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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 (liver cancer) 是指发生于肝脏的恶性肿瘤，包括原发性肝癌和转移性肝癌两种，

人们日常说的肝癌多是指原发性肝癌。

肝癌是发病率及死亡率都很高的常见恶性肿瘤，初期症状并不明显，可无任何症状或体征，

一般主要表现为肝痛、乏力、消瘦、黄疸、腹水等症状。临床上一般采取西医的手术、放化

疗与中药结合疗法，但晚期患者因癌细胞扩散而治愈率较低，因此要做到肝癌的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非常重要。

漫谈肝癌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肝癌的概述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一节 肝癌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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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发病 源自生活

NO.1 病毒性肝炎

主要是乙型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尤其

是乙肝与乙肝病毒携带者，其原发性肝癌

的发生率要比正常人高出 2 ～ 100 倍 ; 在

肝癌的高发地区，约 20% 的人可能是乙型

肝炎或乙肝病毒携带者。

饮用水质的严重污染，是肝癌发生的重要

诱因之一，尤其是污染的沟水，其次为河水，

井水最低。故在没有自来水设施的乡村，应

提倡饮用井水。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二节 肝癌的发病原因

NO.3 黄曲霉毒素

在肝癌的致癌源中，以黄曲霉素 B 为最

重要的致癌物质。黄曲霉素适宜在高温、高

湿的气候环境中生长繁殖，尤其是夏季的霉

变食物及谷物、饲料等，最易被黄曲霉菌污

染而产生黄曲霉毒素，长期食用含此毒素的

食物可诱发肝癌。

NO.2 水源污染

NO.5 免疫状态

有人认为肝癌患者血浆中含有一种封闭

因子，能抑制细胞免疫并保护肝癌细胞不受

免疫细胞杀伤。现已证明，甲胎蛋白 (AFP)

就能抑制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

NO.6 基因突变

近年来，还有人认为，环境中的突变原和

病毒作用激发肝细胞分裂反应途径的活化，

引起细胞的点突变和基因易位，是加速癌细

胞增殖的可能因素。

NO.7 其他因素

酗酒、营养过剩 ( 大量营养素 ) 或营养

缺乏 ( 如维生素 A、B1 缺乏 )、血色病、寄

生虫感染及遗传等，也是诱发肝癌的危险因

素。

NO.4 化学致癌物

能引起肝癌的化学物质以 N- 亚硝基化合

物为主，如亚硝胺和亚硝酰胺等。此外，农药、

酒精、黄樟素等亦均能诱发肝癌。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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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三节 肝癌的饮食原则

