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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肿瘤治疗中,局部肿瘤的彻底根除常常并不能令患者

更加受益,患者常因免疫功能严重受创,出现远处播散、转移,

使生活质量、生存期大打折扣。免疫功能在肿瘤发生、发展、

转移、逆转、消退中占有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生物免疫治疗

肿瘤业已成为并列于手术、放疗、化疗的第四大治疗措施。

它通过激发和利用机体免疫反应来拮抗肿瘤细胞,调节与平

衡机体免疫功能,分化和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并有选择性杀伤

肿瘤细胞的作用。目前临床应用的生物治疗主要包括：主动

性非特异性免疫治疗,如干扰素、白介素等细胞因子；被动性

免疫治疗,主要是以单克隆抗体为基础的治疗；过继性免疫治

疗,如以癌为目标的各类细胞的治疗；主动性特异性免疫治疗,

如肿瘤疫苗等,它们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1]
。中医药

在肿瘤生物免疫治疗中的作用与地位如何呢? 

1  生物免疫治疗源于中医药学 

    应该说生物免疫治疗源于传统的中医药学,早在公元前

一千多年的周朝,殷墟甲骨文就已有“瘤”的病名。中医学认

为肿瘤是外感六淫邪毒,客于脏腑经络,或内伤七情、忧思恼

怒导致气血郁结,或饮食不节、痰结湿聚等多种病因共同作用

而逐渐形成的结果。《灵枢·九针论》曰：“八风之客于经络

之中,为瘤病者也。”明代医学家李梃曰：“郁结伤脾,肌肉消

薄,与外邪相搏而成肉瘤”,同时认为外邪之所以能侵入人体

而致瘤,关键还在于正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是中医对疾

病(肿瘤)发生机制认识的基本理论。《灵枢·百病始生》曰：

“虚邪之中人也……,留而不去,息而成积,或著孙络,或著输

脉,或著于伏冲之脉,或著于膂筋,或著于胃肠之募原,上连于

缓筋,邪气淫溢,不可胜论。”表明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的

病机根本上是由于正气不足,脏腑功能减退,气血阴阳失调,

病邪由浅入深,终致“邪气淫溢”而变证多端。在治疗上强调

祛邪与扶正相结合,以扶正为主,倡导“养正积自除”的观点,

通过调整机体脏腑、阴阳、气血、经络的功能,达到“正气存

内”,有效地防止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并改善肿瘤患者

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这种扶正疗法的整体治疗理念可以

说是肿瘤生物免疫治疗的渊源与精髓。 

    中医扶正方法很多,概括起来不外乎平衡气血阴阳,调理

脏腑机能。依据“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理论,

其尤以培补脾肾为关键。扶正疗法是恶性肿瘤综合治疗的重

要组成部分,可以结合每一位肿瘤患者体质差异、现代医学治

疗方式、组织器官损伤程度而提供更加具体、更加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并可以贯穿于肿瘤现代医学治疗的全过程。扶正疗

法在减低手术、放化疗毒性方面已显示理想的临床疗效,在调

节患者免疫功能方面独具特色,成为恶性肿瘤综合治疗中不

可缺少的重要方法之一。 

2  减轻化疗毒副作用的临床研究 

    化疗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对机体正常组织器官也有

毒害作用,即化疗的毒副作用,化疗后的骨髓抑制常使化疗药

物剂量、疗程受到限制而影响临床疗效。王氏等
[2]
报道女贞

子、党参、当归、补骨脂等 29 味滋阴补阳、益气养血药可以

预防化疗后白细胞减少；党参、黄芪、白术、当归、川芎、

鸡血藤、熟地黄、阿胶、女贞子、枸杞子等具有补气血、益

精髓,恢复造血功能干细胞活性,增强全身免疫功能作用；人

参能防止多种原因引起的白细胞下降,增强机体免疫力；阿胶

对增加血液中的红细胞及血红蛋白有一定作用。有报道用人

参注射液与化疗药物伍用治疗 32 例肿瘤患者化疗后所致白

细胞下降,临床总有效率 87.5%。对消化道肿瘤患者采用联合

化疗方案同时给予党参、黄芪注射液,所有病例白细胞在化疗

过程中均未低于 3.0×10
9
/L,可顺利完成化疗；而对照组(35

例)化疗后白细胞数低于化疗前29例,其中 9例因低于3.0×

10
9
/L 而中断化疗。在专方治疗中,滋阴补血、健脾补肾常需

互相兼顾。白细胞减少多属于气血双亏,治宜益气养血,阴伤

者兼以滋阴；红细胞减少一般多累及脾肾之阳,治宜温补脾

肾；血小板减少常见脾虚失摄以及阴虚血热妄行两种类型,

治宜健脾摄血或滋阴清热等。这些药物多通过作用于多能造

血干细胞,促进正常细胞的增殖与生长,并能刺激克隆刺激因

子(CSFs)分泌,提高血循环中 CSF 水平。 

3  提高疗效延长生存期的临床研究 

    肿瘤患者免疫功能减低,加之手术、放化疗进一步损伤免

疫功能。免疫功能的下降不仅导致临床疗效降低,也导致肿瘤

复发和远处转移,使患者生活质量下降,生存期明显缩短。中

医治疗恶性肿瘤机制之一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

的整体作用来调节机体内部的防御功能(包括细胞免疫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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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免疫),达到阻遏肿瘤生长扩散、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

