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治性的癌症综合疗法

院长・理事长 医学博士 黄安迪



基因疗法 免疫细胞疗法

高浓度维他命C

饮食疗法
CTC, miRNA,

他

癌综合疗法

Dr. Andy`s
Iodine LF安迪氏碘

大量自血臭氧疗法

PD-1、他

根治性的癌症综合疗法



真正有效的「癌症治疗」是什么？为什么癌症难民一直不断增加？
癌症在达到一定大小之前「难以被发现」，并且即使进行治疗也容易「转移・复发」。
这两个特点，使之成为众所周知的难以治愈的疾病。
特别是被称为「进展中癌症」、「晚期癌症」的病程进展的癌症，标准治疗（３大治
疗）的「手术治疗」、抗癌化学药物治疗」、「放射线治疗」、以及包括以上方法的组
合治疗「多学科全面治疗」，治疗是有限度的。
首先，请了解仅仅靠标准治疗不能治愈的这一事实。并且，非常遗憾的是，「进展中癌
症」、「晚期癌症」的治疗效果，与30年前比较几乎没有变化。
作为最新的癌症治疗方法，取代以上的标准治疗的先进的治疗方法受到瞩目。
例如「癌症的免疫疗法」、「免疫位点阻断剂疗法」以及激活免疫细胞机能的各种疗法。
然而，癌症免疫细胞疗法与抗癌药物疗法相比也仅能延长少许的寿命。至于免疫位点阻
断剂疗法，对于癌症的治疗效果也比当初的期待值降低了10%，并且存在重大副作用问
题。被称为分子靶向药物的新的治疗逐渐增加，对于进展中癌症，也与免疫细胞疗法同
样仅能少许延长寿命而已。并且，使用质子线・重粒子线的治疗作为先进医疗使用增加，
对于没有转移的癌症及可以手术摘除的癌症即「局限癌」可以期待效果，对于 「进展
中癌症」、「晚期癌症」却无能为力。
然而「癌症难民」却在不断增加。
世界中的学者们在不断探索着新的治疗方法，而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却并没有下降。
日本厚生劳动省于2019年1月发表了「2016 年被诊断为癌症的患者为99 万５千人史上
最多」癌症仍然占据日本人死因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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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设想是「创造不宜于癌症生存的环境」

癌症从生成，到成长到一定程度，这时如果幸运的能够发现，这时的癌症

是能够治疗的。这难道是癌症的唯一的治疗之径吗？

或许，我们过于被「癌症的治疗」的固定观念所困惑。

癌细胞为什么会生成？癌细胞为什么会增加？为什么本来应该抑制癌细胞增

加的免疫细胞却不杀灭癌细胞？我考虑的的是，治疗癌症当然重要。创造使

癌症不宜生存的环境更为重要。

「癌症生成、增生」了解这个机理，如果能够阻止其环节、发病并预防转移

・复发，并且在此之后仍能维持不使癌症聚集，那么就不会再形成癌症。
我集中了意识和资源上的力量开发了『癌症的综合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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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的综合疗法』给予人类新未来

『癌症的综合疗法』可以说从癌症治疗方面是「多学科全面治疗」的一种。

当然并不是标准治疗的「多学科全面治疗」。

对于具有各种性质的癌症，不是仅使用一种方法来对应，而是采取全方位的攻击对策。

不仅如此，还采用不放过任何初期癌症、复发・转移、晚期癌症的检查方法为之主要

方法。

并且，确认饮食等生活方面改善习惯，彻底改变宜于癌症生存的环境，创造不宜于癌

症生存的身心，改变环境。

『癌症的综合疗法』是从根底推翻了癌症治疗的概念的治疗法。

人类将会克服癌症，无论是末期癌症还是转移癌症，癌症会并不可怕――我们在描绘

这样一个未来图。

被医生放弃，被宣布三大标准治疗法无法治愈的晚期癌症患者。请不要放弃！

医疗法人社団悠健 安迪医院有独自提倡的癌症的综合疗法及液体活检的组合疗法。

晚期癌症的治疗开始后，反应好的患者最快2周可使恶性癌细胞从血流中消失。

确实可称为逃离癌症的癌症的综合疗法！

人类克服癌症的可能性将寄托于『癌症的综合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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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癌症的综合疗法

