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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大肠癌整合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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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orectal cancer is a common malignant tumor of the digestive tract, and its incidence rate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Operation is the main treatment method of colorectal cancer, but it is easy to relapse
and metastasis after operation; the side effects of radio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ould not only affect the
overall efficacy, but also redu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his requires the use of 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 ideas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treatment concept and modern technolog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various treatment methods. The concept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ould be added in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In order
to raise the 2-year and 5-year survival rate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lleviate their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ould b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with
surgery, radiotherapy, chemotherapy, targeted treatment, and optimal support treatment.
【Keywords】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orectal cancer
【摘

要】 大肠癌是消化道常见恶性肿瘤，其发病率逐年提高。手术是大肠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但

术后易出现复发转移；放化疗的毒副反应不但会影响整体疗效，还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这就需
要用整合医学的思想，将传统医学治疗理念与现代科技有效整合，充分发挥各种治疗手段的优势。
在大肠癌的综合治疗中，结合中医理念，有效整合中医药治疗。将中医药与手术、放疗、化疗、靶
向治疗、最佳支持治疗等进行有效的整合，以进一步提高大肠癌的2年及5年生存率，改善患者症状
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 整合医学；中医药；大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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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肠癌包括直肠癌和结肠癌，是消化道常见恶性

而且大肠癌起病隐匿，通常发现时已经是进展期或

肿瘤。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老龄化不断加

晚 期。 所 以， 需 要 用 整 合 医 学（holistic integrative

重、饮食习惯的改变，大肠癌发病率逐年提高。2015

medicine，HIM）的思想，将各种治疗手段及方法进

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仅

行整合，将中西医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中医的

低于肺癌、胃癌，位居第三位。大肠癌首选根治性

补充、替代作用，以进一步提高大肠癌的2年及5年

手术切除，但术后仍有复发，5年生存率有待提高；

生存率，改善患者症状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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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医学·
量。随着HIM的发展，中医药辅助治疗的理念逐渐被

1 HIM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认可[8]。中医药可以促进患者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必然使人们对健康的重

术后快速恢复、减轻放化疗所致的毒副反应，在减毒

视程度越来越高，健康中国战略要求人们树立大健康

增效的同时还可以运用中医自身的方法抗癌、防复

理念，医学关注的焦点也应该从“疾病”向“健康”

发、防转移。在整合医学的框架下将中医西医合理有

转变。HIM不仅顺应了疾病谱的变化，也符合时代健

效地整合已被逐渐认可，但如何把中医药诊治癌症规

康需求，对于治疗肿瘤这一发病机制复杂的疾病更

范化、标准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具有指导意义。HIM是我国工程院樊代明院士提出来
[1]

