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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１例男性乳腺癌患者临床与预后分析
谢广茹

刘东颖

【摘要】

陈明

目的探讨男性乳腺癌（ＭＢＣ）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其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２００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７１例ＭＢＣ患者的临床病理及生存资料。
结果ＭＢＣ患者年龄４３．８４（Ｍ＝６２）岁，中位年龄大于同期女性乳腺癌（ＦＢＣ）患者（ｔ＝６．３５５，
Ｐ－－－－０．０００），与同期ＦＢＣ例数之比为ｏ．４２％（７１：１６ ７９６）；ＭＢＣ病理类型以浸润性导管癌（ｆ＝
２９．８７５，Ｐ＝０．０００）、临床分期以＞ＩｌｌＡ（ｆ＝１３．３７７，Ｐ＝０．０３７）多见。ＭＢＣ患者雌激素受体阳性率
明显高于ＦＢＣ患者，而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一２（ＨＥＲ一２）阳性率明显低于ＦＢＣ患者（Ｚ２＝３．７４１，
Ｐ＝０．０４８；ｚ２＝１２．８４５，Ｐ－－０．００２）。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发现ＭＢＣ患者预后比ＦＢＣ患者差（ｐ－－
０．００４，Ｐ＝０．０４６）。ＭＢＣ患者的ＨＥＲ一２表达水平是影响其预后的重要因素（ｘ２－－－－４．２１９，Ｐ＝
０．０４０）。结论

ＭＢＣ与ＦＢＣ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均存在显著差异。ＨＥＲ一２阳性可能对ＭＢＣ的预

后及治疗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乳腺肿瘤，男性；激素受体；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一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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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乳腺癌（ＭＢｃ）发病率较低，目前对其临床

附属肿瘤医院２００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收治的７ｌ

特征、治疗方法及预后尚无统一认知…。因此较大

例ＭＢＣ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

样本的病例研究对准确了解其临床及预后特点，从
而指导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对天津医科大学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７１例ＭＢＣ患者年龄４３～８４（Ｍ＝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９
作者单位：３０００６０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ｆ】西医结合科天津
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刘东颖、谢广茹）；天津市南开医院内科
（陈明）
通信作者：陈明，Ｅｍａｉｌ：ｃｍｔｊｎｋ＠ｓｉｎａ．ｔｏｍ

６２）岁。首诊主要症状为无痛性乳晕及其周围肿块，
其次为乳头溢液。左、右乳出现肿块分别为３６例和
３５例。同期收治女性乳腺癌（ＦＢＣ）患者共计１６ ７９６
例，ＭＢＣ与ＦＢＣ例数之比为ｏ．００４２：１。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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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ＢＣ患者４１５例作为对照。７１例ＭＢＣ患者中以浸

表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ＭＢＣ与ＦＢＣ的临床特征

润性导管癌为最常见病理类型（５３例，７４．６％），其他
病理类型包括原位导管癌和乳头状癌各５例，６例黏
液腺癌，２例特殊类型癌。
２．调查方法：每６—１２个月进行一次门诊随访
（包括体格、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７１例患者均获
得随访（Ｍ＝５４．０个月），其中１６例已死亡。６６例
ＭＢＣ患者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雌激素受体（ＥＲ）和
孕激素受体（ＰＲ）表达水平，阳性细胞数达１０％以上
者诊断为受体阳性表达。其中ＥＲ（＋）５８例，ＰＲ
（＋）５３例；４８例ＥＲ（＋）／ＰＲ（＋），３例ＥＲ（一）／ＰＲ
（一），５例ＥＲ（一）／ＰＲ（＋），１０例ＥＲ（＋）／ＰＲ（一）。