在癌症治疗开始之前，需要了解已发生的癌症的癌细胞是否是复发及转移的高恶性度，这点非

常重要。

我们的癌症的综合疗法，最初(治疗前)会对患者血液中的癌细胞进行检查。

如果是恶性度高的癌症、癌细胞从原发灶(癌症组织)游离，在血管中流动 (这些存在于血液循

环的肿瘤细胞略称为 CTC )。

癌症的综合疗法，将经过CTC检查检出的癌细胞消除，在预防癌症的转移・复发的同时，进行

各种治疗药物/治疗方法的组合应用，创造癌症难以生存的身体环境。目前，最速的例子是一

周内高恶性度的癌细胞从血液中消失了。

即使高恶性度癌细胞从血液中消失，也并不意味着原发灶完全消失，还要继续使用癌症的综合

疗法的「多学科全面治疗」目标是治愈癌症。

癌症的综合疗法的「多学科全面治疗」

接下来介绍的癌症的综合疗法，是Dr.安迪亲自详细检查患者的癌症的性质・状态，根据每位

患者的特点决定治疗药物 ・治疗方法，组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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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素（Dr. Andy’s Iodine LF）]

碘素的抗癌效果分为「直接作用」及「间接作用」2大作用。

「直接作用」是指，利用碘素所具有的氧化／抗氧化的特性使线粒体的膜电位紊乱，造成线粒体

中介性的自然死。

「间接作用」是指，对发现癌细胞核内的有关癌症的增殖及制御的基因群作用，阻碍增殖，诱导

细胞自然死，促进分化，并且重要的是已判明了能够阻碍癌症特有的转移能力。

[免疫细胞疗法] 

在本院，为患者提供最适宜的免疫细胞疗法并实施治疗。因为本院 是经日本厚生省认定的再生医

疗委员会对安全性、有效性等审查并被认可，已提交再生医疗第三种的再生医疗等提供计划书，

并被受理的公式的医疗机关。

[基因疗法] 

癌症的基因疗法是，人工培养出癌症的抑制基因，通过点滴或注射输入体内，以根绝癌

细胞为目标的治疗方法。癌症的基因疗法，基本上是门诊点滴。治疗周期一般是一个标

准疗程８～12次。因副作用小，所以远距离的患者也可以短期集中治疗。根据患者的全

身状态考虑合理的患者能够承受的治疗方案。是预防复发及转移的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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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浓度维他命Ｃ] 

众所周知「维他命Ｃ」有强力的抗氧化作用、美颜及美白作用、抗青春痘等含有对于女

性的抗衰老抗极其有效的成分。并且，已证实对于末期癌症患者也可以高浓度维他命C

有效果。有确实的科学根据。

[医疗水素疗法] 

近年来，「水素」用于各种疾病及抗衰老等其效果受到瞩目。在美容医院、齿科及健身

领域等都导入了水素，被广泛应用。

并且，水素具有强大的力量，对于癌症患者也非常有效。因此，也将其也作为「癌症

的综合疗法」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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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自血臭氧疗法] 

大量自血臭氧疗法（MAH: Major Autohemotherapy）是指，采血后加入医疗用臭氧气体，通过

点滴方式再输回体内的治疗方法。

作为癌症预防、癌症治疗的辅助疗法应用时，最宜每周１次。在本院，几乎绝大多数的患者都

可以接受大量自血臭氧疗法。与「Dr. Andy’s Iodine LF 碘素」疗法合并试用效果更佳。

[螯合疗法] 