患者生存期的预期目标
[3]
。参麦注射液具益气养阴的功效,

临床研究证明,该药能够调节患者免疫功能,与化疗药物伍用

具有一定的增效作用,并可降低化疗药物所引起毒副反应,改

善患者临床症状,保护骨髓造血功能,增强免疫,抑制肿瘤生

长
[4]
。药理研究证实,参麦注射液能够促进免疫球蛋白、白细

胞生长,使淋巴细胞数目增加,促进淋巴细胞转化,增强网状

内皮系统功能,增强机体免疫力。十全大补汤具气血双补功效,

与参麦注射液作用效果相似
[5]
。刘氏等

[6]
观察治疗非小细胞

肺癌,化疗同时口服金复康口服液(由黄芪、北沙参、天门冬、

女贞子、石上柏、七叶一枝花等组成)较单纯化疗组患者的癌

灶缓解率明显提高,而且显著改善了临床症状,提高了生活质

量,减轻了化疗药物的毒副反应。同时,观察到口服金复康口

服液加化疗组与单纯化疗组比较,其 NK 细胞活性、白细胞介

素Ⅱ、CD4/CD8 的比值明显提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说明金复康口服液具有调节肺癌患者免疫功能的效应。李氏

等
[7]
观察到胃癌患者随着病情的进展,T 淋巴细胞处于增殖能

力降低、凋亡能力增高的状态,免疫功能低下,极易复发转移,

养胃抗瘤冲剂(由生黄芪、人参、白花蛇舌草、草河车、三七、

赤芍等组成)具有益气活血、解毒抗癌功能,可以调整 T 细胞

亚群的比例,提高 NK 细胞活性与免疫功能,防止肿瘤复发与

转移。冯氏等
[8]
通过对消化道肿瘤患者手术前后 IL-2、TNF、

IFNγ的观察,提示手术后应用扶正中药是合理的,有助于改

善免疫功能,加速肿瘤病人的康复。 

4  中药相关成分的实验与临床研究 

    大量研究证实,从中药中分离得到的一些多糖(如枸杞多

糖、香菇多糖、茯苓多糖、猪苓多糖、银耳多糖、红芪多糖、人参

多糖等)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包括活化巨噬细胞、活化淋巴细

胞、促进细胞因子分泌、活化补体、增强红细胞免疫等
[9～12]

。其

免疫抑癌作用是多靶点的,几乎遍及非特异性免疫与特异性

免疫应答的各个主要环节,同时对肿瘤细胞有直接抑制作用。

枸杞多糖、茯苓多糖、刺五加多糖在体外能明显抑制 S180、

K562肿瘤细胞的生长
[13]

；进一步研究发现中药多糖可通过使肿

瘤细胞膜的生化特性发生改变,影响细胞内信号传导途径,抗

自由基作用,诱导肿瘤细胞分化与凋亡而达到抑制肿瘤细胞

生长的效应
[14～16]

。枸杞多糖等具有内源性 CSF 样作用
[17]

,当

归多糖对造血干、祖细胞的增殖分化有促进作用,并能对抗抗

肿瘤药物引起的造血抑制,促进造血细胞分化发育
[18]

。中药

多糖作为一种生物免疫调节剂,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应用日益

广泛,临床上应用香菇多糖(LNT)治疗恶性肿瘤显示了较好的

疗效,主要用于治疗胃癌、肝癌、肺癌及血液系统肿瘤。香菇

多糖是一种兼有抑制肿瘤和提高免疫功能作用的生物反应调

节剂,通过诱导活化的巨噬细胞及杀伤性T细胞,提高NK细胞

活性和增强抗体依赖巨噬细胞毒作用来发挥抗肿瘤作用。对

晚期胃癌患者化疗配合静点 LNT,总有效率为 60%,单纯化疗

组有效率仅为30%～40%,经LNT辅助治疗后,免疫功能指标如

淋巴细胞转化率可得到改善,NK 细胞活性、T4/T8比值明显升

高,LNT 起到了提高癌症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减轻化疗药物对

机体的损害、提高化疗效果、延长胃癌患者生存期等综合效

果
[19～21]

