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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触诊阴性乳腺癌 23 例误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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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总结临床触诊阴性乳腺癌的误诊原因,提高乳腺癌的诊断水平。 方法:对 23 例经病理证实的临床触诊均阴

性的乳腺癌误诊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总结误诊原因。 结果:23 例初诊均误诊为良性疾病,其中乳腺增生病 16 例,乳腺增生

伴瘤样形成趋势 4 例,术后瘢痕形成 1 例,乳头湿疹 1 例,乳腺导管内乳头状瘤 1 例。 误诊时间分别为 3 个月至 1 年。 结论:
临床触诊阴性乳腺癌往往表现(触诊阴性、辅助检查征象)不典型,临床医生应改进观念,提高警惕,及时运用或联合运用适当

的检查方法,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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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s for misdiagnosis of palpation鄄negative breast cancer:an analysis of 23 cases
ZHOU Rui1,HUANG Jian鄄kang1,PENG De鄄feng1,ZHU Jin鄄hai1,ZHU Zheng鄄zhi1,SU Lei2,YANG Li3

(1. Department of Oncological Surgery,2. Department of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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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cancer by analyzing the reasons for misdiagnosis of palpation鄄negative breast
cancer. Methods:Twenty鄄three cases of palpation鄄negative breast cancer confirmed by pathology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and the
reasons for misdiagnosi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Of the 23 cases misdiagnosed,16 cases were proved to have mammary gland ill
hyperplasia,4 cases mammary gland hyperplasia with tumor formation trend,1 case had postoperative scarring nipple eczema,1 case
Nipple eczema and 1 case breast intraductal papilloma. The misdiagnosis occurred 3 months to 1 year before confirmation. Conclusions:
The features of palpation鄄negative breast cancer are usually not typical. Clinicians should heighten vigilance and use timely or jointly
proper inspection methods to improve the diagnosis accuracy of breast cancer.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misdiagnosis;X鄄ray features

摇 摇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大多数乳腺癌的诊

断已不难,但在一些触诊阴性病变中,由于超声、X
线等表现也不典型, 诊断较困难, 易误诊或漏

诊[1 - 2]。 2010 年 5 月至 2012 年 12 月,我科共收治

557 例乳腺癌,其中 23 例(4. 1% )临床触诊阴性,初
诊时均误诊为良性疾病或漏诊。 现就其误诊原因作

一分析,以期提高乳腺癌的诊断水平,降低误诊率。

1摇 资料与方法

摇 摇 23 例均为女性,年龄 26 ~ 71 岁。 肿瘤位于左

侧 14 例,右侧 9 例。 23 例均未触及明显乳腺肿块。
5 例为体检病人,无主观症状,但 1 例有纤维腺瘤手

术史;16 例为单侧或双侧乳房有反复胀痛,程度或

轻或重;乳头溢液 1 例;乳头糜烂 1 例。 绝经前 18
例,绝经后 5 例;有乳腺癌家族史 3 例; > 55 岁闭经

2例, < 12岁初潮2例;有对侧乳腺癌病史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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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 2 例。

2摇 结果

2. 1摇 误诊情况摇 23 例初诊均误诊为良性疾病,其
中乳腺增生病 16 例,乳腺增生伴瘤样形成趋势 4
例,术后瘢痕形成 1 例,乳头湿疹 1 例,乳腺导管内

