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量、品种丰富、营养均衡，维持标准体重很重要。如
食疗、药物、民间验方、中草药、免疫治疗剂等并不是
每个患者都适合使用，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副作
用，并且可能会干扰下一步的治疗。如果想要使用，请
先咨询相关专家。

手术病理
手术后约5~7天后，可以拿到最终的病理检验结果。

通过结果可以确定乳腺癌的大小、是否有腋下淋巴结转
移以及激素受体表达情况等。对于接受术前治疗的患者，
还可以评价肿瘤细胞变性坏死的情况等，从而评价术前
治疗的效果。根据术后病理检查结果，最终确定手术后
治疗方案。

治疗后的定期随访管理
乳腺癌手术、抗癌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内分泌治

疗等结束后，为了监测治疗效果，及早发现新发及复发
乳腺癌，需进行定期的随访。大部分复发发生在手术后
5 年以内，因此在 5 年内，至少每 6 个月需进行一次复查。
5 年以后每 1 年应去医院定期复查一次。定期复查的项
目种类和时间根据患者的状态，由负责医生确定，即便
都是乳腺癌患者，根据每位患者的具体情况不同，也可
能会存在差异。

诉她你爱的是她而不是她的乳房，对她会是最令人感
动的支持。

伤口支撑型专用内衣
手术之后可穿戴支撑乳房伤口的简便内衣。专用内

衣可以给手术部位适当的压力，减轻浮肿和疼痛，频繁
消毒时容易脱下，推荐手术后穿戴约 4-6 周。

人工乳房 
接受乳房全切除手术后，可以在手术侧内衣中佩戴

形状和重量与乳房类似的义乳 （硅胶材质）。除了美观
的目的之外，还可以起到维持体形均衡的作用。一般要
等伤口愈合，浮肿消失，手术完成 6-8 周后，测量准确
的尺寸，通过试戴选择最适合的产品。

饮食生活护理
手术后并没有特别的饮食禁忌。请不要挑食，保持

饮食均衡、适量摄入。避免暴饮暴食导致体重增加，也
不能只吃蔬菜导致营养不良、体重减轻。手术后要饮食

手术后沐浴
手术伤口拆线前不可沾水，拆线后依然要注意 2~3

天不得沾水。可以用纱布和防水胶布保护好伤口进行淋
浴。建议手术 1 个月后再洗澡。一般术后 10-14 天进行
拆线，但如果伤口出现异常，拆线时间也会相应改变，
请及时咨询您的主治医生。

姿势维持
手术后由于疼痛，接受手术一侧的肩膀可能会无意

识中倾斜。如果持续维持这种姿势会给脊椎造成压力或
增加身体其它部位的疼痛，可以通过照镜子维持端正的
姿势。

患者术后心理支持
乳腺癌乳腺全切术后，患者会因为一侧乳房切除而

引起不同程度的心理痛苦，如何接受乳腺全切并接受义
乳或人工乳房需要患者认识上的一个转变和重建。认知
重建可能需要心理辅导，但也可以由患者、家属以及临
床医护人员共同讨论，给患者建立良好的心理支持来完
成。以下几点对患者接受一侧乳腺缺失，重建认知会有
所帮助：
•人生难免会有缺憾，可能是躯体的也可能是精神的，
需要正视这个痛苦，才会慢慢接受这个痛苦。应该认
识到这个缺憾可能换回自己的生命，而生命比起缺憾
要美好很多，只要我们自己用心去感觉和发现它的美
好，还可以好好享受生命。
•患者需要自信心重建，告诉自己只要自己有勇气接
受这个缺憾，不因为乳房缺失而产生自卑、自我放弃
或自我形象变差，那么缺憾也是一种美，没有人比你
自己怎么想更重要了。
•家人的支持这时也非常重要，让患者体验到她不会
因为乳房缺失而失去爱，帮助她找到合适方式改善缺
失的乳房，比如佩戴合适的义乳。配偶尤其重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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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下有手臂的内侧、乳房部位的感觉神经及部分运
动神经，腋下淋巴结切除时可能导致这些神经的损伤，
造成腋下部位失去知觉，偶有运动神经损伤，造成肩胛
骨或手臂升高的动作略有障碍。

淋巴水肿（仅见于腋窝淋巴结清扫后）
进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手术后，约 10-20% 的患者会

产生患侧上肢淋巴水肿。淋巴水肿的产生原因是腋窝淋
巴清扫术中患肢淋巴液回流障碍。淋巴水肿可能会持续
较长时间甚至持续终生，应注意观察是否产生该症状，
最重要的是要积极预防该症状的发生。虽然部分患者难
以避免淋巴水肿的发生，但通过合理的物理治疗和积极
的康复锻炼有助于使早期发现的症状得到控制和改善。

