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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超声检查在性早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武

苏袁朱子阳袁刘倩琦袁顾

威袁石

星袁倪世宁鄢

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袁江苏

咱摘

南京

圆员园园园怨冤

目的院探讨乳腺超声检查在女性性早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遥 方法院选取乳房发育的女童 圆园园 例袁其中单纯性乳房早

要暂

发育组 缘源 例袁中枢性性早熟组 员员圆 例袁对照组为 猿源 例青春发育早期儿童袁分别进行乳腺超声检查和雌激素渊耘圆冤尧孕激素尧催乳

素尧黄体生成素渊蕴匀冤峰值尧促卵泡激素渊云杂匀冤峰值尧骨龄等指标的检测袁分析乳房超声检查结果与激素之间的相关性遥 结果院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袁 中枢性性早熟组乳房体积较单纯性乳房早发育组及青春发育早期组明显增大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 卡方检验

栽葬灶灶藻则圆耀源 期构成比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相关性分析显示乳房体积与雌激素尧蕴匀 峰值尧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尧 体重指数

渊月酝陨冤尧骨龄呈正相关袁与孕酮尧催乳素尧年龄尧云杂匀 峰值之间没有相关性遥 以乳房体积为因变量袁雌激素尧蕴匀 峰值尧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尧月酝陨 为自变量袁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乳房体积的影响因素袁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是影响乳房体积的相关因素渊乳房体积越

圆援缘圆猿 垣 圆援圆远愿伊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曰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结论院乳腺超声检查对乳房发育情况的评估优于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袁对单纯性乳房发
育及中枢性性早熟的鉴别诊断有一定帮助袁且在预测快速进展型中枢性性早熟中有一定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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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早熟指女孩在 愿 岁以前袁男孩在 怨 岁以前出

并计算体重指数渊遭燥凿赠 皂葬泽泽 蚤灶凿藻曾袁月酝陨冤袁同时明确乳

女孩青春期发育顺序为院乳房发育袁阴毛尧外生殖器

激素释放激素渊郧灶砸匀冤激发试验袁分别测 园尧猿园尧远园 和

现第二性征或者女孩在 员园 岁以前发生月经初潮 遥
咱员暂

的改变袁腋毛生长袁月经来潮 遥 乳房发育是青春发
咱圆暂

育的第一步袁也是临床最容易观察到的体征袁在临
床工作中袁大多数性早熟患儿以野乳房发育冶为主诉
入院遥 但在性早熟的病因诊断中袁乳房发育的程度
并不被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遥 本研究通过对 圆园园 例

性早熟及青春发育儿童乳房超声检查与激素之间
的相关性分析袁以期揭示乳腺超声检查在女性性早
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遥
员

对象与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分析 圆园员缘 年 苑 月要圆园员远 年 猿 月在 南京 医 科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乳房发育女童

房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遥 完善 耘圆尧孕酮尧催乳素检查袁行促性腺
怨园 皂蚤灶 的黄体生成素渊蕴匀冤和促卵泡激素渊云杂匀冤水平袁

取 蕴匀 峰值及 云杂匀 峰值袁并计算 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遥

员援圆援圆

辅助检查

所有患儿完善骨龄尧乳房 月 超检查遥 其中乳房

月 超检查采用 孕澡蚤造蚤责泽 蚤怎圆圆 超声显像袁蕴鄄员圆缘 探头袁频

率为 员园 酝匀扎袁患儿取仰卧位袁以乳头为中心袁从 员耀

员圆 点顺 辕 逆时针向连续转动检查袁 测量乳腺最大垂
直前后径尧横向最大左右径尧纵向最大头尾径袁乳房

容积越最大垂直前后径伊横向最大左右径伊纵向最大
头尾径伊园援缘圆猿咱猿暂遥 因为乳房发育的不对称性袁所以分

别测量双侧乳房袁计算体积并取平均值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软件袁 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

圆园园 例遥 所有患儿无神经系统症状或中枢性病因袁

渊x 依 s冤表示袁采用方差分析袁继以 蕴杂阅 行组间两两

员援圆

析曰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乳房体积的影响因素曰孕

除外外源性雄激素或雌激素渊藻泽贼则葬凿蚤燥造袁耘圆冤暴露遥

员援圆援员

方法

实验室检查
所有患儿由内分泌科专科医师测量身高尧 体重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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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

比较曰组内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构成比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分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一般情况

圆园园 例乳房发育女童中 员远远 例为性早熟病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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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源 例为 愿 岁后出现乳房发育的青春发育早期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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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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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杂匀 峰值尧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尧耘圆尧 乳房体积明显增

完善相关检查后 参照 圆园员缘 年中 枢性性早熟 诊断

高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孕 越园援园园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孕 越园援园园圆袁孕 越

性乳房早发育组 缘源 例袁中枢性性早熟渊糟藻灶贼则葬造 责则藻鄄

偏小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但乳房体积偏大渊孕越园援园圆愿冤曰单纯性

与治疗共识又将性早熟病例分为两组袁 其中单纯
糟燥糟蚤燥怎泽 责怎遭藻则贼赠袁悦孕孕冤组 员员圆 例袁单纯性乳房早发育

组及 悦孕孕 组年龄尧月酝陨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具有可比性渊表 员冤遥 与单纯性乳房早发育

