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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病（COVID-19）是⼀种新的不断变化的情况。

癌症患者的信息：https：//www.cancer.gov/espanol/coronavirus

检查Y新的CDC公共卫⽣信息：https : //espanol.cdc.gov/enes/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男性乳腺癌治疗（PDQ®）-健康专业版
转到患者版本

有关男性乳腺癌的⼀般信息

发病率和死亡率

到2020年，美国估计的乳腺癌新病例和死亡⼈数（仅男性）：[ 1 ]

新案件：2,620。

死亡：520。

男性乳腺癌是罕⻅的[ 2 ]少于所有乳腺癌影响男性1％[ 3，4 ]在诊断时的平均年龄为60⾄70岁; 但是，该病可能会发⽣在
各个年龄段的男性中。

解剖特征

⻛险因素

•

•

男性乳房的解剖。乳头和乳晕可⻅于乳房外

侧。还可以看到淋巴结，脂肪组织，导管以

及乳房内部的其他部分。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coronavirus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coronavirus
https://espanol.cdc.gov/enes/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espanol.cdc.gov/enes/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seno/paciente/tratamiento-seno-masculino-p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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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患男性乳腺癌的危险因素如下：[ 5，6 ]

暴露于胸部或胸部。

使⽤雌激素。

与雌激素过多有关的疾病，例如肝硬化或克莱⽒综合征。

家族病史：有明显的家族趋势，例如有多个⼥性亲属的男性乳腺癌发病率上升。

增加遗传易感性：增加的男性乳腺癌据报道，在与家庭的⻛险BRCA基因突变，虽然⻛险似乎更⾼的BRCA2基因突变
⽐BRCA1突变[ 7，8 ]别⼈可能除BRCA基因外，这些基因还参与了男性乳腺癌的易感性；例如，抑癌基因PTEN中的突
变，TP53中的突变（Li-Fraumeni综合征），PALB2中的突变和基因突变的修复有关结肠直肠癌遗传性⾮不匹配 -
（Lynch综合征性息⾁病 。 ）[ 9 - 11 ]（对于在英语中的更多信息，请参⻅第部⾼外显率乳腺癌和/或妇科癌症的
PDQ 遗传学中的妇科癌症易感基因和BRCA致病变异的男性携带者总结（）。

临床表现

男性乳腺癌的体征如下：

乳房或乳房附近或腋下区域肿块或增厚。

改变乳房的⼤⼩或形状。

乳房⽪肤上的酒窝或皱纹。

乳头内陷。

从乳头排出液体；特别是在⾎腥的情况下。

乳房，乳头或乳晕上的鳞状，红⾊或肿胀的⽪肤

橙⽪。

诊断评估

当怀疑患有乳腺癌时，患者的治疗⽅法通常包括以下步骤：

确认诊断。

评估疾病阶段。

选择治疗⽅法。

为了诊断乳腺癌，使⽤了以下测试和程序：

乳房的临床检查。

乳腺摄影。

超⾳波

如果临床需要，可以对乳房进⾏磁共振成像。

活检，包括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的状态，以及活检标本中HER2 / neu基因的扩增[ 12 ]。

（有关评估对侧乳房和肿瘤分⼦概况[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状态以及⼈表⽪⽣⻓因⼦受体2表达[HER2 / neu]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诊断部分。在PDQ摘要“ 成⼈乳腺癌治疗”中）。

组织病理学分类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s://www.cancer.gov/types/breast/hp/breast-ovarian-genetics-pdq#link/_88
https://www.cancer.gov/types/breast/hp/breast-ovarian-genetics-pdq
https://www.cancer.gov/types/breast/hp/breast-ovarian-genetics-pdq#link/_88
https://www.cancer.gov/types/breast/hp/breast-ovarian-genetics-pdq#link/_2030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seno/pro/tratamiento-seno-pdq#link/_6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seno/pro/tratamiento-seno-p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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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乳腺癌的病理特征与⼥性乳腺癌相似。浸润性导管癌是Y常⻅的乳腺癌类型（⻅表1）[ 13 ]在男性中也观察到导管内
癌，炎性癌和乳头Paget病，但未发现⼩叶癌。原位 [ 13 ]