采用免疫组化联合荧光原位杂交法（ＦＩＳＨ）检测人
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一２（ＨＥＲ一２）表达水平。其中肿
瘤组织免疫组化评分＞３＋或ＦＩＳＨ阳性者为ＨＥＲ一２
阳性；肿瘤组织免疫组化评分为２＋者需ＦＩＳＨ检测
进一步确认；免疫组织评分为１＋／０或ＦＩＳＨ阴性者
为ＨＥＲ一２阴性。６４例患者接受ＨＥＲ一２检测，１ｌ例
ＨＥＲ一２（＋），其中２例为ＥＲ（一）／ＰＲ（一）／ＨＥＲ一２
（一）。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ｔ检验比较连续变量，Ｚ２检
验比较分类变量。生存率以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计算，
以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比较组间生存率。利用Ｃｏｘ回归分
析进行预后多因素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数据统计均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上完成。
结

果

１．一般情况：由表１可见，ＭＢＣ患者的中位年
龄大于ＦＢＣ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
ＭＢＣ患者的病理类型多为浸润性导管癌，且无浸润

注：４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６例数有
缺失

性小叶癌，而４１５例ＦＢＣ中有２３例为浸润性小叶癌
（Ｐ＝０．０００）；ＭＢＣ患者临床分期＞ⅢＡ的病例多于
ＦＢ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７）；ＭＢＣ患者ＥＲ
阳性率明显高于ＦＢＣ患者（Ｐ＝Ｏ．０４８），而ＨＥＲ一２阳

性率明显低于ＦＢＣ患者（Ｐ＝０．００２）。
２．ＭＢＣ的预后分析：ＭＢＣ患者３、５、１０年生存
率分别为８２．７％、７４．０％和４７．４％，ＦＢＣ患者生存率分
别为９２．３％、８７．１％和７５．４％，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８．２０５，Ｐ＝０．００４），ＭＢＣ患者预后比ＦＢＣ患者

差（图１）。将所有患者的临床病理因素纳入Ｃｏｘ回
归模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除Ｉ临床分期和ＨＥＲ一２
表达外，性别仍然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因素，男女性患

者预后的相对危险度（伽）为１．９１２，Ｐ＝０．０４６（表２）。
对ＭＢＣ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进行预后单因素

图１

ＭＢＣ与ＦＢＣ患者的预后分析

分析，仅ＨＥＲ一２表达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表
３）。ＨＥＲ一２表达阴性者３、５、ｌＯ年生存率显著低于
阳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０）（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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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Ｃ患者中，分期较晚、有淋巴结转移、肿瘤体积较

表３

ＭＢＣ的预后分析

大者虽然生存率较低，但组间差异却无统计学意义
（表３）。可能是由于７ｌ例患者中仅１６例达到死亡
终点所致。
表２影响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发病年龄较大，本研究中ＭＢＣ患者的中位年龄比
ＦＢＣ患者大９岁，与国内外报道一致Ｈ＇“。但与ＦＢＣ
不同，随年龄增加，ＭＢＣ的发病率逐渐升高。且
ＭＢＣ的发病高峰仅在６０～６５岁之间，并不出现
ＦＢＣ发病率较高的两个年龄段（４５～５０岁及绝经后
５～１０年）哺１。ＭＢＣ患者在首次就诊时临床病理分
图２

