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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应变比值联合 BI鄄RADS
在乳腺小肿块定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李摇 健1,冯摇 景1,王摇 洲1,张伟丽1,刘晓燕1,殷延华1,蒋爱清1,陈摇 飞1,王晓东2

[摘要]目的:探讨弹性应变比值联合超声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BI鄄RADS)在乳腺小肿块定性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以常规超声诊断为 BI鄄RADS 2 ~ 4 级实性乳腺肿块 120 个为研究对象,在弹性成像模式下对所有肿块进行弹性应变比值检测,
综合 2 种方法作出定性诊断,并与病理诊断对照分析。 结果:120 个乳腺肿块病理诊断结果均为良性,其中纤维腺瘤 79 个,乳
腺腺病 39 个,导管内乳头状瘤 1 个,脂肪坏死 1 个。 BI鄄RADS 分级情况:2 级 4 个,3 级 76 个,4 级 40 个。 120 个乳腺肿块弹性

应变比值为 0. 43 ~ 3. 04,平均应变比值 1. 78 依 1. 30。 联合应用 BI鄄RADS 评分和弹性应变比值法诊断 120 个乳腺肿块均为良

性,诊断符合率 100% 。 结论:超声弹性成像联合 BI鄄RADS 能够提高对乳腺小肿块的定性诊断价值,可为微创旋切选择合适的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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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elastography strain ratio combined with breast imaging repaoting and
data system in the diagnosis of the nature of breast small mass

LI Jian1,FANG Jing1,WANG Zhou1,ZHANG Wei鄄li1,LIU Xiao鄄yan1,YIN Yan鄄hua1,JIANG Ai鄄qing1,CHEN Fei2,WANG Xiao鄄dong2

(1.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2.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Bozhou,Bozhou Anhui 2368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lastography strain ratio combined with breast imaging repaoting and data
system(BI鄄RADS) in the nature of breast small mass. Methods:The elastography strain ratios of 120 cases with BI鄄RADS grade 2 to 4
solid mammary masses diagnosed by ultrasound were detected. The nature of breast small masses were identified using the combined two
methods,which was compared with the pathological result. Results: All breast masses were benign, which included 79 cases of
fibroadenoma,39 cases of adenosis,1 case of intraductal papillomas and 1 case of fat necrosis. The grade 2 in 4 cases,grade 3 in
76 cases and grade 4 in 40 cases were identified by BI鄄RADS grade. The minimum,maximum and average? elastography strain ratio in
120 cases were 0. 43 to 3. 04 and(1. 78 依 1. 30),respectively. The 120 benign breast masses were diagnosed by the elastography strain
ratio combined with BI鄄RADS,the diagnostic accordance rate of which was 100% . Conclusions:The elastography strain ratio combined
with BI鄄RADS can improve the qualitative diagnosis of small breast mass,which can provide the appropriate case for mammotome.
[Key words] breast mass;ultrasonography;strain ratio;minimally invasive

摇 摇 超声引导下微创旋切系统逐渐成为一种成熟、
安全、准确创伤小的技术,被认为是应用于乳腺微小

病灶诊断和治疗的标准方法[1 - 2]。 高频超声在术前

筛查合适病例、术中精准定位和实时引导中具有重

要作用,决定着微创旋切手术的成败。 本文探讨联

合应用弹性应变比值和超声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

统(BI鄄RADS)对乳腺小肿块的定性诊断价值,为微

创旋切筛选合适的病例提供参考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9 月

来我院行乳腺超声检查的女性患者 83 例(共 120 个

肿块) 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17 ~ 50 岁。 肿块直径

0. 5 ~ 2. 8 cm,均在我院普外科住院进行微创旋切治

疗,并经手术病理证实。
1. 2摇 仪器与方法摇 采用 TOSHIBA SSA 790 型彩色

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配备实时弹性成像技术软件,探
头频率 5 ~ 12MHz。 先进行乳腺常规扫查,发现肿

块后仔细观察肿块的形态、边缘、病变的分界、方位、
回声强度、后方回声特点和相关特征,详细记录,并
进行 BI鄄RADS 分级。 然后切换至弹性成像模式下,
对病灶及其周围组织进行匀速、连续垂直加压 - 放

