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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骨转移癌痛的研究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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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癌症的发生率和死亡率节节攀升，癌症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癌症

骨转移在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等癌症中都较为常见，其中疼痛是癌症骨转移的常见症状，也是患者十分痛苦
的症状，骨转移癌痛的治疗成为重要的临床和研究问题。中医药治疗骨转移癌痛有其独特的优势，成为重要的
治疗方法之一，具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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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转移是癌症常见的转移之一，在癌症的发展过

程中骨转移的发生率高达 80% ，临床上常表现为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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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标识码：A
常以补虚扶正为大法,肾为先天之本，补肾为关键。骨
痛灵为上海市名老中医徐振晔治疗恶性肿瘤骨转移疼

痛、肿块、压迫症状、病理性骨折等 ，其中骨转移癌痛

痛的经验方，他指出癌症骨转移的病机为肾精亏虚、络

最为普遍，它带给患者极大的痛苦，也是临床治疗的重

虚不荣、痰瘀互结、痹阻络脉，以久病及肾、肾精亏损、

[3]

点难点之一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中医药在治疗骨

骨失所养为主，加之久病入络、脉络瘀阻，形成癌毒滞

转移癌痛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通过中医或中西医结

留，则治疗上需采用具有补肾养精，通络破瘀之功效的

合治疗，能够提高患者生存质量，减轻患者痛苦。现将

骨痛灵。王立芳等[6]将骨痛灵联合肺岩宁及唑来膦酸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骨转移癌痛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1

中医药内服治疗骨转移癌痛
[4]

“不通则痛，不荣则痛” 是中医对疼痛的基本认
识，骨转移癌痛的发病机制多为正气亏虚、气滞血瘀、
痰凝、湿聚热毒、阴寒凝滞等，因此临床上常常由这些
方面入手，以扶正固本、活血化瘀、祛痰散结、清热解毒

钠对 100 例肺癌骨转移疼痛患者进行对照治疗，治疗

组 50 例，对照组 48 例，镇痛总有效率分别为 80.00%、
54.17%，认为骨痛灵综合治疗组可显著镇痛，改善患

者生存质量。鲁叶云等[7]用骨痛灵方联合唑来膦酸治
疗恶性肿瘤骨转移疼痛，将 67 例恶性肿瘤骨转移疼痛
符合 II-III 级疼痛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根

据三级阶梯止痛原则治疗，同样发现骨痛灵综合治疗

祛湿、温阳散寒等为治疗原则。

组的镇痛效果明确，能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扶正固本

1.1 补肾扶正法

方可扶助正气，稳固本元，以针对癌症之本虚标实，胜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肿瘤病人因虚致病，因

