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乳癌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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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构造简介
乳房是由6至9个互搭重叠的乳腺
叶组成。每个乳腺叶又由许多腺小
叶组成，小叶的末端长着数十个小
腺泡。这些小腺泡能产生乳汁。在
所有的乳腺叶、腺小叶和小腺泡之
间，联系着它们的是乳导管。这些
导管通往乳头。乳头周围的色素沉
着区称为乳晕。脂肪充塞在腺小叶
和乳导管之间。乳房没有肌肉。肌
肉只长在乳房底下，保护着肋骨。

乳房分布有很多血管和淋巴管，淋
巴管里流动的是无色的淋巴液。淋
巴管会通往有如小豆般大小的淋巴
结。我们两边的腋下便长着那么一
串串淋巴结。淋巴结也长在我们的
锁骨上、胸部和身体其他部位。

淋巴结

淋巴血管

小叶

乳腺管

乳头和乳晕

什么是乳癌？
患乳癌意味着乳房的某些细胞出现异常的生长。癌细胞和正常细胞有很多不同
点，它们分裂繁殖得很快，还会侵入周围的组织。

胸腔肌肉

肋骨小叶

乳腺管

脂肪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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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有什么症状？
初期的乳癌一般不会造成疼痛，病人几乎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随着癌细	
胞繁殖，便有以下变化：

1.	 乳房里或者腋下感觉有硬块形成

2.	 乳房的大小和形状有变化

3.	 乳头流液或流血

4.	 乳房、乳晕或者乳头的颜色改变，乳房皮肤出现改变，比如：微凹、缩拢、	
起皱、脱皮等

5.	 乳头近期内下缩

若有以上症状，请立即看医生。

乳头流液或流血 乳房皮肤或乳晕的颜色或

样子改变

乳头下缩

乳房的大小和形状有变化乳房或者腋下出现硬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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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怎样诊断？
乳癌可由以下方法诊断：

病历

病历可协助医生诊断你患上乳癌的风险。医生会询问你家人的乳癌病历、	
月经情况和你的乳房硬块的特点。

触摸乳房硬块

医生会触摸你的乳房，以检查你的乳房和淋巴结的硬块的位置、大小和一般	
情况。

乳房X光照相

医生或许要求你照乳房X光。这种诊断方法，有助于发现不易触摸到的乳癌	
小硬块。照射时，需要使用平板样的装置压在乳房上下及左右，以便拍摄	
到清晰的乳房照。医生能从乳房X光照，取得关于乳房硬块的重要信息。如果	
乳房照某个部位照得不清楚或有疑点，医生可能要求你再照一次，以取得	
额外的影相。

超声波

以高频率的声波来扫描乳房，有助于判断硬块的性质，是固体的还是涵有	
液体的。这个检验可能与乳房X光照相一起进行。

以针取活片化验

医生可能会用一根细针，取出乳房硬块的一些细胞，并在显微镜下检验确定	
是否是癌细胞。有时候需用较粗的针铜，取出固体硬块中心的组织作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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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的种类
乳癌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有三种：

1.	乳腺管癌 
这是最常见的乳癌，由腺管的内层细胞生长。

2.	腺小叶癌	
癌症从腺小叶生长。

3.	转移性乳癌 
当癌细胞蔓延到乳房外时，腋窝的淋巴结里往往有癌细胞的踪迹。这意味
着癌细胞可能已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其他的淋巴结，甚至其他的器官如
骨头、肝脏和肺脏。乳癌若有扩散的迹象，就称为转移性乳癌。

乳癌的阶段

乳癌分5期

1.	零期 
零期乳癌是指癌细胞还
停留在乳腺管里，还没
侵入周边的乳房组织。

胸腔肌肉

肋骨小叶

癌细胞还停留	

在乳腺管里

脂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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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期 
癌细胞未扩散到乳房外，肿瘤的直
径不超过2公分。

癌细胞扩散至

淋巴结

肿瘤直径不超过

2公分

癌细胞没有扩散	

至淋巴结

肿瘤直径为	

2至5公分

3.	第二期 
癌细胞已蔓延到腋下的淋巴结，乳房的肿瘤直径介于2公分与5公分之间。

癌细胞没有扩散至

淋巴结

肿瘤直径不超过

2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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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细胞蔓延至

