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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的应用价值遥 方法院选取 圆园园怨 年 圆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在本院经病理

证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患者 远远 例袁回顾性分析和总结其声像图特征遥 结果院远远 例超声共检出结节 愿圆 个袁最大径臆员园 皂皂 的

结节占 圆源援源豫渊圆园 辕 愿圆冤遥 其中 缘圆 例为单侧单发袁员源 例为多发遥 愿圆 个结节中低回声结节占 怨员援缘豫渊苑缘 辕 愿圆冤袁 实质性结节占 怨圆援苑豫
渊苑远 辕 愿圆冤袁结节内见砂粒样钙化的占 愿园援缘豫渊远远 辕 愿圆冤袁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的结节占 苑愿援园豫渊远源 辕 愿圆冤袁阻力指数跃 园援苑 结节占 愿远援远豫
渊苑员 辕 愿圆冤遥 超声探及淋巴结转移的占 圆缘援愿豫渊员苑 辕 远远冤遥 合并弥漫性病变的占 远园援远豫遥 结论院甲状腺乳头状癌其超声表现具有一定
的特征性曰同时超声能监测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患者合并的结节是否发生恶变袁为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甲状腺癌提供有力依据遥
咱关键词暂 甲状腺乳头状癌曰 彩色多普勒超声曰 诊断
咱中图分类号暂 R源源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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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乳头状癌 渊责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贼澡赠则燥蚤凿 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袁
孕栽悦冤是甲状腺癌最常见的一种类型袁约占甲状腺癌
的 怨猿豫袁甲状腺乳头状癌如果能早期发现并给予合
理治疗袁预后远较其它恶性肿瘤好 咱员暂遥 本文对 圆园园怨
年 圆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在本院手术病理证实为甲状
腺乳头状癌的 远远 例患者的术前声像图特点进行回
顾性分析袁以期提高对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诊断准确
率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园怨 年 圆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圆 月在本院手术病理证
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 远远 例患者袁男 员猿 例袁女 缘猿
例遥 年龄 远耀苑缘 岁袁平均年龄渊源圆援苑 依 员猿援愿冤岁遥
员援圆 方法
采用西门子 杂耘匝哉陨粤缘员圆 型袁 西门子 郧远园 型袁
郧耘 蕴韵郧陨匝 怨 型袁孕澡蚤造蚤责泽 匀阅员员袁 百胜 酝赠造葬遭贼憎蚤糟藻 型
彩色多普勒显像仪袁 线阵高频探头袁 频率为 苑耀员源
酝匀扎遥
检查时患者呈仰卧位袁瞩患者抬高下颌袁充分
暴露颈部遥 探头置于颈前甲状腺的部位袁扫查甲状
腺及周围血管袁仔细测量甲状腺大小袁观察肿瘤的数
量尧位置尧形态尧边界及内部回声袁观察肿块内部血流
分布情况并测量阻力指数 渊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蚤灶凿藻曾袁砸陨冤袁病
灶血流分布情况分型咱圆暂院玉型为无血流曰域型边缘血
管为主型袁为周边探及血流而内部少或无血流曰芋型
中央血管为主型袁主要显示中央血管而周边血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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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血流曰陨灾 型为混合血管型袁 超声显示边缘血管
和中央血管丰富程度相似遥 测量肿瘤大小并计算纵
横比 渊葬灶贼藻则燥责燥泽贼藻则蚤燥则 贼燥 贼则葬灶泽增藻则泽藻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则葬贼蚤燥袁粤 辕
栽冤袁纵径是指与皮肤垂直的结节最大前后径袁横径
是指与皮肤平行的结节最大径遥 探查颈部有无肿大
的淋巴结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软件包处理所有数据遥 四格表采
用 字圆 值的连续性校正法检验袁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超声结果
远远 例患者超声共检出结节 愿圆 个袁 结节最大 远猿
皂皂 伊 源员 皂皂袁最小 源 皂皂 伊 源 皂皂袁最大径臆员园 皂皂
的结节占 圆源援源豫渊圆园 辕 愿圆冤遥 其中 缘圆 例为单侧单发袁员源
例为多发 渊员圆 例为双侧单发袁圆 例为双侧多发冤遥 愿圆
个结节中低回声结节占 怨员援缘豫渊苑缘 辕 愿圆冤袁实质性结节
占 怨圆援苑豫渊苑远 辕 愿圆冤袁结节内见沙粒样钙化的占 愿园援缘豫
渊远远 辕 愿圆冤袁边界不清的结节占 苑愿援园豫渊远源 辕 愿圆冤遥 血流分
布玉型的结节 苑 个袁域型的 员怨 个袁芋型的 猿源 个袁郁
型的 圆圆 个遥 阻力指数跃 园援苑 结节占 愿远援远豫渊苑员 辕 愿圆冤袁
淋巴结转移的占 圆缘援愿豫渊圆猿 辕 远远冤遥
圆援圆 病理结果
远远 例均为甲状腺乳头状癌袁单侧单发 源缘 例袁单
侧多发 缘 例袁双侧单发 员猿 例袁双侧多发 猿 例曰合并甲
状腺弥漫性病变的占 远园援远豫渊桥本氏病 员愿 例袁 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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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甲状腺肿 圆员 例袁同时合并桥本氏病和结节性甲状
腺肿的 员 例冤袁淋巴结转移的占 猿源援愿豫渊圆猿 辕 远远冤遥 超声
结果与病理结果相对照见表 员遥