「螯合疗法」是指，从身体内部净化的方法，是先进的疗法之一。可排除体内蓄积的有害金属

成分。

对于「癌症的综合疗法」，将蓄积的金属成分排除到体外能够解毒的「螯合疗法」也是力荐的

重要方法之一。

将体内的有害物质排除到体外，这对创造「癌症难以生存的身体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现在我们在不断的为被医生放弃、被宣告用三大标准治疗方法无法治愈的末期癌症患者进

行着治疗。

不放弃 ! 医療法人社団悠健 安迪医院有独自提倡的癌症的综合疗法及与液体活检的组合

疗法。这确实是逃离癌症的癌症综合疗法！

『癌症的综合疗法』使人类有了克服癌症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的癌症综合疗法将普及世界，必定作为癌症的预防方法使用，世界上癌症消

失之日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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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疗法] 

如果血液被污染，自然会导致癌化。为了不使血液污染不生成癌症，使肠内菌群保持理

想的环境就非常重要。那么，如何维持肠内菌群保持健康状态呢？

有抗氧化作用的饮食疗法，可以控制癌症的复发，预防癌症。首先，従える饮職的营养

上位腕木进行根本的分析评家。 如果不从饮食开始的话，就无法保持肠内菌群的健康状

况。

[温热疗法] 

温热疗法是指，使用专用的装置温热身体的治疗方法。是不用特别住院也可以

接受的治疗方法。此疗法利用的是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相比不耐热」原理。使

身体深部温暖加热，进而达到杀死癌细胞的目的。

并且，通过对身体加温，可以期待激活免疫力的效果。免疫力增高后身体的

「靠自身能力排除癌细胞」的机能就会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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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及竹草提取液疗法] 

在本院，使用的是采集于北海道的原生「大场虾夷艾草」及「熊井竹草」，用亚临界水提

取，精制的混合植物提取液。

「大场虾夷艾草」的提取液中富含倍半萜烯及多酚、叶绿素等，「熊井竹草」的提取液中富

含类黄酮化合物（flavonoid）及寡糖（oligosaccharide）等，有抗菌作用、抗病毒作用、

抗肿瘤作用、抗氧化作用、抗炎症作用、治愈创伤作用、改善肠内环境作用。

[生活习惯睡眠与饮食）] 

正确了解癌症，饮食疗法・少食疗法・断食疗法等以「对饮食的控制」为基轴，改善「癌

体质」，塑造能够克服癌症的身体，是否能够做到改变对于癌症治疗是最重要的一环。改

善癌体质是癌症治疗的根本。

我们的癌症的综合疗法，使用多种手段达到改善癌体质。

[饮食疗法] 

对于被氧化的身体，食用有抗氧化作用的饮食，出除活性氧，使身体回复健康的状态。

有抗氧化作用的饮食疗法，可以控制癌症的复发，预防癌症。



根治性的癌症综合疗法

进而研究开发了治疗药物・治疗方法「多学科的治疗」，这就是「癌症的综合疗法」。

我为了开发「癌症的综合疗法」，竭尽全力吸收研究了多领域的知识及技术。

急救医疗、麻醉科、外伤学、整形外科肿瘤学、形成外科显微外科。

以及基础研究的癌细胞培养研究、免疫细胞培养研究、医药品经皮吸收系统(TDDDS)的研究等，

对医疗的新的可能性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及探索。

通过从事各种临床医疗的经验对于「何种治疗方法更加能够活化生命」我不断找到解答并将其不

断积累。

我重视与各方人士的沟通，有机会能够向「领域的最优秀的医师」请教。因此「癌症的综合疗法

」才能够作为一个程序高效率的提供多数的治疗方法。

当然各种治疗方法也在不断更新进步。

我导入了最尖端的器械仪器，制剂的方法等也在不断改良。

并且我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设置了实验室，供各领域的专家日常进行相关研究。

我与众多科学家携手研究・推进开发，其结果也体现在「癌症的综合疗法」的治疗效果中。

这些使多数的患者受益，受到了惊人的治疗效果，也得到了广大患者的支持和信任。

当然不仅限于末期癌症。对于早期癌症的发现、治疗，也得到了患者满意的认可。

「全社会摆脱对癌症的恐惧」是我及诊所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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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在不断的为被医生放弃、被宣告用三大标准治疗方法无法治愈的末期癌症患者