淋巴结各处

肿瘤直径超过

5公分

肺脏

肝脏

脑部

骨骼
转移性癌症:  
癌细胞已扩散至
其它部位

4.	第三期 
第三期也称为局部的后期乳癌。	
乳房内的肿瘤直径已超过5公分，
癌细胞或许已蔓延到胸壁或外肤。
癌细胞也已蔓延腋下的淋巴结。	

5.	第四期
				 这也称为转移性乳癌。癌细胞	

已扩散到身体其他器官如肺、	
肝、脑和骨骼，以及其他部位	
的淋巴结。

癌症复发

尽管病患把肿瘤完全切除，且完成所需的额外治疗，乳癌还是有机会复发。
这是因为有些未发现的癌细胞在治疗后还潜藏着，甚至在开始治疗前已	
扩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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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部分

淋巴结

保留部分

胸腔肌肉

切除乳房 乳房切除手术的刀疤

原封辅助淋巴结

乳癌有哪些治疗法？
乳癌的治疗法，根据乳癌所处阶段和病情而定。这要看肿瘤的大小、性质和	
位置，以及是否已扩散到腋下淋巴结。治疗法可以是局部性或系统性的。	
有的病人只需要局部治疗，有的则需要结合局部和全身疗法。医生会与你讨	
论治疗方案。

局部治疗法
要旨在于除去、消灭或控制乳房内的癌细胞。手术和电疗都属局部疗法。

手术

手术是乳癌的标准治疗法。医生会与你解释手术的优点、风险和预期	
的效果。	

手术种类

a.	局部性切除 
医生会切除癌肿瘤和周围的乳房组织，未受影响的乳房部位组织还是会保
留下来。

b.	完整切除术

	 医生会把整个乳房切掉，也会把乳房附近腋窝的部分淋巴结切除。这是一
个标准治疗法，乳房和腋窝的手术会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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腋下淋巴结切除术

这是把受影响乳房同边的腋下淋巴结做部分切除，无论病人选择做局部或完	
整的乳房切除手术，这是治疗手术的其中步骤。这种手术不会妨碍手臂的	
用劲和动作。

乳房重造手术

病人的乳房被切掉后，医生可以使用病人自己的组织或植入物，重造乳房。	
重造手术可以与切除手术同时进行，也可以在数月或经年后才进行。它不会	
破坏乳癌的治疗效果。它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病人在接受完整切除手术后，	
恢复对外形的自信心。

电疗

电疗是使用高能X光射线来杀灭癌细胞，阻止它们再繁殖。射线一般是从仪	
器里的辐射物质照射在乳房上。（电疗通常是与廓清术一并使用，接受切	
除术者或许就不需要电疗。）

全身治疗
全身治疗有三种方法：

1.	化疗	
化疗是以药物来杀死癌细胞。乳癌的化疗通常需结合几种药物注射入体
内。它是全身治疗法，因为药物会进入血液系统流通到全身各各系统。化
疗分几个疗程，注射后便进入休养阶段，然后再进行下个注射疗程。常见
的副作用包括脱发和作呕。不过，这些副作用都是暂时性的，也因个人体
质不同而异。	

2.	内分泌疗法 
内分泌疗法是要阻止癌细胞取得繁殖所需的激素。医生配给的口服药，	
会影响激素的作用方式。卵巢分泌的女性激素，可能会刺激癌细胞生长。
因此，卵巢可能需要通过放射治疗法或切除手术来阻止它继续分泌激素。

3.	新疗法 
医学日益进步，治疗乳癌也有新疗法。不过，新疗法并不一定适宜每个乳
癌病人。医生会根据你的癌症种类和病情，向你建议最适合的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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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病人能得到什么帮助？
如果你进院是为了接受乳癌手术，你会得到的主要护理项目如下：

在专科诊所

•	 医生会取得你的病历，向你解释手术性质和风险。

•	 做适当的血液检验以确保身体状态适合动手术。

•	 医生也可能安排你做心电图和胸肺部X光检验。

•	 护士会通知你有关住院的预算期间及费用。

•	 护士会提醒你，在手术前的那一晚凌晨12点钟开始禁食。

•	 护士会解释手术室内的情况和手术苏醒后的情形。

入院/手术当天

行动自如的病人

•	 护士会帮你在病房里安顿下来，测量你的体重、体温、脉搏、呼吸率和血压。

•	 假使你之前未曾在专科诊所里做血液检验，这些化验可能在你入院后进行。

手术当天

手术前

•	 你会被提醒别吃喝禁食十至十二小时	。

•	 把贵重东西交给护士保管	。

•	 进入手术房前先洗个澡并换上特制袍	。

•	 护士会让你躺上担架车，陪你到手术室	。

在手术室内

•	 如果你觉得冷，可以要求多盖条被。

•	 麻醉师会判断你的情况是否适合动手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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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

