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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表观扩散系数与肿块型浸润性乳腺癌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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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表观扩散系数(ADC）与肿块型浸润性乳腺癌 5 种分子亚型及其生物学预后因子相关性。
方法 回顾分析 64 例经手术或活检病理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患者（69 个肿块型病灶）的磁共振影像学资料，
比较不同分子亚型
间平均 ADC 值及其与乳腺癌生物学预后因子雌激素受体、
孕激素受体、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Ki-67 的表达的关系。结果
浸润性乳腺癌 5 种分子亚型间 ADC 值无显著差异（P>0.05）；
雌激素受体、
孕激素受体、
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阳性、
阴性组
ADC 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但 HER2 阳性组平均 ADC 值高于阴性组；
Ki-67 阳性、
阴性组 ADC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阴性组 ADC 值明显高于阳性组，
ADC 值与 Ki-67 的表达呈负相关（r=-0.249）。结论 ADC 不能鉴别肿块型浸润性
乳腺癌5种分子亚型，
但与浸润性乳腺癌预后因子Ki-67的表达存在相关性，
对指导治疗和判断预后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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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s betwee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in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molecular subtypes of invasive breast cancer m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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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of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ADC) measured by diffusion-weight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with the molecular subtypes and biological prognostic factors of invasive breast cancer
masses. Methods Breast MRI data (including dynamic enhanced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were collected from 64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invasive breast cancer masses (a total of 69 lesions). The mean ADC values of the
lesions were calculated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ere analyzed with the 5 molecular subtypes of invasive breast cancer and the
biological prognostic factors including estrogen receptor (ER), 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2
(HER2), and Ki-67 index. Results The ADC value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5 molecular subtypes of invasive
breast cancer masses (P>0.05) or among lesions with different ER, PR, or HER2 status (P>0.05). The mean ADC valu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Ki-67-positive lesions than in the negative lesions (P=0.023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s of Ki-67 (r=-0.249). Conclusion ADC value can not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molecular subtypes of invasive breast
cancer masses or to evaluate the biological prognosis of the lesions, but its correlation with Ki-67 expression may help in
prognostic evaluation and guiding clinical therapy of the tumors.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prognostic factors

乳腺癌是全世界范围内严重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
恶性肿瘤之一，
浸润性乳腺癌是乳腺癌的主要类型［1］。
免疫组化结果根据 ER、
PR、
HER2 表达结果及 Ki-67 值
［2- 3］
不同，将其定义为 5 型 ：Luminal A 型、Luminal B
HER2（-）型、
Luminal B HER2（+）型、
HER2过表达型和
三阴型。临床证据已证实不同亚型的乳腺癌对化疗反
应各异［4］，
生物学预后因子也影响乳腺癌预后及对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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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选择。近年来 MRI 功能成像逐渐成为研究热
点，
扩散加权成像（DWI）中，
表观扩散系数（ADC）值能
够直观地反映水分子运动，
从分子水平反映人体病理生
理状态下组织结构的空间组成信息的改变。我们推测
ADC值与肿瘤的预后因素间也可能存在相关性。目前
国内外对于浸润性乳腺癌预后因子及 5 种分子亚型与
ADC值关系的研究较少，
DWI图像分辨率较低，
小肿瘤
及非肿块样肿瘤由于体积小，
或肿瘤不均质性，
常混杂
脂肪和腺体组织，
影响准确测量ADC值，
因此研究结果
存在差异。本研究旨在探讨肿块样表现的浸润性乳腺

