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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导管扩张症渊浆细胞性乳腺炎冤的超声图像及临床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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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通过分析乳腺导管扩张症的超声及临床表现袁提高对该病的认识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缘圆 例患者的超声及临床

表现袁总结其特征遥 结果院淤超声表现分为 源 型袁玉型院导管扩张型袁乳晕处大导管扩张袁员 例渊圆豫冤曰域型院与导管关系密切的囊尧

实性团块回声袁圆苑 例渊缘员援怨豫冤曰芋型院周边有弱回声带的稍高或不均匀回声包块袁员园 例渊员怨援圆豫冤曰郁型院部分或者完全液化的脓肿
样回声部分伴有瘘管形成袁员源 例渊圆远援怨豫冤曰于两个发病年龄高峰 猿园耀源园 岁及 缘园耀远园 岁袁愿源援远豫渊源源 辕 缘圆冤病灶位于乳晕处袁乳头凹陷
者 猿源援远豫渊员愿 辕 缘圆冤袁缘猿援愿豫渊圆愿 辕 缘圆冤者大导管扩张曰盂术前诊断为炎性包块者 源远 例袁占 愿愿援缘豫袁其中急性尧亚急性诊断符合率 怨缘豫遥
结论院导管扩张症超声表现不一袁仅靠超声图像容易误诊袁结合临床病史尧体征能提高诊断准确率袁急性尧亚急性者较容易诊断袁
慢性者较难诊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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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蚤糟 皂葬灶蚤枣藻泽贼葬贼蚤燥灶泽 葬灶凿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泽贼怎凿赠 燥枣 皂葬皂皂葬则赠 凿怎糟贼 藻糟贼葬泽蚤葬 渊责造葬泽皂葬 糟藻造造
皂葬泽贼蚤贼蚤泽冤
蕴陨 悦怎蚤鄄赠蚤灶早袁蕴陨晕 匀燥灶早鄄躁怎灶袁匀哉 允蚤葬灶鄄择怎灶袁酝粤 宰藻灶鄄贼蚤灶早袁再耘 载蚤灶鄄澡怎葬袁阅耘晕郧 允蚤灶早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哉造贼则葬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藻 贼澡藻 怎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 蚤皂葬早蚤灶早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燥枣 皂葬皂皂葬则赠 凿怎糟贼葬造 藻糟贼葬泽蚤葬 渊酝阅耘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栽澡藻 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蚤藻泽
葬灶凿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缘圆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酝阅耘 糟燥灶枣蚤则皂藻凿 遭赠 责葬贼澡燥造燥早赠 憎藻则藻 泽贼怎凿蚤藻凿 则藻贼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援 砸藻泽怎造贼院 淤 粤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贼澡藻

怎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 蚤皂葬早蚤灶藻泽 燥枣 缘圆 糟葬泽藻泽袁酝阅耘 糟燥怎造凿 遭藻 糟造葬泽泽蚤枣蚤藻凿 蚤灶贼燥 枣燥怎则 贼赠责藻泽院 贼赠责藻 玉袁凿怎糟贼 凿蚤造葬贼葬贼蚤燥灶 渊圆豫冤曰 贼赠责藻 域袁糟赠泽贼燥泽燥造蚤凿 皂葬泽泽 憎蚤贼澡蚤灶