肝癌的饮食原则

1、高脂肪、高糖食物：肝癌患者肝脏代

谢功能较差，进食高脂肪、高糖食物后不仅

不能及时代谢掉，而且还会加重肝脏负担(此

外糖易发酵，食用后会加重胃肠胀气 )，对

病情极为不利，所以肝癌饮食应忌高脂肪食

物。

2、高蛋白食物：肝癌患者体质较差，如

进食蚌、蛤、河豚、虾、蟹、蛹等高蛋白食

物极易引起过敏反应，所以肝癌饮食应忌高

蛋白食物。

3、寒凉性食物：因肿瘤为“阴寒之病”，

所以肝癌饮食应忌冰淇淋、冰块、西瓜、西

红柿、兔肉、鸭肉、鳗鱼、螃蟹、牡蛎、田

螺等寒凉食物。

忌

宜

1、维生素：肝癌病人者宜多吃动物肝脏、胡萝卜、

菜花、黄花莱、白菜、无花果、大枣等。同时还应

多吃些新鲜蔬菜和水果，如萝卜、南瓜、竹笋、芦笋、

苹果、乌梅、猕猴桃等。

2、无机盐：肝癌患者应多吃含有抗癌作用微量

元素的食物，如海藻、海带、紫菜、蛤、海鱼、蛋黄、

糙米、豆类、全麦面、坚果、南瓜、大白莱、大头

菜和动物的肝、肾以及人参、枸杞子、山药、灵芝等。

3、食易消化食物：肝癌病人应进食易消化食物，

如酸梅汤、鲜橘汁、果汁、姜糖水、面条汤、新鲜

小米粥等，以助消化而止痛，进食切勿过凉、过热、

过饱。肝癌病人常见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宜食

开胃降逆的清淡食物，如杏仁露、藕粉、玉米糊、

金橘饼、山渣糕等易于消化的食物，忌食重油肥腻。

4、益气养血：肝癌患者应以益气养血为主。可

食用鲫鱼汤、乌鸡汤、人参茶、桂圆、银耳、甲鱼，

忌食坚硬生冷食物。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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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四节 肝癌的治疗方法

肝
癌
常
见
四
大
治
疗
方
法

传统的治疗肝癌的方法是首选手术切

除，但不是所有的肝癌患者都适合手术。

只有心肺功能较好，肝脏肿瘤较局限，没

有转移条件的患者才适宜手术。加上我国

肝癌患者多数有肝炎、肝硬化的病史，临

床有 80% 左右的患者因各种原因不能手

术。肝癌的非手术治疗方法多种多样，每

一种治疗方法都有各自的适应证，只有适

合患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应该根据

患者的身体状况、肝功能状态、肿瘤的情

况来选择适合的治疗方法。

介入治疗也是常被采用的手段，那么这

种手段有哪些局限呢 ? 肝癌主要供血依赖

肝动脉，但癌块周围有门静脉血供，癌细

胞可以“苟安偷生”。即使操作超顺利进行，

由于高压注射等原因，可造成误栓，分流

及可能有不可避免的微转移产生。

也是肝癌治疗的主要方法之一。随着现

代放疗技术的进展，很多早期不能手术的

小肝癌采用现代放疗可获得根治，且肝功

能损伤较小。以体部伽马刀为例，体部伽

马刀治疗肝癌的原理与放大镜的聚焦过程

类似，把放大镜置于阳光下，放大镜下面

会成一个耀眼的光斑。光斑以外的地方，

温度没多大变化，而光斑处却灼热得可以

点燃一些物体。同理，放射剂量集中到肿

瘤区域，使肿瘤接受到足以致死癌细胞的

剂量，从而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介入治疗

放射治疗

手术治疗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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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医药成为应对晚期肝癌的发展方

向，" 带瘤生存”是指肝癌患者经过中医治

疗后，常见的肝癌症状消失，有效的抑制了

癌细胞扩散。使患者病情长期稳定并趋于好

转，患者一般状况良好，可独立工作和生活 ;

换句话说就是机体免疫保护功能大于肿瘤扩

散能力，使癌细胞长期 “静止”、“休眠”，

患者处于临床治愈的健康状态。中医是常见

的癌症治疗的辅助手段。为了延长肝癌患者

的生命，可以让患者服用人参皂苷 Rh2( 护命

素，含量 16.2%)，它能够增加人体内白细胞

的数量，抑制肿瘤的复发，增强抵抗力，是

一种几乎无毒副作用的中药，可以给患者服

用。中医中药治疗肝癌晚期引起的各种症状，

缓解了肝癌患者的疼痛，控制癌细胞扩散，

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抗癌健康网出品

中药治疗

第四节 肝癌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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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预防手段

1、使用肝炎疫苗预防肝炎从而预防肝癌已成为预防肝癌极有希望的途径

之一，但估计需几十年时间才能见到效果。现已证实，乙肝疫苗预防肝炎是

有效的。但从全面看，尚需考虑 HCV 和 HDV 的预防。病毒性肝炎的预防除注射乙肝疫苗外，还需

注意其它传播途径的控制，如饮食、手术、输血、注射、针灸和理发等。

2、主要针对易被 AFB1 污染的玉米、花生防霉去毒。在粮食收割、脱粒、

运输、晒干、进仓等多环节进行防潮保存，对已经明显霉变的粮食不能食用 ;

