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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是肺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许多国家和地区，肺癌的发病

率占恶性肿瘤的首位。男性多于女性，男女之比约为４- ８: １。城市多于农村。年龄多在

４０岁以上，少数病人在４０岁以下。绝大多数的肺癌起源于支气管粘膜上皮，故称支气管

肺癌。肺癌是它简称或通常称呼。肺癌的治疗以外科手术切除为首选。原发癌肿局限在支气

管肺内，尚未发生远处转移和淋巴结转移时，手术后５年生存率可达５０％以上。但多数病

人在第一次来外科就诊时病变已属晚期，多数病人已失去根治性切除之机会，因此，早期发

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仍是当前医者的重要任务和责任。

								身边 DE“肺癌”

	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一节	认识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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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的病因及预防办法

吸烟

 根据各国的大量调查资料都说明肺癌的

病因与吸纸烟关系极为密切。肺癌发病率的

增长与纸烟销售量增多呈平行关系。纸烟中

含有苯并芘等多种致癌物质。实验动物吸入

纸烟烟雾或涂抹焦油可诱发呼吸道和皮肤癌

肿。有吸烟习惯者肺癌发病率比不吸烟者高

10 倍，吸烟量大者发病率更高，比不吸烟者

高 20 倍。长期吸烟可引致支气管粘膜上皮

细胞增生，磷状上皮生，诱发鳞状上皮癌或

未分化小细胞癌。无吸烟嗜好者，虽然也可

患肺癌，但腺癌较为常见。

 预防：禁止和控制吸烟，首先要着眼于

减少吸烟者在人群中的比例，需要制订一定

的法律或条例限制人们，特别是限制青少年

吸烟。
 调查材料说明大气中苯并芘浓度高

的地区，肺癌的发病率也增高。大气污

染与吸纸烟对肺癌的发病率可能互相促

进，起协同作用。

 预防：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有效地

控制大气污染，从而达到预防肺癌的目

的。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二节	肺癌的病因

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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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家族遗传，以及免疫机能降低，代谢

活动、内分泌功能失调等也可能对肺癌的发

病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预防：对早期肺癌的筛检手段至今仍不

令人满意，在人群中普查肺癌的费用非常昂

贵，而对降低肺癌死亡率的可能性很小。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二节	肺癌的病因

   目前已公认长期接触铀、镭等放射性物

质及其衍化物、致癌性碳氢化合物、砷、铬、

镍、铜、锡、铁、煤焦油、沥青、石油、石棉、

芥子气等物质，均可诱发肺癌，主要是鳞癌

和未分化小细胞癌。

   预防：对开采放射性矿石的矿区，应采

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尽量减少工作人员受辐

射的量。对暴露于致癌化合物的工人，必须

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劳动防护措施，避免或

减少与致癌因子的接触。

人体内在因素

职业因素肺部慢性疾病

 如肺结核、矽肺、尘肺等可与肺癌并存。

这些病例癌肿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

 预防：由于慢性支气管炎患者的肺癌发

病率高于无慢性支气管炎者，所以积极防治

慢性支气管炎对预防肺癌有一定的意义。特

别是要劝导患慢性支气管炎的吸烟者戒烟，

因为患慢性支气管炎又吸烟人群的肺癌发病

率更高。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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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会有哪些预兆？

