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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超声联合乳腺 X 线钼靶摄影在乳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遥 方法 选择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9 月本中心收治的 70 例乳腺癌患者纳入本研究袁所有患者均行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辅助检查袁回顾
性分析单独使用超声或乳腺 X 线摄影辅助检查及两者联合检查诊断乳腺癌的符合率遥 结果 彩色超声检查尧乳

腺 X 线摄影阳性诊断符合率显著低于超声联合乳腺 X 线摄影检查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从乳腺密度尧病
理学类型方面来看袁彩色超声检查尧乳腺 X 线钼靶摄影诊断正确率均显著低于超声联合乳腺 X 线钼靶摄影检查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结论 应用彩色超声和乳腺 X 线摄影辅助检查诊断乳腺癌各有优势袁两者联合检
查可显著提高诊断准确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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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mammography in diagno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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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value of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mamm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dmitted to our center from August 2019 to September

2020 were selected. All patients were given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and auxiliary mammography. The coincidence

rates of ultrasound or auxiliary mammography alone and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mamm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coincidence rates of positive diagnosis of color ultrasound and
mammograph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mammograph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P<0.05).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reast density and pathology,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ates of color
ultrasound and mammograph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mammography, the differ鄄

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Color ultrasound and mammography both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Color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mammograph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iagnosis.

[Key words]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Mammography; Combined examination; Breast cancer; Diagnosis coincidence
rate

乳腺癌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第一

大恶性肿瘤袁且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遥 早发现尧
[1]

早诊断及早治疗可提高乳腺癌患者预后袁可将患者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9 月本中心收治的

存率显著提升 遥 目前袁临床对于该疾病常用的影像学

70 例乳腺癌患者纳入本研究渊均经手术切取或活检

研究发现这两种检查手段若单一使用存在较高的漏

浸润性导管癌 30 例袁浸润性小叶癌 21 例袁黏液腺癌

[2]

诊断方法为乳腺 X 线摄影尧彩色多普勒超声等袁相关

诊率袁比例高达 20%遥与此同时袁由于良恶性肿块的超
声声像特征和乳腺 X 线摄影会出现重叠现象袁不仅

增加了临床诊断难度袁同时提高了乳腺癌的漏诊率和

误诊率遥 本研究目的是探讨超声联合乳腺 X 线摄影
诊断乳腺癌的临床价值袁现报道如下遥

确诊冤遥 年龄 30耀70 岁袁平均渊51.0依6.4冤岁曰病理类型院
和髓样癌 8 例袁导管内癌 11 例曰乳腺密度类型院脂肪型
52 例袁致密型 18 例遥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淤初诊者曰于经病理证实的乳腺恶性
肿瘤者曰盂均行彩色多普勒和乳腺 X 线摄影检查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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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临床资料完整者遥

1.6 统计学方法

瘤者曰盂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遥

资料以[%渊n/N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袁根据彩

1.2.2 排除标准 淤新辅助治疗后者曰于伴其他恶性肿
1.3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彩色多普勒和乳腺 X 线摄影检查遥

1.3.1 彩色多普勒超声 首先让患者保持仰卧位袁充分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数

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检查诊断符合率绘制

ROC 曲线并得到相应参数袁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遥

显露双侧乳房和腋窝袁在乳房表面皮肤上合理放置探

头袁在此期间需适当加压袁若力度过大会使较小的病

2 结果

灶不是十分明显袁若力度过轻会使探头和皮肤不能良

2.1 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及联合检查的阳

好接触遥 扫查范围以乳头中心为主袁放射状向四周扫

性诊断符合率

彩色多普勒诊断符合率为 71.43%袁低于两者联

描袁同时经多切面进行扫描袁包括横向尧纵向和斜向袁
观察肿块形态尧大小和所在位置袁同时重点关注内部

回声[3]遥 观察钙化和液化状况袁观察肿瘤与周围组织的

关系尧腋窝淋巴有无异常遥 另外袁还需关注肿块的血流
信号遥

1.3.2 乳腺 X 线摄影 患者取站立位袁扫描双侧乳腺轴

合检查的 95.71%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 =15.035袁
P<0.05冤曰乳腺 X 线摄影诊断符合率为82.86%袁也明

显低于联合检查的 95.71%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字2 =
6.048袁P<0.05冤遥 见表 1遥

