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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甲状腺鳞状细胞癌 渊责则蚤皂葬则赠 泽择怎葬皂燥怎泽
糟藻造造 糟葬则糟蚤灶燥皂葬 贼澡赠则燥蚤凿袁孕杂悦悦栽冤 是头颈部罕见的肿

瘤袁约占甲状腺癌的 员豫袁发病率约为 圆豫耀猿豫遥 其早
期诊断困难袁恶性程度高袁进展迅速袁预后不良咱员暂遥 目
前尚未有公认的标准治疗方案遥 近期江苏大学附属
宜兴医院收治 员 例 孕杂悦悦栽 患者袁报道如下遥
员 临床资料

患者袁女袁远员 岁遥 因野发现颈前部肿块 圆 个月冶入
院遥 患者 圆 个月前无意中发现颈前部有一肿块袁约
蚕豆大小袁伴有声音嘶哑袁轻度咳嗽袁无呼吸困难尧呛
咳误咽等袁近来自觉肿块增大袁约鸽蛋大小袁伴有轻
度疼痛袁当地医院查 月 超提示院野甲状腺左叶实质性
不均质占位性病变袁双侧颈部低回声结节冶遥 遂转来
江苏大学附属宜兴医院袁 查颈部 悦栽 示气管左侧可
见一软组织样密度影袁大小约 源缘 皂皂 伊 圆远 皂皂袁气管
受压变形略右移袁双侧颈动脉鞘内未见明显肿大淋
巴结渊图 员粤冤遥 甲状腺功能均未及异常遥 电子喉镜示
左侧声带麻痹袁考虑左侧喉返神经侵犯遥 甲状腺穿
刺示野甲状腺上皮乳头状增生袁核内包涵体袁部分细
胞异形袁甲状腺乳头状癌不能除外遥专科查体院颈软袁
气管向右侧偏移袁 颈前部可及约 源 糟皂 伊 猿 糟皂 的肿
块袁质地硬袁活动欠佳袁轻度压痛袁随吞咽上下移动袁
局部皮肤无红肿袁 甲状腺右叶可及约 员 糟皂 伊 员 糟皂
结节袁质地偏硬袁左颈侧区可扪及肿大淋巴结袁约
圆 糟皂 伊 圆 糟皂遥
入院后于全麻下行双侧甲状腺次全切除术袁术中
探查示院甲状腺左叶肿大袁腺体瘤化袁约 苑 糟皂 伊 源 糟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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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袁质硬尧脆袁边界不清袁无完整包膜袁侵犯周围肌肉
组织和气管袁 甲腺状右叶触及结节约 员 糟皂 伊 圆 糟皂袁

质硬袁左侧颈深中下可及数枚肿大淋巴结袁最大约
圆 糟皂 伊 圆 糟皂袁质地硬遥 术中冰冻病理示院左甲状腺低
分化癌袁考虑恶性程度大袁行双侧甲状腺腺叶全切
除 垣 左颈侧区淋巴结清扫术遥 术后病理示院双侧甲
状腺低分化鳞癌袁颈前肌未见癌累及曰左颈深淋巴
结见癌转移渊源 辕 愿冤曰左中央区淋巴结见癌转移渊员 辕 猿冤
渊图员月冤遥术后恢复良好袁猿 周后行 源 周标准放疗渊缘园耀
远园 郧赠冤袁随访 远 个月患者仍存活袁生活质量满意遥
圆