肺癌常见症状

 肺癌的临床表现与癌肿的部位、大小、

是否压迫、侵及邻近器官以及有无转移等

情况有密切关系。癌肿在较大的支气管内

生长，常出现刺激性咳嗽。癌肿增大影响

支气管引流,继发肺部感染时可以有脓痰。

 另一个常见的症状是血痰 , 通常为痰

中带血点、血丝或间断少量咯血 ; 有些病

人即使出现一两次血痰对诊断也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有的病人由于肿瘤造成较大支

气管阻塞 , 可以出现胸闷、气短、发热和

胸痛等症状。

肺癌转移后会有的症状

①压迫或侵犯膈神经，引起同侧膈肌麻

痹。

②压迫或侵犯喉返神经，引起声带麻痹

声音嘶哑。

③压迫上腔静脉引起面部、颈部、上肢

和上胸部静脉怒张、皮下组织水肿、上肢

静脉压升高。

④侵犯胸膜，可以引起胸腔积液，多为

血性。

⑤癌肿侵入纵隔 ,压迫食管，可引起吞

咽困难。

⑥上叶顶部肺癌，亦称 Pancoast 肿瘤

或肺上沟瘤，可以侵入和压迫位于胸廓上

口的器官或组织，如第一肋骨、锁骨上动

脉和静脉、臂丛神经、颈交感神经等，产

生胸痛、颈静脉或上肢静脉怒张、水肿、

臂痛和上肢运动障碍，同侧上眼睑下垂，

瞳孔缩小，眼球内陷，面部无汗等颈交感

神经综合征。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三节	肺癌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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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发癌肿尚局限在肺内，尚未发

生远处转移的病例，以外科手术治疗为

主，术后可根据病理切片所见，辅以其

他疗法是首选的治疗方案。

2. 手术切除的范围应按病人的具体

情况区别对待，即要全部清除癌变组织，

又要尽量保存肺功能。

3. 对病变已属失去根治手术机会的

晚期患者，若在Ⅲｂ期前，仍可争取切

除肿瘤和清扫区域内淋巴结，有望获良

好效果。

肺癌的治疗方法：

以常规治疗方式为主

放射治疗是局部杀伤癌肿病源的一

种方法。在各型肺癌中未分化小细胞癌

最为敏感，其次为鳞状上皮细胞癌，腺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四节	肺癌的治疗方法

手术治疗

放射治疗

化学药物治疗

在各种类型的肺癌中，未分化小细

胞肺癌最敏感，疗效最好，鳞癌次之，

腺癌敏感度最低。近年来选用几种作用

于不同细胞周期的药物联合使用。术前

行支气管动脉内插管用抗癌灌注治疗，

亦可缩小癌源，提高切除率。

癌敏感度更低。目前常用于病变范围广

泛，出现远处转移或因全身情况不良，

不适于施行手术治疗者，以改善症状和

延长寿命。放射治疗亦可与手术治疗综

合应用。根据癌源部位和范围，估计手

术难度较大的病例，术前放疗可提高手

术切除率，未分化小细胞癌如适于手术

切除者，术前放疗可提高疗效。其他类

型的肺癌术前放疗对疗效的作用意见不

一，因此不宜常规应用。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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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四节	肺癌的治疗方法

