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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超声引导下空芯针穿刺活检渊怎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鄄早怎蚤凿藻凿 糟燥则藻 灶藻藻凿造藻 遭蚤燥责泽赠袁哉杂鄄悦晕月冤在乳腺肿块诊疗中的临床价

值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员 圆员园 例患者 员 圆源员 个乳腺肿块 哉杂鄄悦晕月 的病理资料袁并与术后组织病理结果进行比较袁评价 哉杂鄄悦晕月 在
乳腺肿块诊疗中价值遥 结果院员 圆源员 个乳腺肿块组织中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诊断乳腺癌 怨苑园 例袁 术后病理组织诊断乳腺癌 员 园园园 例袁
悦晕月 病理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为 怨苑豫袁特异度为 员园园豫袁阳性预测值为 怨苑豫袁阴性预测值为 员园园豫袁假阴性率为 猿豫袁正确指数为

园援怨苑袁诊断符合率为 怨苑援缘愿豫遥约登指数为 园援怨苑袁运葬责责葬 值为 园援怨苑缘 愿遥结论院哉杂鄄悦晕月 灵敏度高袁病理诊断结果与术后病理诊断结果

符合率高袁且安全有效袁对指导乳腺癌的个体化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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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引导下乳腺肿块空芯针穿刺活检渊怎造贼则葬鄄

记探头两侧位置袁然后将探头长轴沿预先标记线移

对乳腺肿块进行组织学穿刺袁明确肿块病理类型及

先连线交汇处为穿刺点袁予以标记遥 术区碘伏消毒

泽燥怎灶凿鄄早怎蚤凿藻凿 糟燥则藻 灶藻藻凿造藻 遭蚤燥责泽赠袁哉杂鄄悦晕月冤是在术前

位 员 糟皂袁查看肿块在显示屏中位置袁探头内侧与预

分化程度袁为下一步治疗提供参考遥 本文回顾性分

后遥 圆豫利多卡因于穿刺点处皮肤尧皮下组织局麻满

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住院的 员 圆员园 例患者 员 圆源员 个

膜 渊显露穿刺点冤袁 表面涂抹耦合剂后用装好 员源 郧

结果进行比较袁现报道如下遥

与皮肤呈 员缘毅耀源缘毅进针袁 进针方向与探头长轴平行遥

析了 圆园员源 年 缘 月要圆园员远 年 猿 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
乳腺肿块 哉杂鄄悦晕月 的病理资料袁 并与术后组织病理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员 圆员园 例患者均为 圆园员源 年 缘 月要圆园员远 年 猿 月

在本院体检或超声检查提示乳腺肿块袁其中男 猿 例袁

意袁尖刀片破皮 员耀圆 皂皂袁于肿块表面贴无菌透明贴

穿刺针的活检枪渊月葬则凿 公司袁美国冤在超声引导下袁
探头在预先标记位置处相对固定遥在超声引导下穿刺

针尖向肿块进针袁 针尖到达肿块边缘后发射取材袁由

肿块边缘到中心分别取材 猿耀缘 次遥 取出组织 猿耀缘
条袁长 员缘耀圆圆 皂皂渊根据肿块大小调整穿刺枪上进针

深度冤袁直径 圆援员 皂皂遥对穿刺获得的标本仔细观察袁如

女 员 圆园苑 例袁左侧 缘愿愿 例袁右侧 缘怨员 例袁双侧 猿员 例袁共

为脂肪组织考虑穿刺针在脂肪层或针道内袁 应更换

园援远 糟皂 到 怨援缘 糟皂 伊 愿援缘 糟皂袁年龄 员缘耀怨圆 岁遥 对 员 圆源员

规包扎固定袁圆源 澡 后解除包扎遥 获取的标本放入 圆豫

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遥

断为恶性的患者进一步行免疫组化检查渊包括 耘砸尧

进行 哉杂鄄悦晕月 员 圆源员 个肿块袁 肿块大小从 园援远 糟皂 伊
例乳腺肿块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诊断结果及术后病理诊断
员援圆

方法

针道再次穿刺遥 穿刺后局部压迫止血 员缘耀圆园 皂蚤灶袁常

甲醛溶液标本袋送病理检查遥 部分穿刺标本病理诊

孕砸尧匀藻则鄄圆 及 运蚤鄄远苑 等指标冤遥并对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为恶

使用荷兰 孕澡蚤造蚤责泽 公司的 匀阅 员员 载耘 超声诊断

性肿瘤患者进行手术尧化疗或新辅助化疗后手术治

患者术前检查心电图尧 血常规及凝血功能袁进

靶 月陨鄄砸粤阅杂 分级臆猿 级冤 相一致患者进行门诊随

仪袁高频探头渊苑耀员园 酝匀冤遥

行操作前评估遥 完成乳腺肿块穿刺谈话和签字遥 患
者取仰卧位充分暴露乳腺袁患侧上肢外展袁患侧肩
下垫枕袁标记肿块与乳头连线袁探头涂抹耦合剂后
定位肿块位置袁 将肿块定位于超声显示屏中央袁标