表 员 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病灶分布情况超声结果与病理结
渊灶冤

果相对照
患者病灶分布情况

超声结果

病理结果

单侧单发

缘圆

源缘

员圆

员圆

园园

单侧多发
双侧单发

园缘

园圆

双侧多发

园猿

按肿块大小及患者年龄进行分组袁观察不同回
声类型甲状腺乳头状癌结节的分布情况渊表 圆冤遥

将甲状腺乳头状癌最大径线按臆员园 皂皂尧跃员园
皂皂 分成两组袁 将甲状腺乳头状癌的纵横比按约员尧
逸员 分成两组袁 利用四格表 字圆 值的连续性校正法
进行统计学分析袁字圆 越 圆怨援圆园袁 则 孕 约 园援园员 有统计
学意义渊表 猿冤遥
猿 讨

论

甲状腺癌是头颈部最常见的内分泌系统恶性肿
瘤遥 近年来袁甲状腺癌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袁特别
是甲状腺乳头状癌遥 究其原因主要是超声仪器的快
速发展及多年来超声医生在甲状腺诊断方面经验的
积累袁从而使甲状腺癌超声检出率不断提高遥

表 圆 不同回声类型癌结节在按肿块大小及发病年龄分组中的分布情况

组别
低回声结节
等 辕 高回声结节

臆员园 皂皂
跃 员园 皂皂
合计

孕 约 园援园员遥

鄢

渊个冤

臆员园渊皂皂冤

员员耀圆园渊皂皂冤

圆员耀猿园渊皂皂冤

逸猿员渊皂皂冤

臆圆园渊岁冤

圆园耀源园渊岁冤

源园耀远园渊岁冤

逸远园渊岁冤

园园

园园

园员

园远

员

园远

园园

园

圆园

圆圆

表猿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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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员
园远
缘苑
远猿

员愿

员缘

园

圆苑

源源

渊个冤

不同径线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纵横比逸员 的结节所占比例
纵横比渊个冤
逸员

合计

园缘

远圆

纵横比逸员 肿块所占比例渊豫冤

员源

圆园

苑园

员怨

愿圆

圆猿

甲状腺乳头状癌多好发于女性袁 本组占愿园援猿豫遥
甲状腺乳头状癌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袁本组发病年
龄主要集中在 圆园耀远园 岁之间遥本组绝大多数结节在
二维声像图上表现为实质性低回声袁 边界模糊不
清袁内可见砂粒样钙化遥 与以往文献报道的典型甲
状腺乳头状癌二维超声特征相符咱猿原源暂遥
本组 愿圆 个结节内见砂粒样钙化 远远 个袁砂粒样
钙化多由于砂粒体或髓样癌内部淀粉样沉积物继发
的钙化和纤维化形成袁超声图像上主要表现为点状
强回声袁后方伴有或不伴有声影遥 砂粒样钙化大小
目前尚无统一标准袁直径多臆圆 皂皂咱缘原远暂遥 沙粒样钙化
需与胶质浓缩相鉴别遥 点状强回声后方伴彗星尾征
是胶质浓缩的特征性表现袁一般认为其是甲状腺良
性结节的特征表现咱圆暂袁胶质囊肿内多见袁也可见于一
些囊实性结节的囊性部分袁多见于结节性甲状腺肿遥
本组患者中癌结节血流分布以芋型及郁型为
主袁占 远愿援猿豫袁说明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血流以内部为
主或表现为混合型袁与以往文献报道相符咱苑原怨暂遥 本组
苑 个等 辕 高回声结节流分布均表现郁型混合型袁表现
为周边见血流环绕袁 内部见丰富的条状血流遥 苑 个

