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胰腺癌并非无症状，

只是症状隐蔽和无特异性而

已， 以致容易误诊， 一般认

为， 40岁以上人群近期出现下

列临床表现者， 应特别警惕。

1、 上腹隐痛 胰腺癌早期

常见的临床表现。 由于其疼痛

位置与一般胃痛、 胆绞痛相似，

疼痛往往在饭后 1-2小时加剧，

少进食或不进食可减轻疼痛，

伴随恶心、 呕吐、 酸胀等胃肠

道症状， 因此， 容易造成胃部

疼痛的错觉， 误诊率极高。

2、 胃痛 如果上腹出现饱

胀、 隐痛、 胀痛等不适， 易误

诊为慢性胃炎和消化性溃疡等

慢性胃部疾患； 如果疼痛扩散

到后背， 并在近期内发生持

续性的腰痛和背痛， 常伴有

多发性静脉血栓形成， 或游

走性血栓性静脉炎， 要高度

警惕。

3、 消化不良 这是胰腺

功能受损的表现。 胰腺癌损害

了胰液分泌， 使人体缺乏淀粉

酶和蛋白酶， 导致消化不良，

没有食欲。

4、 黄疸 即进行性胆汁

淤积性黄疸， 这是胰头癌阻塞

了胆总管下段， 胆汁排出不畅

的表现。

5、 脂肪泻 因胆总管阻

塞， 胆汁胰液难以进入肠道，

无法把脂肪消化成脂肪酸加以

吸收， 得不到吸收的脂肪以油

滴状混同稀便排出， 称为“脂

肪泻”。 如果脂肪泻状况持续

不断， 表明阻塞明显。

6、 糖尿病 年龄在 60 岁

以上， 无糖尿病家族史， 无肥

胖， 却很快患上糖尿病， 要考

虑胰腺癌的可能。 如果本来就

是糖尿病患者， 这时的病情可

能会突然加重。

7、 体重下降 胰腺癌虽

隐匿， 但其引起的消耗却遮掩

不了， 约有 80%病人有非常明

显的体重减轻， 在数月内体重

甚至可减轻 30公斤。

山东莱阳中心医院 宋丽华

早期诊断为何不容易

胰腺癌为何难以在第一时间被发现， 张教授指出， 这主要与胰腺肿瘤本身的生物

学特性以及早期诊断中缺乏有效的肿瘤识别手段有关。 胰腺位置深， 早期临床表现

极为隐匿， 医疗界至今无法找到一个敏感性很高的肿瘤标记物来识别， 只能依靠影

像来判别。 而目前医学影像技术一般只能辨别 ２ 厘米以上的肿瘤块， 对于体积更小

的肿块则难以正确识别。 这些小块胰腺肿瘤受到浸润性生物特点的影响， 会在短期

内迅速生长， 几乎难以被人为控制和干预， 因此造成绝大多数患者一经确诊已属晚

期。

八大高危人群需警惕

张玉宝教授提醒大家， 以下八类人群是高危人群， 需警惕胰腺癌的发生： 一是

年龄大于 40岁， 有上腹部非特异性不适者； 二是有胰腺癌家族史者； 三是突发糖尿

病， 特别是不典型糖尿病， 年龄在 60岁以上， 缺乏家族史， 无肥胖， 很快形成胰岛

素抵抗者（40%的胰腺癌病人在确诊时伴有糖尿病）； 四是慢性胰腺炎病人， 目前认

为慢性胰腺炎在小部分病人中是一个重要的癌前病变， 特别是慢性家族性胰腺炎和

慢性钙化性胰腺炎； 五是患有导管内乳头状粘液瘤者， 该病亦属癌前病变； 六是患

有家族性腺瘤息肉病者； 七是良性病变行远端胃大部切除者， 特别是术后 20 年以上

的人群； 八是有胰腺癌的高危因素如长期吸烟、 大量饮酒， 以及长期接触有害化学

物质者。

怀疑胰腺癌及早做筛查

早期胰腺癌手术切除率为 90%-100%， 5年生存率可达 70%-100%， 与进展期胰

腺癌相比， 其治疗效果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因此， 及早发现胰腺癌非常重要。 张教

授指出： 对临床上怀疑胰腺癌的病人和胰腺癌的高危人群， 应首选无创性检查手段

进行筛查， 如 B 超、 CT、 核磁共振、 磁共振胆胰管造影和血清学肿瘤标记物等， 可

检出部分早中期患者。 目前血清学肿瘤标记物虽对诊断早期胰腺癌的价值不大， 但

如将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与影像学检查结果相结合， 则可提高阳性率， 有助于胰腺

癌的早期诊断。 刘锐 韩双双

八类人群警惕胰腺癌

60 岁的香港著名

艺人沈殿霞死于胰腺

癌， 著名世界男高音

歌唱家帕瓦罗蒂也是

因罹患胰腺癌去世。

近年来， 胰腺癌的发

病率逐年上升， 引起

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关

注。 在我国， 胰腺癌

已成为人口死亡的十

大恶性肿瘤之一， 年

轻的胰腺癌病人也较

10 年前有明显增加的

趋势， 而且恶性度更

高， 预后更差。

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肝胆胰

外科张玉宝教授提醒

说： 胰腺癌临床表现

极隐匿， 发病快， 对

放疗和化疗均不敏感，

导致误诊率高， 不少

患者待确诊时已发展

到中晚期， 死亡率十

分高， 未能实施手术

的患者 90%以上于诊

断明确后一年内死亡。

多不典型 易被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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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开福区刘全顺：