•	 医生会在病房里严密观察你的进展	。

•	 手术期间，医生可能会在做手术的当而在伤口部位插进一两条管子，以便	
排出溢出的血水，这个过程历时约两周。

•	 手术后，你可能有呕吐的现象。那是麻醉药起的副作用。你也可能觉得伤	
口痛。果真如此，你应该通知护士，她会给你打止痛针，让你觉得舒服些。

•	 手术后你需要卧床最少6小时，以便让麻醉药逐渐减退。如果你觉得情况	
很好，就可以提早在床上坐起来。

•	 护士会按照医生指示，让你喝杯饮料或者吃点东西。

手术后隔天

•	 你会感觉手术部位不能移动自如	。

•	 乳房护理护士或者物理治疗师，会教你怎样锻炼手臂，以便尽快恢复手术同	
边的手臂和肩膀的转动能力和力气。

出院

•	 医生会检查你的进展。若情况良好就会让你回家休养。

•	 医生会为你开药方。药剂师会给你服药指示。

•	 护士会给你出院证书、病假单和到乳房中心的复诊日期。

注：
一般来说，接受廓清手术和乳房切除术的平均住院日期为一两天。如果要接受乳房重造手术就要住	
多几天。如果病情良好，病人可以带着排液管回家。护士会教你怎么处理那些管子。护士会在乳房	
中心检查你的伤口，并判断什么时候能够将管子	拆除。



11

手术后的复原

手部和手臂的护理

你很快能恢复手臂和肩膀的力气及移动能力。你能像往常那样活动，做家务、
参予休闲活动和旅行。少过一成的病人，手臂会略肿。这称为淋巴水肿。	
不过，通常情况都不严重而且能受控制。

以下是一些提示：

•	 特别是参与园艺活动时，要保护自己别被昆虫叮咬。

•	 修剪指甲和趾甲要小心，避免剪掉或撕扯茧化的老皮。如果要软化老皮，
可以涂点含羊毛脂的药膏。

•	 洗涤要小心，避免割伤、刮伤或者烧伤。如果出现感染，应立即看医生。

•	 通知医务人员有关你的手术。他们就会避免使用你手术同边的手臂测量	
血压、打针或抽血。

•	 假使手臂肿，请通知医生。

义乳

有些妇女在切除乳房后，可能会考虑装上义乳。没有装义乳，你会为了掩饰而
自然弯下肩膀。这种不良的姿势，最终会影响你的脊柱。穿上衣服也会感觉不
合身或不好看。

其次，由于少了乳房的重量，身体会显得不平衡，并且会导致脊柱弯曲。所装
的义乳，不只要好看，还得接近所失去的乳房的大小及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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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与营养

营养对于任何手术的效果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手术后需要足够的营养，	
身体才复原得快。如果你觉得情况良好，就可以恢复正常饮食。病人每天都	
应有营养均衡的饮食，多吃蔬菜和水果及补充水份。胃口小的，可以少吃多
餐。每隔三小时，吃点点心或喝点有营养的饮料，是好的起点。从现代医学	
角度看，手术后病人不需要避吃海鲜或酱油，这些说法是没有医学根据的。	
乳癌不是传染性疾病，是不会传染的，所以，餐具不需要和家人分开用，	
食物也可以共享。

补品

只要饮食健康均衡，有助于你身体涉取所需的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你这	
能帮助你迅速地恢复体能和保持健康。不过，如果你的饮食或者胃口有问题，	
你可以吃低剂量的含有多种维生素的补药。这有助于伤口愈合、加强免疫力	
和促进其他身体功能。草药制剂至今没有科学证明有任何医学疗效。病人	
若要服用就必须特别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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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手术后的锻炼活动

为什么要锻炼？
乳房手术后进行锻炼活动，有助于减轻疼痛和僵硬，恢复手臂和肩膀的活	
动能力和力气。它也能预防淋巴水肿。

医生在检查你手术后的进展后，若认为可以开始锻炼时，你就要立即配合。	
锻炼活动通常是在手术后各天就可进行。起步阶段动作要慢点温和点，随着	
复原进展，运动量可加强。

什么时候开始？
你可在手术后的第一天，开始做点伸展动作。你越早锻炼，肩膀和手臂就越	
早恢复动作能力。这样，它不但可以防止僵硬、水肿和紧缩，也可促进身	
心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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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双臂