组比较袁悦孕孕 组骨龄明显增大 渊孕越园援园员苑冤袁蕴匀 峰值尧
表员

园援园园源冤曰与青春发育早期组比较袁悦孕孕 组年龄尧骨龄均

乳房早发育组与青春发育早期组比较袁青春发育早期
组 蕴匀 峰值尧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尧耘圆尧孕酮水平均明显

增高 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曰栽葬灶灶藻则圆耀源 期构成比卡方检验结果
显示 猿 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猿 组儿童的一般情况

项目

单纯性乳房早发育组渊灶越缘源冤

中枢性性早熟组渊灶越员员圆冤

青春发育早期组渊灶越猿源冤

年龄渊岁冤
骨龄渊岁冤
骨龄原年龄渊岁冤
月酝陨渊噪早 辕 皂圆冤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咱灶渊豫冤暂
圆
猿
源
蕴匀 峰值渊皂哉 辕 蕴冤
云杂匀 峰值渊皂哉 辕 蕴冤
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
耘圆渊责皂燥造 辕 蕴冤
孕酮渊灶皂燥造 辕 蕴冤
催乳素渊皂哉 辕 蕴冤
乳房体积渊糟皂猿冤

源猿渊苑怨援远猿冤
员员渊圆园援猿苑冤
园渊园冤 园援援
园园猿援员苑 依 员援员缘鄢鄢鄢裕裕裕
园员圆援愿远 依 缘援圆缘鄢鄢鄢
园园园援圆苑 依 园援员源鄢鄢鄢裕裕裕
园圆源援怨圆 依 员苑援源圆鄢鄢裕裕裕
园园园援缘员 依 园援源圆裕裕裕
圆源源援远员 依 员圆怨援怨园
园园圆援怨猿 依 圆援远源鄢鄢

苑员渊远猿援猿怨冤
猿缘渊猿员援圆缘冤
远渊缘援猿远冤
园员愿援园圆 依 员远援员员
园员缘援怨苑 依 缘援苑圆
园园员援员愿 依 园援怨圆
园源愿援远圆 依 缘猿援园圆
园园园援源猿 依 园援猿员裕裕裕
圆源员援园猿 依 员缘远援愿员
园园缘援猿员 依 远援员远裕

圆员渊远员援苑远冤
圆员渊远员援苑远冤
园渊园冤园园
园员远援猿源 依 员圆援苑苑
园员猿援怨猿 依 缘援源
园园员援员缘 依 园援愿圆
园远园援缘缘 依 源猿援源苑
园园园援愿园 依 园援源员
圆缘园援猿园 依 员猿怨援缘园
园园猿援员愿 依 圆援猿猿

园园远援愿怨
园园愿援园远
园园员援员愿
园员远援愿员

依
依
依
依

员援缘员裕裕裕
圆援员远鄢裕裕裕
员援园员鄢
圆援源圆

园园苑援员猿
园园愿援愿员
园园员援远苑
园员远援苑苑

依
依
依
依

员援缘缘裕裕裕
员援愿愿裕裕裕
员援缘缘
圆援圆圆

园园怨援园园
园员园援员远
园园员援员缘
园员苑援园怨

与中枢性性早熟组比较袁鄢孕 约 园援园缘袁鄢鄢 孕 约 园援园员袁鄢鄢鄢孕 约 园援园园员曰与青春发育早期组比较袁裕孕 约 园援园缘袁裕裕裕孕 约 园援园园员遥

圆援圆

性早熟病例组乳房体积相关因素回归分析

相关性分析显示乳房体积与 耘圆尧蕴匀 峰值尧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尧月酝陨尧骨龄之间呈正相关袁与孕酮尧
催乳素尧年龄尧云杂匀 峰值之间没有相关性渊表 圆冤遥 以
乳房体积为因变量袁耘圆尧蕴匀 峰值尧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

值尧月酝陨 为自变量袁 应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乳
房体积的影响因素袁发现 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是影响

乳房体积的相关因素渊乳房体积越圆援缘圆猿 垣 圆援圆远愿伊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曰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砸 圆越园援员猿苑冤遥

猿

讨

论

近年来袁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尧环境污染尧含激
素食物及盲目进补尧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袁女性性

表圆

依
依
依
依

园援源猿
员援园远
员援园苑
圆援圆远

性早熟组患儿乳房体积的相关性分析

因素

耘圆
蕴匀 峰值
云杂匀 峰值
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
月酝陨
孕酮
催乳素
年龄
骨龄

