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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术后 孕栽匀 变化规律及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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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研究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手术切除病变组织后 孕栽匀 的代谢规律袁探讨适合我国的甲旁亢手术过程中快速甲

状旁腺素渊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澡燥则皂燥灶藻袁孕栽匀冤监测的标准遥 方法院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圆 月袁连续检测 圆怨 例甲旁亢行手术治疗的患者袁

分别于麻醉后切皮前尧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尧猿尧缘尧员园尧员缘尧猿园 皂蚤灶 和 员 澡尧圆源 澡 取外周血袁送检测定全段甲状旁腺素渊蚤孕栽匀冤遥 结果院切

除病变组织后 孕栽匀 迅速下降袁切除后 员园 皂蚤灶袁愿圆援员豫的患者 孕栽匀 降至正常高值以下曰术后 员园 皂蚤灶耀员 澡袁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臆 园援缘 的百分
比保持在 怨远豫左右遥 术后 圆源 澡袁怨远援远豫的患者 孕栽匀 降至正常遥 经术后 员耀圆源 个月不等随访袁孕栽匀 均在正常范围或正常值高界袁血

钙均正常遥 结论院病变腺体切除后 员园 皂蚤灶袁孕栽匀 降至基础值的 缘园豫以下可以作为肿瘤完全切除的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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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渊澡赠责藻则责葬则贼澡赠则燥蚤凿蚤泽皂袁匀孕栽冤
以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渊责则蚤皂葬则赠 澡赠责藻则责葬则葬贼澡赠鄄
则燥蚤凿蚤泽皂袁孕匀孕栽冤最为多见袁孕匀孕栽 是因甲状旁腺增生尧
甲状旁腺腺瘤尧甲状旁腺癌等病变导致血甲状旁腺
素渊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澡燥则皂燥灶藻袁孕栽匀冤增高袁进而导致机体
钙磷代谢紊乱的多系统内分泌疾病遥 匀孕栽 的外科
治疗袁 从 圆园 世纪 苑园 年代起的双侧颈部探查术至
后来的单侧颈部探查术袁 虽然后者并发症较前者
减少袁但手术失败没有明显减少 咱员暂袁原因是双侧与
单侧探查术都是依据形态尧 病理或者影像改变决
定手术方式袁 而未能直接反映甲状旁腺功能的变
化袁尤其在多发性腺体病变袁手术失败率更高曰圆员
世纪初袁 术前 定位及术中快速测定 甲状旁 腺素
渊择怎蚤糟噪 蚤灶贼则葬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澡燥则皂燥灶藻 葬泽泽葬赠袁
匝孕栽匀冤开始应用于临床遥 在国内袁月 超尧怨怨皂栽糟酝陨月陨尧
悦栽 等常用于 匀孕栽 的术前定位袁而 匝孕栽匀 在我国报
道较少遥 员怨怨源 年 孕栽匀 监测开始投入临床应用袁并
确定切除病变腺体后 员园 皂蚤灶袁孕栽匀 较基础值下降跃
缘园豫的有效性标准 咱圆暂曰 国内不少学者也用切除后
员园 皂蚤灶 作为术中测定 孕栽匀 以判断手术成功与否的
时间点遥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
圆园员源 年 圆 月收治 匀孕栽 患者 圆怨 例袁 对其围手术期
血清 孕栽匀 的变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袁 以确立该病
手术时的 匝孕栽匀 标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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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圆 月收治 匀孕栽 患者 圆怨 例袁
男 远 例袁女 圆猿 例袁男女比例 员颐猿援愿猿袁年龄 员愿耀苑圆 岁袁中
位年龄 缘远 岁遥 病程 员 周耀员园 年袁中位病程 员圆个月遥 发
病年龄 员愿耀苑园 岁袁中位发病年龄 缘圆 岁遥
主要临床表现为骨型及肾型袁 其中骨型 员员 例
渊猿苑援怨豫冤袁 肾型 源 例 渊员猿援愿豫冤袁 骨型合并肾型 源 例
渊员猿援愿豫冤袁其他症状 猿 例渊员园援猿豫冤渊纳差尧便秘 员 例袁
疲劳 员 例袁肢体乏力腰背酸痛 员 例冤袁无明显症状 苑例
渊圆源援圆豫冤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术前检查及诊断
术前检测血 孕栽匀尧血钙尧血磷尧血碱性磷酸酶
作为定性诊断遥月 超作为定位诊断遥结果 圆愿 例为单
腺 体 病 变 袁员 例 为 多 腺 体 病 变 渊 该 例 为 继 发 性
匀孕栽冤遥 术前均行甲状旁腺核素扫描袁均提示甲状旁
腺机能亢进组织显影遥 全组 圆愿 例诊断为 孕匀孕栽袁员例
为继发性 匀孕栽遥
员援圆援圆 手术及病理
全组均于全麻后行颈前小切口病变腺体切除术遥
圆愿 例行单个腺体切除袁员 例行全甲状旁腺切除袁 取部
分组织肌肉种植遥术后病理提示院甲状旁腺腺瘤 员缘 例
渊缘员援苑豫冤曰甲状旁腺增生 员园 例渊猿源援缘豫冤袁其中腺瘤样增
生 猿 例渊员园援猿豫冤曰甲状旁腺组织增生伴腺瘤形成 猿 例
渊员园援猿豫冤曰甲状旁腺癌 员 例渊猿援缘豫冤袁该例术后密切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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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袁缘 年未复发遥 病理提示单腺体病变 圆愿 例渊怨远援远豫冤曰
多腺体增生 员 例袁为继发性 匀孕栽遥
员援圆援猿 血 孕栽匀 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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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苑缘援怨豫冤患者血钙在正常范围内袁源 例渊员猿援愿豫冤高于正