乳头状瘤 1 例。 误诊时间分别为 3 个月至 1 年。
2. 2摇 确诊经过及治疗摇 5 例体检病人均行乳腺彩

超检查,除提示双乳腺体增生外,均未发现其他异

常。 钼靶 X 线摄片表现为单发高密度结节性肿块

影 1 例,分级为域级;小灶性致密影 2 例,分级为

域级;局部星芒状影 1 例;1 例未行钼靶检查。 表现

为单发高密度结节性肿块影,半年后复查钼靶仍表

现为结节性肿块影,因患者担心乳腺癌的思想负担

重,在定位下手术切除,病理证实为乳腺癌。 小灶性

致密影 1 例,误诊为良性病变,1 年后复查可触及肿

块,活检证实为癌;另 1 例 1 年后复查结节性肿块影

有细砂样钙化,定位活检证实为癌。 局部星芒状影

1 例,有纤维腺瘤手术史,初诊误诊为术后瘢痕形

成,半年后复查钼靶片样纠集影局部有细砂样钙化,
定位下手术切除,病理证实为乳腺癌。 1 例未行钼

靶检查者 1 年后加做钼靶检查示局部密集细小钙化

灶,定位活检证实为癌。
16 例单侧或双侧乳房有轻度胀痛,触诊未及肿

块,部分患者可触及局部腺体增厚,均行彩超检查表

现为不同程度腺体增生。 7 例行钼靶检查,3 例表现

为单发高密度结节性肿块影,分级为域级;2 例表现

为小灶性致密影,分级为域级;1 例表现为局部腺体

结构紊乱、扭曲;1 例表现为单纯形态数目分布不典

型钙化。 诊断为乳腺增生或乳腺增生伴瘤样形成趋

势,均给予药物治疗。 3 个月或至 1 年后药物治疗

无改善或复查比较,行钼靶检查分别见有密集细小

钙化、高密度小毛刺状肿块影、伴钙化的肿块等,均
行定位切除,都证实为乳腺癌。

1 例乳头溢液患者涂片细胞学检查 2 次,均未

查到癌细胞,彩超检查均无明显异常。 3 个月后行

乳腺导管造影检查,发现局限性导管狭窄僵硬,手术

诊断为乳腺癌。
1 例乳头糜烂患者刮片 2 次,未查到癌细胞,彩

超检查均无明显异常,误诊为乳头湿疹。 3 个月后

因乳头糜烂仍未治愈,行钼靶检查发现高密度小毛

刺状肿块影,周围血管粗大,活检证实为癌。
23 例确诊后均行手术治疗,其中 16 例行乳腺

癌改良根治术,7 例行乳腺癌保乳手术;术后病理

示:乳腺导管内癌 9 例,浸润性导管癌 8 例,小叶原

位癌 2 例,黏液腺癌 1 例,乳头状癌 1 例,腺样囊性

癌 1 例及乳腺 Paget 病 1 例。

3摇 讨论

3. 1摇 误诊原因摇
3. 1. 1摇 医生观念落后,或疏忽大意,警惕性差摇 对

于有乳腺疼痛而临床未触及肿块的患者,许多医生

的第一反应就是乳腺增生病;另外,少数医生思想上

仍主观认为触及肿块是诊断乳腺癌的必备条件;再
有就是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有年轻化趋势[3] (本研

究中 1 例为 26 岁),部分医生对年轻患者未给予足

够地重视,警惕性不够,未给予必要的检查,从而造

成漏诊。
3. 1. 2摇 本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未及时行相关检查摇
超声和钼靶 X 线摄片是目前最常用的检查乳腺疾

病的方法,特别是后者已经成为欧美国家乳腺癌筛

查的首选[4]。 但在我国许多医院,特别是在基层医

院,超声检查因价格便宜,成为首选或是唯一的检

查。 研究[5 - 6]表明钼靶 X 线摄片优于超声,前者是

世界公认的检测早期乳腺癌的有效方法。 尤其是数

字化乳腺摄影,能够清晰显示乳腺的各个层次的微

细结构特别是微细钙化,许多原位癌也因此而发

现[7]。 本组初诊时多数患者未行钼靶检查,复诊摄

片时始发现乳腺癌征象。 我科收治的患者主要来自

皖北农村,经济条件较差,部分患者不愿意进行价格

较昂贵的钼靶 X 线摄片检查,从而延误诊断。
3. 1. 3摇 部分乳腺癌超声、钼靶表现不典型摇 部分早

期乳腺癌在超声下表现为形态较规则、边界清楚、内
部回声均质、后方回声无衰减的低回声肿块。 甚至

当乳腺癌发生较完全的液化坏死时,亦可表现为明

显的囊性回声。 还有一些乳腺癌主要声像图表现为

无明显肿瘤形态,仅表现为局限性腺体结构紊乱,回
声强弱不均。

部分早期乳腺癌钼靶 X 线摄片表现为单发高

密度结节性肿块影、局部腺体结构紊乱或扭曲、小灶

性致密影、局部星芒状影、单纯形态数目分布不典型

钙化等。
3. 2摇 防范误诊的措施摇
3. 2. 1摇 重视乳腺癌发病特点的变化,提高警惕性摇
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发病年龄趋向年