对极轻度霉变的粮食采取仔细挑选，清洗及药物等方法进行处理。在高发区提倡改变膳食结构，

减少玉米占主粮的比例。

3、在高发区农村结合爱国卫生运动采用多种措施，改善饮水环境，由饮沟、

塘水改为饮井水、深井水、天落水，或兴办小型自来水厂，城市选用未被污

染的水源作为自来水的水源，并防止环境污染。

4、针对低硒人群采用富硒酵母、硒多糖、富硒盐补充硒元素，提高血硒水平。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五节 肝癌的预防手段

预防肝炎

管粮防霉

饮水干净

适当补硒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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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呼吸道护理：由于手术创伤大，膈肌

抬高，肝癌患者呼吸运动受限，患者如出现

咳嗽、咳痰困难，可给予雾化吸入，每日2次，

每次雾化吸入后及时给予翻身，轻叩背部，

指导患者双手按压切口，深呼吸咳嗽，鼓励

将痰咳出。

2. 腹部切口的观察：密切观察切口敷料

有无血性液体渗出，每天打开腹带仔细查看，

定期更换敷料。注意倾听患者的主诉。如切

口疼痛时要及时报告医生，给予肌注镇痛药，

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增强患者早日康复的信

心。

3. 术后 3 个月注意卧床休息，增加肝脏

的血流量，减轻肝脏负担，有利于肝脏修复

和肝功能恢复。注意劳逸结合，进行适当锻

炼，如慢跑、散步等，避免劳累和重体力活动。

注意定期复查 AFP、肝功能、B超、CT 等。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六节 肝癌的术后护理

肝癌术后护理要点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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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健康网出品

4. 心理护理：由于手术切口与引流管的

摩 擦

可 产

生 疼

痛 ，

对 患

者 肉

体上造成痛苦，遵医嘱给予镇痛泵持续使用，

并观察记录用药效果，可根据患者心理、文

化素质进行心理疏导，给予精神安慰，树立

战胜疾病的信心。咳嗽、深呼吸用手按压切

口，妥善固定引流管，防止引流管来回移动

所引起的疼痛。

5. 饮食调理：饮食清淡，定时定量，适

量优质

蛋白、

高 热

量、富

含维生

素、低

脂肪的食物，忌食油炸、生冷、辛辣等刺激

性食物。多吃新鲜蔬菜、水果，戒烟酒。

第六节 肝癌的术后护理

肝癌术后护理要点

6. 保持情绪稳定：中医认为“怒则伤肝”，

尽量避免精神紧张和情绪激动，保持心情愉

快，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配合各项治疗和护理，

尽快康复。

另外，和正常人相比，癌症患者并不是

很特殊的人群，基本生活状态并不需要发生

多大改变。癌症患者根本无需过度保护，不

妨把自己看做正常人，保持稳定的情绪和正

常的生活最重要。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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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诊断方式 扼杀肝癌

病理诊断通常做肝穿刺，通常用于证实原发

性肝癌。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七节 肝癌的诊断方法

NO.1 病理诊断

NO.2 体检

NO.3 定位诊断

NO.4 定性诊断
体检用于发现肝脏肿大、质硬、表面不平，有

时可闻及血管杂音，有时可见黄疸、腹水。

B 超、CT、同位素肝扫描、肝血管造影、核磁

共振均发现肝内占位性病变。

甲胎球蛋白 (AFP) 阳性，甲胎球蛋白大于

200μg 持续 8 周，或甲胎球蛋白大于 400μg

持续 4 周，在排除了肝炎活动期及生殖系统

胚胎癌后即可诊断。

NO.5 组织学检查

肝组织学检查证实为原发性肝癌者；肝外组织

的组织学检查证实为肝细胞癌。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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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八节 肝癌常见的问答