松检查,选择波形及速度满意的压力曲线图像进行

整体弹性应变比值测定,并详细记录。 所有工作由

2 名操作熟练的医生独立完成。 以手术病理结果为

诊断金标准,计算 2 种方法联合应用于乳腺小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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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诊断的准确性。
1. 3摇 诊断标准及分级摇 BI鄄RADS 分级采用美国放

射学院的 BI鄄RADS 诊断分类[3],1 级 :未见异常;2
级:良性;3 级:良性可能性大;4 级:可疑恶性;5 级:
恶性可能性大。 弹性应变比值分类参照智慧等[4]

研究的以 3. 08 为诊断参考值,逸3. 08 为恶性,
< 3. 08为良性。 乳腺肿瘤的病理学分类方法参照

WHO 2003 年制定的分类方法[5]。

2摇 结果

摇 摇 120 个乳腺肿块均为良性,其中乳腺纤维腺瘤

79 个,腺病 39 个,导管内乳头状瘤 1 个,脂肪坏死

1 个。 BI鄄RADS 分级为 2 级 4 个,3 级 76 个,4 级

40 个。 BI鄄RADS 评分与病理结果对比见表 1。 乳腺

肿块弹性应变比值为 0. 43 ~ 3. 04,平均应变比值

1. 78 依 1. 30。 联合应用 BI鄄RADS 分级和弹性应变

比值法诊断 120 个乳腺肿块均为良性,诊断符合率

100% 。

表 1摇 BI鄄RADS 评分法结果与病理结果对比(个)

病理结果
BI鄄RADS 分级

2 级 3 级 4 级
合计

乳腺纤维腺瘤 2 61 16 79摇

乳腺腺病 2 15 22 39摇

导管内乳头状瘤 0 0 1 1摇

脂肪坏死 0 0 1 1摇

合计 4 76 40 120摇

3摇 讨论

摇 摇 超声引导下微创旋切治疗系统在国内外广泛应

用于乳腺较小良性肿瘤的微创切除,被认为是应用

于乳腺病微小病灶活检诊断和治疗的标准方

法[1 - 2]。 术前应用高频彩超能够清晰获得肿瘤的大

小、位置及内部的血供情况,参照 BI鄄RADS 分级,选
择 2 ~ 3 级者,结合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尽量排除恶