虽然手术是大肠癌治疗的主要手段，但是Ⅱ、Ⅲ

的 ，其定义是：将医学各领域最先进的知识理论和

期大肠癌患者常伴有影像学检查不能发现的微小转移

临床专科最有效的实践经验分别加以有机整合，并根

灶的存在，无法通过手术彻底清除，导致术后出现病

据社会环境、心理的现实进行修正调整，使之成为更

灶转移、复发的可能；因此术后辅助化疗是大肠癌患

加符合、更加适合人体健康和疾病治疗的新的医疗

者获益的重要治疗。临床研究也证实，针对Ⅱ、Ⅲ期

体系。HIM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关于医学目的、医学价

大肠癌患者行辅助化疗不仅可以杀灭远处潜在的微小

值、医学模式及生命、健康、疾病的基本观点和总体

转移灶，也会杀死血液中残留的微小转移灶 ，从而

看法，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为逻辑起点，具有整合

降低大肠癌的复发、转移率，提高临床治疗效果[9-10]。

性、系统性、开放性等特征[2]，这对大肠癌患者，尤

虽然化疗可以预防大肠癌的复发、转移，提高患者生

其是中晚期需要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的患者，

存期，但是化疗会导致许多毒副反应，如白细胞减

有重要意义。

少、血小板减少、贫血、神经毒性、腹泻及手足综合

肿瘤的病因、机制及诊治过程复杂，是具有复

征等。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有独特的优势，中药抗肿

发、转移特征的全身性侵袭性疾病的局部表现，那么

瘤治疗是多成分、多靶点的相互协调，可作用于肿瘤

对肿瘤的治疗就应兼顾机体、肿瘤与治疗手段的相互

发生、发展的多个环节，具有多靶点、多途径、抗癌

作用关系，单一、分裂的思维方式难以解决肿瘤防治

谱广且毒副作用较小等特点，在大肠癌治疗中的优势

中的诸多问题，这就需要HIM。在HIM的指导下，根

主要体现在：改善患者症状、延长生存期、减轻放化

据患者机体状况、病理类型、临床分期等具体情况，

疗反应、增强免疫力和提高生活质量。

合理、有效地运用各种治疗方案和手段，以最大程度

2.1 中医药与手术治疗的整合

[3]

提高治愈率、延长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樊代明
[4]

围手术期的治疗可提高手术的成功率，将直接影

院士 认为应重视机体的整体调控，因为肿瘤不仅侵

响患者预后。有学者对围手术期肠癌患者进行中医治

害原发脏器局部的组织，后期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

疗后发现[11]：中医组术后1年生存率、复发率、不良

人体的其他系统。HIM在肿瘤的治疗中就显得尤其重

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且胃肠

要，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受多因素的影响，在抗肿瘤治

功能恢复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少。这也

疗的同时，还要注意保护和调节免疫力、激活和调动

提示：围手术期大肠癌患者行中医治疗不仅能快速

机体自主抗癌的能力，在保障患者生命安全与生活质

康复、提高疗效，还能提高术后生活质量，延长生

量的前提下，提高肿瘤治疗近期缓解率与远期生存

存期。研究表明大肠癌患者手术前后予以中医辨证

[5]

率 。中医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注重整体，但分析

施治，不仅可提高手术疗效，还可以降低术后并发

方法不足；西医产生于实验医学时代，分析方法为其

症、提高免疫力、改善预后；辨证论治大肠癌，可降

[6]

优点，但整体综合不足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低患者术后的复发转移率、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

或医学奖就蕴含着丰富的HIM内容，如中医学与现代

质量[12-13]。

科技整合、团队整合、信息整合[7]。

2 中医药在大肠癌整合治疗中的应用

大肠癌术后患者易出现肠梗阻、腹泻、便秘等症
状，中医药改善上述症状具有西医不可替代的优势。
以温阳健脾、化瘀散结为基本原则治疗大肠癌术后便

目前大肠癌的主要治疗手段仍是手术和放化疗，

秘，疗效显著[14]；针灸、中药外敷治疗结肠癌术后肠

但手术损伤、术后复发和转移、放化疗的毒副反应

梗阻，中药熏洗、坐浴的方法治疗肠癌患者术后排

等，不但会影响整体疗效，还会降低患者的生活质

便异常，疗效都优于常规西医治疗。真人养脏汤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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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直肠癌术后腹泻，患者的排便功能优于洛哌丁胺

活质量的改善。中医药应该在HIM的框架下发挥更大

对照组，该方不仅改善肠道功能，且复发率低、安全

作用，寻找疗效显著、毒性小、不良反应少、安全的

[15]

性好 。大肠癌术后癌因性疲乏患者在经八珍汤加味
治疗后，生活质量与免疫功能明显改善，而且还对免
[16]

机体免疫功能降低是肿瘤发生的重要内在因素，

疫炎症因子有调节作用 。在肠内营养的基础上配合

大肠癌患者呈现免疫抑制状态，而且分期越晚免疫功

健脾益肾汤可显著改善大肠癌患者术后营养状态，

能越差。研究表明艾迪注射液能提升B细胞与T淋巴

也能有效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存质量，还有抑制

细胞的功能，改善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促使骨髓

[17]

肿瘤增殖和转移的作用 。腹腔镜下根治术治疗大肠

造血干细胞进行分化，改善患者免疫抑制状态，保护

癌具有创伤小、出血少等优点，联合康艾注射液可促

骨髓，减少不良反应，并且可以通过调节T细胞亚群

[18]