则值
园援员缘缘
园援猿缘愿
园援园园愿
园援猿苑圆
园援圆猿愿
园援园源苑
原园援园源圆
园援园苑缘
园援员远苑

孕值
园援园源苑
园援园园园
园援怨员源
园援园园园
园援园园圆
园援缘源苑
园援缘怨园
园援猿猿苑
园援园猿猿

大袁 中枢性性早熟患儿不仅第二性征提前出现袁还

会影响患儿的心理发育及终身高袁所以需要 郧灶砸匀琢
治疗袁而单纯性乳房早发育一般不需要治疗咱缘暂袁所以

早熟的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咱源暂遥 性早熟按病因可

正确鉴别两者非常重要遥

其中部分性性早熟包括单纯性乳房早发育尧单纯阴

郧灶砸匀 激发试验尧骨龄测定尧超声尧悦栽尧酝砸陨 等检查手

分为中枢性性早熟尧外周性性早熟尧部分性性早熟袁
毛早现尧单纯性早初潮等遥 因为早期临床表现相似袁
单纯从临床表现上很难区分中枢性性早熟及单纯
性乳房早发育袁 但两者的治疗方法和预后差别很

在性早熟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方面袁 通常采用

段袁其中最有诊断意义的 郧灶砸匀 激发试验需在短时

间内多次静脉穿刺采集血样 咱圆袁远暂袁费时又不经济袁部
分患儿及家长难以接受袁不适用于每个临床初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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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袁朱子阳袁刘倩琦袁等援乳腺超声检查在性早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咱允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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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员原员圆源猿袁员圆缘愿

性早熟的患儿遥 随着超声技术不断发展袁其在性早
熟的诊断应用中不断被普及袁超声检查可直接观察
患儿体内生殖器及乳腺的发育情况袁在女童性早熟
遥

咱苑原怨暂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中优于其他常规辅助检查
况

目前临床多以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确定乳房发育的情
袁但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并不能真实反映乳腺的发育情

咱员园暂

况袁特别是在肥胖的患儿中袁容易存在主观误差遥 本

文单纯性乳房早发育组乳房发育分布在 栽葬灶灶藻则圆耀猿

窑员圆源猿窑

基本一致袁但进程较正常快袁生长时间缩短遥 本文

悦孕孕 组与青春发育早期对照组比较袁月酝陨尧蕴匀 峰值尧
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比值尧耘圆尧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均无统计学
差异袁青春发育早期组年龄较 悦孕孕 组大袁但骨龄原年

龄两组无差异性袁且 悦孕孕 组乳房体积明显增大袁进一

步说明 悦孕孕 患儿青春期进展快袁 需正确识别及早期

治疗遥

虽然本文及既往研究咱员猿原员源暂均证明乳房体积与耘圆

期袁悦孕孕 组乳 房发 育分 布 在 栽葬灶灶藻则圆耀源 期袁悦孕孕 组

正相关袁但因为 耘圆 的水平变异较大袁低水平的 耘圆 也

无法单纯根据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进行鉴别诊断遥 但超声下

的诊断标准遥 在本文分析中袁悦孕孕 组 耘圆 水平较单纯性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偏大袁 但卡方检验结果组间无差异性袁

乳腺体积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性袁悦孕孕 组乳房体

不能除外 悦孕孕袁因此 耘圆 水平不宜作为中枢性性早熟

乳房早发育组增高袁 与青春发育早期组比较无差异

积明显增大遥 对乳房体积进行相关性分析袁发现乳

性袁提示在性早熟患儿中袁较高的基础 耘圆 水平渊怨缘豫

间呈正相关袁进一步多元回归分析建立乳房体积的

总之袁乳腺超声检查对乳房发育情况的评估优

房体积与 耘圆尧蕴匀 峰值尧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尧月酝陨 之

回归模型显示袁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与乳房体积相关
渊乳房体积越圆援缘圆猿 垣 圆援圆远愿伊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冤袁参

悦陨院猿愿援远怨耀缘愿援缘缘 责皂燥造 辕 蕴冤需警惕 悦孕孕 的可能遥

于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袁对单纯性乳房发育及 悦孕孕 的鉴别诊

断有一定的帮助袁且在预测快速进展型 悦孕孕 中有一

照 圆园员缘 年的中枢性性早熟诊断与治疗共识袁蕴匀 峰

定的价值遥 对比骨龄测定和 郧灶砸匀 激发试验检查袁

型 悦孕孕 患儿的 蕴匀 峰值 辕 云杂匀 峰值比值较高

长及患儿接受袁因此袁推荐在性早熟患儿的诊治中

值 辕 云杂匀 峰值跃园援远袁考虑青春期启动袁同时快速进展

遥 结

咱员员原员圆暂

乳腺超声检查安全性高袁花费低袁创伤小袁容易被家

合本文模型袁乳房体积逸猿援愿愿猿 糟皂 袁提示中枢性性早

常规行乳腺超声检查遥

可能性大遥 因此袁在临床工作中袁对乳腺体积的监测

中对 月 超方面知识的指导遥

猿

熟可能性大袁 乳房体积越大袁 提示快速进展型 悦孕孕
可能帮助识别快速进展型 悦孕孕遥

悦葬造糟葬贼藻则则葬 等咱员猿暂研究发现乳腺超声检查对乳房成

熟度的识别较 栽葬灶灶藻则 分期好袁乳房容积逸园援愿缘 糟皂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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