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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弹性成像结合二维超声在甲状腺结节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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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超声弹性成像与二维超声在甲状腺结节鉴别中的价值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缘圆 例病例共 苑怨 个结节袁行二

维超声检查袁主要观察结节大小尧内部回声尧周边声晕尧有无微钙化尧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渊悦阅云陨冤以及纵横比等情况曰并对结节
进行实时弹性成像袁计算弹性应变率比值 月 辕 粤袁以 猿援园源 作为诊断界点袁均以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进行对比遥 结果院二维灰阶超声

诊断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敏感度 远远援远苑豫尧特异度 苑缘援源员豫尧准确度 苑猿援源圆豫曰超声弹性成像中袁弹性应变率比值法的诊断敏感度

愿猿援猿猿豫尧 特异度 愿愿援缘圆豫尧 准确度 愿苑援猿源豫袁 弹性成像应变率比值法在甲状腺结节良恶性鉴别中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圆 越 缘圆援猿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其 砸韵悦 面积和灰阶声像图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 愿援愿员袁孕 越 园援园园猿冤遥结论院弹性成像中的应变率比值法能有效鉴别甲

状腺结节良恶性袁还应结合常规超声诊断指标袁提高联合诊断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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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结节发病率逐年上升袁目前超声检查是
甲状腺结节最准确和最敏感的影像学手段咱员原圆暂袁但是
常规超声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不高咱猿原缘暂遥 近年来弹
性应变率比值法作为一种半定量弹性评价指标应运
而生袁它可以探测病灶与周围正常组织间的相对形
变量袁从而客观反映病灶的硬度渊与病灶的生物学特
性紧密相关冤袁提高恶性结节检出的特异度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员圆 年 员员 月耀圆园员猿 年 缘 月袁 来江苏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检查的甲状腺结节患者 缘圆 例渊甲状腺结节
苑怨 个冤袁其中男 员员 例袁女 源员 例袁年龄 圆源耀苑缘 岁遥 苑怨
个甲状腺结节中袁右叶 缘圆 个袁左叶 圆远 个袁峡部 员
个袁结节中最大者 远援猿员 糟皂 伊 猿援苑圆 糟皂袁最小者 园援猿愿
糟皂 伊 园援圆缘 糟皂遥 所有患者均经常规超声检查及实时
弹性成像弹性应变率比值测定袁所有病例均经手术
病理证实遥
员援圆 方法
采用 匀陨 灾蚤泽蚤燥灶 孕则藻蚤则怎泽 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
仪袁高频探头袁具有实时弹性成像技术袁自带应变率
比值测算功能遥 仪器预设甲状腺检查条件渊探头频
率 怨 匀扎冤袁患者仰卧位袁充分暴露颈部袁常规二维超
声扫查甲状腺袁观察病灶形态尧大小尧内部回声尧有无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源冤园源鄄缘圆源鄄园猿

微钙化尧周边声晕以及纵横比等袁彩色多普勒血流显
像渊悦阅云陨冤尧脉冲多普勒渊孕宰冤观察病灶内部血供情
况以及阻力指数渊砸陨冤遥结节内有砂粒状钙化袁包膜不
完整呈蟹足样浸润袁后方回声衰减袁纵横比逸员援园咱远暂袁
中央型血流信号咱苑原愿暂袁砸陨跃 园援苑园 等判断恶性结节的价
值较大遥然后对病灶进行超声弹性成像检查袁使病灶
尽量置于取样框即感兴趣区渊砸韵陨冤中央咱怨暂袁在获得弹
性成像图像后袁 以病灶同层的正常甲状腺组织作为
参照物袁测量病灶的应变率比值院选取病灶区域袁应
变率渊即形变量冤记为 粤袁选取同一层次大小相似的
正常组织袁应变率记为 月袁系统自动计算弹性应变率
比值 月 辕 粤袁以 月 辕 粤逸猿援园源 定为恶性袁月 辕 粤约 猿援园源 为良
性咱员园暂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统计软件袁计算常规超声尧弹性
应变率比值法判断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敏感度尧特
异度尧 准确度袁砸韵悦 面积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袁孕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以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院苑怨 个甲状腺结节中袁
良性 远员 个袁其中结节性甲状腺肿 源猿 个袁甲状腺腺瘤
员苑 个袁钙化结节 员 个曰恶性 员愿 个袁其中乳头状癌 员苑
个袁髓样癌 员 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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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员 常规超声诊断与病理结果比较

表员

灰阶 声像 图的 诊断 敏感 度 远远援远苑豫袁 特 异度
苑缘援源员豫袁 准确度 苑猿援源圆豫曰悦阅云陨 以及 砸陨 的诊断敏感

度 远员援员员豫袁特异度苑圆援员猿豫袁准确度 远怨援远圆豫遥 灰阶声
像图 砸韵悦 面积为 园援苑员园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愿远耀园援愿猿缘冤袁悦阅云陨

以及 砸陨 砸韵悦 面积为 园援远远远 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缘猿苑耀园援苑怨缘冤袁
差别无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 圆援员远袁孕 越 园援员源圆袁表 员冤遥
圆援圆 弹性应变率比值法与病理结果对照

弹性应变率比值法诊断敏感度 愿猿援猿猿豫袁特异度
愿愿援缘圆豫袁准确度 愿苑援猿源豫遥 弹性应变率比值法 砸韵悦 面

积为 园援愿缘怨渊怨缘豫悦陨院园援苑远圆耀园援怨缘苑冤袁弹性应变率比值
法在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组鉴别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字圆 越 缘圆援猿缘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圆袁图 员尧圆冤遥

