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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手法淋巴引流法联合功能康复锻炼对乳腺癌术后患肢功能恢复的临床疗效遥 方法 选择 2019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于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患者 60 例袁按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袁每组各 30 例遥 对照组术后康复以功能锻炼为主袁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另行手法淋巴

引流法袁干预周期为 3 个月袁比较干预前后两组患肢淋巴水肿尧疼痛尧患肢相关角度尧前位爬行高度差尧侧位爬行
高度差等遥 结果 观察组肿胀发生率为 10.00%袁低于对照组的 20.00%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两组干预前

疼痛评分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干预后观察组疼痛评分为渊2.05依0.32冤分袁低于对照组的渊3.13依0.14冤
分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干预前两组前屈尧外展尧内旋尧外旋尧内收尧后伸角度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
0.05冤袁干预后袁两组以上角度均上升袁观察组上升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观察组干预前后前位

爬行高度差尧侧位爬行高度差分别为渊37.15依3.23冤cm尧渊36.35依3.06冤cm袁高于对照组的渊32.12依2.45冤cm尧渊31.24依
2.12冤cm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手法淋巴引流法联合功能康复锻炼更有利于乳腺癌术后改善术后
患肢水肿尧提高耐力尧促进患肢功能恢复尧提高乳腺癌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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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rehabilita鄄
tion exercise on functional recovery of affected limbs of patients after
breast cancer surgery
ZHU Yongcui XU Kang CHENG Liping

Department of Breast Surgery, Jingdezhen No.1 People忆s Hospital in Jiangxi Province, Jingdezhen 33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combined with functional rehabili鄄

tation exercise on the functional recovery of the affected limbs of patients after breast cancer surgery. Methods A tatol
of 60 patients underwent modified radical mastectomy in Jingdezhen No.1 People忆 s Hospital from March 2019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functional exercise,while the obser鄄

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intervened
for 3 months. The lymphedema,pain,related angles,difference in anterior crawling height and difference in lateral crawl鄄

ing height of the affected limb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 inci鄄

dence of swell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0.00%,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20.00%),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pain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鄄
tion (P>0.05).After intervention,the pai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2.05依0.32) points,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3.13依0.14) points,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Before intervention, the angles

of flexion, abduction,internal rotation,external rotation,adduction and extension i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鄄
cance(P>0.05). After intervention,the angles of the above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ncreased,and the increas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the difference of anterior crawling height and lateral crawling heigh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7.15依3.23) cm and (36.35依3.06)cm,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32.12依2.45)cm and (31.24依
2.12)cm],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combined with func鄄

tional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postoperative edema of affected limbs,improving endurance,
promoting functional recovery of affected limb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fter breast cancer surgery.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Function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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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占据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及死亡率首位袁

其发病率约为 24.2%[1]遥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是目前乳

因尧预防措施袁让其知道淋巴水肿是术后需长期预防
的并发症袁而康复训练可达到有效的预防效果袁提高

腺外科治疗乳腺癌最普遍的手术方式袁手术中需进行

其意识及重视度袁从而增强其依从性袁并指导家属进

腋窝淋巴结清扫袁容易造成腋窝淋巴组织的损伤袁影

行监督袁让康复训练有序尧持续推进曰于康复训练院术

响淋巴液正常回流袁从而导致肿胀的发生袁造成上肢
功能障碍遥 有数据显示袁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的发生

率约为 30%袁而功能障碍的发生率高于 50% 遥 水肿
[2]