肝癌的早期症状有哪些表现？

肝癌从第一个癌细胞形成发展到有自觉症

状，大约需要 2 年时间，在此期间，患者可

无任何症状或体征，少数患者会出现食欲减

退，上腹闷胀、腹痛、乏力、食欲不振，有

些患者可能轻度肝肿大、黄疸和皮肤瘙痒，

但这些症状很难被患者重视。

肝癌的早期症状主要有口干，烦躁，失眠，

牙龈及鼻腔出血，伴有上腹部胀满，肝区不

适。全身关节酸痛，尤以腰背部为最明显，

伴有厌食，烦躁，肝区不适，以抗风湿治疗，

效果不佳者。反复腹泻伴有消化不良和腹胀，

按胃肠炎治疗效果不明显或不能根治，并有

肝区闷痛，逐渐消瘦者。有肿瘤的家族史，

尤其是有肝癌的近亲家族史者患肝癌的几率

相对稍大，应定期做身体检查，并经常锻炼，

定期体检，起到积极的预防。

肝癌晚期可出现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

肝区疼痛、继发感染等严重并发症状而危及

生命，并随癌症不同部位的转移而出现相应

的临床症状。患者可能出现下列症状：

1) 右上腹有间歇性或持续性钝痛或刺痛 ;

2) 右叶下段的肝癌常可于右肋上直接扪

及肿块，左叶肝癌有剑突下肿块或左肋下肿

块表现 ;

3) 因肝脏扩大，肿瘤侵犯膈肌，刺激横

隔膜神经致右肩疼痛 ;

4) 因胆管闭塞，胆汁在血液积聚引致黄

疸 ;

5) 有腹腔积水现象 ;

6) 食欲不振、恶心、体质量下降、疲倦、

身体虚弱及发热 ;

7) 旁癌综合征，如红细胞增多、低血糖等。

肝癌晚期会有哪些症状表现？
常见问答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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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肝癌常见的问答

肝癌死前症状是怎样的？

1) 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症状：可能是

癌症侵犯消化系统或神经系统而造成的，且

此症状往往比癌症疼痛更令人苦恼。

2) 消化道出血的症状：消化道出血也是

肝癌临死前常见的症状，肝癌晚期由于肝功

能严重受损、食管及胃底静脉曲张、凝血功

能异常障碍等因素而较易诱发食管、胃底或

癌结节破裂出血，且往往发病较快、危险度

及病死率也极高。

3) 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困难是肝癌临

死前较常出现的临床症状，且比较难以处理，

若严重的呼吸困难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

理时极易引起休克，甚至死亡。

4) 肝区疼痛的症状：肝区疼痛是肝癌临

死前较常出现的临床症状，原因有肝癌晚期

的正常组织会受到肿瘤的破坏和浸润，引起

对邻近的神经根受到压迫和破坏，局部组织

缺血坏死，血液回流受阻，骨与骨膜受到浸

润均可造成疼痛，而肝癌晚期患者的体质较

微弱，可能禁受不起肝区的剧烈疼痛，所以

较易引起休克，甚至死亡。

5) 肝性脑病：肝昏迷可以说是肝癌终末

期的表现，可有上消化道出血、感染、低钾

血症、抽放腹水不当等诱发因素导致出现肝

性脑病，其治愈率低、死亡率高，所以预防

其诱发因素，对于晚期肝癌患者来说是很重

要的因素。

肝癌出现黄疸怎么办？

肝癌伴黄疸者，如系肝门区肿块压迫所致

阻塞性黄疽，可采用局部放射治疗，或局部

瘤内注射、或介入治疗，或内支架或外引流；

如系非黄疸，可予中医药治疗、保肝治疗。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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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介入治疗是怎么回事？

