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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超声影像报告系统与弹性成像在乳腺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诊断中的
应用价值
慧袁栗翠英鄢袁林红军

王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超声诊断科袁江苏

咱摘

要暂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目的院探讨乳腺超声影像报告系统与弹性成像在乳腺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诊断中的应用价值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已行

常规超声渊怎造贼则燥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袁哉杂冤检查和弹性成像渊怎造贼则葬泽燥灶蚤糟 藻造葬泽贼燥早则葬责澡赠袁哉耘冤检查的 苑远 个乳腺肿物袁结合病理结果袁观察 哉耘 在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诊断中的应用价值遥 结果院哉杂 诊断乳腺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恶性的敏感性 怨远援圆豫袁 特异性 缘远援园豫袁 准确性
远怨援苑豫袁哉耘 诊断的敏感性 远怨援圆豫袁特异性 愿圆援园豫袁准确性 苑苑援远豫袁两者的曲线下面积为 园援苑远员 和 园援苑怨猿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在乳腺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的诊断中 哉耘 的诊断效能与 哉杂 相当袁结合 哉耘 可以减少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粤 和 源悦 类肿块不必要的活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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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西方女性来说袁中国女性乳房体积相对

较小袁脂肪较少袁适合行超声检查 遥 目前乳腺疾病
咱员暂

发病率逐年升高袁超声检查已成为诊断乳腺病变尤
其是乳腺癌的主要影像学方法之一 遥 正确区分乳腺
咱圆暂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远冤员员鄄员猿苑怨鄄园猿

耘造葬曾贼燥 技术遥 首先袁应用二维超声对乳腺肿块进行检
查袁测量肿块大小尧形态尧边缘尧边界尧内部回声尧有
无沙砾样钙化尧血流情况等袁有血流信号的袁测量其
阻力指数值遥 然后切换至弹性成像模式袁感兴趣区

肿块的良尧恶性在临床工作中尤为重要遥 美国放射学

域渊则藻早蚤燥灶 燥枣 蚤灶贼藻则藻泽贼袁砸韵陨冤选取为实性肿块的 圆 倍以

渊月陨鄄砸粤阅杂冤分类标准在超声判断乳腺肿块 良尧恶性中

弹性成像图左侧压力弹簧圈显示为 猿耀源 圈为最好袁

会 渊粤悦砸冤 创立并推荐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得 到 了 广 泛 证 实 遥 超 声 弹 性 成 像 渊怎造贼则葬泽燥灶蚤糟

藻造葬泽贼燥早则葬责澡赠袁哉耘冤技术是近十年来发展较快的新兴技

术 袁被称为超声诊断的野第四次革命冶 遥 但对于乳腺
咱猿暂

则葬责澡赠袁哉杂冤袁既往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遥 本研究旨在探讨

哉杂 和 哉耘 在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中的诊断价值遥
员援员

颜色稳定后进行冻结袁双幅实时观察弹性成像图及
二维超声图遥

参照弹性成像 缘 分法咱远暂袁结合机器自身的图像特

咱源暂

肿块性质鉴别的效能是否优于常规超声渊怎造贼则燥泽燥灶燥早鄄

员

上咱缘暂遥 手持探头垂直于病灶做轻压解压的微小震动袁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对 圆园员圆 年 猿 月要圆园员源 年 缘 月在本院就诊袁超声

诊断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的 苑员 例女性患者袁 共 苑远 个

点袁弹性评分如下院员 分院病变区完全为绿色曰圆 分院病
变区以绿色为主袁混杂少量红色曰猿 分院病变区红色和
绿色所占比例相近曰源 分院 病变区整体为红色或内部

伴有少许绿色曰缘 分院病变区及周围组织为红色覆盖遥
在不知病理结果的情况下袁 由 圆 位有经验的超声医

师对乳腺肿块进行 哉杂 和 哉耘 检查袁每个病灶重复检

查不少于 猿 次袁取相对稳定的图像进行弹性检测袁其
结果与术后病理进行对照分析遥

病灶渊典型的囊性结节除外冤行超声弹性成像检查袁

员援猿

平均渊源圆援远 依 怨援缘冤岁遥

灵敏度尧特异度和准确度遥绘制 砸韵悦 曲线袁计算曲线

所有病灶均经手术病理证实遥 患者年龄 圆员耀远缘 岁袁
员援圆

方法

采用 耘泽葬燥贼藻 酝赠蕴葬遭 栽憎蚤糟藻 超声诊断仪袁 线阵探

头袁频率 源耀员猿 酝匀扎袁型号 蕴粤缘圆猿遥 配备弹性成像 匝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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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

统计学方法

计算 哉耘 和 哉杂 诊断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乳腺肿块的

下面积袁 运用 酝藻凿糟葬造糟 软件比较曲线下面积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病理结果显示 苑远 个肿块中袁良性 缘园 个渊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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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瘤 圆猿 个袁乳腺炎性肿块 缘 个袁乳腺腺病及腺病瘤

猿 个袁纤维囊性乳腺病 愿 个袁导管内乳头状瘤 员园 个袁
复杂囊肿 员 个冤曰恶性 圆远 例渊导管内癌 缘 个袁黏液腺
癌 员 个袁浸润性导管癌 员怨 个袁浸润性小叶癌 员 个冤遥

