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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性与异时性双侧原发性乳腺癌临床病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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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同时性与异时性双侧原发性乳腺癌（bilateral primary breast cancer，BPBC）的临床病理特征、免疫表型及
预后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6 年 1 月至 2020 年 6 月佛山市妇幼保健院经病理确诊的 57 例 BPBC 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

其中同时性双侧乳腺癌（syn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cancer，SBBC）20 例，异时性双侧乳腺癌（meta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cancer，MBBC）37 例，并对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时间截止于 2020 年 12 月。比较 SBBC 与 MBBC 第一和第二原发癌的组织
学类型、T 分期、脉管累及、TNM 分期、腋窝淋巴结转移和免疫表型差异，并对二者的预后进行分析。结果

SBBC 与 MBBC

患者第一和第二原发癌的组织学类型均以非特殊型浸润性癌和导管原位癌最多见，T 分期以 T1 和 T2 期为主，脉管以未受累
及为主，TNM 分期以Ⅰ和Ⅱ期为主。MBBC 患者第二原发癌的腋窝淋巴结转移率高于 SBBC 患者（P<0.05）
。SBBC 患者第一
原发癌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阳
性率均高于 MBBC 患者第一原发癌，但 SBBC 患者第二原发癌 HER2 阳性率低于 MBBC 患者第二原发癌（均 P<0.05）
。SBBC
患者第一和第二原发癌 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和 HER2 表达一致性均高于 MBBC 患者（均 P<0.05）。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显示，SBBC 与 MBBC 患者总生存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278，P=0.070）
。结论

SBBC 与

MBBC 患者第一和第二原发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免疫表型有一定差异，MBBC 患者两侧肿瘤病灶异质性较大，但二者预后无
明显差异。

关键词 ：乳腺癌 ；同时性 ；异时性 ；病理学
Clinicopathological analysis of synchronous and metachronous bilateral primary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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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immunophenotype and prognosis of synchronous and metachronous bilateral primary breast cancer (BPBC). Methods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of 57 patients with BPBC who were pathologically
confirmed in Foshan Women and Childre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6 to June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wenty cases were
syn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cancer (SBBC) and 37 cases were meta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cancer (MBBC). The patients were followed up
until December 2020. The differences in histological type, T stage, vascular involvement, TNM stage, axillary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immunophenotype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rimary cance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SBBC and MBBC, and the prognosis was analyzed. Results Non-specific invasive breast carcinoma and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were the most common histological typ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rimary cancers in patients with SBBC and MBBC. T stage was mainly T1 and T2, the vessels were mainly uninvolved, and TNM stage was
mainly stage Ⅰ and Ⅱ. The axillary lymph node metastasis rate of the second primary cancer in patients with MBBC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SBBC (P<0.05). The positive rates of estrogen receptor (ER) and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HER2) in the
first primary cancer of patients with SBBC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with MBBC, but the positive rate of HER2 in the second
primary cancer of patients with SBBC was low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MBBC (all P<0.05). The expression consistency of ER, progesterone receptor (PR) and HER2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primary cancers of patients with SBBC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MBBC (all
P<0.05).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verall survival between patients with SBB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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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BC ( χ2=3.278, P=0.070). Conclusion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immunophenotyp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rimary cancers
in patients with SBBC and MBBC are different to some extent. The heterogeneity of tumor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MBBC is larg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SBBC,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ognosis between them.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synchronous; metachronous; pathology
2020 年世界范围内乳腺癌占女性癌症病例总数
[1]

1.3

方

法

。随着对

乳腺癌手术切除标本经 4% 中性甲醛固定，常
规石蜡包埋，4 μm 厚连续切片及 HE 染色。免疫

乳腺癌的认识和筛查手段的提高，双侧乳腺癌的

组织化学检测所用仪器为瑞士罗氏（Roche）公司

发病率也在逐年增长。双侧乳腺癌是指左右两侧

Ventana BenchMark XT 全 自 动 免 疫 组 织 化 学 染 色

的 11.7%，已经超过肺癌成为女性最常见的癌症
中国乳腺癌的年发病例数为 392 万例

[3]

[2]