辅助治疗

治疗肺癌晚期最常用的中药是取自人

参中的抗癌活性物质人参皂苷 Rh2（含量

16.2%），人参皂苷 Rh2 可以作用于增殖期

的肿瘤细胞，对特别比较敏感的 S期和 M期，

让癌细胞不能进行 DNA 复制，减少癌细胞进

入下一个分裂周期，从而抑制癌细胞增殖，

缩小肿瘤，控制病情，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饮食治疗

【 宜 】

(1) 宜多食具有增强机体免疫、抗肺癌作

用的食物，如薏米、甜杏仁、菱、牡蛎、海蜇、

黄鱼、海龟、蟹、鲎、蚶、海参、茯苓、山药、

大枣、乌梢蛇、四季豆、香菇、核桃、甲鱼。

(2) 咳嗽多痰宜吃白果、萝卜、芥菜、杏

仁、橘皮、枇杷、橄榄、橘饼、海蜇、荸荠、

海带、紫菜、冬瓜、丝瓜、芝麻、无花果、

松子、核桃、淡菜、罗汉果、桃、橙、柚等。

(3) 发热宜吃黄瓜、冬瓜、苦瓜、莴苣、

茄子、发菜、百合、苋菜、荠菜、蕹菜、石

花菜、马齿苋、梅、西瓜、菠萝、梨、柿、橘、

柠檬、橄榄、桑椹子、荸荠、鸭、青鱼。

(4) 咯血宜吃青梅、藕、甘蔗、梨、棉、

海蜇、海参、莲子、菱、海带、芥麦、黑豆、

豆腐、荠菜、茄子、牛奶、鲫鱼、龟、鲩鱼、

乌贼、黄鱼、甲鱼、牡蛎、淡菜。

(5) 胸痛宜吃鲎、油菜、丝瓜、猕猴桃、

核桃、荞麦、杨桃、杏仁、茄子、桃、芥菜、

鹌鹑、金橘、蟹、橙、麦、鲫鱼。

(6) 宜吃减轻放疗、化疗副作用的食物：

鹅血、蘑菇、鲨鱼、桂圆、黄鳝、核桃、甲鱼、

乌龟、猕猴桃、莼菜、金针菜、大枣、葵花

籽、苹果、鲤鱼、绿豆、黄豆、赤豆、虾、蟹、

银豆、泥鳅、塘虱、鲩鱼、马哈鱼、绿茶、

田螺。

【 忌 】

(1) 忌烟、酒。

(2)忌辛辣刺激性食物：葱、蒜、韭菜、姜、

花椒、辣椒、桂皮等。

(3) 忌油煎、烧烤等热性食物。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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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患者术后护理

 1、营养支持的方式

 肺癌手术后的头几天，由于麻醉、应激、术中胃肠处理等原因，胃肠功能还没有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完全胃肠外营养支持或部分胃肠外营养支持的方法。在肺癌患者能够吞

咽，胃肠道功能逐步恢复的情况下，应改用口服营养，因为这是生存质量最好的方式。可

以从流质、半流质逐步向固体食物过度。肺癌手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应给予含丰富蛋白质、

糖类和维生素的食物。

 2、禁烟和定期复查

 肺癌手术后，要禁止患者吸烟，以免促进复发。有肺功能减退的，要指导病人逐步增

加运动量。肺鳞癌手术后易侵犯局部造成胸腔内复发。

 3、合理体位，适当活动与锻炼

 合理体位，适当活动与锻炼。全肺切除术后的肺癌患者，肺癌手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

在肺癌术后锻炼时应取能直立的功能性位置，以促进恢复正常姿势。不宜下蹲解便，以免

引起体位性低血压。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五节	肺癌的术后护理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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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 线检查：是诊断肺癌的主要手段。中