ＨＥＲ一２表达对ＭＢＣ患者预后的影响

期较晚，本组ＭＢＣ患者中＞ⅢＡ期的病例较ＦＢＣ明
显多见。ＭＢＣ的病理类型主要以浸润性导管癌为

讨

论

据报道，欧美国家ＭＢＣ与ＦＢＣ患者例数之比
约为ｌ％，非洲ＭＢＣ的发病率则较高，约占所有乳腺
癌的３．９％…。对美国居住的黑色人种进行的流行病

主，该类型可占ＭＢＣ的７０％，而男性乳腺中缺乏小
叶结构，浸润性小叶癌在ＭＢＣ中所占比率明显低于
ＦＢＣｎ］。本研究中浸润性导管癌和浸润性小叶癌所

学调查发现，ＭＢＣ发病率仍高于白色人种，因此不

占比率分别为７４．６％和０．０％，与报道一致哺。０｜。国内
外研究发现ＭＢＣ中ＥＲ和ＰＲ的阳性率明显高于

同人种间基因背景的差异对ＭＢＣ有关键作用陋１。

ＦＢＣ，其表达水平接近于绝经后妇女；而且随着发病

而在亚洲地区，乳腺癌的性别比率却明显低于世界

年龄的增长，ＭＢＣ患者中这两种受体的表达率也会

平均水平，本研究其比率约为０．４２％，与包括我国及

明显升高ｎ“。本组ＭＢＣ患者的ＥＲ和ＰＲ阳性率也

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报道一致ｎ’３
ＭＢＣ发病年龄一般在２０～９０岁，与ＦＢＣ相比

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ＦＢＣ。ＦＢＣ中ＥＲ和ＰＲ水平的

３。

表达与激素治疗疗效及良好的预后相关，而在ＭＢＣ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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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ＥＲ和ＰＲ阳性对治疗及预后的意义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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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一２阳性是ＦＢＣ一个重要的预后因素及治

陶苹，胡耀月，黄源，等．亚裔女性乳腺癌危险因素的Ｍｅｔａ分

疗靶点，而该指标在ＭＢＣ中的意义却存在争议。但
已有研究证实，ＨＥＲ一２的过表达与较高的组织学分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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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Ｂｒｅａｓｔ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 ｒｉｓｋ

级及较晚的临床病理特征相关ｎ“。本研究发现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ＨＥＲ一２阳性患者的３、５、１０年生存率明显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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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ｚｄｅｍｉｒ Ｎ，ｅｔ

率在１．７％～２３．４％旧＇９’”Ｊ。本研究ＨＥＲ一２表达在

ｍｅｍｓｍｔｉｃ ｍａｌｅ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１１８

ＭＢＣ患者中的阳性率为１７．２％，也明显低于对照组

（２）：５５４—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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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Ｃ较差的预后是由于其发病年龄较大及首诊时

ｍａｌｅ ｂｒｅａｓｔ

较晚的临床病理分期所致，而Ｃｕｔｕｌｉ等ｎ６１却认为男

Ｃｌｉｎ

１１１ｊ

大肌筋膜，这一解剖特点使得ＭＢＣ更易于浸润转
移，因而病情进展较快、预后较差。Ｆｏｅｒｓｔｅｒ等一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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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Ｊ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临床特征及预后均存在显著差异ｎ６，＂１。ＨＥＲ一２阳性

２００７，１０９：１４７１—１４７７．

［１ ３］Ｌｉｕ
ａｎｄ

义，但还需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

Ｒ，ＳａｆａＭ，ｅｔ ａｌ Ｍａｌｅ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ｔｈｅ

ＮａｈｌｅｈＺＡ，Ｓｒｉｋａｎｔｉａｈ

ＭＢＣ患者的预后仍比ＦＢＣ患者差。ＭＢＣ和ＦＢＣ的

这一指标可能对ＭＢＣ的预后及治疗有着重要的意

ｎ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ｄ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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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ＢＣ患者。

实即使在年龄、分期等临床病理特征配对之后，

Ｊ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０（１０）：１０７３—１０７７．

性率为２５．０％。３０．Ｏ％，而ＭＢＣ患者的ＨＥＲ一２阳性

性乳腺组织较薄，即使较小的肿物也紧邻皮肤及胸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Ｃｈｉｎ

胡政，李想，冯茂辉，等．乳腺癌风险评估与预测的模型及应用．

ＨＥＲ一２阴性患者。有研究认为ＦＢＣ患者ＨＥＲ一２阳

本研究预后分析发现，ＭＢＣ患者与ＦＢＣ患者相
比预后更差，与国内外报道一致ｎ…。Ｍａｈｏｎｎ５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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