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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肺癌？

当异常（癌性或恶性）细胞在肺部无法控制地生长和繁殖时，就会发生肺
癌。它可以扩散到附近的淋巴结（腺体）和其他器官。1

• 最常见的形式
• 从产生粘液的细
  胞开始；通常存
  在于肺部的外部
（外围)。

从排列在气管内的
细胞开始，通常都
会在肺部的中央部
分被发现。

出现在肺部的任何
部分，通常会生长
及迅速扩散。

腺癌 鳞状细胞癌 大细胞癌 

1

非小细胞肺癌 (NSCLC)
80-85%

种类1,2

需要注意到的症状:1

2 或3 周后
都无法停止
的新咳嗽或
不同的咳嗽

咳出血液或
锈色的痰

呼吸、咳嗽或大
笑时胸部疼痛



2

其他类型的肺肿瘤

肺类癌肿瘤占肺肿瘤的比例不到
5%。其中大多数生长缓慢。

其他类型的肺癌, 如腺样囊性癌、
淋巴瘤和肉瘤。

来 自 其 他 器 官 扩 散 到 肺 部 的 癌   
症：来自其他器官（如乳房、肝
脏、胰腺、结肠或肾脏）的癌症
有时会扩散到肺部。这些被称为
肺部转移或继发性肺癌。SCLC是一种更具攻击性的肺癌形式， 

始于胸部中部。它往往很容易扩散到身
体 的 其 他 部 分 ( 转 移 ) 。 吸 烟 是 患 上
SCLC 的主要风险因素。

小细胞肺癌 (SCLC)
15-20%

持续性的
呼吸困难

食欲不振或
无法解释的
体重下降

持续性的昏昏
欲睡和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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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有多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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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全球报告显示有     

220万 例新的肺癌病例，  

并且有180万人死亡。3

它是全球 

第二大 

最常见的癌症。3

第一 第四

它是全球排名

第一  
    的癌症死亡

原因。3

在马来西亚,

肺癌是第三大最常见的癌症。 4

2020 年癌症死亡人数估计: 4

男性和女性最常见的癌症。

肺: 4,509

乳房: 3,503

肝脏: 2,050

大肠: 2,035



 

4

5.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What Are the Risk Factors for Lung Cancer?” [Internet]. Sep 2020 [cited 6 March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cdc.gov/cancer/lung/basic_info/risk_factors.htm
6.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Lung Cancer Risk Factors” [Internet]. Oct 2019 [cited 6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
     cancer.org/cancer/lung-cancer/causes-risks-prevention/risk-factors.html
7.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Can Lung Cancer Be Prevented?” [Internet]. Oct 2019 [cited 6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
     cancer.org/cancer/lung-cancer/causes-risks-prevention/prevention.html
8.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What Can I Do to Reduce My Risk of Lung Cancer?” [Internet]. Sep 2020 [cited 
     6 March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cdc.gov/cancer/lung/basic_info/prevention.html
9. Mayo Clinic. “Lung cancer- symptoms and causes” [Internet]. [cited 15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https://www.mayoclinic.org/
     diseases-conditions/lung-cancer/symptoms-causes/syc-20374620.
10. Cleveland Clinic. “Secondhand Smoke: Dangers” [Internet]. Sep 2020. [cited 15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my.cleve
       landclinic.org/health/articles/10644-secondhand-smoke-dangers

风险因素是什么，我可以做些什么来降低我的风险?

吸烟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烟草的烟雾含
有超过千种化学物质，其中大部分是已知会
促进癌症的（致癌物)。5

虽然有一些风险因素是你可以采取行动来改变的（可改变的），但也有一些
是你不能轻易地改变的（不可改变的）。例如，你能以戒烟来降低你患肺癌
的风险，但你不能改变你的基因或家族史。

吸烟
和

烟草

 

二手烟也被称为被动吸烟。吸入二手烟会使
你面临患肺癌的风险，因为它含有有害的化
学物质。10

暴露在二手烟中 

检查你的家用材料是否含有石棉。9

避免购买市场上出售的石棉建筑材料。

你应该怎么做?
 