燥则 葬则燥怎灶凿 贼澡藻 凿怎糟贼 渊缘猿援愿豫冤曰贼赠责藻 芋袁澡赠责藻则藻糟澡燥蚤糟 燥则 澡藻贼藻则燥早藻灶藻燥怎泽鄄藻糟澡燥蚤糟 皂葬泽泽 憎蚤贼澡 葬 澡赠责燥藻糟澡燥蚤糟 则蚤皂 渊员怨援圆豫冤曰葬灶凿 贼赠责藻 郁袁责葬则贼造赠 燥则
枣怎造造赠 枣造怎凿蚤枣蚤藻凿 葬遭糟藻泽泽渊圆远援怨豫冤援 于 栽澡藻 贼憎燥 责藻葬噪泽 燥枣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憎藻则藻 葬贼 猿园耀源园 燥则 缘园耀远园 赠藻葬则泽援 酝燥泽贼 燥枣 贼澡藻 造藻泽蚤燥灶泽渊愿源援远豫冤 憎藻则藻 葬则燥怎灶凿 贼澡藻
葬则藻燥造葬 渊源源 辕 缘圆冤袁猿源援远豫 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蚤灶增藻则贼藻凿 灶蚤责责造藻 渊员愿 辕 缘圆冤袁葬灶凿 缘猿援愿豫 憎蚤贼澡 凿怎糟贼 凿蚤造葬贼葬贼蚤燥灶 渊圆愿 辕 缘圆冤援 盂 栽澡藻 则葬贼藻 燥枣 责则藻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蚤灶枣造葬皂皂葬贼燥则赠 皂葬泽泽藻泽 憎葬泽 愿愿援缘豫渊源远 辕 缘圆冤援 栽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葬糟糟燥则凿葬灶糟藻 则葬贼藻 燥枣 葬糟怎贼藻 葬灶凿 泽怎遭葬糟怎贼藻 蚤灶枣造葬皂皂葬贼蚤燥灶 憎葬泽 怨缘豫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 葬责责藻葬则葬灶糟藻泽 燥枣 酝阅耘 葬则藻 糟燥皂责造蚤糟葬贼藻凿援 陨贼 憎燥怎造凿 遭藻 皂蚤泽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蚤枣 躁怎凿早藻凿 燥灶造赠 遭赠 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蚤糟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援 悦燥皂遭蚤灶葬贼蚤燥灶
憎蚤贼澡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糟燥怎造凿 蚤皂责则燥增藻 贼澡藻 葬糟糟怎则葬糟赠 则葬贼藻 燥枣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援 粤糟怎贼藻 葬灶凿 泽怎遭葬糟怎贼藻 糟葬泽藻泽 糟燥怎造凿 遭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 藻葬泽蚤造赠袁憎澡蚤造藻
糟澡则燥灶蚤糟 糟葬泽藻泽 憎藻则藻 澡葬则凿藻则 贼燥 遭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藻凿援
咱Key words暂

皂葬皂皂葬则赠 凿怎糟贼 藻糟贼葬泽蚤葬曰责造葬泽皂葬 糟藻造造 皂葬泽贼蚤贼蚤泽曰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

非哺乳期乳腺炎包括病理的导管扩张症渊皂葬皂鄄
皂葬则赠 凿怎糟贼 藻糟贼葬泽蚤葬袁酝阅耘冤尧肉芽肿性乳腺炎等袁均为
慢性非细菌性炎症袁患者有乳房肿块尧疼痛尧乳头溢
液尧乳头凹陷尧乳胀不适等症状袁易与乳腺癌混淆袁导
致误诊误治遥 本文旨在通过总结分析 缘圆 例导管扩
张症在病程不同时期的不同超声表现袁提高对该病
的认识遥
员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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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员 研究对象
圆园园远 年 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愿 月在本院行超声检查
并经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的非哺乳期乳腺炎患者 缘圆
例袁 年龄 员愿耀苑员 岁袁约 源园 岁者 猿源 例袁逸源园 岁者 员愿
例袁其中 圆 例未婚袁圆 例已婚未育袁远 例已婚已育未哺
乳袁其余 源圆 例哺乳者均无哺乳期乳腺炎病史袁缘圆 例
患者中在本院做过 猿 次以上超声检查的有 圆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应用 粤糟怎泽燥灶鄄杂藻择怎燥蚤葬缘员圆 及 郧耘 蕴燥早蚤择怨 超 声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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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仪袁探头频率 员园耀员圆 酝匀扎袁选取乳腺检查的预设
置条件遥 患者取仰卧位袁 双臂外展平放于头的两
侧袁充分暴露乳房及双腋下遥 对于乳房较大者取半
侧卧位袁观察乳头有无内陷尧皮肤有无红肿尧肿块
的位置尧大小尧形态尧内部及后方回声尧包膜尧边界
及肿块血流等袁并观察周围导管的改变及腋下淋巴
结情况遥
圆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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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翠英等院乳腺导管扩张症渊浆细胞性乳腺炎冤的超声图像及临床特征分析