进行着治疗。

不放弃 ! 医療法人社団悠健 安迪医院有独自提倡的癌症的综合疗法及与液体活检的组

合疗法。这确实是逃离癌症的癌症综合疗法！

『癌症的综合疗法』使人类有了克服癌症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的癌症综合疗法将普及世界，必定作为癌症的预防方法使用，世界上癌症

消失之日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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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液体活检诊断及筛查] 

液体活检ＣＴＣ检查，是可以直接检测出血液中循环的癌细胞的画时代性的方法。

通过采血ＣＴＣ检查可以了解「有多少CTC存在于血液中？其如何在活动？ 」，对「癌细胞的增殖幅度？癌

细胞的恶性度？」进行诊断。
癌症的综合疗法，用采血这种对身体低创伤的方法可以对癌症进行诊断，并且可以同时判定癌症的治疗效果，

选择最确切的治疗方法。

癌症综合疗法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2018 年、我设立了「医疗法人社団悠健 安迪医院」。以癌症的早期发现・治疗・预防、以及再

生医疗的领域为主，以提供「更加完美的治疗」为目标。给我动力的是多数的癌症患者的期待。

不仅限于早期癌症。被主治医宣告「无法治疗了」及不能继续住院，最后流落为被称为「癌症难

民」的晚期癌症患者。

在日本癌症的治疗有「标准治疗」方法。然而何故不断有很多患者要达到晚癌症而遭受痛苦？

「解决这个课题是我不断学习研究积累的使命」我下了决心，把余生贡献给癌症治疗事业。然而

到底如何才能确实的将癌症治愈呢……。

在不断与患者的接触中，我确信治疗癌症的手段「应该有多种方法」。



Dr. Andy`s Iodine LF

(安迪氏碘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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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ndy`s Iodine LF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报告，Dr. Andy`s Iodine LF（单价阴离子碘化物

）的主要成分碘，对各组织的肿瘤具有相当有效的抗癌作用。并且，此

抗癌作用以「直接作用」と「间接作用」的双重作用机理对癌细胞（或

者说癌细胞及癌干细胞癌症）进行攻击，以通过多数各种研究得以证实。

・首先碘的直接效果是，碘特有的氧化／抗氧化特性，已有报告证实其可使

线粒体的膜电位紊乱，导致线粒体的中介性衰亡（细胞的自然死）。

・并且，也有研究证实了碘的间接作用，可阻碍癌细胞的增殖，从而诱导细

胞的衰亡，促进分化进而发挥抗肿瘤作用。



目前认为、碘的抗肿瘤作用的机理为碘对癌症

的 「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两种。

碘的抗肿瘤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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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Andy`s Iodine LF 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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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用イオン化碘溶水 （右）
製剤名
日本名：点滴用イオン化碘水
英名：Ionized iodine solution for infusion
製品名
Dr. Andy’s Iodine LF 碘 組

成
本剤はヨウ化ナトリウムで，10mL中ヨウ化ナトリウム
1.0g（10%w/v）を含有する。
製剤の性状
本剤は無色透明の液体である。
製剤の特徴
本剤はアンディー医師が製剤した点滴用イオン化碘水 で
あり、限外濾過した蒸留水で所定の濃度に溶解したヨウ
化ナトリウム水溶液を0.1μmのメンブランフィルター
で濾過して製剤化した点滴用イオン化碘水である。用
法・用量
270mLの生理食塩水に30mLの点滴用イオン化碘水
を加えて10倍に希釈し、その全量を一日一回点滴投与する。
なお，年齢，症状により適宜点滴量・回数を増減する。
有効成分に関する理化学的知見
一般名：ヨウ化ナトリウム（sodium iodide）
分子式：NaI
分子量： 149.89
性状：白色の結晶又は白色の結晶性の粉末である。
取扱い上の注意
酸類，酸化剤により碘を析出するので，水道水中にあ
る遊離塩素に注意を要する。
包 装
84,000 ppm/10mL／注射用褐色バイアル瓶