石棉可以在屋顶和天花板瓷砖等建筑材料中找到。接触石棉的人会增加罹患肺癌或胸膜间皮瘤
的风险。6

暴露在石棉中

戒烟是降低肺癌风险的最好方法，因为
它有助于修复以前由吸烟所造成的损   
害。因此，现在戒烟永远都不会太晚

你应该怎么做?
避免吸入二手烟的方法是让自己远离吸
烟的人。你可以要求你的家人或朋友不
要在家里吸烟8。此外，你也可以坚持
要在餐馆和其他公共场所所设立的无烟     
区。

你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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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含有各种水果和蔬菜的健
康饮食也可能有助于降低患肺
癌的风险。11

每天至少做30 分钟的中等强度的
体育活动 (例如，快走、慢跑、徒
步旅行和游泳)。11

其他的预防方式:

多做运动吃健康的饮食

 

与你的医生讨论你是否应该接受肺癌筛
查。

你应该怎么做?

氡是一种来自岩石和土壤的气体，可以在房
屋和建筑物中累积，直达到不安全的水平，
从而增加罹患肺癌的风险。与砷、镉、钢和
镍的加工过程接触也可能是风险因素。6

暴露在氡气和
其他元素中

 

有一级亲属（父母或兄弟姐妹）患肺癌的人
，其患肺癌的风险会增加。5

有肺癌家族史

检查你那里的氡气水平，方法是使用家
庭测试工具或打电话叫个专家来检测。
确保地板上没有气体渗入的裂缝。 

穿上防护装备，保护自己免受工作场所
有毒化学品的接触。9

你应该怎么做?

与你的医生讨论你是否应该接受
肺癌筛查。

你应该怎么做?
 

肺部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或肺纤维化，可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5

个人的肺病史



在筛查的过程中，患者将躺在一张桌子上，X 
光机使用低剂量（数量）的辐射来观察肺部
的详细图像。扫描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而
且没有痛苦。扫描前你不需要禁食，也不需
要事先验血。所以你可以走进任何一家大医
院进行筛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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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try of Health Malaysia [Internet]. 2017 [cited 7April 2021].  MOH/P/PAK/355.17(TR). Available from: https://www.moh.
      gov.my/moh/resources/Penerbitan/MAHTAS/HTA/HTA-LDCT%20for%20lung%20ca%20screening.pdf 
13.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Can Lung Cancer Be Found Early?” [Internet]. Feb  2021 [cited 16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
      www.cancer.org/cancer/lung-cancer/detection-diagnosis-staging/detection.html

谁应该接受肺癌筛查？

筛查测试的目的是在没有症状或病史的情况下尽早发现疾病。低剂量电脑断
层扫描(LDCT) 是目前最好的肺癌筛查测试。13

马来西亚没有全国性的肺癌筛查计划，但有几家公立医院和许多私人机构提
供肺癌LDCT检查。12

推荐给没有症状但处于高风险的人，包括:

如果你正在考虑接受筛查，请与你的医生讨论你是否应该接受筛查。

目前或以前的吸烟者，年龄在
45-75 岁的人，以及

是或曾经是重度吸烟者（至少有
20 包烟或更长的历史），以及

以前从未患过肺癌，
或者

有强烈肺癌家族史的非吸            
烟者

(1 包=20 支香烟)

例如，每天1包，持续30年就是30包-年
* 你的医生可以帮助你确定你吸烟的包-年数

谁应该接受筛查? 13

计算包-年数*

#包/天

你吸烟
的年数

你的
包-年数



如何诊断肺癌?