位和内外侧斜位片袁结合实际情况加摄并将片放大袁

表 1 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及联合检查的阳性诊断符合率

如病变切线尧侧卧和局部袁观察病灶的具体特征尧周围

检查方法

是否发生钙化袁同时还需关注钙化的形态尧大小及数

彩色多普勒超声
联合检查

量等[4]遥

乳腺 X 线摄影

1.4.1 彩色多普勒超声 肿块形态缺乏规则性袁边界模

P值

1.4 诊断依据

糊袁伴有暗晕曰肿块直径跃1 cm袁内部回声较低或不均

匀袁后方回声可见衰退袁侧方未见声影遥 探头加压后形态

字2 值

患者乳腺 X 线摄影图像进行分析遥 乳腺腺体类型分
为脂肪型尧散在纤维腺体型尧不均匀致密型和极度致

密型渊D 型冤遥 乳腺 X 线摄影影像学表现分为正常尧肿

检出例数

占比[%渊n/N冤]

70
70

50

71.43渊50/70冤

70

58
67

95.71渊67/70冤

82.86渊58/70冤
14.880
约0.05

2.2 乳腺密度类型诊断准确率结果分析

未发生变化袁位置固定较好袁肿块血供丰富袁形态异常遥

1.4.2 乳腺 X 线摄影 根据 2013 版 BI-RADS 标准对

n

从乳腺密度类型来看袁联合诊断的准确率高于单

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检查准确率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表 2 乳腺密度类型诊断准确率结果分析[%渊n/N冤]

块尧单纯钙化尧结构扭曲及不对称遥 分析并记录肿块大

检查方法

脂肪型渊n=52冤

致密型渊n=18冤

小渊长径和短径冤尧形状渊圆形尧卵圆形和不规则形冤尧边

彩色多普勒超声

84.62渊44/52冤

27.78渊5/18冤

100.00渊52/52冤*

88.89渊16/18冤*

约0.05

约0.05

缘渊清楚尧遮蔽尧小分叶尧模糊和毛刺冤和密度渊高密度尧
低密度尧等密度和含脂肪冤遥 钙化形态分为点状尧无定
形尧细线状或细线分枝状尧细小多形性及粗大不均质遥

乳腺 X 线摄影
联合检查
字2 值
P值

16.919

50.00渊9/18冤

注院与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比较袁*P约0.05

钙化分布分为散在分布尧区域分布尧集群分布尧线样分
布及段样分布遥 不对称包括不对称尧局灶性不对称尧大

67.31渊35/52冤

20.673

团样不对称及进展性不对称遥 乳腺 X 线摄影主要通

2.3 不同乳腺癌病理类型诊断准确率结果分析

porting and data system袁BI-RADS冤标准对乳腺及病灶

于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单独检查袁差异有

评估疗效的目的 遥

2.4 彩色多普勒尧乳腺 X 线摄影对乳腺癌的预测效率

过运用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渊Breast imaging re
进行分析描述袁从而达到检测病灶尧评估病灶良恶性尧
[5]

1.5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乳腺 X 线摄影检

查的阳性诊断符合率袁不同乳腺密度类型和病理类型
的诊断准确率遥
132

从乳腺癌病理类型来看袁联合诊断的准确率均高

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本研究根据 70 例乳腺癌患者的彩色多普勒超

声尧乳腺 X 线摄影检查的乳腺癌诊断符合率袁绘制预

测乳腺恶性肿瘤的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图袁由敏感度
和特异度之和最大化原则计算两种检查方法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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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乳腺癌病理类型诊断准确率结果分析[%渊n/N冤]
检查方法

浸润性导管癌渊n=30冤

浸润性小叶癌渊n=21冤

黏液腺癌和髓样癌渊n=8冤

导管内癌渊n=11冤

彩色多普勒超声

50.00渊15/30冤

23.81渊5/21冤

25.00渊2/8冤

36.36渊4/11冤

联合检查

86.67渊26/30冤*

85.71渊18/21冤*

87.50渊7/8冤*

100.00渊11/11冤*

约0.05

约0.05

约0.05

约0.05

乳腺 X 线摄影
字2 值
P值

46.67渊14/30冤

42.86渊9/21冤

12.436

16.893

注院与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比较袁 P约0.05
*

25.00渊2/8冤
8.392

36.36渊4/11冤
12.158

度和特异度遥 彩色多普勒超声敏感度为 59.2%袁特异

健康遥 据国外研究显示袁西方国家 20 岁左右出现乳腺

积的标准误为 0.067袁面积的 95%置信区间为 0.57耀

发病率会提升遥 我国乳腺癌发生率在绝经后会明显降

度为 66.7%袁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0.701袁面

0.831遥 见图 1遥 乳腺 X 线摄影敏感度为 87.9%袁特
异度为 54.1%袁接受者操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0.669袁