淋巴结受累和⾎⾏扩散⽅式与⼥性乳腺癌相似。

表1.男性乳腺癌的肿瘤位置和相关的组织学亚型

肿瘤位置 组织学亚型

UPS =⽆其他指示。

癌，UPS  

杜卡塔尔 导管内（原位）

具有主要成分的浸润性

有创，UPS

Comedo

炎性的

髓质伴淋巴细胞浸润

粘液（胶体）

乳头状

顽固的

管状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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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和预测因素

是与预后相关以及因素如下：[ 5，15 ]

病变⼤⼩。

是否存在淋巴结受累。

总体⽣存率与乳腺癌⼥性相似。这是可能的，男性乳腺癌具有更差的预后的印象是由于获得在随后的阶段诊断的倾向。[
2，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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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位置 组织学亚型

UPS =⽆其他指示。

⼩叶 有创[ 14 ]

乳头 佩吉特⽒病，SAI

佩吉特⽒病合并导管内癌

佩吉特⽒病合并浸润性导管癌

其他 未分化癌

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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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男性乳腺癌分期的信息

AJCC分期系统提供了将预后相似的患者分组的策略。根据以下特征确定疾病的阶段：

肿瘤⼤⼩。

淋巴结状态。

肿瘤组织中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的浓度。

⼈表⽪⽣⻓因⼦（HER2 / neu）在肿瘤中的受体2状态。

⼤肿瘤。

治疗决策基于疾病的阶段和患者的总体健康状况。

男性乳腺癌的TNM（肿瘤，淋巴结转移）分期系统与⼥性乳腺癌分期系统相同。（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PDQ摘要中关
于成⼈乳腺癌治疗的“ 乳腺癌分期信息”部分中的“ TNM定义”⼩节。）

男性乳腺癌的治疗选择概述

表2中描述了乳腺癌男性的标准治疗选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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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乳腺癌的治疗选择

男性治疗乳腺癌的⽅法与⼥性相似。由于男性乳腺癌很少⻅，因此没有随机数据⽀持特定的治疗⽅式。

早期，局部或可⼿术的男性乳腺癌的治疗

对于⼥性，患有早期乳腺癌的男性的标准治疗选择如下：

有或没有放射疗法（局部区域疗法）的⼿术。

辅助治疗（全身治疗）。

化学疗法。

内分泌治疗。

针对⼈表⽪⽣⻓因⼦（HER2）的靶向受体2的疗法。

⼿术，有或没有放射疗法

主要治疗标准是⼀种改良根治术与腋窝淋巴结清扫[ 1 - 3 ]。通常，反应是类似于在患有乳腺癌的妇⼥[看到2 ]也已经乳房
保留⼿术⽤肿块切除和放射治疗；结果与乳腺癌⼥性相似[ 4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成⼈乳癌治疗的PDQ摘要》中有关早期，局限性或可⼿术性乳腺癌的⼩节中的“ ⼿术”⼩
节。）

表2.男性乳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

阶段（TNM定义） 标准治疗⽅案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HER2 =⼈类表⽪⽣⻓因⼦的受体2。

早期，局部或可⼿术的乳腺癌 ⼿术，有或没有放射疗法

辅助疗法（化学疗法，内分泌疗法，HER2指导疗法）。

复发性局部乳腺癌 ⼿术

放化疗

转移性乳腺癌 激素疗法或化学疗法

•

•

•

•

•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seno/pro/tratamiento-seno-pdq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seno/pro/tratamiento-seno-pdq#link/_1375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seno/pro/tratamiento-seno-pdq#link/_1019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seno/pro/tratamiento-seno-pdq#link/_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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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治疗

尚未进⾏对照研究来⽐较男性的辅助治疗选择。表3中描述了⽤于治疗早期，局部或可⼿术的男性乳腺癌的辅助疗法。

对于没有淋巴结转移肿瘤的男性，应该考虑与乳腺癌⼥性患者采⽤相同的标准进⾏辅助治疗，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男性和⼥