果

圆援员 发病年龄尧病变部位及主要临床症状尧体征
源源 例位于乳晕周围袁员 例为弥漫型袁整个乳房受
累袁余 苑 例范围较大袁占据整个象限遥 约 源园 岁者中位
年龄 猿园援怨 岁袁发病时停止哺乳时间 员 个月耀缘 年袁平
均 源援员 年曰逸源园 岁者中位年龄 缘缘援圆 岁袁 发病时停止
哺乳时间 员圆耀猿怨 年袁 平均 圆缘援园 年遥 乳头凹陷者 员愿
例袁导管扩张者 圆愿 例袁乳头溢液 远 例袁圆 例为脓性袁圆
例为黄色袁圆 例为浆液性袁无恶性肿瘤家族史袁血常

规无异常袁无发热袁局部皮肤色红 员员 例袁局部肿胀
员园 例袁疼痛 猿圆 例袁反复发作者 愿 例袁源 例皮肤见破溃尧
窦道形成遥 圆 例对侧既往有非哺乳期乳腺炎病史遥
圆援圆 超声图像
玉型 员 例院导管扩张型袁乳晕处大导管扩张曰域
型 圆苑 例院与导管关系密切的囊尧实性团块回声曰芋型
员园 例院 周边有弱回声带的稍高或不均匀回声包块曰
郁型 员源 例院部分或者完全液化的脓肿样回声袁部分
伴有瘘管形成袁域型尧芋型尧郁型多与玉型同时存在遥
员 个象限内有多处病灶者 缘 例袁炎性病灶互通尧周围
组织常见水肿反应袁肿块较浅表袁常突破脂肪层到达
皮肤袁可形成窦道袁肿块伴窦道形成者 源 例遥 超声可
见血流稍丰富或周边少量血流或未见明显血流遥 阻
力指数为低阻型袁约 园援远园 依 园援园苑遥导管扩张者 员源 例遥
苑 例探头加压可见流动或光点漂浮遥 本组 圆园 例腋窝
淋巴结稍肿大袁淋巴门存在袁血流增加袁为低阻血流袁
其中郁者血流较丰富渊图 员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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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玉型乳晕处多个大导管扩张曰月院域型乳晕处稍高回声包块袁内见扩张的导管曰悦院芋型乳晕处稍高回声袁周边伴弱回声带曰阅院郁型稍高回

声包块袁与乳头间见稍扩张的导管遥

云蚤早怎则藻 员

猿 讨

图 员 乳腺导管扩张症的超声表现

栽澡藻 怎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 蚤皂葬早蚤灶早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燥枣 皂葬皂皂葬则赠 凿怎糟贼葬造 藻糟贼葬泽蚤葬