。

。根据双侧乳腺癌发生的

仪， 按 照 Ventana 全 自 动 染 色 说 明 书 设 置 染色程

间隔时间不同，分为同时性双侧乳腺癌（synchronous

序。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指标雌激素受体（estrogen

bilateral breast cancer，SBBC）和异时性双侧乳腺

receptor，ER）、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

癌（meta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cancer，MBBC）。

PR）、 人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2（human epidermal

目 前 国 内 外 区 分 SBBC 与 MBBC 的 间 隔 时 间 从
1~24 个月不等，缺乏统一标准。多数学者认为双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 和 Ki-67 等 抗 体
均购自罗氏公司。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侧乳腺癌发生间隔时间≤ 6 个月为 SBBC，>6 个月

situ hybridization，FISH）检测按照北京金菩嘉公

乳腺都发生原发性癌

[4]

为 MBBC ，故本组研究采用 6 个月来区分 SBBC

司 HER2 基因扩增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和 MBBC。双侧乳腺癌发病率相对单侧乳腺癌较低。

1.4

结果判断

目前对其临床病理特征认知有限。本研究通过对

ER、PR 和 Ki-67 阳 性 标 准 为 肿 瘤 细 胞 核 着

SBBC 和 MBBC 患者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棕黄色颗粒，阳性肿瘤细胞≥1%。HER2 蛋白阳

并复习相关文献，探讨二者临床病理特征、免疫

性定位于肿瘤细胞膜，呈棕黄色。对 HER2 免疫

表型和预后的差异。

组织化学检测结果为 2+ 的病例进一步做 FISH 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测，HER2 蛋白和基因检测结果判定参照《乳腺癌
HER2 检测指南（2014 版）》[9]。
1.5

随

访

术后通过门诊复查和电话等方式进行随访，

佛 山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2006 年 1 月 至 2020 年 6
月共收治乳腺癌患者 1 061 例，收集其中经病理

随访患者术后并发症、复发和转移等情况，随访

确诊的 57 例双侧原发性乳腺癌（bilateral primary

时间截止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57 例患者中 3 例

breast cancer，BPBC） 患 者 的 临 床 病 理 资 料。 其

失访。

中 SBBC 20 例，MBBC 37 例。乳腺癌组织学类型

1.6

应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参 照 世 界 卫 生 组 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2019 乳腺肿瘤分类标准

[5]

，TNM 分期参照

第 8 版美国癌症联合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乳腺癌分期系统
1.2

[6]

。

BPBC 诊断标准及第一原发癌的界定
BPBC 诊断标准 ：
（1）组织学类型，双侧乳腺癌

组织学类型不同 ；
（2）原位病变，存在原位癌或原

统计学分析

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Fisher 精确检验。采用 Kaplan-Meier 法作生存分析。
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2.1

临床资料

果

位癌演变成浸润癌的病理证据 ；
（3）生长方式，原

57 例 BPBC 患者均为女性。20 例 SBBC 患者

发癌多呈单个生长，转移癌则偏多发倾向 ；
（4）单

中双侧导管原位癌 2 例，单侧导管原位癌和单侧

侧乳腺癌发病并根治后 >5 年，无局部复发或远处

浸润性癌 3 例，双侧浸润性癌 15 例。SBBC 患者

[7]

。

发 病 年 龄 34~70 岁， 中 位 发 病 年 龄 51 岁。37 例

将 SBBC 中肿瘤直径大的一侧界定为第一原发癌，

MBBC 患者中双侧导管原位癌 3 例，单侧导管原

MBBC 中早发现的一侧界定为第一原发癌 [8]。

位癌和单侧浸润性癌 6 例，双侧浸润性癌 28 例。

转移 ；
（5）排除诊断时已出现远处转移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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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BC 与 MBBC 免疫表型比较

发病年龄 46 岁。MBBC 患者第二原发癌的发病年

SBBC 患者第一原发癌 ER 和 HER2 阳性率均

龄 40~68 岁，中位发病年龄 48.5 岁。

高于 MBBC 患者第一原发癌，但 SBBC 患者第二原

2.2

SBBC 患者第一原发癌与第二原发癌发病间隔

发癌 HER2 阳性率低于 MBBC 患者第二原发癌，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表 2）。第一和第

0~5 个月，中位间隔时间 2.5 个月。MBBC 患者第

二原发癌 PR 和 Ki-67 阳性率及第二原发癌 ER 阳

一原发癌与第二原发癌发病间隔 17~135 个月，中

性率在 SBBC 与 MBBC 患者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P>0.05）。SBBC 患 者 第 一 和 二 原 发 癌

发病间隔时间

位间隔时间 59 个月。
2.3

SBBC 与 MBBC 临床病理特征比较
SBBC 与 MBBC 患者第一和第二原发癌的组织

ER、PR 和 HER2 表达一致性高于 MBBC 患者，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二者 Ki-67