http://www.j-smu.com

J South Med Univ, 2017, 37(10): 1410-1414

癌平均ADC值与5种分子亚型及其生物学预后因子的
相关性，
尽可能排除容积效应和肿瘤异质性的干扰，
以
期鉴别不同分子亚型的浸润性乳腺癌并评估预后。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收集2015 年 5月~2016年 12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附属医院收治的64例经病理证实的女性浸润性乳腺癌
患者，
年龄25~75（50.14±10.01）岁（，
均有完整的病理及
术前 MRI 资料。64 例患者共 69 个病灶，
其中 5 例患者
为双乳单灶。纳入标准：
①所有患者行影像学检查前未
进行任何干预；
②患者于月经后7~10 d 进行检查；
③经
磁共振检查明确为肿块样病变；④HER2（++）或（++
~+++）行免疫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排除标准：
①
不能耐受或配合MRI 检查；
②肿瘤较小，
ADC值难以测
量；
③病灶呈灶性强化或非肿块样分布；
④MR 检查前
行活检、
新辅助化疗或内分泌治疗。
1.2 仪器与方法
采用 Siemens Skyra 3.0T 超导 MRI 扫描仪，
4 通道
乳腺专用表面线圈。患者取俯卧位，
双乳自然悬垂。常规
扫描采用 FSE T1WI，扫描参数：TR 6 ms，TE 2.46 ms，
层厚1.2 mm，
间隔0 mm；
FSE T2WI 脂肪抑制，
扫描参数：
TR 4000 ms，
TE 54 ms，
层厚4.0 mm，
间隔1.0 mm；
DWI
扫描参数：
TR 8400 ms，
TE 73.2 ms，
b 值取 800 s/mm2，
层厚 4.0 mm，间隔 20%；动态增强扫描采用 T1 flash3d
序列，
扫描参数：
TR8.65 ms，
TE4.4 ms，
层厚0.8 mm，
间
隔0.16 mm扫描，
矩阵340×340。分8个时相采集图像，
每个时相扫描58 s，
从第2个时相扫描开始注入对比剂，
对比剂为钆喷酸葡胺注射液，
剂量0.4 mmol/kg，
注射速
度2 mL/s，
随后注射生理盐水20 mL。
1.3 图像分析
数据处理在西门子 Syano multimodality workplace
进行。由两位有 5 年以上乳腺诊断经验的主治医师进
行测量。利用mean curve软件在增强的T1WI图上选定
强化明显区域（ROI），描绘时间-信号强度曲线。选取
DWI图像b=800 s/mm2时ADC图，
对照增强的T1WI，
在
ADC 图上以病灶最大层面，
画感兴趣区（ROI），
ROI 大
2
于3个像素，
面积理论上不小于2 mm ，
尽可能包含完整
病灶并避开坏死出血区。每个ROI重复测量3次，
取平
均ADC值。
1.4 病理分析与免疫组化检查
所有病理标本均行 HE 染色，
ER、
PR、
HER2、
Ki-67
采用免疫组化SP染色获得。依据肿瘤细胞胞核染色阳
性细胞数来判读结果。阳性细胞≥10%为ER、
PR阳性，
反之为阴性；
HER2结果判定以3+为阳性，
0/1+为阴性，
2+或 2~3+时经荧光原位杂交检测，
基因拷贝数扩增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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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阳性，
否则为阴性［5］。Ki-67 结果判定以阳性细
胞≥14%为阳性，
反之为阴性；
乳腺癌分子分型定义为如
下 5 型：Luminal A 型（ER 阳性和/或 PR 阳性，HER2 阴
性并且 Ki-67<14%）、Luminal B HER2（-）型（ER 阳性
和/或 PR 阳性，HER2 阴性并且 Ki-67≥14%）、Luminal
B HER2（+）型（ER 阳性和/或 PR 阳性，HER2 阳性）、
HER2过表达型（ER阴性/PR阴性/HER2阳性）、
三阴型
［2］
（ER阴性/PR阴性/HER2阴性） 。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 软件，生物学预后因子 ER、PR、
HER2、
Ki-67 间 ADC 值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不同
分子亚型间ADC值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ADC值与生物
学预后因子及不同分子亚型的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