照杰等[8]利用扶正固本方联合放疗治疗恶性肿瘤骨转

虚而致实，素体亏虚形成肿物，虚是病之本，因此治疗

移疼痛，研究表明扶正固本综合治疗既可以缓解骨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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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癌痛带来的痛苦，又可以降低放疗的副作用。周红
等研究分析发现骨转移癌以肾阴亏虚（45.5%）、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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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结（30.8%）、瘀血阻滞（13.5%）所占比例较大[9]，其中
以补肾生髓，化瘀解毒止痛之效的益肾骨康方治疗肾
阴亏虚之证型。周磊等[10]运用益肾骨康方联合热疗及
氨酚羟考酮片治疗 182 例骨转移癌痛患者，同时辅助
热疗，具有起效快、无创性、协同性好的特点，治疗组
90 例、对照组 92 例，临床疗效总有效率分别为 77.8%、
53.3%，体力状况稳定提高率分别为 95.6%、88.0%，结
果发现益肾骨康方综合治疗较单纯应用西药治疗能更
好的止痛，提高行为能力。高音等 [11] 也曾运用益肾骨
康方联合热疗及氨酚羟考酮片治疗骨转移癌痛患者，
发现益肾骨康方综合治疗对骨转移癌痛有明显控制作
用，可减少强阿片类药物用量，提高体力状况，对提高
患者生存质量有重要意义。骨转移癌为病久肾气亏虚
以致骨骼空虚，
“治病必求其本”，当以补虚扶正、益肾
壮骨消积，王元惠等 [12] 自拟益肾方联合因卡膦酸二钠
对 50 例恶性肿瘤骨转移疼痛患者进行治疗，有较好的
缓解骨转移癌痛的作用，可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1.2 活血化瘀法
临床上骨转移癌痛也常表现为血瘀阻滞经络，治
疗上常采用行气活血、逐瘀通络的方剂。身痛逐瘀汤
源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13]，具有活血行气、祛瘀通络
止痛之功，秦光[14]通过对既往病例的回顾性分析，发现
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身痛逐瘀汤可以提高临床治
疗效果，降低各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周斌[15]也运
用身痛逐瘀汤治疗骨转移癌痛，研究联合唑来膦酸对
60 例患者进行对照治疗，发现身痛逐瘀汤联合唑来膦
酸可有效强化止痛效果，安全性佳，适于临床推广。祖
国医学将骨转移列入“骨疽”、
“骨瘤”范畴，是因气血运
行不畅、血行瘀滞而致，因此治疗上周红英等[16]以活血
化痰逐瘀的活血行气止痛方为主导联合盐酸羟考酮控
释片治疗骨转移癌痛并进行疗效观察，对于骨骼的持
续性、顽固性剧烈疼痛伴进行性加重的治疗效果较单
纯西药治疗效果更好，时间更持久，并且可以显著提高
患者的睡眠质量，减少盐酸羟考酮控释片用量及不良
反应。活络效灵丹源自近代河北名医张锡纯的《医学
衷中参西录》，有活血化瘀、通络镇痛之功，段建华[17]在
继承名老中医的经验之上应用活血祛瘀、补肾壮骨、抗
癌止痛的加味活络效灵丹联合帕米膦酸二钠，止痛总
有效率达86.36%，
单纯使用西药的对照组仅为66.67%。
1.3 清热解毒，祛湿止痛法
骨转移患者素体阴亏，热毒炽盛，复方苦参注射液
具有清热解毒、散结止痛、凉血利湿之功，是一种临床

常用的中医抗肿瘤制剂。王少峰等[18]在临床观察复方
苦参注射液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骨转移疼痛疗
效，对比分析综合组和化疗组的疗效、生活质量、VAS
评分及毒副反应发现综合组临床效果显著，VAS 评分
显著低于化疗组，且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复方苦参注射
液能够改善患者微循环瘀滞及血液高粘滞状态，具有
明显的抑制肿瘤细胞粘附和侵袭、预防肿瘤细胞转移
的作用。黄玉栋等[19]应用复方苦参注射液静脉滴注联
合常规化疗方案治疗骨转移癌痛患者 120 例，经过两
个周期的治疗发现，复方苦参注射液能有效改善患者
骨转移后疼痛症状，并能降低患者血清中的 Dickkopf1
的表达，安全性高、不良反应事件少。体外放射治疗是
治疗骨转移癌痛有效的方式之一，可明显缓解疼痛，其
总有效率高达 60%-70%，孙岩[20]运用复方苦参注射液
联合三维适形放疗治疗骨转移癌痛，52 例随机分为联
合治疗组和单纯放疗组的骨转移癌症患者中，联合治
疗组疼痛缓解率明显优于单纯放疗组，得出复方苦参
注射液联合 3DCRT 组疼痛缓解率更高，中性粒细胞降
低更少，亦可以减少吗啡的运用，临床见效快、止痛效
果明显、简单易行、患者耐受性好。
1.4 温经助阳，散寒通滞法
阳气虚弱，寒邪凝滞是肿瘤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
治疗当以温气血、通经脉、祛瘀滞为主。阳和汤出自全
生派创始人王维德《外科证治全生集》，
“用于阴疽，犹
如离照当空，阴霾自散，故以“阳和”名之”，为中医八大
名方之一，至今仍是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治癌要方。张
云芳等[21]运用阳和汤联合盐酸羟考酮控释片对骨转移
癌痛进行临床研究，发现阳和汤综合组止痛有效率为
95.0%，高于单纯西药组 81.0%，且能够缓解便秘、减少
药物肝毒性，具有很好的减毒增效作用。治疗癌症的
内服中药大多集中体现了补虚、通络，表明骨转移癌痛
的机制是整体不荣、局部不通，附子汤可以温经助阳、
祛寒除湿、通局部以荣周身，黄东彬等[22]观察附子汤结
合羟考酮缓释片治疗骨转移癌痛的疗效，发现 NRS 评
分明显低于单纯西药组，KPS 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附
子汤综合组可以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存质量。
2