性病变[6]。
BI鄄RADS 有助于规范筛查、专业术语的应用和

乳腺病灶的处理,分级标准主要依据二维图形肿块

的特征,包括形态、边缘、病变的分界、方位、回声强

度、后方回声特点等。 BI鄄RADS 中对于恶性高的预

测值为毛刺样的边缘,不规则的形状,不平行的方

向;尤其“形态不规则冶是最常见的超声表现,是诊

断恶性敏感性最高的超声征象(89. 9% ) [7];而很多

乳腺腺病的肿块和分叶纤维腺瘤的形状不规则,参

照 BI鄄RADS 分级应分为 4 级。 本组 120 个乳腺肿

块中,有 16 个乳腺纤维腺瘤、22 个乳腺腺病、1 个导

管内乳头状瘤和 1 个脂肪坏死,由于形态不规则被

划分为 BI鄄RADS 4 级。 高度预示着良性的描述包

括:清晰的边缘,平行的方向,椭圆形 BI鄄RADS。 本

组有 2 个乳腺纤维腺瘤和 2 个乳腺腺病评为 BI鄄
RADS 2 级,有 61 个乳腺纤维腺瘤和 15 个乳腺腺病

被评为 BI鄄RADS 3 级。
超声弹性成像依据组织间硬度的不同对组织自

身的弹性特征进行成像,所获得的信息可作为常规

超声的重要补充,有助于鉴别乳腺良恶性肿块。 弹

性应变比值法克服了评分法的主观性因素,重复性

较好[8],但不同组织间的弹性系数存在一定范围的

重叠,可导致弹性成像技术出现误诊现象。 时间较

长和体积较大的良性病变内可出现钙化、胶原化、玻
璃样变和肿瘤间质细胞增多等变化,从而导致病变

弹性比值增大,误诊为恶性病变。 病变较小时,恶性

病变内部不易出现坏死液化,良性病变内部也不易

出现机化或钙化,因此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的机会

相对较小,超声弹性成像更有助于乳腺小实性病灶

的鉴别诊断[9]。 本组 120 个乳腺小肿块弹性比值均

小于 3. 08,弹性应变比值法均提示为良性病变,经
微创旋切和病理证实诊断符合率为 100% ,因此弹

性应变比值法是常规二维超声的重要补充,对鉴别

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的乳腺腺病和炎性病变有较

高价值。
乳腺微创旋切手术因切口小、痛苦小、术后乳房

外观改变小、无明显瘢痕,尤其对多发病灶;同时由

于乳腺癌的高发和年轻化,给很多乳腺病患者带来

很大的思想负担,故多要求行微创旋切手术。 另外

本研究行微创旋切手术的术前手术指征是超声诊断

为 BI鄄RADS 2 ~ 3 级和可疑良性的 BI鄄RADS 4 级的

实性肿块,故本研究中没有出现恶性肿块,可能造成

诊断符合率偏高。 总之,超声弹性成像联合 BI鄄
RADS 能够提高对乳腺小肿块的定性诊断价值,可
为微创旋切手术选择合适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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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性肠梗阻中肠系膜血管的多层螺旋 CT 改变

袁家长1,韦摇 炜2,吕维富2,邓克学2

[摘要]目的:探讨肠系膜血管多层螺旋 CT 改变在诊断机械性肠梗阻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对 43 例机械性肠梗阻患者肠系膜

血管多层螺旋 CT 改变进行分析,观察梗阻段肠壁增厚、水肿强化情况,肠腔扩张及肠周渗出和腹腔积液的情况;并对肠系膜

血管造影进行分析。 结果:3 例粪石性肠梗阻,肠系膜血管无任何改变。 其余 40 例均出现肠系膜血管增多、增粗;2 例出现同

心圆样改变;6 例出现漩涡状改变;7 例出现血管集束征象;单纯小肠扩张 9 例,直径达 2. 48 ~ 3. 60 cm,单纯大肠扩张 22 例,直
径 4. 45 ~ 5. 46 cm,大小肠均扩张 12 例。 结论:肠系膜血管多层螺旋 CT 变化可以判断有无梗阻存在及梗阻肠管血液供应情

况,利于临床治疗及判断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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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机械性肠梗阻是临床常见的急腹症之一,绞窄

性肠梗阻梗阻段肠系膜动脉及静脉血流不畅或完全

阻塞,若不能得到及时纠正,肠系膜动脉、静脉栓塞

或动脉血流量锐减可导致急性肠缺血、坏死,范围广

泛,常累及全部小肠和结肠,病情重者如合并绞窄性

肠梗阻则病死率高[1]。 在肠梗阻的诊断中,明确有

无肠梗阻、确定肠梗阻的部位及病因,以及明确是否

存在肠缺血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制定及患者预后

具有重要意义。 多层螺旋 CT(MSCT)扫描速度快、
范围广,空间分辨率高;随着 MSCT 的普及及后处理

技术的广泛应用,其在肠梗阻的诊断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应用 MSCT 对 43 例肠梗阻患

者进行多期动态增强扫描及三维重建,旨在探讨肠

系膜血管改变在机械性肠梗阻的诊断、治疗及预后

判断方面的价值。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7 月在我院

行 MSCT 腹部扫描并经手术证实或临床治疗好转的

机械性肠梗阻患者 43 例,男 22 例,女 21 例;年龄

45 ~ 92 岁。 其中经手术证实 39 例,临床治疗好转

证实 4 例。 肠道肿瘤 25 例,包括大肠腺癌 23 例,小
肠腺癌 2 例;肠扭转 6 例,包括小肠扭转 5 例,结肠

扭转 1 例;肠套叠 2 例,包括回结型、结结型各 1 例;
腹外疝 6 例,包括直疝 3 例,斜疝 2 例,腹壁疝 1 例;
肠粘连 1 例;肠道粪石 3 例。 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

的腹痛、腹胀和肛门停止排便、排气;3 例既往有手

术病史,其中 1 例阑尾炎手术,2 例大肠肿瘤手

术史。
1. 2摇 MSCT 检查方法 摇 使用机器为东芝 Acqulion
CX 型 64 排螺旋 CT,扫描前对患者进行呼吸训练,
扫描范围自膈顶至耻骨联合下缘。 扫描参数:管电

压 125 kV,150 mA,层距 7 mm,螺距 1. 5。 扫描方法

采用平扫加增强扫描,使用非离子对比剂,注射流率

4. 0 ~ 4. 5 ml / s,三期扫描,动脉期注射对比剂后

25 ~ 30 s 开始扫描,静脉期 45 ~ 60 s,平衡期 90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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