。赵氏等
[22]

对肺癌化疗合用 LNT,观察到 LNT 对机体的

一般状况、NK 活性、T 细胞亚群中 CD3及血小板有一定升高

作用,患者食欲增加、精神好转,说明 LNT 对患者化疗后免疫

功能有调节和保护作用,有助于提高机体的耐受力而顺利完

成化疗。研究发现肿瘤患者 T 细胞亚群分布异常,Th 细胞受

抑制,Ts 细胞活性增强,CD3和 CD4阳性细胞数降低,CD4/CD8比

值失衡,导致细胞介导的免疫负性作用占优势,机体抗肿瘤功

能下降,并且术后患者免疫功能进一步降低。彭氏等
[23、24]

于

手术前后应用 LNT,发现术后 CD3、CD4 阳性细胞数和 CD4/CD8

比值明显高于术前及对照组,生存期也有所延长,表明 LNT 可

促使 T 细胞亚群的恢复。此外,肿瘤患者术前 NK、LAK 细胞活

性和淋转明显低于正常,术后进一步降低,即手术创伤等进一

步影响了细胞免疫功能,若手术前应用 LNT 治疗,则有助于提

高患者术后 NK、LAK 细胞活性,并促进淋转的恢复,故 LNT 具

有围手术期免疫调节作用,可用于肿瘤外科临床。相关的中药

成分研究还包括皂苷
[25]

、生物碱等,许多具良好免疫促进作

用的补益中药,其有效成分含有苷类,如人参皂苷、绞股蓝皂

苷、黄芪皂苷等。姜氏等
[26]

实验研究证实人参皂苷可作为

TILs(肿瘤浸润淋巴细胞)的诱导活化剂,在肿瘤免疫化疗中

有重要的作用。 

5  结语 

    临床与实验研究促进了中药进一步开发利用,并为从中

药中筛选防治肿瘤的无毒或低毒药物提供了思路。与细胞因

子如干扰素等生物反应调节剂(BRM) 相比,中药免疫治疗不

良反应小。干扰素等一般需大剂量使用,由此会产生一系列剂

量限制性毒副作用,90%以上患者用药后会出现流感样症状,

如发热、疲乏、寒战等；此外,还有消化道反应,如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神经系统反应有嗜睡和精神紊乱；少数患

者用药后出现低血压、心律不齐,因而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应

小心使用；此外尚有轻度的血液学毒性
[1]
。而中药免疫治疗

通过多种机制激活免疫细胞,提高机体特异性及非特异性免

疫功能,具有较广泛的免疫增强作用,并可与 BRM 合用,达到

增效减毒的目的。通过中药与手术、化放疗、细胞因子的联

合应用,能显著提高化放疗的疗效,降低细胞因子的使用剂量,

减少或避免这些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改善肿瘤患者的生活

质量,降低肿瘤的复发与转移,延长生存期。 

    生物治疗作为一种新的肿瘤治疗手段,主要依赖于机体

自身的力量去杀伤瘤细胞,应该说这种杀伤力是有限的、缓慢

的；化放疗对肿瘤的杀伤快而强,但对机体造成的毒副作用大,

因此可以利用生物治疗来弥补手术、化放疗的不足。但是,

如何发挥生物治疗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作用,尚无公认的合

理方案,目前此方面的实践仅限于手术、化放疗与生物治疗的

简单叠加
[27、28]

。对于实施生物治疗的时间进行了一些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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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些实验表明
[29]

,化疗后应尽快衔接生物治疗,并应选

择在免疫细胞数降至 低或开始恢复的时间点,因为一方面

生物治疗有待于机体免疫功能的恢复,另一方面生物治疗宜

尽快使用,从而有效地防止放化疗后瘤细胞的快速增殖。如何

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在肿瘤生物治疗中的作用,尚有许多问题

需进一步探讨,比如辨证的统一、给药时间、疗程、与现代医

学治疗方法的联合应用、疗效标准的规范等。将生物治疗和

手术、化放疗很好地衔接起来是肿瘤治疗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张氏
[30]

提出围手术期生物治疗的新观念,即将术前、术中、

术后的生物治疗综合在一起,以期解决肿瘤治疗中 棘手的

问题——转移。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围手术、围放化疗的中药

生物免疫治疗的观念,以期更好地发挥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

的作用。 

    肿瘤生物治疗日新月异,不断出现新的方式、方法和药物,

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治疗方法,按照综合治疗的框架,施行生物

治疗,应该是可取的,而且是有效的。中医药积极吸收现代医

学研究成果,与现代医学治疗模式有效地结合,在肿瘤生物治

疗领域前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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