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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从癌邪理论探讨恶性肿瘤病因病机
吴孝雄1，朱世杰2

（1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上海  200090；2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北京  100102）

摘要：癌邪在正气不足及长期不良因素刺激下，由精气异常分化恶变而成，是癌症发生发展的独立因素。癌

邪生长形成肿块，并伴随气滞血瘀痰湿热等病理状态。癌邪具有不断增殖、耗伤营养、流窜生长、阻碍气机、破

坏脏腑经络等恶劣行为。消灭癌邪是治疗癌症的根本，需要筛选有效抗癌中药，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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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deficiency of healthy atmosphere and long-term stimulation of the adverse factors, the cancer evil is caused 
by abnormal differentiation of jing and qi, which i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ancer. Cancer 

evil grow and form a mass, accompanied by qi stagnation, blood stasis, phlegm, damp, hot and other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Cancer evil have bad behavior of unceasing proliferating, consuming nutrition, transfer growth, hindering activities of qi, 

destroying viscera and main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Eradication of cancer evil is essential for cancer treatment. We should find 

and select effective anticancer Chinese medicine and use i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C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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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又名癌症，是当今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的常见病，其诊治由西医主导，但局限性明显。中医

药具有独特优势，能弥补西医之不足，是癌症综合治

疗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对其病因病机的论述

差异大，古籍记载零散。这种理论研究的落后与中药

的广泛应用不匹配，阻碍了中医药诊治癌症的进一

步发展。

癌症不同于伤寒、温病、疫病和一般内科杂病，

具有独特的发病机制和转归，应该在中医框架下建

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理论，为中医理论大厦添砖加

瓦。西医对癌症理论研究比较深入和相对系统，中医

可以借鉴和吸收西医成果，与时俱进。笔者运用中医

药诊治了大量癌症患者，参阅了许多中医治癌文献，

由效果一般到显著提高，再反过来对理论进行思考，

吸收西医知识，探讨癌症病因病机。

癌邪的概念

当前中医教材和医家学者对癌症病因病机尚无

统一认识。如《中医内科学》[1]将之描述为“正气内

虚，气滞、血瘀、痰结、湿聚、热毒等相互纠结，日久

积滞而成有形之肿块”；张贵才等[2]认为，内、外致病

因素的作用引起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热毒内蕴

等病理变化，未及时调整，造成肿瘤的发生；孙桂枝

教授提出“五脏六腑皆能化火生毒说”及“内生之邪

郁滞化火说”[3]；胡凯文等[4]认为：“脾胃功能失常，造

成清浊相干，营养机体的精微物质中混杂有污浊之

物，日久则正常组织可异化生出肿瘤”。

多数观点认为，人体脏腑经络功能失常，产生气

滞血瘀痰湿热，聚集成肿块，即癌症。除此之外，恶

性肿瘤患者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独立因素？

理论来源于实践。笔者临床经验发现：若不用抗

癌药，仅予一般行气、活血、化痰、祛湿、清热及扶正

等药物，癌块几乎得不到控制；若加抗癌药，疗效就

会显露。中医著名肿瘤专家孙秉严[5]指出：“为什么同

是四诊八纲，同是活血化瘀、行气消积，对于恶性肿

瘤几乎是无效的呢？这必须从肿瘤病在病因病机方

面的特殊性上来认识”，并提出了“癌毒”的概念，

只有气血痰食聚集没有癌毒是不会患癌的。吴茂林 

等[6]提出了“癌邪”的概念，其有着与瘀血、痰湿截然

不同的独特病理特点。

笔者认为，“癌邪”比“癌毒”更能体现癌症的

特殊性。“癌”表达了恶性特点，“邪”与正气相对，

体现了致病性。正如“疫气”作为当时新的外感病

邪，将瘟疫与普通温病区别开来一样，应将“癌邪”

作为中医理论中的新病邪，是癌症直接独立发病因

素。即使体内存在气血痰湿热的聚集，只要没有癌

邪，是不会患癌症的。如肝硬化晚期患者出现气滞血

瘀热毒聚集，没有癌邪也不会患癌。临床运用抗癌药

控制住了癌邪，癌症也就得到了控制。

癌邪的产生

西医观点很明确，由于细胞异常分化，正常细胞

不典型增生后恶变产生癌细胞。癌邪相当于西医的

癌细胞，其产生要从中医精气上来分析。

《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精化为气”。可见，“精”最

原始，为第一层次，“气”为第二层次，由“精”分化

所生。“气”在同一层次上分为“元气”“水谷之气”

