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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

• 乳腺癌是指來源於乳腺上皮細胞的惡性腫瘤 。

• 現代女性最常見的惡性腫瘤疾病之一。

• 屬於 中醫“乳岩”範疇。

• 近年來作為中醫藥治療的重點病種之一

• 「辨證內治」是中醫藥干預治療的主要方法。

• 在證候規律做了多方面研究[1-6] , 並為辨證內治取得共識。



乳腺癌中醫辨証內治共識

• 中華中醫藥學會乳腺病分會(原乳腺病防治協作工作委員會)在臨床流
行病學調查[7-10]

• 先後多次組織國內頂尖中醫乳腺病專家就乳腺癌的臨床治療階段分期、
證候分類、辨證論治[11-16] 等一系列辨證內治問題進行共識討論

• 先後於2009 年(桂林)就早期(可手術)乳腺癌中醫分期辨證規範達成共
識

• 2011年(北京)進行了更新。在此基礎上,結合國內外中醫藥防治乳腺
癌的臨床研究、臨床經驗總結以及最新的乳腺癌相關指南和共識

• 專家委員會於2017年3月(廣州)對早期乳腺癌中醫辨證內治形成共識。



早期乳腺癌治療分期

• 早期乳腺癌是指I 期、IIA期、II B期與III A期等可手術
乳腺癌。

• 治療一般要經過手術、化療、放療以及鞏固期治療不同階段,而每個
階段的中醫病機變化、 治療目的均不同。

• 因此共識專家組主張早期乳腺癌應進行“分期辨證”治療。

• 即分為 圍手術期、圍化療期、圍放療期 及 鞏固期

• 四個分期進行辨證治療［9.10］ 。



一. 圍手術期

• 是指入院開始到手術後第一次化療開始的一段時間, 分為術前、術後
两個階段。

• 術前階段時間較短,中醫辨證論治主要目的是改善患者心身狀態,提高
手術耐受性。如伴有嚴重並存疾病如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應進行
相關辨證論治處理。

• 術後階段治療主要目的是緩解手術、麻醉藥物對患者的損傷, 改善患
者生活質量, 促進患者康復。



一. 圍手術期（術前）—中醫辨證論治

1. 肝鬱痰凝證:隨月經週期變化的乳房脹痛,乳房腫塊皮色不變,精神抑
鬱或急躁, 胸悶脅脹,脈弦。次症:喜太息,痛經行經後可緩解, 舌淡。

2. 痰瘀互結證 :乳房腫塊堅硬,乳房刺痛、痛處固定,舌質紫暗,脈或弦
滑。次症:痛經於行經期不能緩解, 月經色暗或有瘀塊, 舌下脈絡青紫粗
脹或暗瘀 ,苔膩。

3. 沖任失調證 :乳房疼痛無定時,月經失調(推遲或提前超過7天),舌淡紫,
苔薄,脈細。次症:面色晦暗,黃褐斑,腰膝酸軟,耳鳴。



一. 圍手術期（術後）—中醫辨證論治

1. 脾胃不和證 :食慾不振; 脘痞腹脹,噁心欲嘔或嘔吐,舌胖大、邊有齒
痕。

次症: 噯氣頻作,面色淡白或萎黃,神疲懶言;精神萎靡,大便溏薄或排便
無力,舌質淡,苔薄白,脈細弱。

2. 氣血兩虛證 :神疲懶言,聲低氣短,面白無華或萎黃,舌淡,脈細弱無力。

次症:自汗,嘴唇、眼臉、爪甲色淡白,耳鳴,月經量少色淡、延期或閉經,
苔薄。

3. 氣陰兩虛證：神疲懶言,口燥咽乾,舌紅少津,少苔。

次症:聲低氣短,自汗,盜汗 失眠,潮熱虛煩,顏紅,脈細弱無力。



二. 圍化療期—中醫辨證論治

• 指化療開始到化療結束後2~4週。

• 中醫辨證論治的目的主要是緩解化療的副作用,提高生活質量以及患
者對化療的耐受性。



二. 圍化療期--中醫辨證論治

1. 脾胃不和證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2. 氣血兩虛證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3. 氣陰兩虛證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4. 肝腎虧虛證 :頭暈目眩,腰膝酸軟,五心煩熱,舌紅,苔少,脈細而數。次
症:失眠,健忘,脫髮,足跟疼痛,體倦乏力,爪甲變黑或不澤,形體消瘦,
盜汗。

