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疗技术

医学信息 2020 年 5 月第 33 卷第 9 期

Medical Information May. 2020 Vol. 33 No.9

窑诊疗技术窑

边缘不光整乳腺癌的超声图像分析
董智芬袁郭建锋
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超声科袁江苏 苏州 215001冤

摘要院目的 分析边缘不光整乳腺癌的超声图像特征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7 月~2019 年 6 月我院经病理确诊为乳腺癌的
116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袁依据免疫组化检测结果将乳腺癌分为 Luminal A 型 29 例尧Luminal B 型 53 例尧HER2 型 16 例和基底样
型 18 例袁比较不同亚型乳腺癌患者一般资料与灰阶超声特征尧剪切波弹性成像特征及乳腺肿块有高回声晕和无高回声晕 Emax尧
S-Emax 值遥 结果 四亚型年龄尧肿块大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 跃0.05冤曰四亚型病理分型尧肿块方位尧高回声晕尧内部微钙化尧
后方回声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 约0.05冤曰其中 HER2 型乳腺肿块呈水平位者尧肿块内部微钙化高于 Luminal A 型袁Luminal B
型肿块有高回声晕者高于 Luminal A 型和 HER2 型袁基底样型肿块后方回声衰减者多于 Luminal A 型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 约
0.05冤曰其余组间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 跃0.05冤遥 HER2 型肿块 Emean尧Emax尧S-Esd 大于其他三型袁HER2 型肿块 S-Emax 大于
Luminal A 型和基底样型袁HER2 型肿块 S-Emean 大于 Luminal A 型袁HER2 型肿块 Esd 大于 Luminal A 型和 Luminal B 型袁 基底
样型 Emin尧S-Emin 大于其他三型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 约0.05冤曰其余组间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 跃0.05冤遥 四亚型间有高回声晕
和无高回声晕 Emax尧S-Emax 比较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 跃0.05冤遥 结论 联合边缘不光整肿块的方位尧内部微钙化及弹性特征等
超声征象袁可进一步识别各亚型乳腺癌的特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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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ound Image Aanalysis of Breast Cancer with Irregular 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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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ltrasound images of breast cancer with irregular edge.Method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116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diagnosed breast cancer from July 2017 to June 2019 in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mmunohistochemistry, breast cancer was divided into 29 cases of Luminal A type and 53 cases of Luminal B type, 16 cases of HER2 type and 18

cases of basal -like type,the general data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y -scale

ultrasound, shear wave elastography, and the Emax and S -Emax values of breast masses with and without high echo halo.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and size of the four subtypes ( >0.05); the patho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the four subtypes, the location of the

mass, the high echo halo, the internal microcalcification, and the comparison of the posterior echo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0.05); where the

HER2 type breast mass is horizontal, the microcalcification inside the mass is higher than Luminal A type; the Luminal type B mass with high echo

halo is higher than the Luminal type A and HER2 type; the echo attenuation of the basal-like mass is more for Luminal A typ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0.05);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roups,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0.05). HER2 type masses Emean, Emax,
S-Esd are greater than the other three types, HER2 type masses S-Emax are greater than Luminal A type and basal-like type, HER2 type masses S-

Emean are greater than Luminal A type, HER2 type mass Esd is greater than Luminal A type Luminal B type, basal-like Emin and S-Emin were greater

than the other three types,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0.05); compared between the other groups,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max and S-Emax between the four subtypes with and without hyperechoic halo ( >0.05).
Conclusion Ultrasound signs such as the orientation, internal micro -calcification and elastic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ginal dullness mass can
further identif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subtypes of breast cancer.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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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1]，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首位为乳腺癌，每
年发病约 30.4 万，居女性主要恶性肿瘤死因第 5
位，且乳腺癌是一种高度异质性肿瘤，不同亚型乳
腺癌的临床治疗及预后存在显著差异，而乳腺肿块
边缘不光整（边缘模糊、成角、微小分叶或毛刺等）
是其主要恶性征象，临床工作中该类乳腺癌肿块也
较常见。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7 月~2019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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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院经病理确诊为乳腺癌的 116 例患者的临床
资料，分析其超声图像特征，旨在进一步认识各亚
型乳腺癌的特点，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7 月~2019 年 6
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经病理确诊为乳腺癌
的 116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
所有患者均为女性，单侧
发病，
在治疗前具有完整的二维灰阶、彩色及剪切波
弹性图像，且乳腺肿块边缘不光整，
排除病理结果不
完整或不明确、直径大于 5 cm 的肿块、妊娠期及哺
乳期妇女、既往接受过乳腺手术者。
1.2 仪器与方法 采用 Mindray Resona 7 超声诊断