常值袁猿 例渊员园援猿豫冤轻度低钙血症袁并出现术后四肢末
端及口周麻木感袁予静脉输注葡萄糖酸钙加口服罗盖

麻醉成功后袁分别于切皮前尧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尧猿尧缘尧员园尧员缘尧猿园 皂蚤灶 和 员尧圆源 澡 取外周血袁送检测定

全袁员 周内症状皆缓解袁血钙均在正常范围内遥
圆援圆 孕栽匀 变化规律

联免疫法渊夹心法冤袁采用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
司 哉灶蚤糟藻造 阅曾陨愿园园 电化学发光免疫检测仪袁参考值范

与 孕栽匀园 的关系袁孕栽匀 入院 与 孕栽匀园 无差异渊贼越原园援圆袁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术中记录切皮前尧切除甲状旁腺病变组织后

全段甲状旁腺素渊蚤孕栽匀冤遥蚤孕栽匀 检测原理为双位点酶

围院员圆耀愿愿 责早 辕 皂蕴遥
员援圆援源 观察指标

各时刻 孕栽匀 降至切皮前 孕栽匀 水平的百分比院
孕栽匀载 辕 孕栽匀园伊员园园豫曰半衰期院用药理学野单次静脉给药

的一室模型冶 分析袁孕栽匀 衰减趋势应该符合指数下降
的规律遥 定义 栽员 辕圆渊载 皂蚤灶冤为切皮前至切除病变组织后
载 皂蚤灶 孕栽匀 的半衰期袁栽员 辕圆渊载 皂蚤灶冤越 陨灶园援缘 辕 渊陨灶孕栽匀曾皂蚤灶原
陨灶孕栽匀园冤伊载袁载 为分钟值袁 例如基础值至 员园 皂蚤灶 的半
衰期为院栽员 辕圆渊员园皂蚤灶冤越 陨灶园援缘 辕 渊陨灶孕栽匀员园 皂蚤灶原 陨灶孕栽匀园冤伊员园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定量资料以中位数及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
示遥 运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袁相关
性分析采用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析袁 组间差异性比较采
用配对 贼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患者术后一般情况
圆怨 例 匀孕栽 患者手术顺利袁术后 圆源 澡 孕栽匀 低于正
常高值 圆愿 例渊怨远援缘缘豫冤袁其中 孕栽匀 低于正常值 员员 例
渊猿苑援怨猿豫冤袁孕栽匀 再次升高 员 例渊猿援源缘豫冤遥 经随访袁圆圆 例
随访大于 远 个月袁远 例随访 圆 个月袁员 例随访 员 个月袁
圆远 例 孕栽匀 在正常范围袁猿 例高于正常袁 但均未超出
圆 倍袁其中 圆 例血钙无异常袁员 例低于正常遥 耘悦栽 提示
均无甲状旁腺机能亢进组织显影遥 术后 圆源 澡 圆圆 例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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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圆怨 例患者入院时 孕栽匀 水平 渊记 孕栽匀 入 院 冤

各时刻对应的 孕栽匀 值袁得术后 孕栽匀 变化趋势图袁根
据基础值分 圆 组袁组 员院孕栽匀园 约 缘园园 责早 辕 皂蕴 员愿 例渊图
员粤冤袁组 圆院孕栽匀园 逸 缘园园 责早 辕 皂蕴 员员 例渊图 员月冤袁病变
组织切除后 孕栽匀 快速下降袁组 圆 较组 员 孕栽匀 下降速