心型肺癌的 X 线表现，在早期可以无异常征

象。当癌肿阻塞支气管，远端肺组织发生感

染，受累的肺段或肺叶出现肺炎征象。支气

管管腔被癌肿完全阻塞后，可以产生相应的

肺叶或一侧全肺不张。

2. 痰细胞学检查：肺癌表面脱落的癌细

胞可随痰咯出，痰细胞学检查找到癌细胞可

明确诊断，准确率可达 80% 以上。特别是伴

有血痰的病例，痰中找到癌细胞的机会更多，

应连续数口重复送痰检查。

3. 支气管镜检查：对中心型肺癌可在支

气管腔内直接看到肿瘤，并可采取小块组织

作病理切片检查，亦可经支气管刷取肿瘤表

面组织或吸取支气管内分泌物进行细胞学检

查。

4. 经胸壁穿刺活组织检查：对于周围型

肺癌获取组织学诊断的阳性率可达90%以上，

方法简单。但极少数可能产生气胸，胸膜腔

感染或出血、癌细胞沿针道播散等并发症。

5. 胸水检查：抽取胸水离心处理后，取

其沉淀作涂片检查找癌细胞。

6. 纵隔镜检查：可直接观察气管前隆凸

	肺癌的诊断方法

下及两侧支气管区淋巴结情况，并可采取活

组织作病理切片检查，明确肺癌是否已转移

到肺门和纵隔淋巴结。阳性者，说明病变范

围广，不宜手术治疗，中心型肺癌阳性率较

高。

7. 胸腔镜检查：经胸壁作小切口插入胸

腔镜或纤维支气管镜直接观察病变范围或取

活组织作病理切片检查。

8. 放射性核素肺扫描检查：肺癌及其转

移灶与 67 镓、197 汞氯化物等放射性核素有

亲和力。静脉注射后，在癌变部位呈现放射

性核素深浓集影像，阳性率可达 90% 左右。

但肺炎和其他一些非癌病变也可呈现阳性现

象，因此必须结合临床表现和其他资料综合

分析。

9. 转移病灶活组织检查：晚期肺癌病例

已有锁骨上、颈部、腋下等处淋巴结转移或

出现皮下结节者可切取病灶组织病理切片检

查，或穿刺抽取组织作涂片检查，以明确诊

断。

10. 开胸探查：经各种方法检查，仍未能

明确病变的性质，而肺癌可能性又不能排除

时，如病人全身情况允许，应作开胸探查。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六节	肺癌的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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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常见问题：

健康从抗癌健康网开始

肺癌的早期症状有哪些？

   咳嗽：肺癌因长在支气管肺组织上，通常会产生呼吸道

刺激症状而发生刺激性咳嗽。约 2/3 的肺癌患者有咳嗽症

状，可以是轻度干咳，也可以是严重咳嗽。

  咯血：是肺癌早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有学者曾统计 312

个病例，发现最早出现这一症状者占 40.97%，其特点是中

老年人突然咳血，或痰中带血，有的则反复发生“肺炎”

