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疗时用中药解决什么问题？
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可以服用中药，主要作用是

减轻放疗的副作用。 当患者会出现诸如疲乏，咳嗽，
黏膜炎、骨髓抑制等副作用，可以使用中药对症治疗。
如疲乏患者，可以使用益气养血，扶正的中药；放射性
肺炎引起的咳嗽、咯痰等不适可以使用清肺润燥、止咳
化痰的中药；口腔黏膜炎，放射性食道炎等可以使用清
热凉血，滋阴润燥的中药含漱保护黏膜；因放射治疗所
造成的骨髓抑制，可以使用益气养血的中药口服，改善
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请保护皮肤
治疗期间应穿着柔软的棉质宽松服装，不得穿戴

过紧的内衣。治疗部位不得使用未经医生允许的香皂、
乳液、香水、粉底等等，避免摩擦、日光照射、热敷
或冰敷等刺激；保持受照射皮肤清洁、干燥；如果皮
肤严重浮肿，或者产生炎症等感染症状，请务必和医
护人员及时沟通。

充分休息和适度运动有助于缓解疲劳
为了不因疲劳感而干扰治疗，应排定事务的优先

顺序进行处理。重要的事情放在体力充沛的上午处理，
同时要注意休息。根据个人情况，进行低强度步行、
太极拳等有氧运动，并注意饮食均衡，这些都有助于
缓解疲劳。

均衡、适量摄取丰富多样的饮食
并没有哪种特定的食物可以提高放射治疗的疗效，

由于放射治疗会造成大量的能量消耗，因此推荐在治
疗时摄入高热量、高蛋白质、高维生素、低脂肪的饮食，
这将有助于能量快速恢复。 适量摄取丰富多样的蔬菜
水果，以及含有优质蛋白质的肉类对于恢复很有帮助。
并不推荐高热量饮食中单纯摄入大量高糖饮食，适量
摄取即可补充能量，有助于缓解疲劳。

请注意预防手臂浮肿
对于进行了腋窝淋巴结清扫的患者，应避免患侧

手臂受伤，避免蚊虫叮咬，在休息和睡眠时避免压迫
患侧手臂，日常劳作时避免使用该侧手臂提拿重物， 
以上措施均有助于预防和减轻手臂浮肿。

•   食欲不振
放射治疗可能会引起食欲不振，目前其产生的原因
尚不明确，但通常症状轻微，治疗结束后 1~2 周内
症状就会消失。

慢性副作用
与放射治疗相关的慢性副作用可以通过药物、康复治
疗等方法大部分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   手臂浮肿
手臂浮肿的发生与腋下淋巴结清扫术有关。当出现
浮肿时应积极寻求康复治疗， 使症状得到控制和缓
解。

•   汗腺功能低下
接受治疗的乳房、腋窝等部位可能出现不出汗的情
况，通常在治疗结束后 1~2 年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
恢复，但部分患者可能终生无法恢复排汗功能。

•   此外，在极少数患者中还可能出现乳房浮肿，乳房
皮肤色素改变，乳房或胸壁皮肤纤维化（发硬紧缩），
甚至放射线肺炎等极端并发症。

5. 放射治疗中如何进行日常生活？

请积极进行手臂运动
为了更好地进行放射治疗， 患侧手臂要积极进行

运动。这是为了使手臂充分伸展，最大限度的满足放
射治疗的体位要求，保证治疗效果。同时积极的手臂
运动还可以预防运动能力降低造成的肩膀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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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日本广岛和前苏联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染对人造成
的放射性损害，人们对放射线的担心是比较普遍存
在的。所以当患者需要进行放射治疗时就会产生焦
虑，担心自己会患上非常严重的放射性疾病，其实
这种担心都是由于对放射线认识不足造成的，临床
上对放射线剂量的掌握是非常严格的，只要准确地
控制射线剂量及照射靶区，就可以在不引起损害的
情况下获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   幽闭环境恐惧症
有些人患有幽闭恐惧症，但平时对她们的生活影响
并不大，她们可以自己避免去封闭窄小的环境，而
放射治疗疗要求她们必须躺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这样才能准确地在同样的位置接受照射治疗。如果
有幽闭恐惧症，放射治疗前一定要告诉医生，一般
这样的患者要提前服用抗焦虑镇静药来先控制恐惧
症状，才能得到好的治疗效果。

•   疲劳感
放射治疗时可能会产生疲劳感，一般在治疗 2~3 周
就会开始出现，治疗后期会越来越严重。疲劳感的
程度因人而异，可以通过减少活动，充分休息来缓
解。
适度的劳逸结合更有助于缓解疲劳感。另外，放射
治疗可导致血液中白细胞减少，特别是接受过多次
化疗的患者，这也是患者感到疲劳的一个原因。因
此，放射治疗过程中患者应定期进行血液化验，当
白细胞减低时可能需要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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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放射治疗？ 
所谓放射治疗就是使用放射线对肿瘤进行治疗的

一种方法。放射线是原子核中放射出的特定粒子束 ( 能
量 )，肉眼不可见，身体也不会有任何接触感觉。治疗
中使用的放射线比诊断时检查用的放射线具有更高的
能量。因此，放射治疗就是以高能射线照射人体，破
坏癌细胞，阻止癌细胞的分裂和增殖，抑制其生长。
治疗时，放射线穿透组织，对周围的正常组织也会产
生影响，可能产生多种副作用，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
大部分可以恢复。