医学信息 2020 年 5 月第 33 卷第 9 期

仪，线阵探头，频率 3~11 MHz，剪切波弹性定量值单
位为 KPa。所有可疑恶性肿块者，术前均常规行灰
阶、彩色及剪切波弹性成像（SWE）检查并存储，脱机
对存储图片进行分析，记录肿块的最大径，生长方
位，有无高回声晕及微钙化、后方回声特征。在分析
弹性图像时，于灰阶图像上手动勾画出肿块轮廓，得
Esd），同时得到
到肿块本身弹性值 （Emean、Emax、Emin、
肿块周边 2 mm 区域（Shell 为 2 mm）的弹性值（SEmean、S-Emax、S-Emin、S-Esd）。
1.3 病理组织学检查及分组 所有患者肿块均行手
术切除，
病理学分析包括：
病理分型、组织学分级、分
子分型。依据免疫组化检测结果将乳腺癌分为 4 种
分子亚型 （St Gallen 标准），分别是 Luminal A 型：
ER 和（或）PR（+），HER2（-），
Ki-67 低表达；Luminal
B 型：ER 和（或）PR（+），HER2（+）或 Ki-67 高表达；
HER2 过表达型：ER 和 PR（-），
HER2（+），Ki-67 任
意水平；基底样型：ER 和 PR（-），
HER2（-），Ki-67
任意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对连续变量进行 K-S 正态检验，计量资料以（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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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
分析；计数资料以[ （%）]表示，比较采用 2 检验，以
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四亚型一般资料与灰阶超声特征比较 四亚型
年龄、肿块大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跃0.05）；
四亚型病理分型、肿块方位、高回声晕、
内部微钙化、
后方回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约0.05）；其中
HER2 型乳腺肿块呈水平位者、肿块内部微钙化高
于 Luminal A 型，Luminal B 型肿块有高回声晕者高
于 Luminal A 型和 HER2 型，基底样型肿块后方回
声衰减者多于 Luminal A 型（ 约0.05）；其余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跃0.05），见表 1。
2.2 四亚型剪切波弹性成像特征比较 HER2 型肿块
Emean、Emax、S-Esd 大于其他三型，HER2 型肿块 S-Emax
大于 Luminal A 型和基底样型，HER2 型肿块 S-Emean
大于 Luminal A 型，HER2 型肿块 Esd 大于 Luminal
A 型和 Luminal B 型，基底样型 Emin、S-Emin 大于其他
三型（ 约0.05）；其余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跃0.05），
见表 2。