轻化,早期乳腺癌往往触及不到肿块,临床医生要不

断强化这些认识,提高警惕性,同时要详细询问病

史,这在高危人群如第一胎足月妊娠 > 30 岁、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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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岁或停经在 55 岁以后、长期口服或注射雌激

素、有不孕史、乳腺癌家族史等患者中尤其重要,只
有这样才能减少误诊和漏诊。 本组中有 10 例患者

有乳腺癌的高危因素,其中 1 例 26 岁患者初潮 < 12
岁,未婚。
3. 2. 2摇 强调多学科合作,提高对早期不典型征象的

识别能力摇 需要放射科、功能科和外科医生密切配

合、相互沟通。 放射科医生要保证摄片质量,提高对

微小病变的检出能力;超声医生要不断积累经验,提
高对不典型征象的识别能力;外科医生要提高自己

的影像学诊断水平,三科医生最好能够定期沟通、相
互学习,以提高对乳腺癌不典型征象的认识,力争早

诊断。 必要时,三科医生共同会诊,以尽可能地减少

漏诊。
3. 2. 3摇 注意选择有价值的方法,做到既经济实惠,
又能早期确诊 摇 乳腺钼靶 X 线摄片目前已成为诊

断乳腺癌的主要检查方法,其对乳腺内部的微小钙

化检出率达 90% 以上[8],但其对乳头、乳晕区或深

位、腺体尾部病变易误诊或漏诊,对近胸壁病变难以

显示,对局限性小叶增生、边缘欠清的小腺瘤及小的

癌肿分辨不清[9]。 再者其对致密型乳腺也不适合。
与钼靶相比,高频超声更加方便、简洁,无放射

性。 可以对乳腺(尤其是尾部区域)和腋窝进行全

面地扫查,对于位置较表浅的肿块及乳腺组织较薄

的病变均可清晰显示。 超声能细致观察乳腺病灶的

数目、大小、形态、边界、位置、囊实性、内部回声、后
方有无衰减、内部有无钙化等,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

还能检测乳腺病灶内部及周边的血流信号,可作为

二维超声检查鉴别乳腺结节性质的辅助手段。 但超

声对病灶良恶性判断大多缺乏特异性[10]。
乳腺 MRI 既能提供病变的形态学特征,又能提

供病变的血流动力学情况,并反映病变的某些病理

学改变,可用于传统的检查方法不能确诊病灶的鉴

别诊断[11]。 据吴颖猛等[12] 报道,MRI 对乳腺癌敏

感度 97. 5% ,特异度 83. 3% 。 但因费用较昂贵,限
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溢液和乳头分泌物细胞学检查可直接提供诊断

依据,但应注意假阴性的可能,1 次检查阴性不要轻

易排除乳腺癌,必要时应结合 X 线乳管内造影或乳

管镜等检查。
上述检查手段有各自的优点和局限性,对待不

同的患者要选择适宜的方法联合检查以弥补单一检

查手段的缺陷。 必要时,可以早期进行超声或钼靶

定位下活检,以提高诊断正确率。
Skinner 等[13]研究表明,触诊阴性乳腺癌的恶

性程度明显降低,其肿瘤细胞的核异型性、转移潜能

及生物学活性均比可触及肿块的乳腺癌低,而且前

者的 8 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后者。 这说明乳腺癌可以

触诊阴性,可喜的是这类乳腺癌恶性度多较低。 为

此,我们临床医生要改进观念,提高警惕,重视询问

病史,合理利用当前的影像技术,尽量做到早发现,
进一步提高乳腺癌的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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