面积的标准误为 0.065袁面积的 95%置信区间为0.542耀

0.796遥见图 2遥 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检查的
预测乳腺癌诊断符合率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
0.05冤遥

癌袁45耀50 岁之间有较高的发生率袁随着年龄的增长
低袁45耀60 岁为疾病的高峰阶段遥 由于乳腺癌疾病难
以做到针对性预防袁尽早发现及尽早诊断对乳腺癌患
者生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遥
乳腺癌具有较长的癌变过程袁由细胞过度增殖发
展至癌变的过程至临床可将肿块检测出袁在此期间若
将肿瘤及时查出对乳腺癌的尽早治疗及预后至关重
要遥 彩色超声仪器经高频探头可将微小腺体肿块

ROC 曲线

渊0.3耀0.5 cm冤检测出袁不仅可对乳腺内实质肿块正确

区别袁同时可将乳腺内部的肿块大小尧位置和边缘有效
检测袁形状尧内部回声等微小病理变化也可检测出[6-7]遥

乳腺 X 线钼靶通过对 X 线片上肿块和钙化点进行分
析袁可对病灶的性质予以判断袁具有较高的分辨率袁尤
其是微小病灶[8]遥

乳腺癌的早期临床诊断对患者的临床治疗和预

后具有重要价值袁目前乳腺癌的临床诊断手段主要是

通过彩色超声和乳腺 X 线两种方法袁此两种方法在
操作上较为简单袁且无创伤遥 超声具有较强的组织穿
1-特异度

透力袁能够对乳腺组织进行断层解剖袁从而发现其内

图 1 彩色多普勒超声预测乳腺癌的 ROC 曲线

部组织结构发生的病变袁尤其对高密度乳腺组织具有

良好的诊断价值遥 而乳腺 X 线检查袁是当前公认的诊

ROC 曲线

断早期乳腺癌符合率较高的方法之一袁其敏感度同乳

腺组织的密度之间呈明显的负相关袁因此袁对于脂肪
型乳腺密度来说袁乳腺 X 线检查符合率则更高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X 线摄

影阳性诊断符合率显著低于联合检查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P<0.05冤袁说明对于小型恶性肿瘤和肿块内部
钙化袁应用乳腺 X 线摄影可清晰显示袁同时可展现毛

刺边缘遥 但是从乳腺腺体内部肿块来看袁乳腺 X 线摄

影显示率比彩色多普勒超声更低遥 联合检查可为乳腺
癌的诊断和尽早发现奠定良好基础[9-10]遥 从乳腺癌类

1-特异度

图 2 乳腺 X 线摄影预测乳腺癌的 ROC 曲线

型来看袁联合检查诊断准确率显著高于彩色多普勒超
声尧乳腺 X 线摄影检查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

3 讨论

在女性恶性肿瘤疾病中乳腺癌位居首位 袁且近
[1]

年来该疾病的发生率逐年增加袁严重威胁女性的生命

提示彩色多普勒超声可将乳腺的解剖层次尧乳腺内部
结构清晰显示袁尤其是致密型乳腺袁具有较高的诊断
价值袁联合诊断的敏感度较比彩色多普勒超声尧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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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线摄影单独检查更高[11-12]遥 从乳腺癌病理类型来看袁
联合诊断准确率显著高于彩色超声尧乳腺 X 线摄影

检查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就浸润性导管癌
而言袁钙化较为典型袁实施乳腺 X 线摄影检查具有较

高的诊断准确率曰就黏液腺癌而言袁应用彩超可将病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9 月第 59 卷第 27 期

[6]

[7]

灶内部血流流速予以辨别袁从而将阳性诊断率显著提
升袁联合检查可将诊断准确率显著提高[13-15]遥

综上所述袁联合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及乳腺

X 线摄影检查诊断乳腺癌均各有优势袁两者联合检查
同时可从各个方面将病灶的特征充分反映袁综合评估

后给予准确的影像学诊断遥 因此遥 临床上主张联合应

[8]

[9]

用两种手段诊断乳腺疾病袁不仅显著提高乳腺癌的诊
断准确率袁而且提升了乳腺癌的早期诊断率袁从而提
高预后遥

[3]
[4]
[5]

Bray F袁Ferlay J袁Soerjomataram I袁et al. Global cancer

29渊11冤院1547-1550.

庄丽袁王慧明袁宋法亮袁等.高频超声与 X 线钼靶对早

期乳腺癌的诊断价值[J].实用放射学杂志袁2017袁33渊7冤院
1020-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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