表 1 四亚型一般资料与灰阶超声特征比较

项目

年龄（ 依 ，岁）

病理分型[ （%）]
浸润性癌

导管原位癌

肿块大小（ 依 ）

肿块方位[ （%）]
平行

非平行

高回声晕[ （%）]
有
无

内部钙化[ （%）]
有
无

后方回声[ （%）]
增强
衰减
无变化

Luminal A 型（ =29）

Luminal B 型（ =53）

HER2 型（ =16）

基底样型（ =18）

27（93.10）

49（92.45）

10（62.50）

18（100.00）

23.04依10.16

26.96依7.50

28.39依6.75

24.31依6.08

17（58.62）

45（84.91）

16（100.00）

12（66.67）

54.69依10.83
2（6.90）

12（41.38）
15（51.72）
14（48.28）
13（44.83）
16（55.17）
7（24.14）

6（20.69）

16（55.17）

53.96依12.02
4（7.54）

8（15.09）

45（84.91）
8（15.09）

39（73.6）

14（26.4）

56.63依8.47
6（37.50）

0

8（50.00）
8（50.00）
16（100.00）
0

21（39.62）

6（37.50）

12（22.64）

4（25.00）

20（37.74）

6（37.50）

表 2 四亚型剪切波弹性成像特征比较渊 依 袁KPa冤

57.56依10.58

=0.594

0.620

=2.294

0.082

=13.946

0.003

=15.567

0.001

=14.744

0.022

37.62依14.42

3.922

0.010

5.39依1.70

3.236

0.025

6（33.33）

14（77.78）
4（22.22）

12（66.67）
6（33.33）
6（33.33）

HER2 型（ =16）

基底样型（ =18）

Emax

166.61依94.26

189.73依80.36

290.00依118.19

187.99依115.37

Esd

21.02依13.11

23.93依10.93

34.36依16.36

26.09依15.07

S-Emax

180.08依100.03

209.81依77.67

277.49依113.36

198.51依95.82

S-Esd

27.30依16.89

30.50依11.44

46.75依24.85

33.27依18.87

Emin

S-Emean
S-Emin

2.94依2.32

41.09依17.18
2.67依2.44

3.38依3.45

44.48依14.51
3.13依2.75

51.88依26.55
2.83依2.81

58.74依25.69
2.39依2.34

2

2

2

0.002

2（11.11）

Luminal B 型（ =53）
36.36依14.61

/

0.005

10（55.56）

Luminal A 型（ =29）
34.26依17.63

/

0

项目
Emean

统计值

47.77依19.46
5.17依1.87

6.198
3.998
3.648
4.008
4.702
5.274

0.001
0.010
0.015
0.009
0.004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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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四亚型乳腺肿块有高回声晕和无高回声晕 Emax、
S-Emax 比较 四亚 型间 有高回 声晕 和无 高回声 晕
Emax、S-Emax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跃0.05），见
表 3。
表 3 四亚型乳腺肿块有高回声晕和无高回声晕
Emax尧S-Emax 比较渊 依 袁KPa冤
亚型
Luminal A 型
Emax