的发生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袁如疼痛尧感染尧功能受

限尧外观异常等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遥 因此袁如

后第 1~2 天袁主要以手腕运动为主袁进行伸指尧握拳尧
曲腕等活动遥第 3~4 天在进行之前运动的基础上加以
前臂上下屈伸袁若肌力不足可用健肢手掌托住手腕进

行遥 第 5~7 天袁患肢放于胸前袁健肢作为支撑袁用患肢

侧手摸对侧肩部尧耳部尧后脑等袁并可进行梳头尧脸部

复的重点遥 本研究以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甲乳外科

按摩等动作遥锻炼时行动要缓慢袁循序渐进遥第 8~9 天

讨手法淋巴引流法联合功能康复锻炼对乳腺癌术后

为宜袁运动量缓慢增加遥 第 9~12 天外展及爬墙运动袁

患肢功能恢复的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站立墙前袁将患肢手掌放在墙上慢慢往上爬袁并记录

何预防术后淋巴水肿尧提高患者功能是乳腺癌术后康
接受改良根治术的 60 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袁探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60 例病例为 2019 年 3 月至 2020 年 9 月于景德

镇市第一人民医院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乳腺癌患

者袁均为女性遥 纳入标准[3]院淤符合乳腺癌临床诊断标

准和乳腺癌改良根治术的适应证曰于术后病理证实为
乳腺癌曰盂依从性良好袁可配合完成相对应的康复任
务曰榆重视乳腺癌术后患肢的康复袁在术后进行规律
的康复功能训练曰虞术前双上肢对称无水肿尧功能状
态良好曰愚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袁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遥 排除标准[4]院淤合并复发性乳腺癌尧四肢畸形
和心肌梗死等疾病的患者曰于既往接受过放化疗和手
术治疗的患者曰盂合并严重精神疾病或已发生远处转
移的患者曰榆双侧乳腺癌患者曰虞晚期癌症曰愚患有其
他恶性肿瘤或严重疾病曰舆既往患有精神病史及意
识障碍遥按随机数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袁每组各 30 例遥 对照组年龄 31~68 岁袁平均

渊48.41依4.73冤岁袁其中左上肢 17 例袁右上肢 13 例遥文化

进行耸肩运动袁同时配合呼吸遥 活动程度以不产生疼痛

双侧肢向外做平举外展运动袁不断重复以松弛皮肤遥
每次的高度袁争取高度不断上升遥 第 12~14 天进行患

肢前屈尧外展尧内旋尧外旋尧内收尧后伸等活动遥 干预周
期为 3 个月遥

1.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另行手法淋巴引流

法遥 患者取平卧位遥 淤疏通淋巴通路院指导患者平卧袁
用静止圆法对浅表淋巴结进行按摩袁力度要适宜遥 按
颈部渊耳前后尧颈部冤-锁骨-肘窝-腋窝-腹股沟的顺
序按摩袁从健侧开始到患侧曰于引流患肢淋巴院用定圈
法尧旋转法尧勺形法或泵送法由远心端向近心端施展袁
从胸部伤口上向侧腋窝或锁骨下尧从胸部伤口下向同
侧腹股沟尧从肘部往肩峰尧从上臂内侧往外侧尧背面上

臂往背部或同侧腹股沟做引流遥 每次 10 min袁每日 3 次曰
盂瘢痕舒缓院待伤口完全愈合后袁采用定圈法沿伤口

上方轻柔按压瘢痕尧胸部尧腋窝等部位袁让瘢痕组织得
以舒缓袁防止瘢痕挛缩导致淋巴回流受阻遥干预周期
为 3 个月遥

1.3 观察指标
淤淋巴水肿程度 [5]遥 于干预前后袁通过周径测量

程度院初中及以下 16 例袁高中/中专 8 例袁大学 6 例曰

法袁以虎口尧腕尧前臂中点尧肘部尧肘上 10 cm 为测量的

8 例袁域期 16 例袁芋期 6 例遥 观察组年龄 33~70 岁袁平

一处粗 2 cm 以下为轻度水肿尧粗 2~6 cm 为中度水

婚姻 状况 院 已婚 27 例袁 离异 3 例曰 病理 分 期院玉 期

均渊49.03依4.78冤岁袁其中左上肢 16 例袁右上肢 14 例曰
文化程度院初中及以下 15 例袁高中/中专 8 例袁大学

7 例曰婚姻状况院已婚 28 例袁离异 2 例曰病理分期院玉期

7 例袁域期 17 例袁芋期 6 例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方法

肿袁粗 6 cm 以上为重度水肿曰于疼痛评分遥 于干预前

后 采用疼痛数 字评分量表渊晕 怎皂藻则蚤糟葬造 则葬贼蚤灶早 泽糟葬造藻袁
晕砸杂冤 [6]评估患者疼痛感遥 疼痛程度由 0~10 分表达袁
0 分为无疼痛袁10 分为剧烈疼痛曰盂患者功能恢复