性对治疗的反应存在差异[ 11 ]。

对于有淋巴结受累的男性，他莫昔芬化学疗法和其他激素疗法均已被使⽤。据信它们可将⽣存率提⾼到与乳腺癌⼥性相同

的程度。

关于所有乳腺癌的85％是雌激素受体阳性和70％的孕酮受体阳性的。[ 2，12 ]⾄激素治疗相关因素的响应与这些受体的
存在。激素疗法已被推荐⽤于所有患者的阳性癌症受体。[ 1，2 ]然⽽，他莫昔芬给药⾄雄性乳腺癌患者与⾼速率限制症
状的治疗，如相关联的危机⾎管舒缩和阳imp [ 13 ]反应通常与乳腺癌⼥性相似[ 2]（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成⼈[乳腺癌]
治疗的PDQ摘要中有关早期，局部或可⼿术乳腺癌的部分，关于术后全身治疗和术前全身治疗的⼩节）。

关于内分泌疗法，因为⽀持IA⽤于乳腺癌男性的数据有限，因此通常使⽤他莫昔芬代替芳⾹酶抑制剂（IA）。回顾性分析
257例I期⾄II期乳腺癌患者，其中50例接受IA治疗的男性和207例接受他莫昔芬治疗的男性。观察到以下结果：

中位随访42个⽉后，与他莫昔芬相⽐，AI治疗与死亡⻛险更⾼（AI为32％，⽽他莫昔芬为18％；瞬时⻛险⽐为
1.55；间隔95％置信度，1.13-2.13）。[ 14 ]

表3.⽤于治疗早期，局部或可⼿术的男性乳腺癌的辅助疗法

辅助治疗的类型 所⽤药物

HER2 =⼈类表⽪⽣⻓因⼦的受体2；LHRH =⻩体⽣成激素释放激素。

化学疗法 环磷酰胺与甲氨蝶呤和5-氟尿嘧啶（CMF）[ 5 ]

环磷酰胺与阿霉素和氟尿嘧啶（CAF）

阿霉素和环磷酰胺，有或没有紫杉醇（AC，AC-T）

内分泌疗法 他莫昔芬[ 6 ]

芳⾹酶抑制剂与LHRH激动剂[ 6 - ⼗⽉ ]

HER2靶向治疗 曲妥珠单抗[ 1，6 ]

帕妥珠单抗

•

https://www.cancer.gov/espanol/tipos/seno/pro/tratamiento-seno-p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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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现表明，对于乳腺癌男性，应使⽤他莫昔芬代替AI作为辅助内分泌治疗。

在⽂献中，已经报道了⼏例使⽤AI治疗和促⻩体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的案例[ 7 ]德国乳腺癌⼩组正在与他莫昔芬进⾏II期
随机临床试验（NCT01638247）激素受体阳性早期乳腺癌患者中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类似物与IA与GnRH类似
物的⽐较；结果待定。

复发性局部男性乳腺癌的治疗

男性复发性局部区域性男性乳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如下：[ 2 ]

⼿术切除。

放疗联合化疗。

响应通常类似于那些在患有乳腺癌的妇⼥看到。[ 2，11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PDQ 成⼈乳腺癌治疗摘要》中有关局部复发性乳腺癌的部分。）

转移性男性乳腺癌的治疗

转移性乳腺癌男性的标准治疗选择如下：

激素疗法或化学疗法。

激素疗法被⽤作初始疗法。响应通常类似于那些在患有乳腺癌的妇⼥看到。[ 2，11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PDQ摘要中关于成⼈乳腺癌治疗的“ 转移性乳腺癌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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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摘要的修改（02/14/2020）