根据 圆园员猿 新版 月陨鄄砸粤阅杂 分类标准把 源 类病变

亚分类后袁将 源粤 与 源月 亚类之间设为诊断截点遥 哉杂

诊断乳腺恶性病变的敏感性 怨远援圆豫尧 特异性 缘远援园豫尧

图圆

弹性评分为 源 分的导管内乳头状瘤

准确性 远怨援苑豫遥 哉耘 中将 猿 分与 源 分作为诊断截点袁诊
断的敏感性 远怨援圆豫尧特异性 愿圆援园豫尧准确性 苑苑援远豫渊表

员冤遥 哉杂 诊断乳腺恶性病变的敏感性明显高于 哉耘
渊怨远援圆豫 增泽援 远怨援圆豫冤袁哉耘 诊断乳腺恶性病变的特异性
明显高于 哉杂渊愿圆援园豫 增泽援 缘远援园豫冤遥 哉杂 和 哉耘 两者的

曲线下面积为 园援苑远员 和 园援苑怨猿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图 员冤遥
表员

方法
哉杂
哉耘

哉杂 和 哉耘 诊断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参数比较
渊豫冤

员援园园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怨远援圆
远怨援圆

缘远援园
愿圆援园

远怨援苑
苑苑援远

图猿

弹性评分为 圆 分的浸润性导管癌域耀芋级

大渊圆豫耀怨缘豫冤袁所以 圆园员猿 年 粤悦砸 提出将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分为 猿 个亚类袁 并规定了各亚类病变恶性可能

性的具体范围院源粤 渊圆豫耀员园豫冤袁源月 渊员园豫耀缘园豫冤袁源悦
渊缘园豫耀怨缘豫冤咱苑暂遥 使用新的 月陨鄄砸粤阅杂 分类对乳腺肿块
进行评估时袁大多将 源粤 和 源月 作为诊断良恶性病变
的截点袁明显提高了 哉杂 诊断的敏感性遥

园援愿园

员怨怨员 年 韵责澡蚤则 等 咱愿暂首先提出弹性成像的概念袁

园援远园

近十年来实时 哉耘 逐渐成熟并应用于临床遥 组织的

园援源园

分布和肿块组织的生物学特征密切相关咱怨暂遥 乳腺内

弹性取决于它的分子和细微结构袁组织弹性模量的

园援圆园
园

常规超声
弹性评分

腺体组织约乳腺纤维化约非浸润性导管癌约浸润性导

园援圆园 园援源园 园援远园 园援愿园 员援园园
员原特异度
哉杂 和 哉耘 诊断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诊断效能比较

管癌遥 乳腺病变的超声弹性正是基于各组织弹性系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粤 类肿块 圆怨 例袁弹性评分 员耀猿 分诊

中的作用袁 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遥 以往研究表明袁哉耘

图员

园

各组织的弹性系数从小到大排列为脂肪组织约乳腺

断为良性的 圆远 例渊愿怨援苑豫冤袁其中病理为恶性的 员例袁

数的差异袁客观描述肿块的相对硬度来代替主观的

临床触诊遥 但是在临床工作中袁哉耘 在乳房 哉杂 诊断

能明显提高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 咱员园暂遥 本研究中

恶性率约 猿援愿缘豫遥 而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粤 类肿块中弹性评分

哉耘 明显提高了诊断的特异性和准确性袁 通过肿块

类肿块 圆远 例袁且弹性评分为 缘 分的 员猿 例渊缘园豫冤袁病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的诊断中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袁但

误诊的患者中 员 例为导管内乳头状瘤袁误判为

和 哉杂 两 者 的 砸韵悦 曲 线 下 面 积 分 别 为 园援苑怨猿 和

员 分的 员缘 例渊缘员援苑豫冤袁且病理均为良性遥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悦

理均为恶性遥

的软硬度袁 为诊断肿块的良恶性提供一定线索袁在
是却降低了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诊断的敏感性遥 哉耘

源 分袁病理为病灶内间质纤维组织增生袁硬度增加袁

园援苑远员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对于肿块来说袁诊断效能

判为 圆 分袁由于其内部出现液化坏死袁硬度减小袁导

依靠其任一指标遥 这与既往部分研究结果一致 咱员员暂遥

猿

完全替代 哉杂遥 主要原因取决于乳腺肿块内部组织病

导致评分增高渊图 圆冤遥 另外 员 例为浸润性导管癌袁误

致其评分减小渊图 猿冤遥
讨

论

由于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肿块恶性率的跨度范围较

要结合敏感性尧特异性和准确性综合判断袁不能仅

哉耘 在乳房肿块性质的诊断中有一定价值袁但是不能
理的复杂性袁软硬度存在一定的重叠咱员圆暂遥此外袁本研究

所采用的是静态压缩弹性成像袁尽管操作医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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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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冤院员猿苑怨鄄员猿愿员

丰富袁手法规范袁但对于弹性图的判断仍带有很大

的主观性遥 本研究的病例都是先行 哉杂 检查袁 后行

咱猿暂

可以提高乳腺肿块的诊断效能袁这有待于我们加大

咱源暂

样本量后深入研究遥

本研究发现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粤 类肿块 圆怨 例袁 弹性评

分 员耀猿 分诊断为良性的 圆远 例袁其中病理为恶性的

员例袁恶性率约 猿援愿缘豫遥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粤 类肿块中弹性评
分 员 分的 员缘 例袁且病理均为良性遥 临床上对于 月陨鄄

砸粤阅杂 源粤 类的病灶采取随访或活检遥 本研究表明对
于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粤 类且弹性评分为 员 分的乳腺肿块可
以随访袁 以减少患者穿刺的痛苦遥 本研究还发现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悦 类的肿块 圆远 例袁 其中弹性评分 缘 分的
员猿 例袁病理均为恶性遥 对于这样的病灶袁临床可以直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 类乳腺肿块良恶性的诊断效能与 哉杂 相

咱缘暂
咱远暂
咱苑暂

性遥 结合 哉耘 可以减少 月陨鄄砸粤阅杂 源粤 和 源悦 类肿块不
必要的活检遥 近来文献报道的实时剪切波弹性成

咱愿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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