2. 为什么要接受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是乳腺癌治疗中的一种辅助疗法，用于

防止局部复发，并延长患者生命。因此，适用于以下
乳腺癌患者。

实施保留乳房手术的患者
虽然通过手术切除了肿瘤，但是乳房中可能有肉

眼不可见的癌细胞残留，若其继续生长就有很高的乳
腺癌复发风险，因此在接受保乳术后一般要进行放射

•   第一阶段：诊疗及咨询
通过对患者最初诊断时实施的各种检查、手术记录
和病理组织检查结果及影像分析，确定最佳治疗方
案。特别是要考虑治疗时位置的准确性、如何照射
和照射剂量，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正常组织 ( 例如
肺脏）的损伤。医生与患者进行充分解释及沟通，
使患者充分了解治疗能获得的益处及可能造成的副
作用。

•   第二阶段：模拟定位
该阶段是放射治疗的准备过程。为了进行精确的治
疗，在此阶段需要为患者确定适当的治疗体位 , 制
作专用的固定模具，然后对要接受治疗的部位进行
透视拍片或 CT 扫描，获得治疗计划所需要的影像
信息。在此过程中可能采用皮肤墨水对放射治疗的
中心位置或照射边界进行标识。

•   第三阶段：制定放射治疗计划
此过程利用已经获得的影像结合临床信息，利用计
算机治疗计划系统，由医生勾画照射的靶区，给出
放射治疗的总剂量及分次剂量，设定重要器官的限
制剂量，物理师通过电脑计算出最适当的放射治疗

方案。此过程中要最大限度保护正常组织和周围的
重要脏器，因此该阶段非常重要。

•   第四阶段：治疗前治疗计划的确认
此阶段在放射治疗之前进行，确认通过计算机制定
的治疗方案是否精确。此过程可能需要再次拍片或
CT 扫描，并用皮肤墨水或纹身标识出治疗中心。

•   第五阶段：实施放射治疗
根据设计好的治疗方案，采用精密先进的治疗设备
实施放射治疗。出于对
放射治疗疗效及放射损
伤的考虑，放射治疗不
能一次完成，通常每周
治疗 5 天，每天照射一次，
全程治疗需要 5-7 周。

•   第六阶段：治疗结束后定期复查
治疗结束以后，要进行定期复查。一方面对治疗效
果进行评价，确认是否有复发，另一方面如果发现
放射治疗造成的急性不良反应，也可以及早采取治
疗措施。对于放射治疗导致的慢性副作用可以做到
早期发现，从而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

治疗。

实施乳房全切除手术的患者
实施乳房全切除手术的患者中，有部分需要做放

射治疗，很多研究证实放射治疗能够降低这部分病人
的复发风险，并延长生存期。

乳腺癌转移的患者
乳腺癌可以出现其他部位的转移，比如转移到骨

骼、肺、肝脏、甚至脑等部位。此时，为了缓解转移
性肿瘤造成的局部症状，减轻患者的痛苦，可考虑实
施放射治疗。

3. 放射治疗如何进行？
一般放射治疗会在手术的 3-4 周且伤口愈合后进

行。医生根据患者的状态和乳腺癌的特性，所实施的具
体治疗可能有所不同。

放射治疗流程
通过负责放射治疗的专科医生的诊疗，确定治疗

方案和照射剂量，然后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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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面临的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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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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放射治疗产生的副作用有哪些？
放射治疗是一种局部治疗，采用最先进的精密设

备，在精确的治疗计划下实施，因此发生严重并发症
的情况少见。即便有不良反应，一般都是轻微症状，
治疗后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恢复。放射治疗造成的副作
用大体上分为治疗中或治疗之后立刻产生的急性副作
用，以及治疗后经过几个月才出现的慢性副作用。

急性副作用
急性副作用是治疗过程中产生的不良反应，主要

有患侧部位的皮肤不良反应、腋下肿痛以及患侧乳房
轻微疼痛、肿胀、发热等症状。

•   皮肤变化
放射治疗进行 2~4 周以后，照射部位的肤色可能会
加深，皮肤可能会变得干燥、瘙痒。如果继续加重
可能会像烧伤一样出现皮肤泛红或表皮脱落，此时
切不可过度揉搓或抓挠皮肤。尽早和医护人员沟通，
擦涂治疗放射性皮炎的药物，控制上述症状。大部
分急性皮肤变化在治疗结束 7-10 天后慢慢恢复正
常。

•   放射性食管炎
如果癌细胞扩散到腋下或锁骨上淋巴结，就要对锁
骨上进行放射线照射，这可能会使临近的食道被部
分的散射剂量照射。当治疗开始 2-3 周后，吞咽唾
液时会有异物感或疼痛感。近来，由于放射治疗技
术的发展，使得放射线对正常组织的影响减少，因
此放射线造成食管炎的发病率很低，即便发生了，
大部分也都症状轻微， 在治疗结束几周后就可以
恢复。

实施放射治疗

治疗结束后定期复查

诊疗及咨询

模拟定位

 制定放射治疗计划

治疗前治疗计划的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