情况遥于干预前后测量患肢前屈尧外展尧内旋尧外旋尧内
收尧后伸角度曰榆爬墙高度遥 采用自制手指爬墙测量表

1.2.1 对照组 术后给予康复操为核心的功能康复训
练遥 淤健康宣教院向患者详细讲解术后水肿发生的原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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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肢干预前后相关角度的比较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袁计量资料

干预前两组患肢活动困难袁前屈尧外展尧内旋尧外

用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组内不同时机采用方差分

旋尧内收尧后伸角度小袁干预后两组以上角度均上升袁

析 t 检验袁计数资料采用[n渊%冤]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

且观察组上升幅度更明显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0.05冤遥 见表 3遥

2.4 两组干预前后爬行高度差比较

2 结果

观察组前位爬高尧侧位爬高的高度差高于对照

组袁组间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4遥

2.1 两组患肢肿胀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肿胀发生率为 10.00%袁 低 于对照 组的

20.00%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4 两组干预前后爬行高度差比较渊x依s袁cm冤
组别

n

组别

30

对照组

30

观察组
t值

观察组

轻度水肿 中度水肿 重度水肿 发生率渊%冤
猿渊员园援园园冤
圆渊远援远苑冤

2渊6.67冤
1渊3.33冤

1渊3.33冤

t值

20.00

0

15.024
0.000

0.000

量尧预后已得到明显提高袁5 年生存率已超 85%[8]遥 淋
时间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30

11.125

领冶[7]遥 近年来袁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袁乳腺癌生存质

巴水肿是乳腺癌术后常见的并发症袁一般在术后 3 个

表 2 两组患肢干预前后疼痛评分比较渊x依s袁分冤

观察组

0.000

率以约 3%的速度增长袁已成为女性恶性肿瘤的野首

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30

36.35依3.06

10.023

31.24依2.12

癌患者袁其中死亡病例约 41 万遥 我国每年乳腺癌发病

降低袁而观察组降幅更大袁两组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对照组

37.15依3.23

32.12依2.45

据不完全统计袁全球每年约有 115 万新发的乳腺

干预前两组患肢疼痛明显袁干预后疼痛评分明显

n

30

3 讨论

2.2 两组患肢干预前后疼痛评分比较

组别

侧位爬行高度差

P值

10.00

P值

前位爬行高度差

30

对照组

表 1 两组肿胀率比较[n渊豫冤]

n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t 干预前组间值
P 干预前组间值

月~3 年内发生袁发病率约为 15%~70%[9]遥 肢体在发生

NRS 评分

淋巴水肿后袁起初是间隙的高蛋白液体聚集成柔软的

6.21依1.20
3.13依0.14

凹陷性水肿袁随着病情的进展袁其浓度逐渐提高袁最后

3.125

导致组织纤维化遥 在此情况下袁残留的淋巴管受累于

0.000

纤维组织袁造成淋巴管的瓣膜功能不全袁管壁弹性减

6.15依1.12

弱遥 此时袁富含蛋白质液体并未停止其累积的脚步袁双

2.05依0.32

重野压力冶下使得炎症更严重[10]遥

7.635
0.000

乳腺癌患者术后因主动肌及拮抗肌的协调性尧稳

0.115
1.035

定性被破坏袁相关功能也受影响袁最显著的是肩关节

0.000

后约有 1%~67%的患者会出现功能障碍袁约有 9%~

功能受限尧肌力下降等遥 有学者报道指出[11]袁乳腺癌术

3.103

t 干预后组间值
P 干预后组间值

表 3 两组患肢干预前后相关角度比较渊x依s袁毅冤
组别
对照组

n

30

时间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观察组

30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t 干预前组间值
P 干预前组间值
t 干预后组间值
P 干预后组间值