5. 手术后应如何护理 ?
手术后要通过积极地护理，以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以减轻症状。

引流管护理 
乳腺癌手术后为确认是否存在出血、引流手术部位

淤积的体液，同时为了促进创面的愈合，要插入留置管。
引流液开始呈淡血性液或血性液，渐渐液体将变为清亮
的淡黄色，一般来说当每日引流量小于 20 ～ 30 毫升可
以考虑拔除引流管。

[人工乳房]

[有时手术后需要使用引流瓶]

乳 腺 癌 患 者
的 术 后 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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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社区服务和社会工作者的帮助

F. 肿瘤专家的门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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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西医肿瘤专家

B. 中医专家

C. 心理咨询师

D. 康复师

E. 营养师

F. 护士

G. 社会工作者

H. 病友

I. 家人



放射线疗法等辅助治疗。

腋窝淋巴结清扫 
乳腺癌同侧腋窝淋巴结，为乳腺癌的区域淋巴

结，按照传统的乳腺癌手术治疗理念，所有浸润性
乳腺癌的患者，都需要进行同侧腋窝淋巴结清扫。
腋窝淋巴结清扫对术后患侧上肢的感觉和运动有一
定 不 良 影 响， 并 且 术 后 患 侧 上
肢 发 生 淋 巴 水 肿 的 风 险 大 概 在 
10-20% 左右。同时，由于医疗水
平的提高，目前乳腺癌患者中早期
乳腺癌的比例逐渐增加，很多早期
乳腺癌患者并不存在腋窝淋巴结转
移。对于这部分没有腋窝淋巴结转
移的患者，腋窝淋巴结清扫并不发
挥明显的治疗作用。

前哨淋巴结检查术 
为了避免上述不存

在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患
者接受腋窝淋巴结清扫，
临床上使用前哨淋巴结
活检来判断乳腺癌患者
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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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切除是乳腺癌治疗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决
定性的局部治疗手段。少数情况下患者从手术中可能
获益很小或者根本没有获益（比如转移到其他脏器的
晚期乳腺癌患者），除此以外大多数的乳腺癌患者都
需要进行手术。手术的目的不仅在于切除乳房中的癌
症组织和确认存在肿瘤转移的腋下淋巴结，同时对于
接受术前治疗的患者，临床医生通过比较治疗前后肿
瘤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还可以评价肿瘤对术前治疗
的反应。因此通过手术，可以提供更多的肿瘤相关信
息帮助判断患者的预后，为手术后辅助治疗的决策提
供依据。下面，我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乳腺癌手术。

1. 乳腺癌手术一定会将乳房全部切除吗 ？
很多患者在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之后，往往十分

紧张和焦虑，总是希望能尽早接受手术，对于保留乳
房的手术方式也有顾虑，担心“切不净”以及增加后
续复发和转移的风险。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理解患者的感受，我们总是
反复向患者解释，乳腺癌患者并不都适合直接接受手
术，接受手术的患者也并不都需要将乳房全部切除。
随着医学的进步，人们对肿瘤的认识在不断进步，目
前普遍认为，乳腺浸润性癌是全身性疾病，手术作为
局部治疗手段只是治疗环节中的一环，单凭手术是很
难达到治愈的。因此，乳腺癌手术方式也从“最大可
耐受手术”向“最小有效手术”过渡，也就是说，在
达到完整切除肿瘤和清扫区域淋巴结这一目标的基础
上，扩大手术范围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并不能进一步
获益。国内外很多研究也已经证实，保乳加放疗和全
乳切除相比，并不影响患者的远期生存。同时，全乳
切除不可避免的对患者外观造成巨大创伤，对患者心
理和生活质量都存在明显影响。

因此，乳腺癌患者并不一定要行全乳切除，对于

前哨淋巴结是腋窝淋巴结中癌细胞最早到达的淋巴结，
检查结果如果发现癌细胞，将实施腋窝淋巴结清扫，否
则就可以不执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从而避免一系列的
不良反应。前哨淋巴结检查与原有的淋巴结清扫相比，
相当于用一个小 手术来检验后续大手术是否必要，具有
减轻手臂浮肿、疼痛等并发症的优点。

