块，可伴乳头溢液、内陷，出现瘘管或

窦道，甚至可伴有同侧腋下淋巴结肿大[1]。其病因不

明，西医学尚无特效治疗方法，多采用抗生素、糖皮质

激素等药物治疗，易反复发作、难以治愈，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必要时还需接受手术切除病灶，但可

导致乳房变形而影响美观，患者接受度不高[2]。

中医学理论认为 NPM 属于“乳痈”、“乳疽”、“疮

疡”的范畴，为本虚标实之证，以肝郁脾虚为本，痰瘀

壅滞为标。禀赋不足、七情内伤、冲任失调、外感邪气

等导致乳络不畅、气血瘀滞。治则以疏肝健脾、化瘀

散结为法[3]。阳和汤出自清代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

集》，功擅温阳补血、散寒通滞[4]。本研究以此方为基

础化裁得到消肿散结方，观察散结消肿方联合甲泼尼

龙治疗NPM肿块期对患者泌乳素(PRL)、自然杀伤细

胞(NK)水平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宝鸡市中医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选取宝鸡市中医医院2018年7月至2020年5月收治

的114例女性NPM肿块期患者纳入研究。纳入标准：

(1) NPM符合《非哺乳期乳腺炎诊治专家共识》[5]和《现

代中医乳房病学》[6]中的标准，经常规检查和超声等

检查确诊，临床分型为肿块期；(2)中医症候符合《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7]中肝郁血瘀证的标准；(3)年龄

≥18岁、≤45岁；(4)患者要求保守治疗；(5)近1个月内

有使用激素或免疫剂使用史者；(6)患者知情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乳腺疾病者；

(2)恶性肿瘤及过敏体质者；(3)处于妊娠期者；(4)其他

躯体严重疾病者。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57例。对照组患者年龄20~45岁，平均

(35.47±6.11)岁；病程5 d~8周，平均(3.86±0.54)周；单侧

发病47例，其中左侧26例，右侧21例，双侧发病10例。

观察组患者年龄 19~45 岁，平均(36.01±6.34)岁；病程

5 d~8周，平均(3.91±0.52)周；单侧发病51例，其中左侧

27例，右侧24例，双侧发病6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甲泼尼龙片(商

品名：美卓乐，辉瑞制药有限公司，规格：4 mg，注册证

号 H20110063)治疗，初始剂量 20 mg/d，晨起顿服，每

两周依次减量至16 mg/d、12 mg/d、8 mg/d、4 mg/d。观

察组患者给予散结消肿方联合甲泼尼龙治疗，甲泼尼

龙用法用量同对照组，散结消肿方：熟地黄10 g、鹿角片

10 g、炮姜3 g、白芥子6 g、肉桂3 g、丹参15 g、当归15 g、

川芎10 g、柴胡10 g、金银花15 g、土茯苓15 g、夏枯草

15 g、蒲公英 15 g、生麦芽 15 g、甘草 6 g。畏寒发热者

加羌活、防风；硬结不散者加昆布、海藻；胸胁胀痛者

加枳壳、木香。上药每日一剂，水煎取汁300 mL，早晚

饭后 30 min各服用150 mL。两组均连续治疗12周。

1.3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①症状体征积分：于

治疗前、治疗12周后评价，包括乳房疼痛、红肿、肿物、

脓肿、瘘管及乳头凹陷，单项积分范围 0~3分，对应症

状为无、轻、中、重。②实验室指标检测：治疗前和治疗

12周后，于清晨抽取两组患者空腹外周静脉血10 mL，分

装于两支采血管。一份血标本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N)、NK、树突状细胞1 (DC1)、树突

状细胞2 (DC2)细胞，采用 FACS Calibur 流式细胞仪(美

国Becton Dickinson公司)。另一份血标本置于离心机离

心取血清，离心参数为3 000 r/min、13.5 cm、10 min。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盒(上海臻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检测血清 C 反应蛋白 (CRP)、白细胞介素-6 (IL-6)、

PRL，采用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RT-96A型酶标仪。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软件分析数

据，计量指标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体征积分比较 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症状体征积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乳房疼

痛、红肿、肿物、脓肿、瘘管及乳头凹陷积分较治疗前

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患者

的上述症状体征积分降低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肿块面积比较 治疗

前，两组患者的肿块面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肿块面积明显缩小，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肿块面积缩小较对照

组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ter treatment, PRL, CRP, IL-6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PRL, (19.86±2.18) ng/mL vs (23.57±2.34) ng/mL; CRP, (11.47±3.26) mg/L vs (15.22±4.51) mg/L; IL-6, (128.96±

24.75) ng/L vs (146.86±31.17) ng/L. Conclusion Combined with methylprednisolone, Sanjie Xiaozhong prescription

can relieve symptoms and signs in patients with NPM of mass stage, improve immune function and secretion of prolac-

tin, relieve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reduce mass area.