中医药外治法治疗骨转移癌痛

2.1 外用药物治疗
中药制剂制作成膏剂、散剂、贴剂等外用于患者体
表，药物通过腠理渗透肌肤，达到病所，可以起到镇痛
作用，具有方便快捷、深透渗透、见效快、持续时间长、
风险低的特点。中医外治法治疗骨转移癌痛常用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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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川乌、草乌、半夏、天南星、细辛、附子、三七等，黄常
江等 [23] 运用止痛膏外敷、红外线外照射联合三级阶梯
止痛原则对 120 例老年肺癌骨转移癌痛患者进行疗效
观察，发现其镇痛效果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外用药
物治疗也需治病求本，补虚扶正，芦殿荣等[24]采用随机
对照前瞻性临床试验方法外敷益肾骨康膏联合盐酸羟
考酮治疗骨转移癌痛，观察到其镇痛疗效确切，安全性
好。瘀血得化，脉络得通，景年才等[25]外用加减身痛逐
瘀膏联合强阿片类药物治疗骨转移癌痛，活血行气，消
肿止痛作用显著。曾柏荣等 [26] 运用温阳散寒、消结止
痛的加味奇正消痛膏外用联合氨酚羟考酮片治疗骨转
移癌痛，发现加味奇正消痛膏具有止痛作用，且无明显
毒副反应，并能够一定程度上降低骨转移癌痛患者血
清碱性磷酸酶水平。NRS 安静和运动状态平均下降
1.7 和 1.8 分，中重度疼痛试验组 NRS 安静和运动状态
平均下降 3.3 和 3.2 分，疼痛时间平均减少 2.7 和 7.3h，
睡眠时间平均增加 1.3 和 1.6h，治疗满意度、疼痛影响
评估等优于对照组，李俊超 [28] 运用骨痛散外敷治疗骨
转移癌痛患者 40 例，治疗有效率达 92.5%，其中显效患
者 11 例占 27.5%，有效患者 26 例占 65%，药物显效快、
镇痛时间长、治疗过程痛苦少、无明显毒副 作用。
2.2 针灸、
穴位治疗
针灸具有疏通经络、调和阴阳、扶正祛邪的功效，
运用于骨转移癌痛可谓是相得益彰。命门穴培元固
本、强壮腰膝，关元穴补肾培元、温阳固脱，丁庆刚[29]将
针刺命门及关元穴配合氨酚曲马多治疗腰椎骨转移癌
痛，结果提示 30 例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93.3%，正确针刺
命门和关元穴配合止痛药治疗骨转移癌痛具有明显的
镇痛疗效。姚国红[30]利用温针灸治疗肺癌骨转移疼痛
患者 8 例，通过治疗能够减轻患者疼痛，对延长生存周
期起到积极作用。头为诸阳之会，元神之府，秦氏头八
针以百会、印堂、双侧风池、双侧率谷、双侧头临泣为主
穴“主取督脉，以治杂病”[31]，可以对疼痛起到缓解作
用,张琰等 [32] 用秦氏头八针辅助止痛药物治疗癌性疼
痛 60 例（其中骨转移癌痛 8 例），发现头针治疗显著减
轻疼痛，减少药物用量。莫艳芳等 [33] 运用雷火灸加外
敷瑶药止痛贴联合唑来膦酸治疗骨转移癌痛，发现雷
火灸综合组止痛起效时间明显低于纯西药组，起效时
间最短 15 分钟，具有较好的止痛效果。穴位埋线具有
协调脏腑、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补虚泄实的功效，蒋云
峰 [34] 利用穴位埋线“通其经脉，调其气血”之功联合三
级阶梯止痛原则对治疗骨转移癌痛进行观察，60 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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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过穴位埋线有效减缓疼痛，且减少药物副作用。
王敬等 [35] 利用耳穴埋豆干预骨转移癌痛，耳穴是人体
各个器官的反映点，经过刺激可以治疗相关疾病症状，
对照观察发现中医特色耳穴埋豆治疗简便易行，可以
缓解疼痛，减轻止痛药副反应，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耳者，宗脉之所聚”，吴继等[36]应用针灸联合耳穴疗法
对癌症骨转移疼痛临床疗效进行观察，经过治疗综合
组可显著减轻疼痛症状，同时提高患者免疫力。艾灸
具有温经散寒、行气通络、扶阳固脱、升阳举陷等作用，
李斌 [37] 以局部阿是穴为灸点，采用回旋灸、雀啄灸、温
和灸等方法联合双膦酸盐类对骨转移进行治疗，具有
良好的治疗效果，且作用温和，无创伤，无毒副作用，便
于操作，患者易于接受。方红薇等 [38] 采用中医传统穴
位按摩，运用痛点局部取穴结合循经取穴，观察对于骨
转移癌痛的缓解疗效，发现穴位按摩配合三级阶梯止
痛原则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并且可以提高患者对医
疗的满意度。华佗夹脊穴为调理枢纽穴位，与经络脏
腑密切相关，为脏腑之气疏通出入之处，张中会等[39]取
华佗夹脊穴为治疗点，采用针刀松解术，松解筋膜、肌
肉、韧带，疏通络脉，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改善血循
环、缓解神经压迫，
从而起到镇痛作用。
3