关分析。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64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
肿块样强化病灶69个；
其
中浸润性导管癌59个，
浸润性癌3个，
浸润性小叶癌5个，
不典型髓样癌2个，
ADC值为（0.584~1.940）×10-3 mm2/s，
平均 0.994×10-3 mm2/s；
49 个癌灶 ER 阳性（71%），
20 个
癌灶 ER 阴性（29%）；
36 个癌灶 PR 阳性（52%），
33 个癌
灶PR 阴性（48%）；
27个癌灶HER2阳性（39%），
42个癌
灶 HER-2 阴 性（61%）；56 个 癌 灶 Ki-67 指 数 ≥14%
（81%），
13 个癌灶 Ki-67 指数<14%（19%）
（图 1）。ER、
PR、HER2 阳性、阴性者 ADC 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725、P=0.447，t=0.715、P=0.477，t=1.087、P=0.281），
HER2 阳性者 ADC 值高于阴性者；
Ki-67 阳性、阴性者
ADC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24、
P=0.023），
阴性者
ADC值明显高于阳性，
两者之间呈负相关（r=-0.249，
P=
0.039）。乳腺癌 5 种分子亚型间 ADC 值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F=1.505，
P=0.211，
表1、
2）。
3 讨论
目前，
对于乳腺癌的病因、
发生、
发展机制及规律的
探索已经深入到基因和分子水平。近年来已有不少研
究分析肿块的形态、
边缘、
强化方式与肿瘤预后因子之
间的关系，
但结果并不统一。目前比较公认的是边缘较
光滑的单灶肿块并伴有环形强化，
对三阴性乳腺癌的诊
［6］
断有重要意义 。肿瘤边缘毛刺征普遍认为是乳腺癌一
个较为特异性的恶性征象，
但它与癌肿恶性程度的关系
［7-8］
仍然存在争议。有研究 表明毛刺的出现预示肿瘤具
有更低的侵袭性行为，
毛刺与生物因子之间没有相关
性。这些研究结果的差异说明肿瘤的形态学特征与预
后因子间没有稳定的相关性。随着MRI在临床中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
乳腺癌的研究已逐渐从传统的形态学研
究转向功能与形态学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分析肿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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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6岁女患者右乳肿块型浸润性导管癌III级（HER2过表达型）MRI和免疫组化结果
Fig.1 MRI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data of 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histological grade III) in the right breast of a 56-year-old
female patient. A: Axial T2WI showing a high-intensity mass in the outer upper quadrant with ill defined margins and speculate
boundary; B: The second phase of axial dynamic enhancement showing obvious enhancement in the mass; C: DWI (b value, 800 s/
mm2) showing a high-intensity mass. D: Axial ADC map showing a low signal intensity in the same lesion. The ADC value within
the tumor ROI was 0.928×10- 3 mm2/s. E, F, G, H: 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EnVision, ×100) showing ER and PR negativity and
HER2 (3+) and Ki-67 (+60%) positivity.