【Key words】 Non-puerperal mastitis; Mass stage; Sanjie Xiaozhong prescription; Methylprednisolone; Prolactin;

Immun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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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外周血 N、NK、DC1、

DC2 细胞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外周血 N、

NK、DC1、DC2 细胞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外周血DC1细胞水平明显

升高，N、NK、DC2细胞水平明显下降，且观察组患者

的外周血DC1细胞水平较对照组升高更明显，N、NK、

DC2细胞水平较对照组降低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RL、CRP、IL-6水平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RL、CRP、IL-6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RL、

CRP、IL-6 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

观察组下降较对照组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4。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症状体征积分比较(x-±s，分)
项目

乳房疼痛

乳房红肿

乳房肿物

乳房脓肿

乳房瘘管

乳头凹陷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57)

2.03±0.31

0.95±0.25a

2.12±0.39

1.05±0.28a

1.85±0.27

0.85±0.24a

1.49±0.41

0.51±0.14a

1.47±0.23

0.58±0.21a

2.45±0.38

1.36±0.35a

观察组(n=57)

2.06±0.29

0.56±0.12a

2.10±0.42

0.71±0.11a

1.92±0.24

0.64±0.16a

1.52±0.37

0.34±0.19a

1.50±0.28

0.41±0.18a

2.42±0.41

1.12±0.27a

t值
0.534

10.618

0.263

8.533

1.463

4.500

0.410

4.438

0.625

4.640

0.405

4.099

P值

0.595

0.001

0.793

0.001

0.146

0.001

0.683

0.001

0.533

0.001

0.686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肿块面积比较(x-±s，cm2)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57

57

治疗前

4.78±0.57

4.71±0.63

0.622

0.535

治疗后

3.64±0.45a

2.97±0.41a

8.309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肿块面积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外周血N、NK、DC1、DC2细胞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57

57

治疗前

75.85±5.11

76.01±5.36

0.163

0.871

治疗后

72.86±4.27a

66.42±4.31a

8.014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N

治疗前

18.74±1.14

18.69±1.06

0.243

0.809

治疗后

17.41±0.98a

16.52±0.79a

5.338

0.001

治疗前

1.76±0.26

1.80±0.28

0.790

0.431

治疗后

1.86±0.31a

1.98±0.29a

2.134

0.035

治疗前

2.25±0.18

2.24±0.19

0.288

0.774

治疗后

2.18±0.17a

2.11±0.15a

2.331

0.022

NK DC1 DC2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PRL、CRP、IL-6水平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57

57

治疗前

27.56±3.14

26.94±3.27

1.033

0.304

治疗后

23.57±2.34a

19.86±2.18a

8.758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PRL (ng/mL)

治疗前

35.26±6.17

34.85±5.78

0.366

0.715

治疗后

15.22±4.51a

11.47±3.26a

5.088

0.001

治疗前

185.24±35.69

181.05±41.77

0.576

0.566

治疗后

146.86±31.17a

128.96±24.75a

3.395

0.001

CRP (mg/L) IL-6 (ng/L)