度更快袁两组切除后 员园 皂蚤灶 孕栽匀 降至正常的比率分

别为 怨源援员豫尧远猿援远豫遥 全组 圆怨 例患者袁愿圆援员豫的患者切
除后 员园 皂蚤灶 即下降到正常范围内袁员园 皂蚤灶 之后该百
分比稳定上升袁 切除后 猿园耀远园 皂蚤灶 孕栽匀 降至较低水
平袁 切除后 远园 皂蚤灶 时 猿源援远豫 孕栽匀 低于参考值下限袁切
除后 圆源 澡 缘员援苑豫的患者 孕栽匀 回升袁源愿援猿豫未回升渊图 圆冤遥
圆援猿 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变化规律
切除病灶后 猿 皂蚤灶 苑员援源豫的患者 孕栽匀 下降跃 缘园豫
切皮前曰 切除后 缘 皂蚤灶 愿缘援圆豫的患者 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臆
园援缘曰切除后 员园 皂蚤灶袁怨远援源豫的患者 孕栽匀 下降跃 缘园豫曰切
除病变腺体后 员园耀远园 皂蚤灶袁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臆 园援缘 的百分比
稳定在 怨远豫左右曰 所有患者术后 圆源 澡 孕栽匀 降至切皮
前的 缘园豫以下曰 切除 员园 皂蚤灶 前后袁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值的变
化有明显差别袁员园 皂蚤灶 以后该值变化平稳渊图 圆冤遥 取
切除后 猿尧缘尧员园尧员缘 皂蚤灶 源 组 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值袁 得到随时
间的分布图渊图 猿冤袁切除后 员园 皂蚤灶尧员缘 皂蚤灶袁怨远援源豫的患
者 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约 园援缘遥
对 孕栽匀员园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和 孕栽匀员缘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两组数据进
行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 关 分 析 袁孕栽匀员园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和 孕栽匀员缘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存在显著相关性渊图 源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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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组 员 患者 孕栽匀 变化趋势袁员 例 孕栽匀 走势明显不同于其他患者渊图中箭头标出冤袁该例切除病变组织后 远园 皂蚤灶袁孕栽匀 未降至正常袁也未降
至基础值的 缘园豫以下袁 术后 圆源 澡袁孕栽匀 降至 圆员援愿 责早 辕 皂蕴袁 并降至基础值的 员远豫曰月院 组 圆 患者 孕栽匀 变化趋势袁员 例患者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
皂蚤灶 测得 孕栽匀 值为 员 远缘远援怨 责早 辕 皂蕴袁为了方便作图袁用虚线标出大致趋势遥

图员

病变组织切除后 孕栽匀 下降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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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员园 皂蚤灶冤与 栽员 辕圆渊员缘 皂蚤灶冤间的差异遥 栽员 辕圆渊缘 皂蚤灶冤和 栽员 辕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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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园
缘园
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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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图圆

渊员园 皂蚤灶冤比较袁贼 越 员员援远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曰栽员 辕圆 渊员园 皂蚤灶冤和
栽员 辕圆渊员缘 皂蚤灶冤比较袁贼 越 怨援员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各组之间存在
明显差异遥 栽员 辕圆 渊缘 皂蚤灶冤越 圆援怨远 皂蚤灶袁栽员 辕圆 渊员园 皂蚤灶冤越

荫院孕栽匀辕 孕栽匀园 臆园援缘

源援员圆 皂蚤灶袁栽员 辕圆 渊员缘 皂蚤灶冤越 源援怨缘 皂蚤灶袁栽员 辕圆 渊缘 皂蚤灶冤约 栽员 辕圆
渊员园 皂蚤灶冤约 栽员 辕圆渊员缘 皂蚤灶冤遥

姻院孕栽匀 降至正常高值以下

银院孕栽匀 下降 缘园豫中降至正常

园 皂蚤灶 员 皂蚤灶 猿 皂蚤灶 缘 皂蚤灶 员园 皂蚤灶 员缘 皂蚤灶 远园 皂蚤灶 圆源 澡
切除病灶后时间
各指标 园耀员园 皂蚤灶 内变化显著袁员园 皂蚤灶耀圆源 澡 变化平稳遥

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臆园援缘尧孕栽匀 降至正常高值以下尧孕栽匀 下降

缘园豫中降至正常的百分比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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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援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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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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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
切除病灶后时间渊皂蚤灶冤

