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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乳饮治疗高泌乳素血症 ４８ 例疗效观察
钱艳清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市中医院，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观察自拟消乳饮治疗高泌乳素血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95 例高泌乳素血症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48 例
给予消乳饮治疗；对照组 47 例给予溴隐停治疗。2 组均连续治疗 3 月，观察 2 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停药 6 月复发率，以及治
疗前后性激素水平变化。结果：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89.6%，对照组为 91.5%，2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 2
组血清泌乳素 （PRL）、促卵泡生成激素 （FSH）、雌二醇 （E）
均较治疗前改善 （P ＜ 0.05），治疗后 2 组各项性激素水平差异无统
2
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组未发生不良反应，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3.4%，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复发
率治疗组为 4.7%，对照组为 20.9%，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消乳饮治疗治疗高泌乳素血症临床疗效肯
定，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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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泌乳素血症（ＨＲＰＬ）是妇科门诊常见病之一，它是由于

垂体或下丘脑疾病等导致 ＰＲＬ 升高。

各种原因导致血清泌乳素（ＰＲＬ）≥２５ ｎｇ／ｍＬ，表现出溢乳、月

２ 治疗方法

经紊乱、不孕等症状。该病在普通人群中发病率约 ０．４％ ，在

2.1

生殖疾患女性中发病率为 ５％ ～１７％ ［１］。目前临床治疗该病主

茯苓各 １５ ｇ，白芍 １２ ｇ，白蒺藜、当归、牡丹皮各 １０ ｇ，麦

要口服溴隐亭，但该药部分患者服用后不良反应较多，停药后

芽 ３０ ｇ，蝉蜕 ３ ｇ，甘草 ６ ｇ。用法：每天 １ 剂，分早晚 ２ 次

治疗组

给予消乳饮内服。处方：柴胡、蒲公英、白术、

易复发。近年来，笔者采用自拟消乳饮治疗 ＨＲＰＬ，取得了满

温服，１ 月为 １ 疗程，连续服用 ３ 疗程。若发现怀孕则停止

意疗效，结果报道如下。

用药。

１ 临床资料

2.2

1.1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在本院治疗

对照组

口服溴隐亭，开始每天 １．２５ ｍｇ，１ 周后无明显

不适则加至每天 ２．５ ｍｇ 维持。１ 月为 １ 疗程，连续治疗 ３ 疗

的 ＨＲＰＬ 女性患者共 ９５ 例，随机分为 ２ 组。治疗组 ４８ 例，

程。若发现怀孕或 ＰＲＬ＜３ ｎｇ／ｍＬ 则停止用药。

年龄 ２１～３９ 岁，平均（２５．４±４．２）岁；病程 ３ 月～３ 年，平均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①观察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ＰＲＬ、黄体生

（１．０±０．７）年。对照组 ４７ 例，年龄 ２０～４０ 岁，平均（２４．９±

3.1

４．０）岁；病程 ２ 月～４ 年，平均（１．１±０．８）年。２ 组在年龄、

成素（ＬＨ）、促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孕酮（Ｐ）、雌二醇（Ｅ２）水平的

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具有

变化；②２ 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③治疗
结束后随访 ６ 月，观察 ２ 组患者的复发率。

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观察指标

西医诊断参考 《中华妇产科学》 ［２］中高泌乳素

3.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血症诊断标准。中医诊断参考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中

资料用率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肝郁化热型诊断标准。

检验。

［３］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②签署知情

同意书。
1.4

排除标准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①中途退出本研究者；②妊娠期、产褥期、

疗效标准

参考 《妇产科学》 ［４］拟定。治愈：血清 ＰＲＬ

恢复正常，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６ 月内无复发；有效：血清

哺乳期导致生理性 ＰＲＬ 升高；③近期服用氟哌啶醇、灭吐灵

ＰＲＬ 明显下降，但仍高于正常，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无效：

等药物引起的 ＰＲＬ 升高；④其它疾病如甲低、肾功能不全、

血清 ＰＲＬ 下降不明显，症状及体征改善不明显或加重。

［收稿日期］ 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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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 ４８ 例，治愈 ９ 例，有效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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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乳汁，即出现闭经、泌乳等症状。本次所观察的患者平均

例，无效 ５ 例，总有效率为 ８９．６％ 。对照组 ４７ 例，治愈 ７

年龄 ２０ 多岁，“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

例，有效 ３６ 例，无效 ４ 例，总有效率为 ９１．５％ 。２ 组总有效

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可见这部分患者常常肾有

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余。因此，考虑本病的病机多为肝气郁结，郁而化热，治疗上

４．３ 2 组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以疏肝解郁、清热泄火为主要原则。消乳饮中柴胡、白蒺藜疏

见表 １。治疗后，２ 组患

者血清 ＰＲＬ、ＦＳＨ、Ｅ２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均有统计

肝解郁，条达肝气；当归、白芍养血柔肝，柴胡与白芍合用，

学意义（P＜０．０５）。治疗后 ２ 组间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敛阴和阳，避免柴胡升散耗伤阴血之弊；牡丹皮、蒲公英、蝉