2010 年 11 月在湘雅医院确

诊为胰腺癌， 随后在该院做

了手术， 手术后在省肿瘤医

院做一个疗程的放疗， 14

次 5- 氟尿嘧啶化疗。 目前

体质差， 乏力， 面色苍白，

血 象 不 稳 定 ， 白 细 胞 ：

3.5×10

9

/ 升。 请问： 现在

这个阶段是用配合中医治疗

好， 还是用介入好？

答： 全身化疗是目前胰

腺癌术后治疗的重要环节，

其副作用大， 介入化疗方法

副反应较全身化疗稍轻， 但

其确切疗效仍在探索中。 目

前临床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

方法治疗胰腺癌， 中医中药

辅助治疗以减轻放化疗带来

的副作用， 提高疗效， 从而

取得较好的效果。 另外， 此

阶段加强营养支持非常必

要。

读者刘先生： 目前治疗

胰腺癌主要有哪些方法， 有

无新的研究方向？

答： 目前对于胰腺癌一

般以手术治疗为主， 结合放

疗、 化疗、 生物治疗等综合

治疗手段， 以缓解患者的临

床症状和体征， 改善生活质

量。 一般而言， 大约有 10%

-15%的患者诊断时有手术

切除的机会。 近期靶向药物

临床研究显示， 联合使用特

罗凯和吉西他滨较为安全，

且耐受性较理想， 可作为未

来胰腺癌治疗的一种优化补

充手段。

新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

面： 一是在诊断上正在寻找

特异性的肿瘤标记物， 比如

胎甲球是肝癌的标记物， 但

目前尚无胰腺癌的特异性标

记物； 二是在治疗上发现更

好的手段。 除了上面提到的

治疗方法外， 还有介入射

频、 筛选新的化疗药物和方

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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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灵芝孢子为代表

的第四代“生物疗法”

与传统治疗的手术、 放、

化疗不同， 它利用和激

发机体的免疫反应来对

抗、 抑制和杀灭癌细胞， 最大限度调

动人体的天然抗癌能力， 恢复机体内

环境的平衡， 阻断肿瘤细胞的转移途

径。 在我国服用灵芝孢子产品的肿瘤

患者已超过 100多万。

早在 80 年代， 中山大学刘昕教

授率领的灵芝孢子国家产学研重大

项目取到重大成果。 率先发现了蕴

藏在灵芝孢子内的提取物脂质活性

物质是灵芝发挥抗癌功效的主要成

份。 随后他又开创性的提出“萌动

激活” 理论， 使灵芝孢子活性成分

提高了 10 倍以上， 使其抗癌功效更

为显著。 发表的多篇国际论文被英

国 《癌症快报》、 《植物治疗研究杂

志》 与《癌细胞凋亡的逆转》 转载。

“萌动激活” 技术获得美国、 欧洲、

日本专利认证， 1999 年通过了美国

联邦食品局 （FDA） 认证存档， 得到

国际权威机构一致认可。 很多国家

设立特别奖金选派专人专项研究中山

大学这项生物高科技重大研究成果，

时至今日， 仍然没有哪个国家破解中

山大学的这项研究成果。

在国家的支持下， 刘昕教授将经

“萌动激活” 灵芝孢子粉制

成胶囊， 在中山医科大学肿

瘤研究所、 上海第二医科大

学、 广州医学院、 香港大

学、 美国康乃尔大学及解放

军传染病研究中心进行临床观察证

明， 它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能力， 能

迅速激发神经系统产生应急调节反

应， 疏导及恢复营养组织通道， 修复

损伤组织和促进细胞再生， 对抑制肿

瘤具有显著的疗效。

10 年来， 学者灵芝系列产品经

受市场考研、 见证了无数肿瘤患者

康复。 学者灵芝系列产品美国、 日

本、 瑞士、 香港等市场畅销十年，

实现了产品 10 年畅销零投诉， 深受

肿瘤患者信赖。

中山大学世界独创“萌动激活”

显著提升灵芝孢子抗癌功效

胰腺癌发病率逐年提高， 死亡率又居高不

下， 因此做好预防非常重要。

预防胰腺癌， 首先要尽量少吃高脂、 高油、

多盐的食物， 严格控制糖类及脂肪的摄入量，

注意保持谷类、 豆类、 甘薯等粗粮作为膳食的

主体。 此外， 每天食用一定数量的山药、 玉米、

胡萝卜、 洋葱或其他类似蔬菜水果， 可以降低

患胰腺癌的风险。 参加适当的体力活动， 避免

超体重和肥胖。

其次， 要戒烟， 不酗酒。 烟中的尼古丁可

以影响胰腺分泌， 进而发生胰管上皮的病变，

吸入烟雾后， 可活跃新陈代谢致使胰腺癌变。

有资料表明， 在吸烟饮酒者中， 胰腺癌发病率

为非吸烟饮酒者的 2-2.5 倍， 且发病年龄提早

10-15年。

再次， 积极治疗慢性胰腺炎等疾病。 慢性

胰腺炎和胰腺癌的关系较密切， 慢性胰腺炎患

者较一般人群中胰腺癌的发病率可高出 100 倍。

患胆囊疾病， 如胆汁逆流到胰腺， 其中含较多

的致癌物质， 与形成胰腺癌有关； 切除胆囊的

病人， 亦可有类似情况。 糖尿病患者是长期胰

腺功能紊乱的一个标志， 对胰腺细胞产生慢性

刺激， 如不保护好， 最后可能导致癌变。 同时，

对于高危人群要加强监测， 应当每年做一次体

检， 及时发现病情及早接受正规治疗。 唐远辉

戒烟限酒 多食果蔬

预防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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