进术后患者免疫功能和生理机能恢复 。研究显示大

比例来恢复细胞免疫功能[26]。Meta分析表明：大肠癌

部分的大肠癌患者会发生肿瘤转移，而大肠癌的复发

患者化疗联合艾迪注射液治疗，可提高临床治疗总有

[19]

和转移是导致其手术失败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

效率，提高免疫功能，改善生存质量，而且可以减轻

中药在预防结肠癌的发生、降低放化疗毒性、提高临

化疗不良反应[27]。大肠癌患者化疗过程中辨证使用参

床疗效、降低复发转移风险等方面具有优势[20]。对华

芪扶正注射液，可以减少恶心呕吐、周围神经毒性、

蟾素、健脾方、健脾祛湿等方药研究表明，手术联合

骨髓抑制、肝肾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提高大

中药可以增强免疫力，对大肠癌的复发转移有一定的

肠癌患者化疗的近期疗效及免疫功能，改善患者生活

[21]

研究发现健脾消癌饮能够

质量[28]。参麦注射液可减轻化疗后骨髓抑制，改善大

降低大肠癌复发转移率，延长患者生存期；而且基础

肠癌化疗后气血两虚型白细胞减少症，不仅能减轻化

研究还发现该方对裸鼠大肠癌术后肝转移有明显的抑

疗副反应，还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大肠癌患

制作用。针灸可以调节人体经络运行、传导，张双燕

者生存期[29]。康艾注射液用于大肠癌术后化疗患者可

等[24]用温针灸治疗肠癌术后患者，发现温针灸更有利

以起到增效减毒的作用，辅助化疗治疗大肠癌的疗效

于患者术后胃肠功能恢复，对外周血淋巴细胞和中性

优于单纯化疗，可提高大肠癌患者的近期疗效，改善

粒细胞具有双相调节作用，对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及

生活质量，减少化疗毒副反应，提高大肠癌患者3年

自然杀伤细胞具有改善作用，提高大肠癌术后患者的

生存率[30]。鸦胆子油乳注射液辅助治疗大肠癌可改善

免疫功能。

患者生活质量，能够弥补常规化疗的不足，改善患者

抑制作用 。蒋益兰等

20

治疗方法。

[22-23]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欧洲肿瘤医学协会都指

的常见临床症状，并能改善化疗的不良反应[31]。华蟾

出结直肠癌以手术治疗为主，中西医联合治疗大肠癌

素单药或与化疗联合使用治疗大肠癌临床疗效优于单

可改善临床症状，减少放化疗及手术引起的不良反

纯放、化疗，可延长生存期、降低放化疗毒副作用、

应，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时间，用HIM

提高患者免疫功能、改善生活质量[32]。

的思维和手段将中医药合理运用到大肠癌术后患者

化疗的同时辅助艾灸治疗，可以明显改善大肠癌

中，降低早期癌症术后的再发率、改善围手术期的症

患者的消化道症状。有研究发现化疗联合艾灸辅助治

状、减少并减轻术后并发症、促进术后快速恢复、提

疗后卡氏评分和体重等临床受益情况明显改善，且临

高机体免疫功能，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床常见症状明显减轻，生活质量明显改善[33]。晚期大

2.2 中医药与化疗的整合

肠癌患者化疗时配合八珍颗粒联合电灸治疗，能减轻

辅助化疗是中晚期大肠癌术后主要的内科治疗手

消化道毒副反应及化疗后骨髓抑制，调节患者免疫功

段。国外研究表明，足够周期的辅助化疗能有效改善

能，取得抗肿瘤治疗的协同作用[34]。研究显示一些中

中晚期大肠癌患者的无瘤生存率和5年总生存率[25]。

药单体或复方也具有减毒增效的作用，半枝莲能提高

虽然化疗有助于肿瘤复发和转移的降低以及患者生存

5-FU治疗晚期大肠癌的有效率，延长生存期[35]。左归

率的提高，在大肠癌治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化疗

丸加减能改善结直肠癌化疗后血小板减少；三仙方可

药物在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损

降低结直肠癌患者化疗所致的手足综合征及周围神经

伤机体正常细胞，化疗期间会出现许多不良反应，影

毒性的发病率；贞芪扶正胶囊可提高大肠癌术后化疗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及HIM的发