中医食疗治疗骨转移癌痛

中医药材在生活中也无处不在，骨转移癌痛患者
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缓解疼痛，增强免疫功能，促进
营养吸收，如患者气血虚弱，不荣则痛，可以添加动物
肝脏、红枣、阿胶等来补养气血，活血通络。包晓玲等
[40]
对 136 例恶性肿瘤骨转移疼痛患者进行干预治疗，
治疗组在唑来膦酸的基础上加入中医一般治疗和饮食
调理，运用食用小茴香、大蝼蛄虾、海龙、橘饼、榧子等
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达到止痛目的，并忌食辛辣刺激性
食物，观察发现综合组治疗恶性肿瘤骨转移患者骨疼
痛疗效显著，可以改善肿瘤患者生存质量。
4

中医情志治疗骨转移癌痛

中医有情志相胜学说，五行相胜情志疗法可以用
来调节癌症患者的情绪。华宇等[41]运用五音疗法结合
蟾乌凝胶膏穴位贴敷缓解癌性疼痛，五音疗法通过不
同调式音乐的声波振荡影响生物体内气的运行，结合
五行学说，调理气血运行，调整五脏六腑的联系，达到
人体机能的稳态，通过五行音乐干预患者情绪，优化情
感效应，缓解心理压力，从而达到镇痛目的，提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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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质量，
且使用安全，毒副反应小。
5

有效缓解疼痛，减轻西医治疗的不良反应，提高免疫
力，抗癌抗瘤等，实际临床应用范围广，操作简便，价格

小结

低廉，且中医治疗不单关注疾病，而是以人为本的去关

西医在骨转移癌痛治疗中常采用放疗、化疗、生物

注、去治疗，从而有效的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但中医

治疗，必要时采用手术治疗，虽然在临床上这些方法应

药在中重度、重度骨转移癌痛的临床治疗中疗效欠佳，

用广泛，但往往费用高昂，风险较大，毒副作用多，长期

需要进一步的提高疗效和质量。随着近年来中医研究

使用可能产生耐药性和成瘾性，增加并发症的发生，影

的深入，骨转移癌痛的治疗进展也逐步加深，肾主骨、

响患者的生存质量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

生髓、藏精，肿瘤患者久病及肾、肾精亏虚、骨失所养，

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中医药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中发

加之久病入络、络虚不荣、痰瘀互结、痹阻络脉，形成癌

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中医药治疗骨转移癌痛的方法

毒滞留于骨则痛，以此为机制治疗骨转移癌痛逐步成

较为丰富，包括中医药口服、中医药外用膏剂、散剂、贴

为研究方向，骨痛灵等名家验方也在临床上取得显著

敷，中医药穴位贴敷，针灸，穴位按摩、推拿、刮痧、拔火

疗效并在这些研究方面不断推进发展，因此要在名老

罐，耳穴埋豆，中医药食疗，中医情志疗法等。相比较

中医的经验中走出新路子、发展新方向，在未来进一步

西医疗法，中医药治疗骨转移癌痛的方法是安全有效

的补充开发研究，中医药在治疗骨转移癌痛方面有着

的，药效持续时间长，无明显毒副作用，无成瘾性，可以

自己独特的优势，需要不断的去继承、去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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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of Bone Metastatic Cancer Pain
Ma Yue, Wang Lifang, Xu Zhenye
(Longhua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both 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rate of cancer are rising in the world. Canc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biggest disease threats to human health and life. The occurrence of bone metastasis is common in breast cancer, lung
cancer, prostate cancer and etc. Pai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symptoms of bone metastasis. Pain is also one of the

patients’clinical manifestations. Bone metastatic cancer pai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linical and research problem.
With unique advantages in the treatment of bone metastatic cancer pa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treatment methods, which requires further in-depth research.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cer, bone metastasis, pain,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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