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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在乳腺实性肿块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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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在乳腺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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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弹性成像

检查的 员缘源 个乳腺肿物袁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袁构建受试者应用工作特征曲线渊砸韵悦冤袁观察弹性成像在乳腺实性肿块诊断中的
应用价值遥 结果院常规超声尧弹性评分的曲线下面积渊粤哉悦冤分别为 园援愿远缘尧园援愿远愿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弹性应变率比值为 员援苑 时诊

断乳腺恶性肿块的敏感性 苑远援苑怨豫袁特异性 愿苑援苑远豫袁粤哉悦 为 园援愿缘苑遥 结论院弹性成像技术在乳腺实性肿块的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袁可作为常规超声的辅助诊断遥 弹性比值作为客观的超声诊断方法袁在临床上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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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检查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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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袁超声弹性成像
渊哉耘冤技术在乳腺疾病的诊断中应用广泛遥 本研究旨

在探讨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在乳腺实性肿块鉴别诊
断中的应用价值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对 圆园员猿 年 员圆 月至 圆园员缘 年 缘 月在本院就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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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远冤员圆鄄0员缘缘园鄄园圆

时观察弹性成像图及二维超声图遥 弹性图像中以彩
色编码代表不同组织的弹性大小袁蓝色表示 砸韵陨 内

组织的平均硬度袁绿色表示较平均硬度更软袁红色

表示较平均硬度更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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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和弹性

成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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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弹性成像 缘 分法 咱员暂袁弹性评分如下院员 分院

员猿园 例 员缘源 个乳腺病灶渊典型的囊性结节除外冤行常

病变区完全为绿色曰圆 分院病变区以绿色为主袁混杂

理证实遥 患者均为女性袁年龄 圆员耀苑圆 岁袁平均渊源猿援源 依

近曰源 分院病变区整体为红色或内部伴有少许绿色曰缘

规超声检查及超声弹性检查袁所有病灶均经手术病
愿援园冤岁遥
员援圆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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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肿块大小袁观察肿块部位尧 形态尧 有无包膜尧纵横
比例尧内部回声尧有无钙化尧后方回声尧血流情况袁有

血流信号的袁测量其 砸陨 值遥 然后切换至弹性成像模
式袁感兴趣区域渊则藻早蚤燥灶 燥枣 蚤灶贼藻则藻泽贼袁砸韵陨冤选取为实性

肿块的 圆 倍以上遥 手持探头让探头垂直于病灶做轻

压解压的微小震动袁弹性成像图左侧压力弹簧圈显

示为 猿耀源 圈为最好袁颜色稳定后进行冻结袁双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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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红色曰猿 分院 病变区以红色和绿色所占比例相
分院病变区及周围组织为红色覆盖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 员远援园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袁 以病理

为诊断金标准袁绘制 砸韵悦 曲线袁计算曲线下面积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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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组病理结果示良性 怨愿 例袁 其中纤维腺瘤 缘缘

例袁乳腺炎性肿块 远 例袁乳腺腺病及腺病瘤 愿 例袁纤

维囊性乳腺病 员圆 例袁导管内乳头状瘤 员员 例袁复杂

囊肿 猿 例袁良性梭形细胞肿瘤 员 例袁良性分叶状肿

瘤 圆 例遥 恶性 缘远 例袁其中导管内癌 苑 例袁乳头状癌 圆

例袁黏液腺癌 圆 例袁浸润性导管癌 源猿 例袁浸润性小

叶癌 圆 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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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应变率比值判断乳腺肿块恶性的敏感性

苑远援苑怨豫袁特异性 愿苑援苑远豫袁粤哉悦 为 园援愿缘苑袁最佳截点为

窑员缘缘员窑

操作者的主观性较强袁影响了弹性评分的结果遥 误

诊中的 员 例浸润性导管癌患者袁误判为 圆 分袁由于

员援苑渊图 员冤遥 援常规超声诊断乳腺恶性病灶的 砸韵悦 曲

其内部出现液化坏死袁硬度减小袁导致其评分减小遥

而弹性评分诊断乳腺恶性病灶的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

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弹性应变率比值法可以较

线下面积为 园援愿远缘袁怨缘豫的可信区间为 园援愿员远耀园援怨员源袁

为 园援愿远愿袁怨缘豫的可信区间为 园援愿员圆耀园援怨圆猿袁两者比较
孕 跃 园援园缘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变率比值国际上尚无确切值袁需要在后续的工作中继
续研究遥 因此袁将超声弹性成像与 传统二维 超声联