疗袁对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为良性且与辅助检查渊彩超及钼
访袁对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良性但与辅助检查渊彩超或钼靶
月陨鄄砸粤阅杂 分级逸源 级冤不符患者进一步手术切除遥 以

手术病理检查结果作为本研究的金标准袁 比较 哉杂鄄

悦晕月 病理与术后病理结果的符合情况遥 该方法经过

第 猿远 卷第 员园 期
20员远 年 员园 月

谢克飞袁肇

毅袁查小明袁等援超声引导下粗针穿刺活检在乳腺肿块诊疗中的临床价值探讨咱允暂援
窑员圆圆苑窑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自然科学版冤袁圆园员远袁猿远渊员园冤院员圆圆远原员圆圆愿

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遥
圆
圆援员

结

表员

果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结果
阳性
阴性
总计

穿刺并发症

本组 员 圆源员 例均穿刺成功袁 无气胸形成等并

发症遥 员 例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穿刺后局部皮肤出
现红肿尧疼痛症状袁予以口服抗菌药物后好转袁愿 例

员圆源员 例乳腺肿块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结果与手术病理结果
渊灶冤

对比
手术病理结果
阳性
怨苑园
猿园
员 园园园

阴性
园
圆源员
圆源员

腺病患者穿刺点淤血袁 加压包扎后 苑耀员园 凿 淤血吸

组共搜集到 哉杂鄄悦晕月 标本与手术标本均有 陨匀悦 结

机化后于门诊超声引导下穿刺抽吸恢复遥 员 例导管

悦晕月 标 本 与 手 术 标 本 陨匀悦 诊 断 符 合 率 院耘砸 为

收遥 圆 例小叶增生患者穿刺后局部形成血肿袁待血肿
内癌患者穿刺术后病理提示穿刺针道见移位肿瘤
上皮细胞袁行左乳全切除垣再造术袁康复出院遥
圆援圆

病理诊断结果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诊断院浸润性癌 愿圆怨 例袁导管内癌

员圆源 例袁大 月 细胞恶性淋巴瘤 远 例袁叶状肿瘤 员员 例袁

果 怨园 例袁 其中新辅助化疗 远圆 例遥 分析 怨园 例 哉杂鄄
愿苑援苑苑豫 袁孕砸 为 愿缘援缘缘豫 袁匀藻则鄄圆 为 苑苑援苑苑豫 袁运蚤鄄远苑 为
怨愿援愿愿豫遥
猿

讨

论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袁在我国

急慢性炎性细胞 源圆 例袁纤维腺瘤 源苑 例袁复杂性腺

占全身各种恶性肿瘤的 苑豫耀员园豫袁呈逐年上升趋势袁

导管内乳头状病变 员远 例袁不典型增生渊葬贼赠责蚤糟葬造 凿怎糟鄄

乳腺癌如何早期发现尧早期诊断一直困扰着临床医

病 圆 例袁硬化性腺病 圆源 例遥 导管内乳头状瘤 员远 例袁

贼葬造 澡赠责藻则责造葬泽蚤葬袁粤阅匀冤圆园 例袁异型细胞 员缘 例袁腺病及
小叶增生 愿缘 例袁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圆 例遥 其他非特
异病变包括异型腺体及纤维结缔组织 圆 例遥 手术病

部分大城市报告乳腺癌占女性恶性肿瘤之首位 咱员暂遥
生袁乳腺肿块确诊需病理检查结果袁肿块切除活检
虽然直接尧准确袁但影响美观袁费用较高袁给部分良性
肿块患者带来痛苦袁术后皮肤疤痕及乳房变形等问题

理结果院员 园园园 例乳腺恶性肿瘤渊含 怨 例未在本院手

不可避免遥 细针抽吸细胞学检查渊枣蚤灶藻 灶藻藻凿造藻 葬泽责蚤则

癌 缘源 例袁浸润性小叶癌 圆缘 例袁黏液腺癌 苑 例袁髓样

及乳腺肿块诊断袁其诊断敏感性为 苑圆豫耀怨怨豫咱圆暂遥 缺点

术袁随访证实均为浸润性导管癌冤袁其中包括导管内

浸润性癌 员 例袁腺鳞癌 员 例袁化生癌渊鳞形细胞癌冤猿
例袁 肠癌转移腺癌 员 例袁 乳头状癌 愿 例袁 筛状癌 员
例袁大 月 细胞恶性淋巴瘤 远 例袁分叶状肿瘤 员圆 例袁