患者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增强免疫功能；黄芪桂枝五

展，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注重中晚期大肠癌患者生

物汤可改善大肠癌术后化疗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对肿

·整合医学·
瘤血管生成及全身炎症反应也有抑制作用[36-39]。
中医认为化疗属于攻邪药物，虽然对肿瘤细胞具
有杀伤作用，但对患者元气也会造成较大损害，造成

味、肠复康方、扶正解毒汤、葛根芩连汤、槐绛方灌
肠都有一定疗效。
2.4 中医药与最佳支持治疗的整合

脏器功能紊乱。中医药在大肠癌的化疗过程中能起到

中医药在晚期大肠癌患者中的治疗作用主要是

重要作用，可增强患者体质，缓解临床症状，提升机

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在HIM思想的指导下

体免疫力，对于大肠癌患者近期疗效及远期生存时

与最佳支持治疗紧密结合。康艾注射液可益气扶正，

间、生活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增强免疫，配合化疗治疗晚期大肠癌，不良反应、症

2.3 中医药与放疗的整合

状积分、生活质量均优于化疗对照组[48]。康莱特注射

放射线可以破坏肿瘤细胞和防止肿瘤细胞分裂，

液可减轻癌痛、增强免疫，还能抗恶病质，联合化疗

在肿瘤治疗中有重要作用，但也会产生骨髓抑制、放

治疗晚期大肠癌，能够减轻化疗副反应，缩短治疗

射性皮肤黏膜损伤等副作用。大肠癌特别是直肠癌患

周期[49]。鸦胆子油乳剂中含有的脂肪酸可抑制癌细胞

者放疗后易出现放射性肠炎、骨髓抑制等副反应。放

DNA合成，破坏肿瘤细胞的生物结构，影响癌细胞的

射性肠炎的发病率较高，目前本病在国际上尚无标准

增殖周期；还可保护、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对中晚

疗法，西医以禁食、营养支持、止血抗炎等对症治疗

期大肠癌患者有辅助治疗作用；联合化疗则具有增效

为主，虽然能短时间内缓解症状，但副作用大，长期

减毒效果：可控制瘤体、改善症状，减少化疗不良

的疗效也欠佳。中医治疗虽见效稍慢，但对前期的预

反应，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高近期疗效[50-51]。健脾

防和长期的疗效有优势，是临床研究的热点。中药内

益肾方可明显改善晚期脾肾亏虚型大肠癌患者的癌

服、灌肠是常用措施，针灸、推拿、穴位疗法也有一

因性疲乏、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52]。枳实消痞丸治疗

定疗效。大量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研究显示[40]，大肠癌

晚期大肠癌肠胀气患者，总有效率高达89%，提高患

放疗患者尽早行中医治疗可增强患者免疫能力，减少

者舒适度[53]。健脾中药方配合化疗治疗晚期大肠癌，

放射性肠炎的发生率。将中医、西医合理有效的整

患者CD3+、CD4+、自然杀伤细胞水平较治疗前显著

合，有助于减轻患者症状、提高临床疗效、改善生活

提高，CD8+较前显著下降，可增强患者的免疫力[54]。

质量。

大肠癌肝转移患者化疗联合抗癌防移片可以提高疗

研究中发现，康艾注射液对骨髓功能有保护作

效，减轻症状，改善生活质量，降低血清癌胚抗原

用，能够减轻放疗患者的骨髓抑制程度，减轻临床症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水平[55]。清解扶正方

