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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靶检查对不典型乳腺癌诊断价值的探讨

刘 琳，陈克敏，陆 健，伍超贤，王忠敏

［摘要］目的:探讨不典型乳腺癌的钼靶 X 线表现，以进一步提高不典型乳腺癌的诊断水平。方法:对 23 例经手术病理证实的

不典型乳腺癌的钼靶 X 线表现总结分析。结果:23 例中，5 例显示为不对称局限性致密影，3 例为局部结构紊乱，3 例显示星

芒征，12 例为簇样细小钙化灶。结论:加强对不典型乳腺癌钼靶 X 线征象的认识，能提高不典型乳腺癌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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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ammography in atypical breast cancer
LIU Lin，CHEN Ke-min，LU Jian，WU Chao-xian，WANG Zhong-min

( Department of Radiology，Luwan Branch of Ruijin Hospital Group，Shanghai 20002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X-ray manifestations of atypical breast cancer and improve the radiological diagnosis．Methods:
The X-ray findings in twenty three cases with breast carcinoma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All cases were confirmed by operation
and pathology． Results: Among the 23 patients，5 cases were demonstrated with small focus of increased density，3 cases with bad focal
architecture distortion，3 cases with star sign，12 cases with clustered minute calcifications． Conclusions: It is needed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atypical X-ray findings，it can heighten the detection rate of atypical breast cancer．
［Key words］breast neoplasms; mammography; stellate sign; calcification

不典型是中较少见的特殊临床类型，由于临床

上不能触及肿块，患者往往又缺乏自觉症状，一般检

查手段难以发现，故易被忽视和误诊，又称为亚临床

乳腺癌，而 X 线钼靶摄片对不典型乳腺癌的诊断有

重要的临床价值。本组收集了我院 23 例不典型乳

腺癌患者的资料，对其 X 线钼靶征象进行分析总

结，以期提高该病的诊断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 1998 年 2 月至 2009 年

10 月，经手术病例证实并于术前行钼靶 X 线摄影的

23 例女性患者，年龄 30 ～ 65 岁。患者多为乳腺增

生，表现或无任何临床症状，6 例临床可扪及块状或

结节感，除 2 例考虑为肿块性质待定外，其余临床诊

断均考虑为良性病变，钼靶 X 线检查时发现异常。
23 例中病变位于左乳房 16 例，右乳房 7 例。其中

位于外上象限 12 例，内上象限 4 例，外下象限 3 例，

内下象限 2 例，乳头后 2 例。
1． 2 方法 采用 LMS 公司的智能型乳腺钼靶 X 线

机，摄片时均行双乳头尾位及 45 度斜位片，必要时

加摄侧位或局部点压片。
1． 3 诊断标准 23 例钼靶 X 线片由两位放射科主

治医师进行读片，按照美国放射学会 BI-RADS 的分

型进行分析并诊断。

2 结果

根据 BI-RADS 标准，影像学表现归为Ⅱ级( 良

性病变) 1 例，Ⅲ级( 可能良性需短期随访) 5 例，Ⅳ
级( 可疑恶性病变) 17 例。病理诊断: 导管原位癌 6
例，小叶原位癌 2 例，浸润性小叶癌 3 例，浸润性导

管癌 12 例。
2． 2 钼靶 X 线表现 ( 1 ) 簇样钙化灶 12 例: 表现

为砂粒样、簇样、针尖样及沿导管分布的短棒状钙化

影( 见图 1) ，其中 8 例与局限性致密影并存，2 例与

结构紊乱并存。( 2 ) 局限性不对称性致密影 5 例:

表现为乳腺局部密度增高，边缘模糊的小片状致密

影( 见图 2) 。( 3) 星芒征 3 例: 表现为病变部位中心

密度增高，并向四周延伸，形似放射状 ( 见图 3 ) 。
( 4) 局部结构紊乱 3 例: 表现为乳腺小梁局限性增

粗、变直，腺体走行方向改变，基质结构紊乱，失去正

常形态，但未形成具体肿块影( 见图 4) 。

3 讨论

不典型乳腺癌由于没有典型的临床表现，患者

又缺乏自觉症状，一般检查手段难以发现。钼靶 X
线乳腺检查已经成为乳腺疾病的常规检查手段，其

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早期乳腺癌的诊断率［1 － 6］，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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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科医生应加强对不典型乳腺癌钼靶 X 线征象的

认识，在诊断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3． 1 簇样钙化灶 钙化在乳腺癌的诊断中占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乳腺癌的一个主要 X 线征

象，而且可能是其唯一的阳性征象［7］。钙化的形态

对鉴别病变的良、恶性尤其对早期原位癌的诊断具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8］。据文献［9］ 报道，约 30% ～
50%乳腺癌患者中可见到钙化。恶性钙化灶一般具

