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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整形外科技术的发展,为乳腺癌患者达到根治,美容且提高术后生活质量。可根据病情及患者
需求选择乳房重建,至今乳腺癌的综合治疗和重建时机及其方法存在歧义。现本文将乳腺癌术后乳房重建时
机,重建分类与方法,乳房重建辅助技术及整形外科技术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影响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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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Plastic Surgery Techniques in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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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lastic surgery technology, it can achieve radical cure, beau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fter surgery for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reast reconstruction can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and the needs of patients. So far, there are ambiguities in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and
reconstruction timing and methods of breast cancer.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timing of breast reconstruction
after breast cancer surgery, the classification and methods of reconstruction, and the influence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breast reconstruction assistant technology and plastic surgery technology in the treatment of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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