圆援猿 比较不同检查方法的 砸韵悦 面积
弹性应变率比值法 砸韵悦 面积和灰阶声像图间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 愿援愿员袁孕 越 园援园园猿冤袁 和 悦阅云陨
以及 砸陨 比较有统计学意义渊字圆 越 员员援怨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弹性应变率比值法在判断结节良恶性上具有一定优
势袁结合常规超声诊断指标袁诊断符合率将更高渊达
怨园豫以上冤遥
猿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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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书霞等院超声弹性成像结合二维超声在甲状腺结节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论

常规超声对甲状腺结节的诊断符合率具有局限

图员

病理诊断
恶性
良性
表圆

常规超声与病理结果对照统计
恶性
员圆
员缘

良性
园远
源远

渊个冤

悦阅云陨 及 砸陨

灰阶声像图

恶性
员员
员苑

良性
园苑
源源

弹性应变率比值法与病理结果对比 渊个冤

弹性应变率
约 猿援园源
逸猿援园源
合计

病理结果
良性
缘源
园苑
远员

恶性
园猿
员缘
员愿

总计
缘苑
圆圆
苑怨

性袁结节多发性尧交叉性尧易被弥漫性病变掩盖袁导致
对甲状腺结节术前诊断困难遥 弹性成像作为超声领

域的研究热点袁由 韵责澡蚤则 等咱员员暂于 员怨怨员 年提出袁能客
观评价病变良恶性袁 在判断甲状腺结节良恶性方面
特异度更高咱员圆暂遥 本研究中袁弹性应变率比值法的诊断
特异度 愿愿援缘圆豫袁敏感度 愿猿援猿猿豫袁也验证了此观点遥
弹性应变率反映正常甲状腺组织与病灶的形变
率比值袁 评价甲状腺结节的硬度较为客观袁 结果显
示袁恶性结节的弹性应变率值明显高于良性结节遥本
研究中病理结果恶性结节 员愿 个袁弹性应变率比值法
正确诊断 员缘 个袁应变率比值均逸猿援园源曰病理诊断良
性结节 远员 个袁弹性应变率比值法正确诊断 缘源 个袁应

月 辕 粤 比值为 员援猿缘袁提示良性结节遥

员 例病理结果证实为甲状腺腺瘤的弹性成像

月 辕 粤 比值为 圆源援圆怨袁提示恶性结节遥

图 圆 员 例病理结果证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弹性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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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率比值均约 猿援园源曰 这与结节本身的病理结构密切

相关遥 病理上良性结节多为甲状腺滤泡性腺瘤和结
节性甲状腺肿咱员猿暂袁腺瘤一般由分化较好的滤泡构成袁
内含胶质质地较软袁弹性应变率比值较低渊图 员冤曰恶
性结节 愿园豫为甲状腺乳头状癌袁乳头分枝多袁乳头

中心有纤维血管间质袁间质内有砂粒体渊微钙化冤袁质

地较硬袁弹性应变率比值高渊图 圆冤遥
无论良尧恶性结节袁内部都有可能出现出血尧囊

性变尧纤维化和钙化等继发性改变袁影响结节自身结
构硬度袁必然导致弹性应变率比值大小改变袁从而在
结节良恶性诊断上不可避免的出现假阳性尧假阴性遥
本组研究中良性结节组正确诊断 缘源 个袁误诊 猿 个曰

恶性结节组正确诊断 员缘 个袁误诊 苑 个遥 猿 个假阴性
病例中袁员 例为髓样癌袁 瘤体细胞呈滤泡状排列袁间
质有淀粉样物质沉积袁导致瘤体质地较软咱员源暂袁弹性应
变率比值偏低遥 圆 例为甲状腺乳头状癌合并弥漫性
病变袁因甲状腺自身滤泡实质广泛性破坏袁纤维结缔
组织增生袁弥漫性纤维化袁引起甲状腺正常组织硬度
增大袁在此影响下袁恶性结节与周围组织硬度差别变
小袁使弹性应变率比值偏低袁导致假阳性遥 苑 个假阳
性病例中袁有 缘 例结节内部出现粗大钙化及环状钙
化袁还有 员 例囊实性病灶很大袁间质有瘢痕形成袁这
些结节内继发的钙化尧纤维化及特殊病理类型的改
变均可导致结节硬度增加咱员缘暂袁因而弹性应变率比值
偏高袁出现误诊遥
虽然弹性应变率比值法对甲状腺结节的鉴别具
有较高特异度袁但作为一种辅助检查手段袁利弊均
有袁仍需要结合常规超声声像图改变袁方能提供更多
诊断依据遥 本研究中 员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弹性成像
不支持袁误诊为良性袁而常规超声提示结节内部砂粒
状钙化袁 后方衰减明显袁悦阅云陨 示血流中央型丰富血
供渊砸陨院园援愿员冤袁同时颈部发现肿大淋巴结袁高度怀疑
恶性遥 因此袁不能以偏概全袁综合指标联合诊断袁检
出率更高遥 此外弹性成像中袁应变率比值还受病灶
大小尧位置袁周围组织病变情况袁以及操作者操控因
子等众多因素影响遥
归纳证实袁弹性应变率比值法在甲状腺结节良
恶性的鉴别中具有一定优势袁与此同时袁还应结合常
规超声袁综合各项诊断指标袁提高病灶检出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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