5. 脾腎兩虛證 :食慾不振或食後腹脹,面色白氣短乏力,形寒肢冷,腰膝
酸軟,舌淡或淡 胖,舌邊有齒痕,苔白滑,脈細弱或沉遲無力。次症:
脫髮,頭暈目眩,耳鳴,小便頻數而清或夜尿頻,或浮腫,泄瀉,完穀不化。



三. 圍放療期—中醫辨證論治

• 是指放療開始到放療結束後2~4週。

• 中醫辨證論治目的是減少放療的副作用,提高生活質量。



三. 圍放療期—中醫辨證論治

1. 氣血兩虛證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2. 氣陰兩虛證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3. 陰津虧虛證 : 放射後皮膚乾燥、瘙癢、口唇乾燥,口渴,舌質紅,無苔
或少苔,脈細數。次症: 咽喉疼痛,虛煩難眠,心悸怔忡,口腔潰瘍,小便
短赤,大便秘結,形體消瘦。

4. 陰虛火毒證 :放射後皮膚潮紅、潰瘍、 疼痛,口乾舌燥喜飲,舌質紅,
少苔或少津,脈細數。次症: 咽喉疼痛,牙齦腫脹,虛煩難眠,潮熱顴紅,
乾咳少痰,口腔潰瘍,小便短赤,大便秘結。



四.鞏固期—中醫辨證論治

• 是指手術、化療、放療結束以後的5年或更長時間。

• 中醫辨證論治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內分泌治療、 抗-HER2 靶向治療的
副作用、改善生活質量並預防復發及轉移。



四. 鞏固期—中醫辨證論治

• 鞏固期中醫分型包括：

• 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 氣血兩虛證、氣陰兩虛證、脾腎兩虛證、沖任失調證



內治法—圍手術期 （術前）

1. 肝鬱痰凝證 治法:疏肝理氣,化痰散結。

方藥:逍遙萎貝散加減。

組成:柴胡,赤芍,鬱金,青皮,製香附,茯苓,白朮,枳殼,厚朴,瓜萎,浙貝
母,山慈菇。 乳房脹痛,加川芎,橘核等; 情志不暢抑鬱者,加佛手,廣
木香; 伴有失眠者, 加合歡皮(或合歡花),夜交藤。

2. 痰瘀互結證 治法:活血化瘀,化痰散結。

方藥: 血府逐瘀湯合逍遙散加減。

組成:柴胡, 赤芍,當歸,丹參,莪朮,益母草,鬱金,青皮,全瓜萎, 浙
貝母,山慈菇,桃仁。伴有痛經加香附、延胡索; 伴有偏頭痛者加
天麻、白芷。



內治法—圍手術期 （術前）

3. 沖任失調症 治法:滋補肝腎,調攝任。

方藥:偏陽虛者二仙湯加味, 偏陰虛者六味地黃丸合二至丸加味。

組成:二仙湯加味: 仙茅,淫羊藿,肉苁蓉,制首烏,女貞子,枸杞子,熟地黃,
麥芽,丹參,黃柏,知母,當歸頭。

六味地黃丸合二至丸加味: 懷山藥,澤瀉, 山萸肉,生地黃,熟地黃,茯苓,
女貞子,墨旱蓮,桑椹子,枸杞,丹參,牡丹皮,菟絲子。

伴有腰酸、足跟痛者,加杜仲,桑寄生,續斷;伴有夜尿頻數者,加烏藥,益
智仁;潮熱多汗者,加銀柴胡。



內治法—圍手術期 （術後）

1. 脾胃不和證 治法: 健脾和胃,降逆止嘔。

方藥 : 香砂六君子湯加減。

組成 : 黨參,山藥,白术,雲苓,陳皮,廣木香(後下),砂仁,法半夏,炒麥芽,
炒稻芽,山楂,蘇梗,姜竹茹。舌苔黃膩者, 加藿香,佩蘭,燈芯草;
嘔吐劇烈者,加旋覆花, 代赭石。

2. 氣血兩虛證 治法: 補氣養血。

方藥 : 歸脾湯合當歸補血湯加減。

組成：黨參或太子參,黃芪,白朮,茯神,當歸頭,炙遠志,酸棗仁,廣木香,桂圓
肉,雞血藤,黃精,炒麥芽,炒稻芽,紅棗,生薑。舌紅少苔用太子參,舌淡用紅
參(或黨參); 納差者,加炒山楂; 有瘀血或壞死者, 加川芎,紅花; 伴有上肢
腫脹者,加桂枝,薑黃,木瓜, 威靈仙。