葬贼蚤燥灶 糟赠贼燥造燥早赠袁云晕粤悦冤曾在国内普遍应用于临床可扪
是取材成功率低袁取样少袁不能行乳腺癌分子病理
类型诊断袁 目前已很少应用遥 真空辅助微创活检

渊灾粤月冤旋切术袁切口小袁取出的组织量相对较多袁便

浸润性导管癌 愿愿员 例遥 良性包块 圆源员 例包括院纤维

于病理学组织学诊断袁但由于费用相对较高袁还不

头状瘤 员圆 例遥 未手术 怨园 例渊大 月 细胞恶性淋巴瘤 远

经济尧准确率高而越来越多应用于临床遥 栽葬噪蚤泽 等咱猿暂

腺瘤 远猿 例袁腺病 缘愿 例袁炎性细胞 员愿 例袁导管内乳

例尧腺病和小叶增生 缘员 例袁纤维腺瘤 圆园 例袁炎性肿
块 员猿 例冤遥

能被广大患者接受遥 哉杂鄄悦晕月 以其安全尧方便尧微创尧
认为超声引导下乳腺活检穿刺是一种安全的诊断
方法袁可以取代诊断性切除活检遥 本组根据中国抗癌

比较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结果与手术病理结果袁哉杂鄄

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渊悦月悦杂冤渊圆园员猿 版冤咱源暂对

员园园豫袁阳性预测值为 怨苑豫渊怨苑园 辕 员 园园园冤袁阴性预测值

例袁敏感度 怨苑豫袁诊断符合率为 怨苑援缘愿豫袁正确指数为

悦晕月 诊 断 敏 感 度 为 怨苑豫 渊怨苑园 辕 员 园园园冤袁 特 异 度 为
为 员园园豫渊圆源员 辕 圆源员冤袁假阴性率为 猿豫渊猿园 辕 员 园园园冤袁诊断

员 圆源员 例乳腺肿块进行 哉杂鄄悦晕月袁 诊断乳腺癌 怨苑园

园援怨苑袁约登指数为 园援怨苑袁运葬责责葬 值为 园援怨苑缘 愿遥 文献报

符合率为 怨苑援缘愿豫遥 正确指数为 园援怨苑袁 约登指数为

道袁哉杂鄄悦晕月 诊断符合率达到 愿怨援园豫耀怨怨援远豫咱缘原远暂袁与本

猿园 例假阴性乳腺肿块 哉杂鄄悦晕月 病理结果为院导

理证实为乳腺癌遥 表 员 中可以看出 哉杂鄄悦晕月 标本假

园援怨苑袁运葬责责葬 值为 园援怨苑缘愿渊表 员冤遥

文一致遥 病理为良性肿块 圆苑员 例袁其中 猿园 例术后病

管内乳头状瘤 源 例袁不典型增生 员园 例袁异型细胞

阴性率即病理低估率为 猿豫遥 国内外报道 哉杂鄄悦晕月

级别上皮内瘤变 圆 例遥

阴性的例数越多袁 本组结论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遥

猿 例袁导管内乳头状病变 怨 例袁复杂性腺病 圆 例袁高
对 员 圆源员 例肿块 哉杂鄄悦晕月 标本免疫组化渊陨匀悦冤

结果进行分析袁由于费用较高袁部分病例有缺失袁本

的假阴性率为 园豫耀怨豫 咱苑暂袁并且病例数越多袁发现假

哉杂鄄悦晕月 标本病理低估高危因素包括院粤阅匀尧导管内
乳头状瘤尧导管内乳头状病变尧异型细胞尧复杂性腺

窑员圆圆愿窑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第 猿远 卷第 员园 期
20员远 年 员园 月

报

病及高级别上皮内瘤变遥再燥怎噪 等咱愿暂发现 员源郧 穿刺乳

肿块时的首选方法袁其病理结果可指导乳腺癌患者

均 缘猿豫冤遥 本组前 猿 个高危因素占 猿 辕 源袁粤阅匀 低估率

适合临床推广遥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袁如穿刺病

头状病变伴非典型导管增生低估率达 渊园耀员园园豫袁平
为 缘园豫袁导管内乳头状病变低估率为 圆缘豫袁导管内

乳头状瘤低估率为 缘远豫袁 异型细胞低估率为 圆园豫袁
复杂性腺病及高级别上皮内瘤变低估率高达

员园园豫袁分析原因可能与穿刺取材位置偏移尧取材量

的个体化治疗袁 为乳腺癌综合治疗策略提供依据袁
理为良性未手术患者随访时间较短袁可能存在一定
的假阴性袁应增加随访时间继续观察袁以便得到更

加准确的结果遥 另外 怨 例穿刺恶性未在本院手术患
者袁随访病理结果存在一定偏倚遥

过少尧肿瘤直径较小袁导管内癌微浸润尧导管内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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