S-Emax

Luminal B 型
Emax

S-Emax

HER2 型
Emax

S-Emax

基底样型
Emax

S-Emax

有高回声晕

无高回声晕

190.15依111.08 141.39依67.26 -1.417 0.168

210.03依118.15 147.96依66.15 -1.727 0.096
192.00依79.64
211.66依75.67

176.95依88.83 -0.484 0.630
199.43依93.13 -0.407 0.686

337.91依125.47 242.09依94.56 -1.725 0.107

327.84依124.41 227.14依79.14 -1.932 0.074
199.53依129.01 147.60依22.52 -0.785 0.444

214.94依102.62 141.00依27.02 -1.399 0.181

3 讨论
2013 版乳腺超声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 （BIRADS）中提及乳腺肿块的边缘是判断良恶性的重要
预测指标，其中恶性肿瘤的典型超声征象如毛刺、成
角、微小分叶等可描述为边缘不光整 [2]，本研究以肿
块边缘不光整这一超声特征为基础，分析该类乳腺
癌的超声图像、
病理及免疫组化特征，
以期进一步识
别不同亚型乳腺癌的图像特征，进而提升超声检查
在乳腺癌的诊断及治疗方案选择中的价值。
乳腺肿块边缘不光整是肿块周围的胶原纤维组
织不同程度的增生所致，与病灶大小、
组织分级和分
[3]
子生物学指标等均存在相关性 。肿块边缘不光整
和周边出现高回声晕者，其 ER、PR 表达阳性率要高
于边缘光整肿块[4，5]，可能间接提示乳腺边缘不光整
肿块倾向于 Luminal 型乳腺癌，预后相对较好。本研
究中 Luminal 型肿块 82 例（73.2%，82/112），有高回
声晕者 60 例（73.2%，60/82），其中 Luminal B 型肿
块有高回声晕者高于 Luminal A 型和 HER2 型 （ 约
0.05），Luminal 型乳腺癌本身就是最常见的乳腺癌
分子类型，不能排除样本量选择偏倚所导致的差异。
乳腺肿块的恶性超声征象，除了边缘不光整外，还包
含非平行位、内部微钙化等，非平行位肿块常可预示
恶性。本研究中 HER2 型乳腺肿块呈水平位者高于
Luminal A 型（ 约0.05）；但四型中非平行位肿块出现
率并不高（23.21%，26/112），尤其是 HER2 型，而肿
块边缘不光整、非平行位生长是肿瘤向周围组织浸
润性生长的程度和速度不一致所致，可能与肿瘤自
身的侵袭性无必然的联系，在临床工作中，不应忽视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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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位的肿块，应结合其他恶性征象进行综合诊断。
另外，HER2 型肿块内部微钙化占比多于其他亚型
（ 约0.05），其病理机制是癌灶生长迅速，局部发生营
养不良，出现变性、
坏死，导致后续磷酸钙盐沉积[6，7]，
但其发生的分子机制尚不明确。HER2 是表皮生长
因子的家族成员，通过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肿瘤血管
新生、提高肿瘤细胞的侵袭力等方式参与乳腺癌的
发生发展，微钙化在 HER2 型乳腺癌中更常见，而
HER2 是乳腺癌预后不良的一个预测因素，可能提
示微钙化在一定程度上与肿瘤的侵袭性有关。
基底样型肿块在图像上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如
形态多较规则，以不均质低回声为主，边缘光整，较
少出现钙化等，但李佳伟等 [8] 通过对基底样型乳腺
癌的超声图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其超声图像特征
有明显的变异性，大部分基底样型肿块表现为形态
不规则，边缘不光整等，部分具有毛刺、成角等典型
恶性特征，与形态规则、
边缘光整的基底样型肿块完
全相反。本研究选取的基底样型肿块均为形态不规
则、边缘不光整肿块，其后方回声衰减者也较多，可
能与肿块内部纤维化成分、
病理分级、发病年龄等有
关。目前，
超声弹性成像与乳腺癌的组织病理分型和
免疫组化分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并不一致 [9，10]，可
能与选择的弹性成像方式不同，
纳入的病理分型和分
级不同，
肿块大小不同、
内部是否包含钙化等有关[11]。
SWE 技术可以获得组织的定性和定量弹性参数，进
而评估组织的硬度，
多数 SWE 研究选取肿块硬度的
最大区域作为感兴趣区（ROI）[12]，但 ROI 的选择具
有一定的主观性，且不能分析肿块的整体参数，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手动勾画肿块的边界，分析肿
块内部、周边 2 mm 即 shell 为 2 mm 时的参数，更能
客观反映肿块整体的硬度。本研究结果显示，HER2
型肿块 Emean、
Emax、S-Esd 大于其他三型，HER2 型肿
块 S-Emax 大于 Luminal A 型和基底样型，HER2 型肿
块 S-Emean 大于 Luminal A 型，HER2 型肿块 Esd 大
于 Luminal A 型和 Luminal B 型，说明 HER2 型肿块
内部及周边的弹性最大值和平均值高，内部弹性离
散度大，但 HER2 型组织病理分级和内部微钙化比
例高，
因此不能排除这两个因素对其 SWE 弹性参数
的影响。此外，恶性肿块在灰阶图像上常可出现高回
声晕，
主要是由于肿瘤浸润周边组织，引起纤维结缔
组织增生所致 [13]，
SWE 显示多数乳腺恶性肿块其周
边硬度增加，
可呈现“硬环征”。本研究通过探讨乳腺
肿块高回声晕与 SWE 最大弹性值之间的相关性，结
果显示四亚型间有高回声晕和无高回声晕 Emax、SEmax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跃0.05），但存在
有高回声晕肿块其 Emax、S-Emax 大于无高回声晕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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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而恶性肿块出现高回声晕及硬环征，两者
间是否存在相同的病理学基础仍需进一步分析。
综上所述，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其超声征象存
在差异，可联合肿块的边缘、方位、内部钙化及弹性
特征等推测其分子生物学指标表达情况，从而为其
诊断及个性化治疗提供有价值的影像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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