2.5 两组患者的安全性比较 所有患者均未发生

过敏反应、胃肠道反应、肝肾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

3 讨论

中医学认为乳头属于足厥阴肝经，乳房属于足阳

明胃经，非哺乳期乳腺炎病位在乳房，与肝、脾不舒关

系密切。肝失疏泄、脾失健运，湿浊久蕴生瘀，循经上

犯，乳络受之而发病。初期为寒瘀凝结，病久寒邪化

热，热盛肉腐则成脓[8]。《外科正宗》有云：“乳痈，红肿

发热者是也；乳疽，坚硬腐烂者是也”，区分了乳痈与

乳疽在症状上的差异。《素问·调经论》记载：“血气者，

喜温而恶寒，寒者泣而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9]。治

疗时应注重温通阳气、滋补营血，消肿散结。

本研究所用之散结消肿方以阳和汤为基础化裁

而得，方中熟地黄、鹿角片共为君药，熟地黄滋阴养

血、益精填髓；鹿角片生精补髓、养血助阳。炮姜、白

芥子、肉桂共为臣药，炮姜温中散寒、祛瘀生新；肉桂

破阴和阳、引火归元；白芥子通阳散滞、通络止痛，善

去皮里膜外之痰。佐以丹参活血祛瘀、养血安神；当

归活血化瘀、养血和营；川芎行气活血、化瘀止痛；柴

胡疏肝解郁、除胸中邪逆；金银花宣散风热、清解血

毒；土茯苓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夏枯草清热泻肝、散

结消肿；蒲公英清热解毒、消痛散结；生麦芽行气消

滞、回乳消胀。甘草和中解毒、调和诸药。畏寒发热

者加羌活、防风以祛风散寒；硬结不散者加昆布、海藻

以软坚散结；胸胁胀痛者加枳壳、木香以理气宽中。

诸药合用，共奏疏肝健脾、化瘀散结之功效[10-11]。

本研究发现，两种治疗方案均可改善患者的症状

和体征，散结消肿方联合甲泼尼龙治疗NPM肿块期可

更好地减轻乳房疼痛、红肿、肿物、脓肿、瘘管积分、乳

头凹陷症状和体征，缩小肿块面积。这是由于散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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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方中白芥子所含的芥子苷、芥子酸具有抗炎、镇痛

等药理作用[12]。当归所含的β-蒎烯、阿魏酸对大肠杆

菌、变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病原体具有抑制作

用，并能抑制急慢性炎症，降低血管通透性而减少炎

性渗出[13]。金银花所含的绿原酸、木樨草素对大肠杆

菌、伤寒杆菌、结核杆菌、绿脓杆菌、溶血性链球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等具有广泛抑制作用[14]。夏枯草水提取

物可抑制机体特异性免疫，并具有抗感染、镇痛和抗

炎等药理作用[15]。蒲公英所含的蒲公英甾醇、菊糖、蒲

公英醇等对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具有杀菌

作用[16]。川芎所含的川芎嗪、阿魏酸可改善微循环、增

加微血管开放数目，并能抑制伤寒杆菌、变形杆菌、大

肠杆菌等多种致病微生物，并能升高T淋巴细胞而调

节免疫功能[17]。丹参所含的丹参酮、丹参醌、丹参素等

具有改善微循环、抗炎、镇痛作用[18]。柴胡皂苷可通过

激活淋巴细胞而调节免疫功能[19]。甘草所含的甘草酸

苷具有类似糖皮质激素样作用[20]。

梁小燕等[21]认为，非哺乳期乳腺炎与体内的固有

免疫功能紊乱有关，其紊乱程度可能与乳头内陷、有

哺乳史、年龄有关。本研究通过检测外周血 DC1 细

胞、N、NK、DC2细胞水平发现，两种治疗方案均可改

善固有免疫功能，散结消肿方联合甲泼尼龙治疗NPM

肿块期可对免疫功能的改善更好，这与散结消肿方中

熟地黄所含的梓醇、多糖类成分及鹿角片所含的氨基

酸、微量元素的免疫调节作用有关[22-23]。

高PRL血症与乳腺炎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PRL

可引起乳腺分泌物增加，加之乳头凹陷的影响，导致

分泌物不能及时排出，堆积于导管内刺激导管壁，引

起局部炎性细胞浸润、纤维组织增生[24]。CRP是由肝

脏合成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与白细胞计数相比，对

机体炎症反应的判断更为敏感[25]。IL-6是经典的促炎

因子，可介导炎症反应，活化B细胞和浆细胞，增强巨

噬细胞吞噬功能[26]。本研究通过检测上述因子水平发

现，两种治疗方案均可减少泌乳素分泌，减轻炎症反

应，散结消肿方联合甲泼尼龙治疗NPM肿块期在这方

面的效果更好。这与麦芽所含的麦角类物质抑制

PRL分泌、抑制泌乳作用有关[27]。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在治疗期间均未发生过敏反

应、胃肠道反应、肝肾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提示散结

消肿方联合甲泼尼龙方案的安全性良好。

综上所述，散结消肿方联合甲泼尼龙治疗NPM肿

块期可减轻症状和体征，改善机体免疫功能和泌乳素

的分泌，减轻炎症反应，缩小肿块面积。
参考文献

[1] 于琦, 王钢乐. 非哺乳期乳腺炎的临床诊治研究[J]. 临床外科杂志,

2019, 5(3): 201-203.