內治法—圍手術期 （術後）

3. 氣陰兩虛證 治法: 益氣養陰。

方藥:生脈散合增液湯加減。

組成:黃芪,太子參,玄參,生地黃,白芍,白朮,茯苓,五味子,麥冬。

咽喉疼痛者,加千層紙,胖大海, 麥冬;

有瘀血或壞死者,加川芎,紅花; 伴有上肢腫脹者,加桂枝,薑黃,木瓜,威靈仙。



內治法—圍化療期

1. 脾胃不和證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2. 氣血兩虛證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3. 肝腎虧虛證 治法:滋補肝腎,生精養髓。

方藥:六味地黃丸合龜鹿二仙丹加減。

組成:懷山藥,澤瀉,山萸肉,熟地黃,牡丹皮,茯苓,生龜甲(先煎),枸杞子,人
參,鹿角膠,阿膠。

腰痛明顯者, 加杜仲,桑寄生,川斷; 伴有脫髮者,加製首烏,肉苁蓉;
伴有爪甲變暗者, 加三七粉; 伴有頭暈頭痛者,加天麻,川芎;
夜尿頻數者,加烏藥,益智仁; 伴有失眠者,加合歡皮(或合歡花),夜交藤。



內治法—圍化療期

4. 脾腎兩虛證 治法:健脾補腎

方藥:六味地黃丸合四君子湯加減。

組成:黃芪,黨參,白朮,茯苓,淮山藥,澤瀉,山萸肉,熟地黃,牡丹皮,仙
靈脾,女貞子,枸杞子。

伴有失眠者,加合歡皮(或合歡花),夜交藤;

伴有腰膝酸痛者,加杜仲,桑寄生, 續斷;

伴有多汗者,加大黃芪劑量,加防風。



內治法—圍放療期

1. 氣血兩虛證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2. 氣陰兩虛證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3. 陰津虧虛證 治法:養陰生津。

方藥: 百合固金湯合四君子湯加減。

組成:百合,生地黃,熟地黃,懷山藥,白朮,桔梗,玄參,麥冬,茯苓,冬蟲夏
草, 太子參, 魚腥草, 沙參。

伴有口腔潰瘍者,加白茅根, 半枝蓮; 伴有乾咳者,加炙枇杷葉,款冬花;
伴有便秘者,加天冬,瓜萎仁; 伴有失眠者, 加合歡皮(或合歡花),夜交
藤。



內治法—圍放療期

4. 陰虛火毒證 治法: 清熱解毒,養陰生津。

方藥: 銀花甘草湯合犀角地黃湯。

組成:金銀花,甘草,水牛角(先煎),生地黃,黃芩,牡丹皮,白芍,玄參,

麥冬,太子參,魚腥草,沙參。

伴有牙齦腫痛者, 加知母,山桅子,生石膏;

伴有咽喉疼痛、口苦咽乾者, 加千層紙,胖大海,麥冬。



內治法—鞏固期

• 鞏固期
氣血兩虛證、氣陰兩虛證、脾腎兩虛證、沖任失調證

• 參照圍手術期治療。



《早期乳腺癌中醫辨證內治專家共識》專家組成員

• (排名不分先後,按姓氏拼音排序)

卞衛和 江蘇省中醫院

陳紅風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

陳前軍 廣東省中醫院

劉勝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

樓麗華 浙江省中醫院

裴曉華 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房山醫院

司徒紅林 廣東省中醫院

宋愛莉 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卓睿 桂林市中醫醫院



《早期乳腺癌中醫辨證內治專家共識》顧問組成員

陸德銘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

林毅 廣東省中醫院

唐漢釣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

《早期乳腺癌中醫辨證內治專家共識》秘書組成員

任黎萍 廣東省中醫院

吳雪卿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

姚昶 江蘇省中醫院

戴燕 廣東省中醫院

孫楊 廣東省中醫院



不同的臨床病期，應用不同的方藥

• 在結合西醫治療時，必須考慮到手術、化療或放療對病人體質的影響

• 化療時，健脾和胃和扶正培本的中藥需加強。

• 放療時，會出現熱毒傷陰、熱象較重的症候，此時清熱解毒、生津潤
燥和滋養肝腎的中藥需加重



乳腺癌治癒展望

乳腺癌只要及早診治, 是有很大治癒機會。

故切勿諱疾忌醫, 如有懷疑及發現乳房異常, 應儘快找乳腺外科及腫瘤
科醫生作進一步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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