表1 69个乳腺癌病灶预后因子表达及各分子亚型与ADC值的关系
Tab.1 Relation between ADC valu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and molecular subtypes in 69 breast
cancer lesions (n=69)
ADC (×10-3 mm2/s)
Prognostic factor subgroup

Lesions
Mean

95% CI

t/F

P

0.725

0.447

0.715

0.477

1.087

0.281

2.324

0.023

1.505

0.211

ER
+

49 (71%)

1.011

0.942, 1.079

-

20 (29%)

0.990

0.884, 1.095

+

36 (52%)

0.985

0.919, 1.052

-

33 (48%)

1.025

0.931, 1.121

+

27 (39%)

1.042

0.958, 1.164

-

42 (61%)

0.980

0.920, 1.051

+

56 (81%)

0.974

0.913, 1.040

-

13 (19%)

1.136

0.943, 1.143

Luminal A

12 (17%)

1.101

0.923, 1.280

Luminal B HER2(-)

22 (32%)

0.922

0.872, 0.972

Luminal B HER2(+)

18 (26%)

1.043

0.903, 1.182

HER2 positive

9 (13%)

1.043

0.889, 1.197

Triple negative

8 (12%)

0.959

0.719, 1.199

PR

HER2

Ki-67

Subtype

组织病理学改变与影像学表现之间的关系，
从分子和细
胞水平检测疾病特征，
可以更准确辅助临床进行治疗，

并判断其预后。
DWI是一种反映活体水分子微观运动的功能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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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69个乳腺癌病灶ER、
PR、
HER2、
Ki-67表达与ADC值相
关性
Tab.2 Correlation of ADC values with ER, PR, HER2 and Ki-67
in 69 breast cancer lesions (n=69)
ER
+