吐血丝痰，去而复返。

   杵状指：亦称鼓捶指。表现为指、趾第一节肥大，指甲

突起变弯，常伴有疼痛。21% 的肺癌早期伴有柞状指，且

大多数在肺癌手术后消失。

肺癌患者活多久？

一般来说，病人健康状况

影响不大，早期肺癌癌肿较

小，并且尚未发生扩散转移，

最为有效的治疗手段就是手

术切除。术后可一定时间内

采取放化疗、中医药等治疗

等手段巩固手术效果，以防

止复发，这样早期肺癌切除

后的 5 年生存率可达 60%—

90%。

对于中晚期肺癌患者而

言，主要取决于治疗方法是

否得当及病人的身体状况。

中晚期肺癌的治疗方法主要

有放化疗及中医药治疗。

70% 的中晚期肺癌患者在放疗后症状得以减轻，不同剂

量和分割量的外放疗能缓解原发或转移灶的局部症状，但

由于放疗亦会对正常细胞造成伤害，对身体机能很弱的中

晚期肺癌患者，放疗应慎用。

Q&A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七节	肺癌的常见问题

http://www.ca39.com


12

关节炎：与柞状指同时存在，可在肺癌病

灶很小难被发现时先出现，表现为游走性关

节炎症状。肘、膝、腕、踝、指掌关节烧灼

样疼痛，活动障碍，可能出现肘和服骨腓骨

骨膜增生等，被称为类风湿关节炎样关节炎，

在肺手术二十四小时后，疼痛可以消失。

男性女乳：男性的乳房一侧或双侧增大

如女性，日本阿培等调查 267 例肺癌，其中

早期出现男性女乳者占 7.5%、常易被忽视，

甚至误诊为单纯乳房增生而被切除。

多发性周身性肌炎：亦为肺癌早期症状

之一。据统计 85% 先于肺癌典型症状出现，

表现为渐进性周身无力、食欲减退，加重时

可行走困难，卧床难起。

其他如无明显原因的声音嘶哑伴气喘 ;一

侧颈部明显浮肿 ;一侧眼裂变小，眼睑下垂，

瞳孔缩小等，有时也可在肺部症状尚不明显

时出现。

肺癌的死前症状是怎么样的？

1. 疼痛：癌性疼痛主要是来自颈部、支

配上肢的感觉和运动的神经纤维，肿瘤一旦

侵至区内往往会引起侧上肢的疼痛、乏力。

这就是一种常以肩痛为主的肺癌晚期症状。

这种疼痛往往需要镇痛剂才能得以缓解。

2. 恶心呕吐：治疗过程中的恶心呕吐主

要是来自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死前的这一症

状，则主要是癌症侵犯消化或神经系统而引

起的。

3. 食欲不振：这可能与全身不适或情绪

抑郁、紧张和忧虑以及胃肠道念珠菌病、便

秘等有关，也可由肿瘤本身引起，患者对食

物缺乏兴趣，甚至一提起食物就出现恶心。

4. 声嘶：肿瘤侵袭左侧，控制左侧发音

功能的喉返神经，支配发音器官的左侧，一

旦喉返神经受到压迫，便会出现声嘶，这并

不会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及咽喉疼痛等其它不

适症状。

5. 便秘：这主要是因为吗啡类止痛药的

副作用，也可能是由于患者进食少，活动少

等自身原因引起的。可以在在使用吗啡类止

痛药的同时应使用缓泻剂。

6. 其他症状：如面颈部的水肿、咳嗽、

咯血、发热、气促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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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治疗的费用

单纯肺叶切除术收费为 2000 元以内，但

是肺癌手术切除是根据每个患者的病变部

位、大小和分期决定的，如肺段切除、肺叶

切除、全肺切除以及系统的淋巴结清扫等。

因此，手术切除的花费一般在 2-3万元左右。

肺癌放疗费用多少取决于肿瘤的大小、

类型和分期以及放疗采用的设备。目前，放

疗伽马刀使用较多，但是具体使用哪种放疗，

还要看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定。化疗的费用主

要是看化疗方案和选择何种药物。通常一周

期化疗 2千到 1.5 万元不等。

治疗肺癌的医院哪家比较好？

治疗肺癌推荐以下医院：北京中国医学

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上海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吉林省

肿瘤医院五楼的胸外一科。

其他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以上医院主要

是专家号难挂，普通号不太难。因此，大多

数病人可以先挂普通号，再决定是否一定要

看专家。

北京地区较知名的肿瘤医院：中国中医

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医科院肿瘤医院、北京

肿瘤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门诊部肿瘤科、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

院肿瘤科等。之所以较多的推荐北京的医院，

是因为相对来说医学专家更多的集中在北

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肺癌病人吃些什么比较好？

应经常食用有利于毒素排泄和具有解毒

作用的食物，如绿豆汤(粥)、赤豆汤、冬瓜、

西瓜等。还可以选择具有抗肿瘤作用的食物，

如蕈类中的香菇、蘑菇、灵芝、冬虫夏草、

木耳、银耳;蔬菜类中的莴苣、荠菜、黄花菜、

丝瓜、南瓜 ; 水果类中的杏、梨、杨梅、猕

猴桃、枇杷、石榴;叶根茎类中的莲藕、百合、

荸荠、大蒜、萝卜、芦笋、胡萝卜、茶叶等 ;

动物类的鸡、鸭、鹅、鲫鱼、鳖、海参、蚕蛹、

蜂王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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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癌的中药治疗是怎么样的？

在中医看来，肺癌发病的主因是正气内虚、痰凝毒聚和脏腑阴

阳失调。

益气养阴方：黄芪、党参、当归、生地、玄参、麦冬、天冬、鱼腥草、

芦根、沙参、白花蛇舌草。热盛加知母、黄芩 ;咳甚加川贝、瓜蒌 ;

痰中带血加白芨、侧柏叶 ;胸闷加枳壳、瓜蒌，血瘀加赤芍、丹皮，

甚者加三棱、莪术。每日 1剂，连服 1～ 3个月。

行气活血方：当归、赤芍、太子参、桃仁、红花、玄参、生地、

南北沙参、黄芪、石见穿。胸痛加延胡索、川芎;痰中带血加侧柏叶、

仙鹤草、川贝母;肺热喘息加桑白皮，葶苈子;纳差加炒三仙、茯苓。

每日 1剂。

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

非小细胞型肺癌包括鳞癌、腺癌、大细胞癌，与小细胞癌相比其癌

细胞生长分裂较慢，扩散转移相对较晚。非小细胞肺癌约占肺癌总敉的

80-85%。 其治疗主要是手术和放化疗联用。

两种类型的肺癌的治疗方案截然不同。小细胞肺癌患者主要用化学

疗法治疗，而非小细胞癌主要是外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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