开始

1.    Health Harvard Publishing. “Lung cancer overview” [Internet]. Mar 2021 [cited 5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health.
       harvard.edu/a_to_z/lung-cancer-overview.
14.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Tests for Lung Cancer” [Internet]. May  2020 [cited 8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
       cancer.org/cancer/lung-cancer/detection-diagnosis-staging/how-diagnosed.html 
15. Mayo Clinic.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ernet]. [cited 10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mayo
      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lung-cancer/diagnosis-treatment/drc-2037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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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如果你有任何疑似肺癌的迹象和症状，你的医生会建议你做一些测试，以确
定是否是肺癌:1,14,15

T医生可能会进行
全血细胞计算以
检查你的总体健
康状况。

验血

它通常被用作最初的肺部成像工具。
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情况（如肿块或结
节），医生可能会要求进行更具体的
检查。

胸部X 光片

检查你的肺功能操作
如何。你可能需要对
着一个被称为肺活量
计的机器吸气和呼气

来测量气流。

肺功能测试



1.    Health Harvard Publishing. “Lung cancer overview” [Internet]. Mar 2021 [cited 5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health.
       harvard.edu/a_to_z/lung-cancer-overview.
14.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Tests for Lung Cancer” [Internet]. May  2020 [cited 8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
       cancer.org/cancer/lung-cancer/detection-diagnosis-staging/how-diagnosed.html 
15. Mayo Clinic.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ernet]. [cited 10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mayo
      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lung-cancer/diagnosis-treatment/drc-2037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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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检测到可能无法出现在
X 光片上的较小肿瘤。CT 
扫描可以显示任何肿瘤的大
小、形状和位置。它也通常
用于发现癌症是否已经扩散
到其他的器官。

电脑断层扫描 (CT)

一旦病人被诊断出患有肺癌，医生将致力于确定
癌症的扩散程度（阶段）。(下一页)

这些测试包括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以及
在某些情况下采用脑部磁共振成像（MRI）。

进一步测试

这些测试有助于确定: 
1. 癌症的起源-例如。区  
 分是否这是一个原发性  
 的肺癌还是来自身体其  
 他部位的癌症已转移到  
 肺部。
2.  应该提供的最佳治疗方  
 法或药物。这是通过分  
 析癌症的基因图谱来实  
 现的。

免疫组织化学和分子测试

将从肺部或附近的淋巴结中提取少量的组织。这两种组
织都将被送到显微镜下进行检查。有时这是通过气道内
的窥镜（支气管镜）或从外部用X 光引导的针头（CT 引
导的活检）完成的。

活体组织检查（活检）：支气管镜方法/CT 引导下的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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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Malaysia National Cancer Registry Report (MNCRR) 2012-2016 [Internet]. National Cancer Registry.
       2019. 1–116 p. Available from: http://nci.moh.gov.my/index.php/ms/list-penerbitan/35-laporan/398-summary-of-malaysian-
       national-cancer-registry-report-2007-2011

第一期:  肿瘤≤4 公分，无淋巴结扩散。
疾病没有扩散（转移）到肺部以外。

肺肿瘤

第二期：肿瘤为3 公分-7 公分。疾病可能出
现在胸部同侧的淋巴结或附近的组织，但不

是在其他远处的身体部位。

肺肿瘤
癌症淋巴结

第三期：肿瘤为3 公分至>7 公分。疾病可以
在≥1 个淋巴结或附近的组织出现，但不是

在其他远处的身体部位。

肺肿瘤
癌症淋巴结

第四期：癌症已经扩散到身体的远处。

肺癌分期的简化例子 

肺肿瘤

肝脏

骨骼

脑部

转移性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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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CLC1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肺部小肿瘤≤4公分

，无淋巴结扩散。
更大的肺肿瘤和/
或扩散到胸部同一
侧的淋巴结。

较大的肿瘤已经侵
入胸壁、心脏、神
经和/或淋巴结，并
且已经扩散到胸部
中 间 或 对 侧 的 肺  
部。

肿瘤已经扩散到肺
部的内壁（胸膜）
或身体的其他部
分，如肝脏、骨骼
和脑部。

SCLC1

有限期  
 

 
 

广泛期  
 

 
 

 

癌症没有扩散到胸部以外，并且小
到可以通过放射治疗来治愈。

癌症已经扩散（转移）到肺部以外的地
方，如肝脏、骨骼、脑部，或者是无法
用放射治疗治愈的太大/太晚期的症。

如何治疗肺癌?
现在的肺癌治疗是高度个人化的，
并且根据以下的因素为患者量身定
制:
1. 肺癌的类型和阶段
2. 癌症中存在的基因突变
3. 患者的年龄及一般的健康状况  
   （体能）
4. 患者的担忧和愿望

1. Health Harvard Publishing. “Lung cancer overview” [Internet]. Mar 2021 [cited 5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health.
    harvard.edu/a_to_z/lung-cancer-overview.  