イオン化碘水 (左）
製剤名
日本名：イオン化碘水
英名：Ionized iodine solution
製品名
Dr. Andy’s Iodine LF ヨ ウ 素
組 成
本剤はヨウ化ナトリウムで，100mL中ヨウ化ナトリウム1.2g
（1.2%w/v）を含有する。
製剤の性状
本剤は無色透明の液体である。
製剤の特徴
本剤はアンディー医師が製剤した用イオン化碘水であり、限外
濾過した蒸留水で所定の濃度に溶解したヨウ化ナトリウム水溶
液を0.45μmのメンブランフィルターで濾過して製剤化した
イオン化碘水である。
用法・用量
イオン化碘水として30mLを一日3回～5回に分割経口投与す
る。なお，年齢，症状により適宜服用量・回数を増減する。用
法・用量に関連する使用上の注意
食直後の経口投与では胃内容物に吸着されることがあるので，
注意すること。
有効成分に関する理化学的知見
一般名：ヨウ化ナトリウム（sodium iodide）
分子式：NaI
分子量： 149.89
性状：白色の結晶又は白色の結晶性の粉末である。
取扱い上の注意
酸類，酸化剤により碘を析出するので，水道水中にある
遊離塩素には注意を要する。
包 装
10,080 ppm/500mL／褐色ガラ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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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Biopsy方式的CTC检查

癌症干细胞・PD-L1・

癌症的复发・转移治疗的判定



画像诊断的癌症发现领域及CTC识别领域

日本遺伝子研究所のHPより一部抜粋

CTC检查：微通道检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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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我们知道进展中的癌症及转移的癌症患者，其癌细胞进入血液循环到全身。

２．上述侵入到血管中的癌细胞称之为「CTC：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血中循环肿瘤细胞）」。

３．CTC检查是「直接」检出血液中循环的癌细胞的方法。

４．CTC检查作为判断癌症转移及治疗效果的指标，可检出幻想检查看不到的微

小癌细胞，又被称为分子病理检查(液体活检)。

５．有研究结果证实，如果CTC检查结果为阳性，「复发・转移」可能发生在「１

年至４年前」。是高精度的检查。

Marius Ilie他:PLOS ONE, October 2014,Volume 9,Issue 10,e111597

根治性的癌症综合疗法

CTC：Circulating Tumor Cells



癌症本来具有上皮细胞的特征，恶性度高的癌症，进入血液中的CTC，以上皮细胞

的形态与周围组织愈着使其丧失机能，并得到移动及侵入到其他组织内的能力，发

生「上皮间叶转换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现象。

现在、此EMT被认为是涉及癌症的「转移」与「复发」与其有密切关联的现象，是

癌症治疗的最重要的课题。

CTC检查，就是检出上述引起上皮间叶转换 (EMT)」的CTC。

并且，如果检出一个引起EMT的CTC，就意味着有癌症发症及同时有癌症转移的可能

性。

Priya Gogoi他:PLOS ONE, January 2016,Volume 11,Issue 1,e0147400/Development of an Automated and Sensitive Microfluidic  

Device for Capturing and Characterizing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CTCs) from Clinical BloodSamples

Marius Ilie他:PLOS ONE, October 2014,Volume 9,Issue 10,e111597/“Sentinel’’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Allow Early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Thomas Budd他: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August 2004,351;781-791/Circulating Tumor Cells,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Survival in Metastatic Breast Cancer

CTC检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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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歧管上重叠Microfluidic Chip，使血液流过。

根据CTC与白血球的变形特性区别大的特性、捕捉Microfluidic Chip 中的

56,320个trapping chamber的细胞。

因白血球的变形特异性大，比Pore channel尺寸大的也可以通过，CTC的变形特

异性小所以不能通过。

微通道监察法（Microfluidic Chip）就是根据此原理设计的。

(1) Deformability of Tumor Cells versus Blood Cells Scientific Reports 5, Article number: 18542 (2015) doi:10.1038/srep18542,  

Josephine S. Bagnall et al.