远园

合起来才能提高诊断乳腺肿块的准确率咱缘暂遥

源园

技术对乳腺实性肿块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袁

本研究表明袁近年来广泛流行的超声弹性成像

可以作为乳腺肿块的辅助诊断遥 弹性应变率比值法

圆园
园

猿

讨

确定弹性应变率比值的最佳临界点为 员援苑袁 判断肿块

静等研究的临界点 猿援园猿 有所不同咱源暂遥 目前对于弹性应

愿园

图员

为客观地反映病灶的硬度遥 在本次研究中袁砸韵悦 曲线
恶性的敏感性 苑远援苑怨豫袁特异性 愿苑援苑远豫遥 这与既往年

弹性比值

员园园

研究表明院 乳腺良恶性病灶的弹性应变率比值

作为一种客观地反映病灶硬度的方法袁有望提供更
园

圆园

源园

远园

员园园原特异性

愿园

员园园

客观尧准确的肿块硬度信息袁这需要我们在以后的
工作中加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遥

弹性应变率比值判断乳腺恶性肿块的 砸韵悦 曲线

咱参考文献暂

论

咱员暂 罗葆明袁欧

生物组织硬度不同袁在施加压力或交变震动刺激时

程学杂志袁圆园园远袁员圆渊缘冤院猿怨远原猿怨愿
咱圆暂 郧蚤怎泽藻责责燥贼贼蚤 郧酝袁酝葬则贼藻早葬灶蚤 粤袁阅蚤 悦蚤燥糟糟蚤燥 月袁藻贼 葬造援 耘造葬泽鄄
贼燥泽燥灶燥早则葬责澡赠 蚤灶 贼澡藻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贼澡藻 灶燥凿怎造葬则 遭则藻葬泽贼 造藻鄄
泽蚤燥灶泽院责则藻造蚤皂蚤灶葬则赠 则藻责燥则贼

表现出的应变和位移不同袁估算被检组织的位移分
布袁近似代表组织内部的硬度分布袁并以伪彩进行

编码成像 遥
咱圆暂

圆园园缘袁员员园渊员鄄圆冤院远怨原苑远

园援愿远缘袁怨缘豫悦陨 为 园援愿员远耀园援怨员源曰哉耘 的 砸韵悦 曲线下面
积为 园援愿远愿袁怨缘豫悦陨 为 园援愿员圆耀园援怨圆猿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遥 表明弹性评分与 月陨鄄砸粤阅杂鄄哉杂 标准有相似的诊
断效果遥 这与既往部分研究结果一致咱猿暂遥 弹性评分
与 月陨鄄砸粤阅杂 诊断标准相似袁主要原因取决于乳腺肿

块内部组织复杂的病理特性袁软硬度之间存在一定
的重叠性遥 本研究所采用的是静态压缩弹性成像袁

咱允暂援 砸葬凿蚤燥造 酝藻凿 渊栽燥则蚤灶燥冤袁

咱猿暂 砸葬扎葬 杂袁韵凿怎造葬贼藻 粤袁韵灶早 耘酝袁藻贼 葬造援 哉泽蚤灶早 则藻葬造鄄贼蚤皂藻 贼蚤泽泽怎藻
藻造葬泽贼燥早则葬责澡赠 枣燥则 遭则藻葬泽贼 造藻泽蚤燥灶 藻增葬造怎葬贼蚤燥灶院韵怎则 陨灶蚤贼蚤葬造 耘曾鄄

以往研究表明袁哉耘 能明显提高肿块良恶性的

诊断效能遥 在本研究中袁哉杂 的 砸韵悦 曲线下面积为

等援 改良超声弹性成像评分标准在

乳腺肿块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咱允暂援 现代临床医学生物工

病灶的硬度可以反映病灶的特性袁病灶不同的
发展阶段其硬度有所不同遥 超声弹性成像技术根据

冰袁

咱源暂
咱缘暂

责藻则蚤藻灶糟藻咱允暂援 允 哉造贼则葬泽燥怎灶凿 酝藻凿袁圆园员园袁圆怨渊源冤院缘缘造原缘远猿
年

静袁郑

慧袁

等援 弹性应变率比值与 月陨鄄砸粤阅杂 标

准鉴别诊断乳腺肿块的对比研究咱允暂援 安徽医科大学学
报袁圆园员缘袁缘园渊员冤院怨愿原员园园

杂糟澡葬藻枣藻则 云运宰袁匀藻藻则 陨袁杂糟澡葬藻枣藻则 孕允袁藻贼 葬造援 月则藻葬泽贼 怎造贼则葬鄄

泽燥怎灶凿 藻造葬泽贼燥早则葬责澡赠鄄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员怨猿 遭则藻葬泽贼 造藻泽蚤燥灶泽 蚤灶 葬
责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 泽贼怎凿赠 憎蚤贼澡 澡蚤泽贼燥责葬贼澡燥造燥早蚤糟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咱允暂援 耘怎鄄
则燥责藻葬灶 允 砸葬凿蚤燥造袁圆园员员袁苑苑渊猿冤院源缘园原源缘远

咱收稿日期暂

圆园员远原园圆原园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