具有新的癌症信息的PDQ摘要会定期进⾏审查和更新。本节描述了截⾄上述⽇期对该摘要所做的Y新更改。

有关男性乳腺癌的⼀般信息

统计信息已更新，其中包含了2020年估计的新病例和死亡⼈数（美国癌症协会被引⽤为参考⽂献1）。

该摘要由PDQ成⼈治疗编辑委员会撰写和维护，该委员会在编辑上独⽴于NCI。该摘要反映了对⽂献的独⽴审查，并不代
表NCI或NIH政策声明。有关PDQ摘要政策和维护PDQ摘要的PDQ编辑委员会的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PDQ摘要的
信息以及Cancer InformationDatabase-PDQ®上的⻚⾯。

有关此PDQ摘要的信息

本摘要的⽬的

这份针对医疗保健专业⼈员的关于癌症信息的PDQ摘要提供了有关男性乳腺癌治疗的全⾯，经过同⾏评审，基于证据的
信息。⽬的是作为信息来源并为医⽣照顾癌症患者提供帮助。它不提供⽤于制定医疗保健决定的正式指南或建议。

审阅者和更新

在 对成⼈治疗PDQ编委会，编辑，其作⽤是独⽴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定期检讨这个总结并更新它作为必要的。本
摘要反映了独⽴的⽂献综述，并不构成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或美国国⽴卫⽣研究院（NIH）的政策声明。

每⽉，本理事会成员都会审查Y近发表的⽂章，以确定是否应该：

开会，

逐字引⽤，或

替换或更新（如果之前已引⽤）。

理事会成员⼀旦评估了已发表⽂章中证据的强度并决定如何将其纳⼊摘要中，则总结的更改将由协商⼀致决定。

男性乳腺癌治疗摘要的主要审核者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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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摘要内容的任何意⻅或疑问，应使⽤NCI Cancer.gov/english 通讯表提交 。不要联系安理会成员发送有关摘要的
问题或评论。理事会成员不会回答公众的问题。

证据程度

本摘要中的⼀些书⽬参考⽂献指出了科学证据的程度。这些名称的⽬的是帮助读者评估⽀持某些⼲预措施或⽅法使⽤的证

据的鲁棒性。PDQ成⼈治疗编辑委员会采⽤正式的排名系统来建⽴证据指定级别。

使⽤此摘要的权限

PDQ（医师数据查询）是注册商标。授权免费使⽤PDQ⽂档的⽂本。但是，除⾮将其完整复制并定期更新，否则不能将
其标识为NCI PDQ癌症信息的摘要。此外，作者将被允许写下这样的句⼦：“ NCI PDQ摘要中关于乳腺癌预防的信息简要
描述了以下⻛险：[包括摘要⽚段]”。

建议引⽤此PDQ摘要的参考书⽬，如下所示：

有关成⼈治疗的PDQ®。PDQ治疗男性乳腺癌。⻢⾥兰州⻉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更新：<MM / DD / YYYY>。可⽤
⽹址：https : //www.cancer.gov/espanol/tipos/seno/pro/tratamiento-seno-masculino-pdq。访问⽇期：<MM /
DD / YYYY>。

本摘要中的图像经作者，艺术家或出版者的许可复制，仅供PDQ摘要使⽤。在PDQ之外使⽤图像需要获得所有者的授
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则⽆法授予该授权。有关使⽤此摘要中的插图或其他与癌症相关的图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Visuals Online》（2000多种科学图像的集合）。

免责声明

根据证据的强度，治疗⽅案可分为“标准”或“临床评估”。这些分类不应⽀持任何有关保险赔偿的决定。有关保险范围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 Cancer.gov上的“ 癌症护理管理”⻚⾯。

欲获得更多信息

Cancer.gov/espanol提供了有关如何联系或获得帮助的更多信息，我们如何为您提供 帮助？。您也可以使⽤此表单发送
电⼦邮件 。

升级： 2020年2⽉14⽇

如果要复制其中⼀些⽂本，请参阅版权以及图像和内容的使⽤，以获取有关版权和许可的说明。如果允许数字复制，请相

信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是其创建者，并使⽤原始产品名称链接到NCI原始产品；例如，“男性乳腺癌的治疗（PDQ®）–Y
初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出版的⾯向医疗专业⼈员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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