讨 论

孕杂悦悦栽 多见于 源园耀远园 岁女性袁患者常有多年甲
状腺肿物病史袁肿瘤生长较快袁常有压迫症状袁出现
声嘶尧呼吸及吞咽困难等遥 肿瘤常局限于一侧腺叶袁
质硬袁活动度差袁与周围组织粘连遥 甲状腺彩超可见
肿瘤呈强回声伴声影袁核素扫描见冷结节遥 颈部 悦栽
或 酝砸陨 显示院甲状腺形态不规则袁界限不清袁内有点
状钙化灶袁多伴有局部淋巴结肿大遥基础代谢和甲状
腺功能可正常遥 生物学行为界于分化型和未分化型
之间袁恶性程度高袁生长速度快袁易侵犯邻近的组织
和器官遥 早期诊断中袁穿刺细胞学意义较大袁但是更
多病例有待术中冰冻切片及术后常规病理确诊咱圆原猿暂遥
孕杂悦悦栽 肉眼观察与其他部位的鳞癌相似袁质
硬尧实性尧切面灰白色尧无包膜袁呈浸润性生长袁常侵
及气管尧食管尧喉周围组织等遥 镜下最主要特征为肿
瘤以巢状尧间桥样排列以及角化珠形成袁并可见不同
程度的鳞状化生遥其组织来源目前尚有争论袁主要有
以下观点院淤野化生学说冶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
孕杂悦悦栽 的发病机制遥 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发生鳞状
上皮化生袁鳞状细胞继而恶性转化曰于鳃裂及甲状舌
管等与甲状腺发育有密切毗邻关系的组织在胚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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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术前颈部 悦栽 平扫示院气管左侧可见一软组织样密度影袁大小约 源缘 皂皂 伊 圆远 皂皂袁气管受压变形略右移袁双侧颈动脉鞘内未见明显肿大淋巴

结曰月院癌组织呈片块状袁为纤维组织所分隔袁肿瘤细胞呈多角形遥 核圆或卵圆尧深染尧有异型袁部分癌组织伴坏死遥

图员

患者的 悦栽 和病理学检查结果

退化过程中袁残留下的鳞状上皮组织移行于腺体表
面或渊和冤实质内袁发生恶变袁形成鳞状细胞癌曰盂腺

体直接角化袁发展成角化鳞状细胞癌咱源暂遥
孕杂悦悦栽 属于甲状腺未分化癌袁其临床特点和治
疗方案与甲状腺未分化癌相似袁但目前尚未有规范
化治疗指南遥 目前较为统一的治疗方案是尽可能根
治性切除 垣 术后邻近组织放疗渊缘园耀远园 郧赠冤袁可辅以
化疗或诱导化疗 咱缘暂遥 张永侠等 咱远暂 回顾分析 圆愿 例
孕杂悦悦栽 病例袁 其中 员怨 例行手术 垣 术后放疗的综合
治疗方案袁较单一治疗组生存率有明显提高袁中位生
存时间由 苑援苑 个月延长到 员缘援源 个月遥 手术治疗是综
合治疗的基石遥 一般认为手术切除范围应包括患侧
腺叶尧峡部及部分对侧腺体袁尽可能完整清除肿瘤组
织袁必要时须行功能性颈淋巴清扫术 咱圆暂遥 但是由于
孕杂悦悦栽 侵袭性强袁临床上较少病例可以获得根治性
切除遥 文献报道大部分患者主要死于局部气道并发
症袁因此有学者建议袁即使对于广泛转移病例袁只要技
术上可行袁仍应行肿瘤切除及受累气道重建术咱苑暂遥 而
对于部分一般情况较差尧难以耐受手术者袁化疗尧放
疗成为唯一治疗手段遥 悦燥燥噪 等咱愿暂报道 苑 例经穿刺活
检确诊病例行单纯放疗袁中位生存率为 远 个月遥 但
是袁 有 圆 例肿瘤分别达 愿尧员园 糟皂 并伴有双侧颈部淋
巴结转移病例袁接受 远 周标准放疗袁却表现出较好的
缓解效果遥 武要洪等咱怨暂研究发现手术加术后放疗的
员尧猿 年生存率显著高于其他模式袁 表明术后放疗有
利于改善 孕杂悦悦栽 患者的预后遥 目前大部分文献都肯
定了放疗在 孕杂悦悦栽 治疗中的重要性遥而多数研究均
未发现化疗对于 孕杂悦悦栽 的预后有统计学意义遥 单
纯化疗已很少应用于甲状腺鳞癌的治疗咱员园暂遥
由于 孕杂悦悦栽 发病率极低袁临床大规模尧多中心
分析报道较少袁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是原发灶情况袁
主要包括原发灶肿瘤大小和局部受累情况咱远暂遥 特别是

肿瘤一旦侵犯食管及颈部大血管很难达到根治性切
除袁预后极差遥 单一治疗手段很难达到肿瘤根治袁外
科手术切除联合术后放射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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