请参考LCNM的咨询工具，了解更多的信息:
https://lungcancer.net.my/hcp/wp-content/up-loads/2021/03/2019-08-01_LCNM-Pt-Counselling-Tool.pdf

通常通过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组合（包括手术）可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17. Health Harvard Publishing.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ternet]. Aug 2020 [cited 11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
       www.health.harvard.edu/a_to_z/non-small-cell-lung-cancer 
18. Health Harvard Publishing. “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ternet]. Aug 2020 [cited 11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
       www.health.harvard.edu/a_to_z/small-cell-lung-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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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细胞肺癌 (SCLC)18

• 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外，化疗通常 
 用于治疗有限期疾病，对SCLC很少 
 会进行手术。

•  治疗的目标是延长生命和保持生活素质。治愈是 
 很少可以实现的。换句话说，就是安宁缓和疗护 
 治疗。

•  通常会提供化疗和免疫治疗。

•  放射治疗也可以提供给对化疗/免疫治疗没有反 
 应或引起疼痛等症状的肿瘤。

  有限期（第一，二和三期）   广泛期（第四期）  
 

 

• 建议通过以手术来切除癌
 症和周围的淋巴结。 

• 如果患者选择不做手术，
 可以使用放射治疗。

• 医生可能会建议在手术后
 进行化疗和/或标靶治疗  
 ，以帮助预防癌症复发 
（即癌症的复发或治疗可  
 能未检测到的显微疾病）  
 。这被称为辅助疗法。

• 淋巴结小且数量有限的
 患者可以考虑进行手
 术。这是在手术前（新
 辅助）或手术后（辅
 助）与化疗和/或放射治
 疗和/或标靶治疗和/或 
 免疫治疗联合进行的。

• 那些不建议接受手术的
 人可以通过放射治疗和
 化疗和/或标靶治疗和/ 
 或免疫治疗的组合进行 
 治疗。

• 淋巴结小且数量有限的
 患者可以考虑进行手
 术。这是在手术前（新
 辅助）或手术后（辅
 助）与化疗和/或放射治
 疗和/或标靶治疗和/或 
 免疫治疗联合进行的。

• 那些不建议接受手术的
 人可以通过放射治疗和
 化疗和/或标靶治疗和/ 
 或免疫治疗的组合进行 
 治疗。

第一和第二期 第三期

基于肺癌类型和阶段的治疗方案

非小细胞肺癌 (NSCLC)17

第四期  
 



19.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Surgery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nternet]. Oct 2020. [cited 10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cancer.org/cancer/lung-cancer/treating-non-small-cell/surger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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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NSCLC 的早期患者使用此程序，并
根据癌症的大小和位置、患者的总体福祉
及其肺功能而量身定制。

在手术中，淋巴结应被切除以确定是否存
在着微小及沉默（隐匿）的癌细胞扩散。

这些程序可以使用不同的手术方式来进
行，包括:

a.  微创胸腔镜手术(VATS)。外科医生在  
 胸壁上切几个口子，并插入视频摄像机 
 和手术器械，然后从胸腔外进行手术。

b.  胸腔切开术--在肋骨之间做一个稍大的 
 切口以切除癌症。它也被称为开放式手 
 术。

手术后会发生什么事?
 