PR
-

+

HER2
-

+

-

Ki-67
+

-

r

0.058

-0.044

0.114

-0.249

P

0.637

0.717

0.351

0.039

ADC

方法，
其ADC值是一个定量指标，
与水分子的弥散与微
循环灌注相关，
水分子扩散快，
信号衰减快，
DWI 呈低信
号，
则ADC值高；
反之，
ADC值越低。ADC值与肿瘤细
胞密度呈负相关。恶性肿瘤细胞增值快，
细胞密度较高，
ADC值较低。影响ADC 值的因素主要包括细胞数量、
液体的黏滞度、
细胞内外水肿、
运动或流动的方向性［9-10］
和一些成像参数，
如磁敏感性、
空间分辨率和信噪比［11］。
肿瘤的生物学预后指标与细胞构成及灌注相关，
因此，
ADC值的高低可能会反映乳腺癌的预后并辅助临床进
行治疗。
目前公认的乳腺癌患者的常规免疫组化检查指标
主要包括雌激素受体（ER）和孕激素受体（PR）、
HER2、
Ki-67，
它们在乳腺癌的发生、
发展及恶性转化中起着重
要作用。Ki-67 是增殖细胞相关核抗原，
不出现在静止
期的细胞中，
阳性结果说明肿瘤增值活跃，
与乳腺癌的
预后关系密切。通常使用 14%作为界值定义高或者低
增殖指数［12］。Ki-67表达越高，
乳腺癌复发率越高，
淋巴
［13-14］
结转移越严重，
远处转移机会越大，
生存期越短 。如
肿瘤中有超过50%的细胞Ki-67过表达，
则其复发危险
［15］
性会明显增大 。本研究结果显示69个肿块型病灶中
Ki-67 指标阳性、
阴性者 ADC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阳
性者 ADC 值明显低于阴性患者，两者之间呈负相关。
这表明Ki-67指数增加的情况下，
癌细胞增殖旺盛，
细胞
密度增高，
限制了水分子的扩散，
ADC 值降低，
与既往
文献报道相符［11，13, 16］。Molinari1 等［17］将≥20%作为 Ki67阳性的界值，
通过对115例乳腺癌研究发现，
Ki-67阳
性者 ADC 值与阴性者有显著差异（P<0.0001），
并呈明
-3
2
显负相关，
以0.95×10 mm /s作为鉴别Ki-67阴阳性的
阈值，
敏感性为 83%，
特异性为 66.1%，
这说明 ADC 值
可以在预测Ki-67的表达方面发挥作用。
ER、
PR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情况与肿瘤患者预后明
显相关, 并且用以指导内分泌治疗［18］。ER/PR阳性的患
者复发率低, 生存期长，
内分泌治疗敏感。Kamitani等［19］
报道由于 ER、
PR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途径，
导致肿瘤微
血管灌注效应减低，
因此 ADC 值降低。刘春玲等［14］将
ER、
PR 的表达标准按照≥1%癌细胞核染色为阳性，
以
着色强度分为+，
++，
+++三个等级，
对82例浸润性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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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的研究发现，ER 不同阳性强度组间 ADC 值存在差
异，
ADC值与ER阳性表达百分比间存在负相关性。本
研究未显示同样的结果，
ER、
PR阳性、
阴性者ADC值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笔者分析，
由于本研究按目前临床所
采用的标准将 ER、
PR 的表达按≥10%癌细胞核染色分
为阳性和阴性两组，
不同的分组标准，
可能会导致结果
差异；
另外，
笔者认为肿瘤细胞增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
对于每一个肿瘤来说，
这些因素各自的独立
作用难以评价，
而病变的ADC值是对病变总体的反映，
其影响因素较多，
也可能是导致该结果的原因。
HER2 又称 C-erbB-2 基因，
是细胞生长、
分化和存
活的重要调节因子，
其高表达提示细胞增殖旺盛，
侵袭
力强，
是判断乳腺癌预后的指标之一。文献报道HER-2
高表达与瘤组织分级、淋巴结转移、分期呈正相关, 与
ER、
PR 表达呈负相关，
表达越高, 预后越差，
复发率升
［20］
高 。恶性肿瘤的ADC值比良性肿瘤更易受到灌注的
影响［21］，
并且与肿瘤坏死和高血管密度相关，
因此肿瘤
内高的血管分布可能导致ADC值增高［22］。Bogner等［23］
认为HER2的过表达促进了血管内皮因子（VEGF）诱导
血管生成，
而新生血管粗大，
管壁脆弱，
导致细胞外液增
加，
ADC值增高。本研究中HER2阳性、
阴性者ADC值
［24］
［1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Kim 及Park 等多数文献报道
一致。HER2表达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肿瘤血管的高
灌注、
肿瘤血管壁不稳定及血管源性水肿等利于水分子
弥散的因素及其他限制水分弥散如细胞密度增大等多
种反作用因素。恶性肿瘤细胞密度增高，
水分子弥散受
限，
ADC 值降低，
而肿瘤内新生血管的异常增殖，
可导
致细胞外液增加，ADC 值增高，这些作用与反作用因
素，
都有可能使ADC值不能有效地反映HER2表达［25］。
不同亚型的乳腺癌对化疗的反应各异。Luminal
A/B 型对激素治疗反应良好，
尤其HER-2阳性患者中，
对他莫昔芬的疗效明显差于 luminal A 型患者；HER2
过表达型对靶向治疗药物反应良好；
三阴性乳腺癌所占
比例最低，
内分泌治疗无效。Luminal A 型是最常见的
类型，
但本组研究中，
Luminal B型患者较Luminal A型
多见。ADC值与乳腺癌分子亚型之间的相关性国内外
文献报道较少。Kim 等［16］对 175 例乳腺癌研究认为各
分子亚型间 ADC 值有明显差异。Molinari C 等［17］研究
118乳腺癌发现，
Luminal B-HER2（+）组平均ADC值最
低，Luminal A 组平均 ADC 值最高，但仅 Luminal A 与
Luminal B-HER2（-）组 ADC 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显示乳腺癌各分子亚型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与Park及谢宗玉报道一致［11, 26］。笔者分析可能与本
研究样本量较小有关。另外本研究的病例中包含了除
浸润性导管癌外其他种类浸润性乳腺癌，
由于乳腺癌的
不均质性，
多种标记物在同一肿瘤中不同程度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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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ADC值无明显规律性；
与前述部分文献不同，
本组研究为避免容积效应等因素影响，更加准确测量
ADC值，
排除了非肿块型癌灶，
仅选取肿块型癌灶入组。
本研究结果显示，
DWI及ADC值能反映浸润性乳
腺癌癌灶内部的特点，
并与部分预后因子（Ki-67）存在
一定相关性，
Ki-67指数越低，
ADC值越高，
能为患者制
定治疗方案提供一定的帮助，
但 ADC 值并不能对乳腺
癌分子亚型进行预测。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会增加样本
量，
并进一步研究乳腺癌组织学分级及淋巴结转移情况
与ADC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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