1.	 站直，双脚张开，肩膀放松。

2.	从旁边把手臂举高过头，肘弯	
要直。

3.	 慢慢将手臂降下。

手臂转圈

1.	 站直，双脚张开，肩膀放松。

2.	从旁边把手臂向外伸直与肩	
膀齐高。

3.	手臂向前转动，开始转小圈，	
逐渐转成大圈。

4.	重复以上动作，不过手臂这	
回是向后转动。

肩膀转动

1.	 站或坐，颈项要直，肩膀放松，	
手放臀上。

2.	双肩慢慢向前做大幅度转动，重复
10次。

3.	 双肩慢慢向后转动，重复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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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球

1.	 躺在床上，手里握紧一个橡皮球。

2.	手臂向上伸直，一时把球握紧，	
一时放松。根据指示做这项运动。

爬墙

1.	 面墙站直，双脚张开，手臂放松。

2.	两手水平放在墙上。

3.	慢慢以手指爬墙，越高越好。

4.	手指守在最高点几秒钟，再慢慢	
向下爬。

5.	重复10次，尽量一次比一次爬	
得高。

双手握毛巾

1.	 坐或站，颈项直，肩膀放松。

2.	双手握住毛巾两端，肩膀张开。

3.	把毛巾举上过头。

4.	向左伸展，向右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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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轮动作

1.	 把尼龙绳两端各打一个结，以不受
影响的那只手把尼龙绳挂在门上。

2.	两只脚夹着门两边坐着，脚掌则紧
紧附在地面。

3.	以门板为滑轮，双手一上一下地拉
着尼龙绳。

扒背

1.	 受影响的胳膊肘，弯伸到腰背处，
慢慢移动，以至手指可触及另一	
边的肩胛骨。

肘部向前拉

1.	 弯肘，伸到颈项后，十指扣紧。

2.	向前拉双肘直到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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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控制情绪
患乳癌对很多女性来说，自然是很痛苦的一次经历。她面对的不只是对病	
情的担忧，还会产生遭人排斥的感觉，害怕自己不再性感，害怕形象起大幅	
度的变化。不过，随着时间转移，家人和亲友的支持，这些接受过乳房手术	
的女士们最终发现，她们都能继续享有快乐、活跃和充实的生活。

在接受患乳癌的事实前，很多人会经历一段对失去乳房而感到痛心的日子。	
如果你为此愤怒、悲伤或恐惧，那是很正常的反应，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反应，
你并不孤单。这些是人们面对极大压力下的自然和真实的反应。

不过，你要学习摆脱这些情绪困境，多向家人与亲友倾诉，给自己定下可行	
的目标。把精神集中在治疗上。这有助于恢复你的自信心。

失去乳房或者部分乳房，并不会让你产生缺陷或变得不完整。亲友们在乎的	
是你本人。

有机会，应该多和患过乳癌但仍然过着快乐和充实的生活的女士们接	
触与聊天，这会对你有帮助。见过她们，你会知道自己并不孤独。你也能够	
象她们一样，克服恐惧和焦虑的情绪。通过我们的乳房护理护士，你可以	
寻找我们医院的乳癌支援小组的帮助。你也可以通过他们联系乳癌基金会	
和新加坡癌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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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乳房切除术有什么风险？

动手术都会有风险，如：

•	 伤口愈合问题，伤口受感染或流血。

•	 肩膀僵硬	。

•	 手术部位麻痹。接受乳房切除术和腋下清除术后，伤口部位的皮肤有些
麻痹是平常的。

•	 血清潴留。在腋下和伤口下潴留的液体，可到专科诊所，让医生或护士
以针抽的方式将它取出来。

•	 淋巴水肿。有一两成病人的手臂可能产生长时间微肿的现象。

•	 表皮坏死。有时表皮边缘愈合不理想且变潮湿。不过，只要定时敷药和
细心护理，伤口还是会好的。

我动了乳房切除术，另一个乳房还会患癌吗？

那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在你复诊时，医生会定期给你作乳房检验和	
照X光。你每个月也要自行检查乳房。两边都需要检查，若发现有些	
什么改变，要照实告诉医生。

如果动手术那边的手臂，持续3天僵硬、疼痛、肿和发烧，我应该
怎么办？

请立即看医生。

去哪里买义乳？

樟宜综合医院的乳房中心和药房，都有出售义乳。

我怎样才能参加乳癌支援组？

要参加乳癌支援组，可联络：

a.	樟宜综合医院乳癌支援组

b.	乳癌基金会

c.	新加坡癌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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