有大小不均、形态不均、密度不均“三不均”特点，用

放大镜观察，常呈短棒状、叉状等多种形态。一般认

为在 1 cm2 范围内细小的钙化颗粒超过 5 个提示恶

性病变的可能性较大［10］。有学者提出，棍棒状钙

化，无论大小、数量多少、密度高低、空间分布的差

异，有无合并肿块，都是乳腺癌极其重要的 X 线征

象。本组恶性钙化灶均支持这一观点。因此，如发

现棍棒分叉型钙化，即使数量较少且未合并肿块，也

应引起足够重视。
3． 2 局限性不对称性致密影 表现为局灶性密度

增高影，形似块状或结节状，但形态不规则且无明显

边界，当病变位于较致密的腺体内，则更难识别而致

漏诊，应引起放射科医生的足够重视。我们认为，该

病灶中心密度较高，边缘较淡、不清，似为一增厚的

腺体，如果病灶周围水肿形成不规则低密度透亮影，

就可使病灶与正常腺体密度有所区别。本组有 5 例

表现为局限性不对称致密影，形似结节，直径约为

3 mm。因此在团片状腺体组织内出现一个孤立的

不对称性增高密度影，并在随访过程中病灶密度逐

渐加深，在排除创伤、慢性炎症等因素后，可能就是

早期不典型乳腺癌的指征。
3． 3 星芒征 为不典型毛刺征象，表现为局部不规

则片状纠集，但病灶中心可见一绿豆大小的微小星

核，并向四周车轮辐条样延伸出多个粗细不均，长短

不一的线条影，为癌细胞向间质浸润，并引起小梁收

缩所致。但有时瘢痕病灶亦显示类似毛刺征象，应

予鉴别。本组有 3 例表现为不规则小片样纠集影，

形似星云状。须注意这些经毛刺应与术后瘢痕形成

鉴别。
3． 4 局部结构紊乱 该征象被众多学者认为是钼

靶 X 线诊断乳腺癌的一个重要征象。如乳腺小粱

和腺体走行方向改变，小梁局限性增粗、变直，基质

结构紊乱，但未见明显的肿块影。其形成机制是正

常组织对恶性肿瘤的反应性纤维组织增生，并使脂

肪和正常乳腺实质间的界面发生扭曲、紊乱，如进一

步发展，则形成毛刺征［11］。本征象与正常小梁线条

影重叠较易漏诊，应仔细分析。本组有 3 例表现为

局部结构紊乱。
高质量的乳腺片是诊断不典型乳腺癌的有效保

证。CT、MRI 对乳腺检查也有其特征性，但由于设

备和费用昂贵不作为首选。由于不典型乳腺癌的触

诊都为阴性，临床无法明确诊断，大多数依靠乳腺 X
线片。因此，务必对每位受检者提供高质量的乳腺

片才可为诊断提供依据。我科在引进计算机 X 线

摄影后，图像经过后处理，大多能获得高对比度、高
分辨率的图像，为不典型乳腺癌的诊断提供了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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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字化 X 线引导术前定位技术在乳腺亚临床病变中的应用

高之振，何晓东，杨菊萍，马诚诚，王玲玲

［摘要］目的:探讨全数字化乳腺 X 线引导下细针定位技术对亚临床乳腺病变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经病理证实的亚临床乳

腺病变 43 例，术前均采用全数字化乳腺 X 线引导下细针定位，摄头尾位及侧位片明确定位针与病灶的位置关系。结果:43 例

中 41 例 1 次定位成功，2 例 2 次定位成功，43 例手术均准确切除病灶; 43 例病灶，X 线显示单纯钙化 23 例，单纯小结节 10 例，

小结节伴钙化 6 例，伴或不伴钙化的结构扭曲 2 例，局灶致密影 2 例。结论:全数字化乳腺 X 线引导下细针术前定位技术对乳

腺亚临床病变的定性诊断及指导手术有重要的价值，是一种简便、快捷和准确的定位方法。
［关键词］乳腺疾病; 全数字化乳腺摄影术; 细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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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eedle biopsy guided by
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in nonpalpable breast lesion
GAO Zhi-zhen，HE Xiao-dong，YANG Ju-ping，MA Cheng-cheng，WANG Ling-ling

( Department of Radi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guided needle localization biopsy in
nonpaloable breast lesion．Methods: Froty-three cases were proved by surgery and pathology． All cases were performed with 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guided needle localization biopsy with routine method before surgery． Craniocaudal view and midiolateral view
were conducted to show localization of needle． Results: Among Froty-three cases，they were punctured successfully only one time，3
cases two times，23 cases had calcifications，10 cases showed small nodules with calcifications，6 cases showed small nodules，2 cases
occurred focal architecture distortion with or without calcifications，2 cases demonstrated small focus of increased density，Conclusions:
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guided needle localization biopsy is a simple，quick and accurate technique． It has important value in
nonpaloable breast lesion and operation．
［Key words］breast diseases; 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needle location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1］，严重

威胁妇女的健康和生命。早期、准确、微创或无创性

诊断乳腺癌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随着现代影像

学的发展和肿瘤学对乳腺癌认识的提高，

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
使更多的

靠的依据，极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建议影像科

医生在阅片时要考虑到不典型乳腺癌的隐匿性和不

典型性，见到上述征象时，应仔细，慎重，以免漏诊。
我们强调，对可疑乳腺癌的年轻患者乳腺及多量腺

体型乳腺，结合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是准确诊断不

典型乳腺癌的黄金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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