切除的乳房是否可以重建？
可以的。切除乳房的患者，有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

乳房外观的重建，具体适合何种手术方式，请咨询医师。
乳房重建术通过转移自体组织或置入人工假体来恢复乳
房外观，一般来讲，进行乳腺肿瘤切除手术的同时就做
好行乳房重建的准备（一期成型）效果较好，或 3~6 个
月以后实施延期再造术。有患者担心如果进行了乳房重
建手术，会不会使复发肿瘤难以被发现？其实如果坚持
定期复查，就没有必要担心。

3. 乳腺癌手术相关的并发症有哪些 ?
与手术有关的、可能在患者身上出现的术后并发

症有多种。但绝大多数不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

全身麻醉带来的并发症
全身麻醉后偶见肺不张、肺炎、肝功能及肾功能低

下、心肌梗塞等并发症。

药物的过敏反应
部分患者可能因麻醉或手术后使用某些药物而出

现瘙痒、皮疹、呕吐、呼吸困难、低血压、失神等过敏
反应。因此，若患者曾有对某特定药物的过敏，则务必
向医务人员进行说明。特别是服用阿司匹林或香豆素等
抗凝血剂时，可能会增加术后出血风险，因此，在手术
前应向医务人员咨询。

适合的患者，保留乳房的手术既不影响治疗效果，又
兼顾了生活质量和美观。根据具体患者不同的肿瘤和
全身情况，可向主管医师咨询是否适合接受保留乳房
的手术。最终的手术方法需根据癌症的发展程度、位置、
大小、患者的意见、日后放射治疗的可能性等来决定。

2. 乳腺癌手术方法有哪些 ?
乳腺癌的手术主要包括切除全部乳腺组织（包括

乳头乳晕及周围部分皮肤）的乳房全切除术和只切除
部分乳腺组织（可能包括部分皮肤）的乳房部分切除术。
腋窝淋巴结存在转移时需要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全乳切除术
切除全部乳腺组织（包括乳头乳晕及周围部分皮肤）

的手术方法。该手术切除了整个乳房，适合乳房中的肿
瘤病灶较大，或者肿瘤病灶散在分布的乳腺癌患者。

保留乳房手术 
只切除肿瘤组织以及周边部分正常组织（可能包

括部分皮肤）的手术方法，也称为部分切除。该手术
方法可最大限度维持原本乳房形状，大大改善了患者
的形体美观以及心理满足感。但遗憾的是如果肿瘤组
织较大，或者位置上难以实施部分切除，将不能选择
此术式，无法适用于所有乳腺癌患者。实施保留乳房
手术的患者因乳房中残留的细微癌细胞会增大复发风
险，因此，为了降低局部复发率，手术后必须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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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面临的问题是：
•	 	

•	 	

•	 	

•	

2. 我需要在本册的哪些部分了解更多		

近来，网络等媒体上错误的医学知识和错误的癌症预
防方法呈蔓延趋势。请有效筛选，不要去依赖这些不切实的
信息，建议您通过向专科医生咨询，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定期进行体检。祝您永葆健康与美丽！

[乳房肿瘤切除术] [四分之一乳房切除术]

手术部位的出血
乳房或腋下的手术部位可能会出血。出血较少时，

不采取特殊措施即可吸收，但是如果出血量较大则应采
取压迫手术部位止血等治疗措施。严重情况下甚至需要
考虑的治疗措施包括再次手术止血、输血等。

手术部位疼痛
乳腺癌手术可以完全做到无痛，但少数患者的疼痛

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如疼痛难以控制应询问医生进行
治疗。

4. 乳腺癌手术后的后遗症有哪些？
乳腺癌手术后常见的后遗症有手术区积液 ( 皮下

积液 )、疼痛、手术一侧的手臂感觉异常、患肢淋巴水
肿等。情况严重时，一些康复锻炼和药物可能有助于
治疗。请向医护人员咨询。

术后积液（皮下积液）
乳房内组织液淤积感到胀满不适，这是切除乳房组

织的空间渗出液淤积造成的，并不是出血或炎症。少量
的渗出液可以被吸收，但是渗出液量较大时患者会感到
不适和疼痛，较大量的皮下积液还可能影响伤口愈合，
需要接受门诊治疗将积液排出。

手术侧感觉异常
手术周围部位可能会感觉异常：包括酸麻、刺痛、

感觉迟钝等症状。这些症状较为多见，一段时间后会好
转，也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手术部位或手臂疼痛
手术后的疼痛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慢慢好转，但好转

的时间存在个体差异。如果疼痛严重或持续疼痛，应向
医生咨询。

[腋下淋巴结乳腺癌 前哨淋巴结]

乳腺癌保乳手术  乳房移除

乳房肿瘤切除术 扩大切除术  四分之一乳房切除术 全乳切除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