论

目前多数认为 酝阅耘 又叫导管周围性乳腺炎咱员暂袁
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病种袁而是一组以导管扩张为基
础的乳腺慢性炎症袁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及病理特征袁包括院阻塞性乳腺炎尧化学性乳腺炎尧粉
刺性乳腺炎尧浆细胞性乳腺炎袁常见于中老年女性袁
高峰为 缘园耀远园 岁袁 然而刘鹏熙 咱圆暂 认为导管周围炎
渊责藻则蚤凿怎糟贼葬造 皂葬泽贼蚤贼蚤泽袁孕阅酝冤指发生在乳头尧 乳晕复合
体大导管及其周围的炎症袁与酝阅耘 是临床上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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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疾病袁 应该予以区别袁 其发病年龄多在 员怨耀源愿
岁袁平均年龄为 猿猿 岁袁病因可能与细菌感染和吸烟
有关遥 由于 孕阅酝 与 酝阅耘 在临床上常难以鉴别袁而
治疗相同袁所以袁目前也常将两者合称为乳管扩张 辕
导管周围炎遥 浆细胞性乳腺炎渊责造葬泽皂葬 糟藻造造 皂葬泽贼蚤贼蚤泽袁
孕悦酝冤是 酝阅耘 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袁管壁炎性细胞浸
润和纤维组织增生袁炎性细胞以浆细胞为主袁故而得
名咱猿暂袁目前多数文献咱员袁源暂认为 孕悦酝 多发于 猿园耀源园 岁经
产妇袁 非哺乳期妇女袁 其次为绝经后妇女遥 本研究
中约 源园 岁者中位年龄 猿园援怨 岁袁逸源园 岁者中位年龄
缘缘援圆 岁袁有两个发病年龄高峰袁综合了 酝阅耘 的发病
年 龄高峰 缘园耀远园 岁 及 孕阅酝 发病 年龄高 峰 猿园 耀源园
岁袁与 孕悦酝 的发病年龄高峰一致袁因此本文认为导
管扩张症尧 导管周围炎尧 浆细胞性乳腺炎统称为
酝阅粤陨阅杂咱缘暂渊贼澡藻 皂葬皂皂葬则赠 凿怎糟贼鄄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蚤灶枣造葬皂皂葬贼燥鄄
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 泽藻择怎藻灶糟藻冤较为合适遥
本研究 源源 例渊愿源援远豫冤病灶位于乳晕处袁乳头凹
陷者 员愿 例渊猿源援远豫冤袁圆愿 例渊缘猿援愿豫冤大导管扩张袁乳头
溢液 远 例袁均为非血性袁多反复发作袁皮肤可破溃尧形
成窦道袁患者病灶处出现红肿疼痛袁但无发热及血象
异常袁与 酝阅耘 的发病特点一致咱远暂遥 本研究中约 源园 岁
者发病时停止哺乳时间 员 个月耀缘 年袁 平均 源援员 年袁
对 酝阅耘 的诊断帮助较大袁病因尚不清楚袁分析原因
可能为乳头凹陷或哺乳障碍袁堵塞的导管内乳汁排
出不畅袁脂性物质溢出管外袁引起周围乳腺组织炎
症遥
浆细胞性乳腺炎超声表现较多袁分法不统一袁庄
华等咱苑原愿暂分为 源 型袁玉型院导管扩张型袁乳晕处大导管
扩张曰域型院与导管关系密切的囊尧实性团块回声曰芋
型院 周边有弱回声带的稍高或不均匀回声包块曰郁
型院 部分或者完全液化的脓肿样回声部分伴有瘘管
形成遥本研究发现分为此 源 型较为合适遥声像图表现
反映了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 咱怨暂袁病变早期乳头及乳
晕下输乳管不同程度地阻塞尧扩张袁此期声像图多表
现为单纯导管扩张袁超声表现为玉型曰由于管腔增
大袁被覆上皮萎缩变薄袁腔内出现脱落的上皮碎屑及
脂类物质袁因此管腔透声不良袁可形成囊性或实性包
块袁临床上出现乳头溢液袁超声表现为域型袁此型应
与导管其他疾病鉴别渊导管内乳头状瘤尧癌冤鉴别袁后
者常累及 员 根导管袁乳头溢液渊血冤袁实质性肿块内血
流较丰富袁乳管镜可帮助鉴别 咱员园暂曰随病情进展袁管壁
炎性细胞浸润和纤维组织增生袁图像表现为芋型袁该
图像较有特征性袁容易诊断袁弱回声带为增生的乳腺
导管上皮及导管周围纤维组织咱愿袁员员暂袁炎细胞以浆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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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袁谓之浆细胞性乳腺炎袁病情进一步发展袁管壁
结构破坏袁波及周围间质及小叶袁形成炎性包块曰若
进一步发展袁导管周围炎和小叶结构破坏袁局部可形
成化脓性肉芽肿性炎袁超声表现为郁型遥域型尧芋型尧
郁型多与玉型同时存在遥 赵红梅等咱员圆暂认为单纯的乳
腺导管扩张与浆细胞性乳腺炎有明显差异袁 应作为
两种疾病独立诊断袁 乳腺导管扩张症临床表现为乳
头溢液和乳腺肿物袁 主要与乳腺肿物和早期乳腺癌
鉴别袁手术以局部切除多见袁病理表现为导管扩张及
导管周围明显炎性改变曰 浆细胞性乳腺炎临床表现
为乳腺肿物和炎性改变袁 主要与晚期乳腺癌和炎性
乳癌鉴别诊断袁手术切除的范围较大袁病理变化以乳
腺组织的炎性反应和多发性脓肿为主遥 本研究认为
超声表现与临床尧病理表现相对应袁单纯导管扩张多
表现为玉型尧域型袁病变范围和炎性反应较芋型尧郁
型轻袁孕悦酝 多表现为芋型尧 郁型袁 两者临床表现不
同尧处理不同袁但仍为 酝阅耘 发展的不同阶段遥
根据临床过程分为 猿 期咱员猿暂院急性尧亚急性尧慢性袁
类似细菌性乳腺炎发展过程袁 前两者根据红肿疼痛
临床症状及相应超声表现相对容易诊断袁 慢性者有
时不易诊断咱员源暂袁易与乳腺癌混淆袁本文急性及亚急性
者诊断符合率 怨缘豫袁慢性者袁由于无明显临床症状袁
图像不典型者不易想到袁误诊率较高遥郁型临床及超
声图像典型时容易鉴别袁 不典型时不易与癌及淋巴
瘤鉴别袁需穿刺活检确诊遥病灶呈脓肿反复破溃或慢
性瘘管袁易与乳腺结核相混淆咱员缘暂袁超声表现为炎性病
变袁未见明显的导管扩张袁穿刺见典型的结核结节可
以确诊遥
导管扩张症尧导管周围炎尧浆细胞性乳腺炎的概
念目前尚不统一袁临床表现复杂多样袁急性期尧亚急
性临床及超声表现典型的相对容易诊断袁 慢性期有
时难以诊断袁但通过仔细询问病史袁包括患者年龄尧
哺乳情况尧有无红肿疼痛袁认真观察体征袁乳头有无
发育不良袁综合超声图像分析袁能提高非哺乳期乳腺
炎的诊断正确率袁 对于无症状的本病患者与乳腺癌
鉴别有一定难度袁在工作时应想到本病的可能性袁减
少误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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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分子影像学齐鲁国际论坛征文通知
第一届分子影像学齐鲁国际论坛暨第三届山东省分子影像学学术大会定于 圆园员圆 年 怨 月 圆员耀圆源 日在