学类型均以非特殊型浸润性癌和导管原位癌最多

表达一致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见，其余类型包括浸润性小叶癌、黏液癌、浸润

2.5

生存分析

性大汗腺癌及分泌性癌等（图 1）。T 分期以 T1 和

SBBC 患者总生存期为 28~163 个月，其中患

T2 期为主，脉管以未受累及为主，TNM 分期以Ⅰ

者 5 年 总 生 存 率 为 96.1%。MBBC 患 者 总 生 存 期

和Ⅱ期为主。第一和第二原发癌的组织学类型、T

为 37~177 个月，其中患者 5 年总生存率为 95.5%。

分期、脉管累及和 TNM 分期在 SBBC 与 MBBC 患
者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表 1）。

表 1 SBBC 和 MBBC 第一和第二原发癌临床病理特征
（例，
%）

SBBC 与 MBBC 患者第一原发癌的淋巴结转移率比

primary cancers of SBBC and MBBC (case, %)

Table 1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MBBC 患者
第二原发癌的淋巴结转移率高于 SBBC 患者，差异

临床病理特征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组织学类型

第一原发癌
SBBC

B

SBBC

MBBC

5 (25.0)

9 (24.3)

0.867

导管原位癌 2 (10.0)
A

MBBC

第二原发癌
P值

3 (8.1)

非特殊型浸 12 (60.0) 26 (70.3)

P值
0.577

10 (50.0) 23 (62.2)

润性癌
浸润性小

4 (20.0)

5 (13.5)

2 (10.0)

3 (8.1)

3 (15.0)

4 (10.8)

2 (10.0)

1 (2.7)

叶癌
其他
T 分期
C

D

0.910

Tis

2 (10.0)

3 (8.1)

5 (25.0)

9 (24.3)

T1

6 (30.0)

9 (24.3)

5 (25.0)

8 (21.6)

T2

8 (40.0)

19 (51.4)

7 (35.0)

16 (43.2)

T3

3 (15.0)

4 (10.8)

2 (10.0)

2 (5.4)

T4

1 (5.0)

2 (5.4)

1 (5.0)

2 (5.4)

5 (25.0)

21 (56.8)

淋巴结转移

E

F

0.788

阳性

10 (50.0) 20 (54.1)

阴性

10 (50.0) 17 (45.9)

脉管累及
阳性

8 (40.0)

阴性

12 (60.0) 30 (81.1)

0
A ：非特殊型浸润性癌 ；B ：导管原位癌 ；C ：浸润性小叶

癌 ；D ：黏液癌 ；E ：浸润性大汗腺癌 ；F ：分泌性癌

图1
Fig. 1

双侧乳腺癌组织学类型（HE×100）
Histological types of bilateral primary breast cancer

(HE×100)

0.028
15 (75.0) 16 (43.2)

0.117
7 (18.9)

TNM 分期

注

0.945

0.364
4 (20.0)

13 (35.1)

16 (80.0) 24 (64.9)
0.988

1.000

2 (10.0)

3 (8.1)

5 (25.0)

9 (24.3)

Ⅰ期

5 (25.0)

8 (21.6)

3 (15.0)

6 (16.2)

Ⅱ期

8 (40.0)

15 (40.5)

9 (45.0)

16 (43.2)

Ⅲ期

4 (20.0)

10 (27.0)

2 (10.0)

5 (13.5)

Ⅳ期

1 (5.0)

1 (2.7)

1 (5.0)

1 (2.7)

注

SBBC ：同时性双侧乳腺癌（syn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can-

cer）；MBBC ：异时性双侧乳腺癌（meta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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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n-Meier 生 存 曲 线 显 示，SBBC 与 MBBC 患
者总生存期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3.278，
P=0.070 ；图 2）。
表2

SBBC 和 MBBC 第一和第二原发癌免疫表型（例，%）

Table 2

Immunophenotyp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primary

cancers of SBBC and MBBC (case, %)
第一原发癌

免疫表型

SBBC

第二原发癌
P值

MBBC

ER

SBBC

10 (66.7) 7 (25.0)

12 (80.0) 20 (71.4)

阴性

5 (33.3)

3 (20.0)

6 (21.4)

11 (73.3) 24 (85.7)

阴性

8 (53.3)

22 (78.6)

4 (26.7)

阴性

7 (46.7)

22 (78.6)

Ki-67

20
50

100
150
生存时间（月）

200

SBBC 和 MBBC 患者总生存曲线比较

Fig. 2

3

4 (14.3)