前屈
93.21依10.14

外展
91.11依9.27

内旋
36.15依5.02

外旋

内收

后伸

35.35依5.24

26.35依3.02

50.21依6.56

9.025

7.534

7.016

144.05依15.23

146.0依16.53

65.32依11.02

66.02依11.11

0.000

0.000

0.000

0.000

5.047

94.52依10.23

7.231

92.23依9.43

6.156

36.26依5.13

51.02依6.81

9.785

11.016

11.821

74.25依12.31

75.35依12.53

0.000

0.000

0.000

0.000

0.603
0.201

13.015
0.000

0.527
0.215

15.214
0.000

13.025
1.501
0.061

15.306
0.000

0.000

26.41依3.05

163.2依17.01
11.213

0.000

60.03依7.23

35.46依5.33

158.31依16.05
9.321

51.21依3.15

1.635
0.125

17.011
0.000

62.05依4.25
0.000
3.051
0.745

18.015
0.000

62.15依7.65
0.000
2.115
0.517

11.20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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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的患者出现肌力下降遥 另有学者[12]通过研究 93 例乳

劳而加剧疼痛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17-18]遥 本研究干预

的患者存在外展肌力尧屈曲肌力下降的现象遥 淋巴水

渊P<0.05冤遥 这得益于手法淋巴引流与康复锻炼的结合

腺癌患者术后肌力变化袁结果发现有 51.6%及 38.8%
肿的发生不仅增加患者的痛苦袁也会影响其康复信心遥
因此袁如何预防及改善淋巴水肿是乳腺癌术后康复的
重要内容遥
目前袁对于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康复的研究繁多袁

后观察组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能够充分调动关节尧肌肉尧血管的内部动力袁再在按摩
的外力下袁淋巴回流显著加快袁疼痛得以改善[19]遥 表 4 结
果显示袁干预后观察组前位爬高尧侧位爬高的高度要

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说明爬墙训

但关注点多在康复功能锻炼方面遥 Invernizzi Marco 度[13]

练在功能恢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袁它可指导患者进行

动袁但此活动受气温尧场地尧喜好等因素的限制曰另有

得以活动及舒展袁加快淋巴回流[20]遥

等研究结果表明水上运动可提高上肢屈曲尧外旋活
学者 [14]通过跟踪做广播体操的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

全面的尧系统的尧针对性的康复锻炼袁使得各部位关节
综上所述袁乳腺癌术后淋巴水肿是影响预后的重

的患者袁发现术后 6 个月淋巴水肿改善明显曰另有学

要原因之一袁发生率较高袁若不及时控制袁将影响患肢

者通过研究瑜伽对淋巴水肿患者的影响袁结果发现瑜

功能袁降低生活质量遥 康复锻炼是术后必不可少的内

伽可改善患者肩关节外展肌力遥诸多研究表明袁术后

容袁也是改善水肿的重要途径遥 而手法淋巴引流能够

康复训练是预防及改善淋巴水肿的重要对策袁也是必

改善因疼痛尧肿胀等延迟尧间断锻炼的问题袁提高康复

不可少的康复内容遥 但康复锻炼的效果影响因素较

效果遥 但由于本研究收集的病例数较少袁而且研究周

多袁比如患者的依从性尧心理尧操作规范性等遥 因此袁康

期比较短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遥 日后可开展多单位尧长

复锻炼的预后因个体因素存在较大的差异遥

期的跟踪研究袁挖掘更多的可能性遥

淋巴系统是机体重要的防卫系统袁不仅可将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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