学意义（P＞０．０５）。

蜕清肝泄热；麦芽通经回乳，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表明，麦芽

表1

组 别 n 时 间 ＰＲＬ（ｎｇ／ｍＬ）
治疗组 ４８
对照组 ４７

中所含有的类似溴隐亭样物质具有拟多巴胺激动剂作用，能够

2 组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x±s）

治疗前 ５５．６±９．５

ＬＨ（Ｕ／Ｌ）

ＦＳＨ（Ｕ／Ｌ）

Ｐ（ｎｇ／ｍＬ）

Ｅ ２（ｐｇ／ｍＬ）

１ ５．２±３．５

８．３±１ ．１

３．８±０．４

９４．７±１ ３．５

治疗后 ２０．７±３．８ ① １ ７．９±４．０ １ ３．３±１ ．３ ① ４．１ ±０．７ １ ３９．８±２３．４ ①
治疗前 ５７．９±１ ３．２ １ ５．４±３．６

８．１ ±０．９

３．７±０．５

９５．６±１ ４．３

治疗后 ２１ ．０±４．２ ① １ ７．７±３．８ １ ４．２±１ ．５① ４．０±０．６ １ ４０．１ ±２３．０①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

抑制 ＰＲＬ 分泌［６］；白术、茯苓益气健脾，体现“见肝之病，知
肝传脾，当先实脾”的原则；甘草调和诸药，有临床研究表
明，白芍配甘草能刺激垂体前叶多巴胺受体，降低 ＰＲＬ 的水
平［７］。诸药相合，共奏疏肝理气、清泄肝火、降逆回乳、调补
冲任之功效。
本临床观察结果显示，２ 组均取得较好临床疗效，其总有
效率比较无明显差异；而治疗组无明显不良反应，且复发率

治疗组患者用药期间未出现明显不

低。说明 ２ 组临床疗效接近，在缓解临床症状、降低血清

良反应。对照组有 １１ 例（２３．４％ ）在用药期间出现不同程度的

ＰＲＬ 水平方面无差异，但消乳饮治疗用药更为安全、远期疗

恶心、呕吐、体位性低血压、头晕等不良反应，症状较轻，仍

效更好，为治疗 ＨＲＰＬ 患者提供的新途径。

4.4

2 组不良反应比较

可坚持用药。２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０．０５）。
４．５

2 组复发率比较

［参考文献］
随访 ６ 月，治疗组复发 ２ 例（４．７％ ），

［１］

Ｓｏｕｔｅｒ Ｉ， Ｂａｌｔａｇｉ ＬＭ， Ｔｏｔｈ ＴＬ， 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对照组复发 ９ 例（２０．９％ ），２ 组复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ｈｙｐｅｒ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义（P ＜ ０．０５）。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 ｉｔｈ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Ｊ］．Ｆｅｒｔｉｌ

５ 讨论

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０，９４（３）：１１５９－ １１６２．

ＨＲＰＬ 主要由于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轴调节失衡导致。

［２］

曹泽毅．中华妇产科学［Ｍ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３］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ＺＹ／Ｔ００１．１～００１．９－ ９４

现代社会随着女性工作、生活等压力增大，ＨＰＲＬ 发病率明显
增高。溴隐亭是临床上治疗 ＨＰＲＬ 常用药物，它是一种半合

２００４：２４４２．

成生物碱溴化物，该药可通过血脑屏障作用于垂体，具有持久
刺激多巴胺受体功能，抑制垂体泌乳素的生成及释放，从而降

断疗效标准［Ｓ］．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６２．
［４］

低血清 ＰＲＬ 水平［５］。溴隐亭疗效肯定，但易引起恶心、头痛、
体位性低压及便秘等不良反应，停药后易复发，降低了部分患

［５］

连伟，刘念，王任直，等．垂体催乳素腺瘤患者妊娠期
服用溴隐亭的疗效分析［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９５

中医学典籍无 ＨＲＰＬ 的记载，根据症状将其归于闭经、

（７）：５１１－ ５１４．
［６］

“经血为水谷之精气……藏受于肝，……妇人则上为乳汁，下
归血海而为经脉。” 《胎产心法》 云：“肝经怒火上冲，乳胀

乐杰．妇产科学［Ｍ ］．６ 版．北京： 人 民 卫 生 出 版 社 ，
２００４：３４８．

者用药的依从性。
乳泣、不孕等范畴。女子以肝为先天。 《景岳全书》 记载：

中医病证诊

王晓飞，周金影，金向群，等．麦芽的药理研究及临床
应用［Ｊ］．中成药，２００７，２９（１１）：１６７７－ １６７９．

［７］

向小妹，潘彬斌，李红，等．芍药甘草汤治疗利培酮所

而溢。”说明 ＨＰＲＬ 与肝藏血及疏泄功能密切关系。肝气条

致高催乳素的临床研究［Ｊ］．中国医学创新，２０１３，１０

达，疏泄有度，经血及乳汁才能自行其道。若情志不遂，肝气

（２７）：２０－ ２２．

郁滞，疏泄失常，气血失和，血不能下注胞宫而为月经，上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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