0.046
6 (21.4)

MBBC- 删失

40

Comparison of overall survival curv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SBBC and MBBC

7 (46.7)

8 (53.3)

SBBC- 删失

0.419

阳性

阳性

60

图2

8 (28.6)

0.162

HER2

MBBC

0
0.719

阳性

21 (75.0)

SBBC

80

P值

MBBC

0.011

PR

100
累积总生存率（%）

2

0.002
5 (33.3)

讨

论

双侧乳腺癌是指乳腺导管和（或）小叶上皮
起源的恶性肿瘤同时或非同时发生于双侧乳腺，是

23 (82.1)

乳腺癌的一种特殊类型。目前暂未发现明确的双

10 (66.7) 5 (17.9)
0.740

0.719

侧乳腺癌易感基因，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国内

<14%

6 (40.0)

9 (32.1)

11 (73.3) 22 (78.6)

外对 SBBC 与 MBBC 进行研究的数据资料有限，对

≥14%

9 (60.0)

19 (67.9)

4 (26.7)

二者临床病理特征、免疫组织化学表型及预后的

注

6 (21.4)

SBBC ：同 时 性 双 侧 乳 腺 癌（syn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cancer）；MBBC ：异时性双侧乳腺癌（meta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cancer）；ER ：雌 激 素 受 体（estrogen receptor）；PR ：孕 激 素 受 体
（progesterone receptor）；HER2 ：人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研究结果不尽相同。
研究发现，SBBC 与 MBBC 在肿瘤组织学类型、
分级、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 P>0.05）[10-11]。有研究认为，SBBC
中 特 殊 类 型 的 乳 腺 癌 较 MBBC 多 见，MBBC 中 非

表 3 SBBC 和 MBBC 第一和第二原发癌免疫表型差异
（例，
%）

特殊型浸润性癌较 SBBC 多见 [12]。而也有研究认

Table 3

为，SBBC 与 MBBC 第一原发癌比较，在手术类型、

Immunophenotyp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 primary cancers of SBBC and MBBC (case, %)
免疫表型

SBBC

MBBC

ER

P值

腋窝淋巴结受累、组织学类型、T 分期和激素受体
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0.045

但就第二原发癌而言，SBBC 浸润性小叶癌和导管

一致

13（86.7）

15（53.6）

原 位 癌 较 MBBC 多，MBBC 非 特 殊 型 浸 润 性 癌 较

不一致

2（13.3）

13（46.4）

SBBC 多 [13]。本研究结果显示，SBBC 与 MBBC 患

PR

0.027

一致

11（73.3）

10（35.7）

不一致

4（26.7）

18(64.3)

HER2

者第一和第二原发癌的组织学类型均以非特殊型
浸润性癌和导管原位癌最多见，其余类型相对少

0.023

见，T 分期以 T1 和 T2 期为主，脉管以未受累及为

一致

12（80.0）

11（39.3）

主，TNM 分期以Ⅰ和Ⅱ期为主，SBBC 与 MBBC 患

不一致

3（20.0）

17（60.7）

者在第一和第二原发癌的组织学类型、T 分期、脉

一致

10（66.7）

15（53.6）

管累及和 TNM 分期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与 Díaz 等 [10]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不一致

5（33.3）

13（46.4）

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发现，SBBC 与 MBBC 患者第

Ki-67

0.523

SBBC ：同 时 性 双 侧 乳 腺 癌（syn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一原发癌的淋巴结转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cancer）；MBBC ：异时性双侧乳腺癌（metachronous bilateral breast

义（P>0.05），但 MBBC 患者第二原发癌的淋巴结

cancer）；ER ：雌 激 素 受 体（estrogen receptor）；PR ：孕 激 素 受 体

转移率高于 SBBC 患者。

注

（progesterone receptor）；HER2 ：人 表 皮 生 长 因 子 受 体 -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

ER、PR 和 HER2 是与乳腺癌治疗和预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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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对组织学类型相同

关。虽然这些发现尚需通过大规模的研究和长期

的 BPBC 患者，激素受体的表达状态是判断两侧肿

随访进一步证实，但对 BPBC 临床病理特征的研究

瘤异质性的参考指标。研究发现，在 10％的 SBBC

有可能为精准医学治疗策略提供新的见解。

和 15％的 MBBC 中双侧乳腺癌病灶 ER 表达不一
致 [14]。Baykara 等 [15] 发现 MBBC 患者比 SBBC 患
者 ER 表达较少，局部复发率和远处转移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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