(2) Circulating Tumor Cells: Isolation and Analysis, First Edition. Edited by Z. Hugh Fan. © 2016 John Wiley & Sons, Inc.  

Published 2016 by John Wiley & Son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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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 黄安迪

（医疗法人社団悠健 安迪医院 院长・理事长）

【所属学会・資格等】

10年間、500例以上癌症综合治疗
的经验。与大学医院联合。

癌症治疗专门医・再生医疗干細胞
专门医·美容外科专门医。
日本研究员编号40903026

安迪医学博士是下列各医学会会員

日本癌学会会員
日本癌治疗学会会員
日本再生医疗学会正会員
日本臨床細胞学会会員
日本碘学会会員
国际基因免疫药学会会员
国际抗老化再生医疗学会会员
日本脐带、胎盘研究会会员
日本再生医疗学会会员
日本癌循环器学会会员
日本正分子医学学会会员
人和伴侶動物对照医学研究会会员
日本血液浄化学会会员
日本先制臨床医学会会員
日本癌转移学会会員
JAPSAM PRP干細胞研究会会員
日本运动器官移植・再生医療研究会会員
日本美容外科学会专门医会员
日本形成外科学会会員
日本整形外科学会会员
国际美容外科学会会员
法国脂肪溶解注射学会正式会员

安迪医学博士是

国际扶轮第2750地区东京日出汐留扶轮社会员
国际扶轮扶轮财团Cadre补助金专门家
扶轮财团学友
米山纪念财团学友
大额捐助者
家庭•地域社会奉献RI会长受赏1995～96
国际扶轮最高荣誉赏「超我奉献赏」受赏，1998～99
日本東久邇宮記念賞受赏, 2019
Gusi Peace Prize International受赏, 2021

【简历】

国籍:英国
1974
日本国立岐阜大学医学部入学
1976
获得扶轮社米山纪念财团奖学金
1981
国立岐阜大学毕业
1981
获得日本文部省外国人国费研究奖学金生
1986
国立岐阜大学大学院 整形外科专业毕业
并获得癌症治疗和免疫学博士学位
1986
在名古屋大学整形外科工作后，继续随导师
同欧美有名的药物科学家、抗衰老专家、
美容外科、美容皮肤专家学习研究
1989
在东京六本木开设Dr.安迪医院
2018
设立了医疗法人 悠健 Dr.安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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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博士在第30届日本癌症转移学会
宣布4期晚期癌症治疗成功案例（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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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博士因成就第4期晚期癌症治疗成功而获奖Gusi国际和平奖(2021)



亲切的工作人员及紧张操作的Dr. 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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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浦东新区浦南医院进行

癌症治疗专题讲座、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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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性的癌症综合疗法

受到中国四川省肿瘤医院邀进行讲演
。2019年5月



我们以「消灭癌症干细胞癌」为目标对癌症进行综合治疗。我们称

之为癌症综合疗法。癌症综合疗法，根据能够检测识别癌干细胞的

液体活检(CSCs)、决定分子靶向治疗药的基因检查，期待消灭癌干

细胞成为可能。 Dr. Andy`s Iodine LF安迪氏碘治疗、大量自血

臭氧疗法、高浓度维他命C疗法、饮食疗法、免疫细胞疗法、基因

疗法等，根据患者的症状进行综合性的治疗。

根治性的癌症综合疗法



基因疗法 免疫细胞疗法

高浓度维他命C

饮食疗法
CTC, miRNA,

他

癌综合疗法

Dr. Andy`s
Iodine LF安迪氏碘

大量自血臭氧疗法

PD-1、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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