和“自然界清气”。“水谷之气”向下分化为第三层次

的“营气”和“卫气”。另一方面，先天之精藏于脏腑

经络中，不断化生为脏腑之气、经络之气，既是构成

各脏腑、经络的基本物质，又是推动和维持各脏腑、

经络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在精气复杂的不断

分化过程中，如果存在不良因素的长期刺激，难免不

出错，出错了若机体不能及时修复，就会出现异常分

化，即恶变，产生“癌邪”。其中，不良的刺激因素主

要有不合理饮食、烟酒、病原微生物、环境污染、心

理失常、异常婚育行为、不良生活习惯等；机体不能

修复，既正气不足。

癌邪的特点

癌邪作为一种独立的新病邪，其特点如下。

1. 不断增殖 癌邪来源于精气，故生命力极为

旺盛，生长迅速，越长越大。癌邪是精气“恶变”所

化，故不受机体正常调控，能够不间断增殖，即使人

体死亡，只要存在营养物质的供养，仍然增殖不止。

2. 耗伤营养 癌邪同精气一样，仍然需要水谷

精微来滋养，由于其不断增殖，生长迅速，故需要大

量水谷精微，使人体营养不断消耗。早期人体营养还

可以同时供养癌症和正常组织器官，但晚期，营养物

质损耗严重。

3. 流窜生长 精气具有流动性。癌邪由精气异

常所化，能够流窜到临近或远处生根发芽。外感风邪

也具有流动性，即“善行”，但癌邪的流窜与风邪的

流动截然不同。癌邪流窜到其他地方后，在新地盘不

断生长增大，而风邪不具有这个能力。

4. 阻碍气机 在精气学说中，气机升降出入的

运动形式维持着机体新陈代谢的平衡，保障了生命

活动正常进行。癌邪发展成肿块后，能够导致气机运

动失常，形成各种病理证候。如胃癌影响胃气下降致

气机上逆，出现恶心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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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破坏脏腑经络 在藏象学说中，脏腑经络是

人体结构和生命活动的主要内容。癌邪是敌人，既

攻伐正气，减弱脏腑经络抗病及修复功能；又易形成

气滞血瘀痰湿热等病理产物，影响脏腑经络的正常 

功能。

癌邪理论的应用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临床。癌邪理论

主要应用如下。

1. 为癌症命名 中医对癌症名称并未统一，如

肝癌，就有“肝积”“黄疸”“鼓胀”“症瘕”“癖黄”

等多种病名。根据癌邪病因理论，中医可将癌症统

一命名为“癌病”，然后根据发病不同部位再具体命

名，如原发于肝脏则称“肝癌病”，原发于肺则称为

“肺癌病”，以此类推。这样能大力提升中医对该

病的认识，还有利于中西医同行和医患之间的沟通 

交流。

2. 指导癌症预防 据《2013中国肿瘤登记年

报》显示，我国肿瘤发病和病死情况逐年增高，人一

生当中患恶性肿瘤的概率是22%。积极防癌刻不容

缓。根据癌邪理论，有效防癌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

是消除或减少各种不良刺激因素，二是提高人体正

气，即养生保健，从而避免癌邪的产生。

3. 避免误诊 癌病早期或中期，症状无特异性，

容易误诊。据资料统计，超过三分之一的胃癌病患者

在出现消化道症状一年后才确诊。笔者常遇到一些

患者出现不适，服用中药暂时好转，但一段时间后病

情加重，行西医检查发现晚期癌症。中医有了癌邪和

癌病的概念，针对高危患者，中医师临证时一定要依

靠西医检测手段先辨病，以免误诊，致患者失去西医

早期治疗机会。

4. 确定治疗原则 正气不足是产生癌邪的内在

因素，癌邪发展后又进一步攻伐正气，形成恶性循

环。在癌病防治中，始终要“扶持正气”。癌邪直接导

致癌病发生和发展，控制、消灭癌邪是治疗根本。还

要针对癌邪伴有的病理状态进行治疗，根据表现实

施行气、活血、化痰、祛湿、清热等不同治法。此外，

消除或减少不良刺激因素对疗效有帮助。因此，治疗

原则为“扶正祛邪”，这里的“邪”既包括癌邪，又含

癌症伴有的病理状态。 

癌病早期正气损伤轻，各种病理状态不显著，

治疗以抗癌为主，力求根治。中期扶正、抗癌与纠正

病理状态兼顾，带瘤长期生存。晚期以扶正为主，

抗癌、纠正病理状态为辅，延长生命。终末期扶持正

气，改善症状。

5. 筛选有效中药 只有癌邪得到消除，正气就

会恢复，各种病理状态自然就会消失。因此，筛选有

效抗癌中药为临床重点研究课题。中医专家孙秉严

治癌有效率高达64%，远超化疗，其在著作《治癌秘

方》中写道：经过认真筛选，找出了几十种对恶性肿

瘤有攻击力的药，如斑蝥、蟾酥、守宫、蜈蚣、全蝎、

轻粉、白砒、铜绿、黄药子、天葵子、紫草根、藤梨

根、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

各种抗癌中药需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辨证用

药，不同部位的癌病可能有其相应的抗癌药物，需要

深入和系统研究。

总结

综上所述，癌邪作为一种新病邪，是癌症发生的

独立因素。长期不良因素刺激+正气修复功能下降，

导致精气异常分化，恶变成癌邪，不断增殖生长，形

成肿块，并伴随气滞血瘀痰湿热等病理状态，又反

过来损害机体。癌邪具有不断增殖、耗伤营养、流窜

生长、阻碍气机、破坏脏腑经络等恶劣行为。充分认

识癌邪，对癌症中医预防、诊疗极有帮助。本文癌邪

理论为中医病因理论的补充，构建了癌症病因病机

的基本框架，提出了癌症中医总体治则。因癌病又分

为肺癌病、肝癌病、胃癌病等多种，具体内容还需要

不断丰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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