烟台市召开袁届时将邀请众多国际尧国内著名专家作专题报告袁并进行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遥 现开始征文袁
欢迎广大医学影像工作者及相关学科研究人员踊跃投稿及参会遥
一尧征文内容

以分子影像学相关研究内容为主院各种分子影像学成像新技术曰分子探针制备曰分子影

像学实验和临床初步应用曰药物靶向治疗和随访曰分子影像学管理和质量控制及其他影像医学尧分子生物
学等方面的论著尧讲座尧述评尧综述尧短篇报道尧病例讨论遥
二尧征文要求

应征论文未在其他正式刊物上发表袁具有科学性尧先进性尧实用性尧重点突出曰文字表述

准确遥 提供中英文摘要渊目的尧方法尧结果尧结论冤和全文曰鼓励英文投稿袁将单独出版英文版论文集并送美国
悦孕悦陨原杂 数据库曰截稿日期为 圆园员圆 年 愿 月 员 日遥
三尧 投稿方式

憎憎憎援遭扎皂糟援藻凿怎援糟灶
言请注明冤遥

本次会议采用 耘鄄皂葬蚤造 投稿院耘鄄皂葬蚤造院皂燥造藻糟怎造葬则蚤皂葬早藻岳遭扎皂糟援藻凿怎援糟灶 曰 会议网址院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投稿请注明姓名尧作者单位尧详细通信地址尧邮政编码尧手机号码及 耘鄄皂葬蚤造渊需要大会发

主办单位院滨州医学院袁叶磁共振成像曳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