[2] OGINO S, NOWAK JA, HAMADA T, et al.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exogenous, endogenous, tumour and immune factors for precision

medicine [J]. Gut, 2018, 67(6): 315-337.

[3] 许芝银, 罗志昂. 乳腺疾病临证思辨[J]. 江苏中医药, 2017, 49(1):

1-6.

[4] 马嘉轶, 倪诚. 论阳和汤“以消为贵，以托为畏”的制方思想与拓展

应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1): 214-216.

[5] 周飞, 刘璐, 余之刚. 非哺乳期乳腺炎诊治专家共识[J]. 中国实用外

科杂志, 2016, 36(7): 755-758.

[6] 林毅, 唐汉钧. 现代中医乳房病学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182.

[7]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 北京: 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 2012: 132-133.

[8] 黄维芳, 刘丽芳, 范洪桥, 等. 刘丽芳教授运用“消”法治疗粉刺性乳

痈经验研究[J]. 陕西中医, 2020, 41(3): 371-373.

[9] 张董晓, 付娜, 东浩, 等. 赵炳南教授治疗乳痈思路浅析[J]. 天津中

医药大学学报, 2020, 39(4): 389-393.

[10] 赵丽萍. 消肿散结汤治疗非哺乳期乳腺炎临床疗效分析[J]. 四川中

医, 2019, 37(5): 153-155.

[11] 张玉杰, 韩兵, 黄浩然, 等. 消肿散结汤联合平消胶囊对非哺乳期乳

腺炎肿块期患者炎症因子及免疫因子的影响[J]. 医学综述, 2020,

26(9): 1856-1859.

[12] 王惠国, 汤红翠, 钟雪, 等. 芥子碱氯化盐在动物的毒性和药代动力

学研究[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 2020, 36(5): 564-566.

[13] 董培良, 李慧, 韩华. 当归及其药对的研究进展[J]. 中医药信息,

2019, 36(2): 127-130.

[14] 杨娟, 于晓涛, 郭丽娜,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金银花抗炎作用机制

研究[J]. 中医药信息, 2020, 37(3): 9-13.

[15] 赵二劳, 刘乐, 范建凤, 等. 夏枯草多糖提取纯化及其药理作用研究

进展[J]. 生物技术通报, 2020, 36(4): 159-163.

[16] 唐吉伟, 郑叁, 曹学帅,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蒲公英-夏枯草”药

对治疗乳腺癌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20,

20(1): 44-49.

[17] 蒲忠慧, 代敏, 彭成, 等. 川芎生物碱的物质基础及药理作用研究进

展[J]. 中国药房, 2020, 31(8): 1020-1024.

[18] 高兵. 丹参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分析[J]. 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8, 12(1): 196-197.

[19] 林飞武, 王自善, 戎珍, 等. 柴胡的药理作用、化学成分及开发利用

研究[J]. 亚太传统医药, 2020, 16(10): 202-205.

[20] 王晓艳, 李伟霞, 张辉, 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甘草黄酮类成分药效

作用研究[J]. 中医学报, 2020, 35(1): 155-163.

[21] 梁小燕, 刘忠民, 黄海球, 等. 非哺乳期乳腺炎与人体固有免疫系统

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 [J].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 2020, 23(5):

352-356.

[22] 陈思琦, 李佳欣, 吴鑫宇, 等. 熟地黄的药理学研究进展[J]. 化学工

程师, 2019, 33(11): 46-50.

[23] 时潇丽, 马静雅, 刘力. 基于LC-MS/MS分析鹿角方的入血移行成

分[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19, 39(18): 1827-1832.

[24] 肖敏, 李三荣, 周戌. 特发性肉芽肿性乳腺炎发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J]. 中华乳腺病杂志(电子版), 2019, 13(5): 277-280.

[25] 马红玲, 宁立芬. 化脓性乳腺炎患者的 IL-6、CRP、ESR水平及感染

状况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 2020, 17(3): 73-75.

[26] 金佳佳, 陈建华, 王志兵, 等. 急性乳腺炎不同中医证型与 IL-6、

IL-10和TNF-α的相关性研究[J]. 新中医, 2019, 51(11): 17-19.

[27] 亓国锋, 李刚刚. 麦芽的现代研究进展 [J].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2019, 41(7): 790-792.

(收稿日期：2021-01-04)

··2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