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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 CT 与 MRI 在乳腺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与特征分析。方法 选择我院放射科单纯

恶性肿瘤患者共 72 例，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观察组（MRI 检查诊断）及对照组（CT 诊

断检查）均为 36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配）。对比患者的误诊率和漏诊率、疾病诊断结果等情况。结果 
观察组的乳腺肿瘤检出阳性率 34 例（94.44%）高于对照组 27 例（75.00%），显示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的乳腺肿瘤诊断漏诊率 1 例（2.78%）明显低于对照组 7 例（19.44%），显示存在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的乳腺肿瘤诊断误诊率 2 例（5.56%）明显低于对照组 9 例（25.00%），显示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针对乳腺肿瘤患者，采用 MRI 检查诊断的方式，存在特征性，可为患者的后期治疗

提供依据，以及更多准确的信息，安全性较高，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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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T and MRI in the diagnosis of 
breast tumors. Methods: A total of 72 patients with simple malignant tumors in the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of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rom Dec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 The observation group (diagnosed by MRI) and the 
control group (diagnosed by CT) were both 36 case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s) Table method allocation). 
Compare patients' misdiagnosis rate and missed diagnosis rate, disease diagnosis results, etc.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breast tumor dete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4 cases (94.44%)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27 cases (75.00%), show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breast tumor diagnosis missed diagnosis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1 case (2.78%)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7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19.44%), 
show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misdiagnosis rate of breast tum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2 cases (5.56%)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in 9 cases (25.00%), show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breast tumors, the diagnosis method of MRI examination has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provide basis for the later treatment of patients, as well as more accurate information, 
high safet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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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于女性来说，乳腺癌是一种常见恶性肿瘤，

当前社会中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的不断发展，

经最新的数据显示，乳腺癌超过肺癌，发病率已跃

居第一，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对女性的生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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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健康产生严重化的威胁[1]。因在发现时较多患

者已经是中晚期，现代手术和放疗治疗方式，仅仅

对乳腺中的肿瘤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所以，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成为临床上降低患者死亡率

的重点[2]。CT 和 MRI 技术获得广泛应用，发挥出重

要作用。经对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的共 72
例乳腺肿瘤患者，积极的选择 MRI 检查诊断，结果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放射科单纯恶性肿瘤患者共 72 例，时

间为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12 月，观察组（MRI
检查诊断）及对照组（CT 诊断检查）均为 36 例。

对比患者的误诊率和漏诊率、疾病诊断结果等。本

研究中患者均自愿参与此次研究。排除标准：存在

精神和智力障碍者。纳入标准：有交流和沟通能力；

可完成本治疗；符合乳腺肿瘤诊断标准。对照组年

龄（25～45）岁，平均（38.8±5.2）岁；观察组年

龄（24～46）岁，平均（38.5±5.3）岁。分析患者

的一般资料，无意义。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CT 诊断。取平卧位，用 64 排飞利浦 brillance，

完成螺旋 CT 扫描，设置层厚：5mm、螺距：1.375、
管电压：120 ～ 140kV、管电流：250 ～280mAs、
重建间隔：5mm，在肘静脉部位。最后传输至工作

站扫描到的信息。 
1.2.2 观察组 
MRI 诊断。先指导患者取俯卧位，用 GE1.5T 

avanto 的磁共振扫描仪，在检查中保证双侧乳腺呈

自然垂直状。完成冠状面 T2WI 和横断面 T1WI、
T2WI 扫描，同时临床诊断中设置层距 4mm、层间

距 0.8mm，之后多相时增强。注意把磁性 Gd-DTPA
对比剂，在人体肘静脉注入到其中，屏气之后进行

无间断、连续性的增强扫描。观察是否会有异常强

化形态和病，存在于乳腺内，减影分析增强后图像，

肿块周边有无增多或增粗血管。 
1.3 观察指标  
对比患者的疾病诊断结果、误诊率和漏诊率。 
1.4 统计学处理  
计数资料卡方检验，计量资料多样本 T 检验，

同时对患者实施 SPSS22.0 软件，有统计学意义，则

P＜0.05。 
2 结果 
2.1 诊断结果 
观察组检出阳性率 34 例（94.44%）高于对照组

27 例（75.00%）（P＜0.05），见表 1。 

表 1  诊断结果[n(%)] 

组别 例数 阴性 阳性 检出率（%） 

观察组 36 2（5.56） 34（94.44） 34（94.44） 

对照组 36 9（25.00） 27（75.00） 27（75.00） 

X2    5.2578 

P    0.0218 

2.2 患者的临床诊断漏诊率  
观察组的漏诊率 1 例（2.78%）明显低于对照组

7 例（19.44%）（P＜0.05），见表 2。 

表 2  临床诊断漏诊率[n(%)] 

组别 例数 漏诊率（%） 

观察组 36 1（2.78） 

对照组 36 7（19.44） 

X2  5.0625 

P  0.0244 

2.3 临床误诊率 
观察组的误诊率 2 例（5.56%）明显低于对照组

9 例（25.00%）（P＜0.05），见表 3。 

表 3  临床诊断误诊率[n(%)] 

组别 例数 误诊率（%） 

观察组 36 2（5.56） 

对照组 36 9（25.00） 

X2  5.2578 

P  0.0218 

3 讨论 
在良性乳腺癌肿瘤中，最常见的就是纤维肿瘤，

恶性则是乳腺癌。CT和MRI作为常用的诊断方式，

经多平面重建技术，CT 可充分显示出病灶细节[3]，

分辨率较高，但是存在动态增强时间长、假阴性率

高等等诸多不足。而观察组患者所实施的 MRI 诊断

的方式，可从不同角度对机体实现体层成像，空间

分辨率较高，清晰化的分辨纤维、脂肪组织，甚至

于肌肉组织，良好显示出乳房结构[4]。不仅如此，



张艳，冯志龙，王腾爽                                           CT 与 MRI 在乳腺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与特征分析 

 - 19 - 

此种诊断检查方式，不会损害人体健康，有无辐射

的特点。形态和信号是乳腺肿瘤 MRI 主要表现，能

有效分辨软组织，在定性诊断疾病中的价值较高，

可把肿瘤周围组织关系，以及病变边界、形状清晰

化的显示出来，提供给后期治疗以一定参考性的价

值[5]。此次研究中，观察组阳性率 34 例（94.44%）

高于对照组 27 例（75.00%）；观察组疾病诊断漏诊

率 1 例（2.78%）明显低于对照组 7 例（19.44%）；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观察组误诊率 2 例（5.56%）

明显低于对照组 9 例（25.00%），有统计学意义。

经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乳腺肿瘤患者，积极的实

施 MRI 检查诊断的方式，主要基于多平面重建技术

的支持下，清晰观察患者病灶细微状态，临床上诊

断的优势比较突出，能够确切地观察组织等，病变

的检出率更高，取得的作用显著，且意义重大。 
综上所述，临床上对乳腺肿瘤患者，积极实施

MRI 检查诊断，存在特征性，可为患者的后期治疗

提供依据，以及更多准确的信息，安全性较高，具

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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