状、提高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好[41]。加味葛根芩汤

联合mFOLFOX4治疗晚期大肠癌可提高肿瘤缓解率，

治疗急性放射性肠炎患者，白细胞、血小板及IgG、

改善免疫功能，降低肿瘤标记物CEA、CA199水平[56]。

IgM、IgA水平显著升高；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的同时

足三里化脓灸可调节结肠癌患者免疫功能，对中

。大肠癌放疗患

晚期结肠癌用足三里穴化脓灸治疗后，患者CD8+细

者同期使用复方黄藤合剂能降低放射性肠炎发生率，

胞水平降低，躯体疼痛、精神健康维度评分升高[57]。

推迟肠炎发生的时间，减轻肠炎严重程度，减轻临床

足三里穴位注射黄芪注射液也有类似疗效，能改善消

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治疗后患者血清超氧化物

化道反应，提高近期疗效，改善生活质量[58]。大肠癌

歧化酶显著升高，提示该药还可通过激活抗氧化防御

晚期常出现恶性腹腔积液，中药外敷神阙穴联合艾灸

系统起作用，而且口服和保留灌肠都有较好的临床疗

治疗大肠癌晚期恶性腹腔积液有一定疗效，且操作简

还能改善血象指标，增强免疫力

。痛泻药方可以降低空肠NO、IL-6及

便、安全性高[59]。中药灌肠局部治疗中晚期直肠癌患

TNF-α活性，提高IL-10含量，减轻肠组织炎症反应，

者，发现其疗效优于单纯化疗组，且在临床疗效、改

促进受损肠组织黏膜修复，改善炎性细胞浸润，从而

善中医证候、生活质量、癌痛、肿瘤标志物、中位生

效与安全性

[44-45]

[42-43]

[46]

对急性放射性肠炎大鼠的肠组织起到防护作用 。中

存期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提示中药保留灌肠可改善

药保留灌肠临床应用广泛、疗效确切、毒副作用少，

晚期直肠癌患者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60]。

是放射性肠炎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安肠方保留灌肠
治疗急性放射性肠炎，能减轻射线对肠道黏膜损伤,
提高肠道对放射线的耐受性，减轻黏膜炎性反应，
[47]

治疗有效率达85.7% 。复方白芨粉、参苓白术散加

3 结语
HIM涉及哲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养生学
等诸多学科，注重互补和协同，并不断吸收现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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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而形成兼容并蓄的当代医学新模
[61]

式，它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必然方向和必由之路 。目

[14] 陈婷婷, 胡守友. 胡守友治疗肠癌术后便秘经验漫谈[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6, 11(4):467-469.

前医学尚未攻克肿瘤这一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疾

[15] 杨正祥. 真人养脏汤加减治疗结直肠癌术后腹泻患者临

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肠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

床疗效观察[J]. 亚太传统医药, 2016, 12(1):133-134.

也随之升高。随着体检的早期发现、手术方式的改

[16] 陈建兰, 郭洪波, 陈伟革, 等. 八珍汤加味调节大肠癌

进、生物靶向治疗的进步，大肠癌2年生存率有所改

术 后 癌 因 性 疲 乏 免 疫 功 能[J]. 中 医 临 床 研 究, 2018,

善，但是5年生存率亟待提高。这就需要用HIM的思

10(36):80-82.

想，将传统医学治疗理念与现代科技有效整合，充分

[17] 周浩, 陈德轩. 健脾益肾汤联合肠内营养支持促进大

发挥各种治疗手段的优势，在大肠癌的综合治疗中，

肠 癌 患 者 术 后 恢 复 的 效 果 及 对 营 养 状 态、 外 周 血

结合中医理念，有效整合中医药治疗。中医药作为大

CK20mRNA、 端 粒 酶 表 达 的 影 响[J]. 四 川 中 医, 2018,

肠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改善患者症状，减

36(10):109-111.

轻不良反应，提高生存质量。改善生活质量是在缓解

[18] 靳峰. 康艾注射液对腹腔镜下大肠癌根治术患者免疫功

患者临床症状的同时，有效减轻患者所受痛苦，应作

能的影响[J]. 中国合理用药探索, 2019, 16(10):70-72.

为大肠癌患者特别是中晚期患者临床治疗的一个重要

[19] PAGE A J, COSGROVE D C, HERMAN J M, et al.

目标，而中医药正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Advances in understanding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clinic[J]. Exp Rev Gastroente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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