源

园愿

等 辕 高回声结节袁境界尚清袁有窄晕环袁其中 源 个结节
内可见簇状分布的砂粒样钙化遥若等 辕 高回声结节合
并簇状分布的砂粒样钙化袁 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并
不困难渊图 员冤遥 若不合并砂粒样钙化袁与腺瘤有时鉴
别诊断较困难遥本组有 员 例患者袁病理证实为双侧单
发甲状腺乳头状癌袁 但双侧甲状腺内的结节二维特
点完全不同袁 左侧的 怨 皂皂 小结节具有典型的甲状
腺乳头状癌特点渊图 圆冤遥 右侧结节为 猿缘 皂皂 的中等
回声团袁有窄晕环袁边界清晰袁内无明显钙化袁二维与
腺瘤相似袁但其内可见粗大的条状血流袁可探及高速
高阻的动脉频谱袁砸陨 为 园援愿渊图 猿冤遥 阅藻 晕蚤糟燥造葬 等咱怨暂报
道袁 以 砸陨逸园援苑缘 为界袁 诊断甲状腺癌的准确率为
怨员豫袁 敏感度为 怨苑豫袁 甲状腺癌的 砸陨 平均值为
园援苑远猿遥 故当等高回声甲状腺乳头状癌与腺瘤鉴别诊
断困难时袁砸陨 增高可作为辅助诊断方法遥
在本组患者中袁从表 圆 可以看出袁等 辕 高回声型
甲状腺乳头状癌最大径多跃 圆园 皂皂袁多见于 源园 岁以
下的中青年患者袁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中青年
疏于甲状腺体检袁 往往是自己扪及或别人看到颈部
包块方来就诊遥也可能与肿瘤血流丰富袁增殖活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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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关袁本组所有等 辕 高回声结节周边及内部均可见
粗大的血管遥
从表 猿 可以看出袁纵横比对于诊断微小甲状腺
乳头状癌 咱员园暂渊即最大径臆员园 皂皂冤更有意义袁本组微
小癌结节有 圆园 个袁其中 员源 个纵横比逸员遥 表 圆 显示
本组最大径臆员园 皂皂 的结节均表现为低回声遥 故在
临床工作中袁对于纵横比逸员尧最大径臆员园 皂皂 的低
回声结节袁即使边界尚清晰袁也应高度怀疑为微小甲
状腺乳头状癌咱员员暂遥
本组病理结果单发病例与多发病例比值是
圆援员源颐员袁故多发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并不少见袁只是
以单发为主遥 将本组患者的甲状腺乳头状癌超声结
果与病理结果相对照发现袁超声诊断单侧单发及双
侧单发甲状腺乳头状癌病理符合率高遥 而单侧多发

表现为高回声团内见数个点状强回声遥

图员

甲状腺乳头状癌高回声型合并沙粒样钙化

表现为在等回声结节的粗大血流内探及高速高阻的动脉频谱袁

大 学

学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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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双侧多发的病理符合率低遥分析其原因院淤由于病
理诊断出的多发结节中有的是隐匿癌袁病灶太小袁在
声像图上无法显示曰 于多发甲状腺乳头状癌若合并
结节性甲状腺肿袁多发结节有多种声像图表现袁多发
结节相互融合袁而且有的结节是内部局部恶变袁故易
误尧漏诊曰盂有时也由于病灶本身异质性并未表现出
超声特异性声像改变有关咱员圆暂遥
本组患者合并甲状腺弥漫性病变的占 远园援远豫袁
故桥本氏病患者应定期行甲状腺超声检查袁 探查是
否合并结节并监测结节的变化遥 结节性甲状腺肿患
者袁在超声检查时应仔细分析每一个结节袁若发现纵
横比明显增高尧结节边界不清尧低回声结节后方回声
衰减 渊内无粗大钙化冤 及结节内有沙粒样钙化等情
况袁应该高度怀疑结节恶变渊图 源冤遥

表现为低回声结节袁边界欠清袁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遥

图 圆 甲状腺乳头状癌左侧低回声结节二维声像图

靠外下方的为增生结节袁呈等回声袁内部呈筛网样改变袁边界清

峰值流速 缘愿 糟皂 辕 泽袁砸陨 为 园援愿遥

晰靠气管环的为恶变的结节袁内部回声低尧纵横比高尧边缘模糊遥

施唯等咱员猿暂报道乳头状甲状腺癌颈部淋巴结转移
率达 圆园豫耀缘园豫遥 本组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占 猿源援 愿豫袁
两者结果基本相符遥 转移性淋巴结通常表现为体积
增大袁形态圆形或不规则形袁内部回声结构失常袁有
的可见钙化灶袁其内血流信号分布紊乱并失去正常
放射状分布的特点 咱员源暂遥 在临床工作中袁有时甲状腺
内部结节性质不能完全明确时袁颈部淋巴结转移表

现却很典型袁对诊断很有帮助遥故超声检查时应常规
扫查双侧颈部淋巴结分布区域袁 若发现肿大淋巴结
声像图特征与甲状腺内结节表现一致时袁 应高度怀
疑甲状腺癌合并颈部淋巴结转移遥
综上所述袁 甲状腺乳头状癌其超声表现具有一
定的特征性曰 超声能监测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患者合
并的结节是否发生恶变袁 为临床早期诊断和治疗甲

图猿

甲状腺乳头状癌右侧中等回声结节频谱声像图

图源

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单发结节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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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腺癌中的应用 咱允暂援 中华医学超声杂志 渊电子版冤袁

状腺癌提供有力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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