管子和点滴
将滴管（branula）
插入手臂的静脉中
以便提供抗生素、

副作用
手术后的不适
感如疼痛或肿
胀通常都是轻
微和短期的。

复原期
通常为5-7 天，
但最多可能需要
长达6-12 周。

康复
肺部康复计划或物理治疗可以
帮助改善呼吸和恢复肺部的功
能。

手术19

由于这是一项癌症手术，对外科医生
来说，最重要的是彻底切除肿瘤，并
清除所有可触及的淋巴结（系统性淋
巴结解剖）。这提供了治愈和良好的
长期存活（预后）的最佳机会。

液体和止痛药。 从胸部出来的
1-2 根胸管可以让血液和空气

从胸腔自由地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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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切除术的类型
肺癌的手术可能会切除全部或部分肺部

一片肺叶被切除。 只有部分的肺叶被切除。

肺叶切除术 全肺切除术 楔形切除术

一整个肺被切除。

夹钳

摄像机
缝合器

a.   视频辅助胸腔镜手术 (VATS) b.   胸部切开术 (开放式手术)



15. Mayo Clinic.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ernet]. [cited 10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
       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lung-cancer/diagnosis-treatment/drc-2037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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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包括:

• 口腔溃疡
• 食欲不振
• 体重下降
• 恶心
• 腹泻
• 免疫力暂时性减弱
• 容易瘀伤
• 脱发
• 指甲变化，以及
• 皮肤变化

自1960 年代以来，肿瘤学家一直在使用化
疗药物来杀死癌细胞。它被设计成针对快
速生长和繁殖的细胞，由于癌细胞的分裂
速度快过体内大多数的细胞，因此它们被
化疗有选择性地杀死。然而，一些快速生
长的健康细胞，如皮肤、头发、肠道和骨
髓细胞，也可能受到影响，这就是会发生
副作用的原因。

化疗是一种全身系统的疗法，换句话说，
无论癌细胞可能传播到哪里都好，它会利
用血液在身体的各处传播而到达癌细胞。
当我们需要针对那些在扫描中看不到的癌
细胞时，这疗法就显得特别有用。

这些药物中有许多是从静脉注射（iv）入
体内的，通常为日间护理程序或短暂的过
夜。不太常见的是，有些药物可以口服     
（药片）。化疗通常是以“周期”的方式来
进行。例如，3 个周期意味着如果你今天
接受化疗，你回家休息3 周，然后回来进
行下一轮的化疗。预定的间隔时间可以让
你的正常细胞恢复过来，好让你的身体有
时间可以痊愈。

化疗15

正 在 接 受 着 静
脉注射（iv）化
疗的患者



15. Mayo Clinic.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ernet]. [cited 10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
       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lung-cancer/diagnosis-treatment/drc-2037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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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胸部的辐射可能会导致 :

• 呼吸急促 
• 胸壁疼痛
• 皮肤过敏 
• 肩膀僵硬 
• 辐射性肺炎 
• 辐射性纤维化 

辐射治疗或放射治疗是使用高能量X光来杀
死癌细胞的。超过半数的癌症患者在生病
期间的某个阶段都需要接受放射治疗。如
今，放射疗法通常会与其他疗法，如化疗
和免疫治疗，相结合以达到最佳的医疗效
果。 

电脑断层扫描(CT)中使用的诊断X射线或普
通的X光所用的能量为千伏特(103)电压，
相比之下，放射治疗所使用的X射线却为百
万伏特(106)电压的。在如此高的剂量之下
，X射线将损害癌细胞中的DNA，从而导
致他们死亡。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周和几
个月才能彻底完成。当受损的细胞死亡时
，它们会被身体分解和移除。

它是通过一种被称为 "直线加速器 "            
（linac）的机器进行的。该机器的工作原
理是把电子加速以产生一束辐射。这辐射
束是核电站中粒子加速器的一个微型版本
。它们是高度专业化的的机器，需要整个
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组成的团队来维持最佳
的工作状态。

放射治疗15

放射治疗 



15. Mayo Clinic.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ernet]. [cited 10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
       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lung-cancer/diagnosis-treatment/drc-2037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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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靶药物治疗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包括:

•   皮疹,
•  疲劳, 
•  腹泻, 
•  体重下降,
•  食欲不振，以及 
•  高血压 

通过研究肿瘤的基因结构，肿瘤学家能够
分析出导致癌症生长的基因变化，并为该
人配出适合他的独特标靶治疗。这种策略
也被称为个性化或精准医学。这是通过对
病人肿瘤的活检样本进行的突变测试来实
现的。随着医生和科学家们正在发明越来
越多的药物，标靶治疗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药物是专门针对某一
特定的蛋白质/突变的。15

标靶治疗15

在肺癌中，检测不同的基因变化已经成为标准程序，这些遗传变化通常是 
EGFR, ALK, ROS-1 and increasingly MET, HER2, BRAF, RET, NTRK, KRAS.

癌细胞 
正常细胞

标靶治疗

标靶治疗药物被设计成与突变或癌
细胞中特定的受体蛋白结合。 



尽管免疫系统通常能够消除癌细胞，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一些癌症适应了
并发展出避免被免疫系统破坏的方法。它们伪装了起来。

被称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免疫治疗药物已经被研发了出来，用来 "揭开 "这
些伪装机制的面纱，使免疫系统能够再次识别癌细胞，从而杀死它们。检查
点抑制剂 （如PD-1和PDL-1抑制剂）被广泛用于治疗肺癌。16 

其他形式的免疫疗法，如CAR-T细胞、T细胞疗法、树突状细胞疗法和疫苗，
对肺癌的治疗并不十分成功，并且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具体的治疗选择取决于许多的因素。你需要与你的肿瘤科主治医生讨论一       
下。 
     
 

免疫治疗的常见副作用包括:

•  疲劳 
•  腹泻
•  便秘 
•  咳嗽
•  恶心 
•  关节疼痛 

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检测并摧毁由于突变
而形成的异常细胞。这在早期阶段杀死癌
症以防止它们生长和扩散。我们经常发现
免疫细胞会围绕着肿瘤，这些被称为肿瘤
浸润性淋巴细胞或TILs，是免疫系统反应
的一个标志。标志着免疫系统正在对肿瘤
作出反应。 

免疫治疗15

17

15. Mayo Clinic.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ternet]. [cited 10 April 2021]. Available from: https://www.
       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lung-cancer/diagnosis-treatment/drc-20374627

关闭 

T细胞
肿瘤细胞 

肿瘤细胞与T细胞的受体结合，
导致T细胞失去了活动性并停止
攻击肿瘤细胞。

免疫治疗药物可以阻止肿瘤细胞，不让
它使T细胞失去活动性，然后T细胞就可
以杀死肿瘤细胞，缩小肿瘤的大小。

开启

肿瘤细胞 

T细胞 抑制药物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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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https://www.mayoclinic.org/tests-procedures/palliative-care/about/pac-20384637. Accessed July 2021.
21.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palliative-care. Accessed July 2021.

安宁缓和疗护20,21

肺癌患者可能有呼吸困难、咳嗽、疼痛、疲劳、食欲不振、焦虑或抑郁等症
状。安宁缓和疗护是一种专门的医疗保健，专注于为患者提供帮助缓解这些
症状，无论其诊断或疾病的阶段如何，目的是要改善患者及其家人的生活素
质。

安宁缓和疗护是以患者为中心，并且以整体的方式来解决和缓解疼痛及其他
的问题，无论是身体、社会心理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以整体的方式来解
决。

安宁缓和疗护采用团队的方式来支持患者及其护理人员，由医生、护士和其
他受过特殊培训的人提供。这种形式的护理是与你可能正在接受的治疗或其
他的治疗同时提供的，作为一个额外的支持以补充你正在进行的护理。

 

内支气管治疗

一些患了晚期肿瘤的患者，因为呼吸道受到了影响而出现了呼吸困难或反复
咳血（咯血），这可以令人烦恼，甚至会危及生命的。介入性肺科医生（胸
科医生）或放射科医生可以为他提供部分的清除（以激光或冷冻疗法和气道
支架来减灭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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