肝癌会传染吗？

介入治疗是目前治疗无法切除肝癌的首选

手段，主要通过患者大腿部血管插入一根导

管到达肝脏肿瘤部位后，对肿瘤进行栓塞 /

化疗。介入治疗也是不愿意接受手术的肝癌

患者的首选治疗手段。

和手术相比，介入治疗的优点是对患者创

伤小，手术时间短，单次治疗费用较低，对

肝癌的近期治疗效果可以，如接受介入治疗

患者的 1 年生存率近 70%，2 年生存率接近

40%。介入治疗还能将部分不能手术切除的肝

癌转化为可以切除，从而提高治疗效果。介

入治疗的创伤性是会小一些，介入化疗主要

还是缓解晚期患者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早期还是手术的治疗。

肝癌患者本身并不是传染源，所以肝癌也

不具有传染性，肝癌晚期不会传染。在我国

肝癌患者的病例中，其中大约有 90% 有乙肝

肝炎病毒感染史，引起肝癌病因有很多，乙

肝病毒的感染和肝硬化占比例比较高。肝癌

同时会伴有活动性肝炎那就具有传染性了，

肝癌传染原因是肝炎，而不是肝癌。

肝癌的主要病因是病毒性肝炎 ( 以慢性肝

炎病史多见，乙肝病毒感染者 HBsAg 阳性率

较高 )、肝硬化黄曲霉毒素 ( 主要霉花生、霉

玉米产生 )、饮用水污染等。嗜酒、硒缺乏、

遗传易感性也是重要的危险因素。

但 40 岁以上有 5 年以上肝炎病史或乙型

肝炎病毒抗原标记物阳性者，有 5 年到 8 年

以上的酗酒史并有慢性肝病临床表现者以及

已经确诊的肝硬化患者，是罹患肝癌的两大

高危人群。

Q&A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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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肝腹水的治疗方法？肝移植之后的并发症有哪些？

腹水形成的最基本原因是腹腔内液体的产

生和吸收之间失去平衡。肝腹水是肝癌晚期

常见的肝癌症状。肝癌合并肝硬化，患者由

于肝脏门脉压力增高，导致静脉压力升高，

加之肝硬化患者伴有低蛋白血症，胶体渗透

压降低，使肝淋巴液生成增多，从而使液体

漏出，形成肝腹水。

对肝癌伴腹水者，可先予中药或西药利尿

剂治疗，腹水消退后，根据肝内肿瘤情况，

仍可按上法治疗。如为血性腹水，则不易消退;

门静脉或肝静脉有癌栓者，予中西药利尿剂

不易见效。如肝癌结节破裂出血，应予止血

处理，同时采用腹部加压包扎。肝癌伴黄疽

者，如系肝门区肿块压迫所致阻塞性黄疽，

可采用局部利卡汀放射治疗，或局部利卡汀

瘤内注射、或介入治疗，或内支架或外引流 ;

如系非黄疸，可予中医药治疗、保肝治疗。

肝移植之后的并发症还是比较常见的。肝

移植之后最容易出现的并发症就是肺部感染，

预防肺感染是保证患者存活的重要环节。一

旦有指征，应尽早进行气管切开。积极采用

各种有效的物理疗法促进呼吸功能恢复，对

患者平安度过危险期以及后来的康复均十分

重要。

肝癌移植之后胸膜渗出很常见，特别是在

右侧。多数患者在术后恢复能自然吸收。有

少数患者呼吸明显受影响或伴其他原因可以

考虑胸腔穿刺抽液。

肝移植之后，患者主要有一些心血管系统

方面的并发症，患者抵达 ICU 时，一般都有

二个通畅的静脉管道，以及时纠正血容量和

维持液体平衡。术中测量直接动脉压、心电图、

静脉压、肺动脉压的导管仍常规使用。热稀

释法心输出量的测定PA与 SV阻力测定装置，

均连续在ICU使用。要跟踪观察这些仪器指标，

防止一些心血管并发症产生。

部分肝癌患者在移植术后的 6 个月内还有

复发的可能。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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