员圆

员源

员远

员园 皂蚤灶 与 员缘 皂蚤灶 分布较一致渊图中框出冤遥

图猿

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随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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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援圆园
园援园园

猿援员

讨 论
国内 孕匀孕栽 临床病理特征

愿园豫耀愿缘豫的 孕匀孕栽 是由单发性甲状旁腺腺瘤
引起咱猿原远暂遥 周建平等咱苑暂分析 源猿 篇文献共 苑愿园 例 孕匀孕栽
状旁腺腺瘤仅 圆猿 例 渊圆援怨豫冤袁 甲状旁腺增生 源源 例
渊缘援远豫冤曰本组 圆怨 例 匀孕栽 患者袁腺瘤 员缘 例渊缘员援苑豫冤袁

员援源

园

猿

发现袁单发甲状旁腺腺瘤 远苑园 例渊愿缘援怨豫冤袁而多发甲

员援远

图源

窑愿缘员窑

砸圆越园援怨猿猿
园援园园

园援圆园

园援源园 园援远园 园援愿园 员援园园
孕栽匀员园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员援圆园

孕栽匀员园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和 孕栽匀员缘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线性相关图

圆援源 半衰期规律
比较基础值不同的组 员尧 组 圆 患者切除病变组
织后 孕栽匀 半衰期的关系遥 求得两组各时刻 孕栽匀 值袁
运用配对 贼 检验比较两组数据袁两组数据有较大差
异渊贼 越 员援愿苑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求得两组 孕栽匀 降至 员园 皂蚤灶
的半衰期袁栽员 越 源援远圆 皂蚤灶袁栽圆 越 猿援园圆 皂蚤灶袁栽圆 约 栽员遥
取病变组织切除后 缘尧员园尧员缘 皂蚤灶 均有数据的
圆猿 例患者分析 孕栽匀 半衰期遥 分别将 栽员 辕圆渊缘 皂蚤灶冤尧栽员 辕圆
渊员园 皂蚤灶冤尧栽员 辕圆渊员缘 皂蚤灶冤的计算结果视作独立组袁运用
配对 栽 检验方法比较 栽员 辕圆渊缘 皂蚤灶冤与 栽员 辕圆渊员园 皂蚤灶冤袁栽员 辕圆

甲状旁腺增生 员园 例渊猿源援缘豫冤袁增生伴腺瘤形成 猿 例
渊员园援猿豫冤袁甲状旁腺肿瘤仅 员 例渊猿援缘豫冤曰圆怨 例患者中袁
单腺体病变 圆愿 例 渊怨远援远豫冤袁 病变累及 源 个腺体 员 例
渊猿援源豫冤遥 国内 匀孕栽 临床表现以症状型为主袁且很多
患者就诊时已出现较严重的临床表现甚至不可逆损
伤 咱愿暂遥 症状型 匀孕栽 以骨型为主 咱远暂遥 本组骨型 员员 例
渊猿苑援怨豫冤袁 肾型 源 例 渊员猿援愿豫冤袁 骨型合并肾型 源 例
渊员猿援愿豫冤袁其他症状 猿 例渊员园援猿豫冤袁无明显症状 苑 例
渊圆源援圆豫冤遥 无症状型 匀孕栽 比例较以往文献报道高袁原
因是近年来人们认识提高袁 检验学和影像学不断发
展袁甲状旁腺相关疾病检出率明显增加咱怨暂遥
猿援圆 国际 匝孕栽匀 介绍
国际上袁 运用最广泛的 匝孕栽匀 标准是 酝蚤葬皂蚤 标
咱员园暂
准 袁具体定义为院病变腺体切除后 员园 皂蚤灶 孕栽匀 值
下降逸 缘园豫切开皮肤前或切除腺体前最高的 孕栽匀
值遥 其他标准有院砸燥皂藻 标准尧灾蚤藻灶灶葬 标准 咱员员暂 等遥
悦葬则灶藻蚤则燥 等咱员园暂用 猿源员 例患者比较 酝蚤葬皂蚤 标准及其他
标准袁 该研究显示院酝蚤葬皂蚤 标准可正确预测 猿圆怨 例
渊怨远豫冤患者术后的钙离子水平袁假阳性率 园援愿愿豫袁假
阴性率 圆援远源豫袁而其他标准虽然假阳性降低了袁但是
假阴性却增高为 酝蚤葬皂蚤 标准的 圆耀愿 倍袁从而导致不
必要的颈部探查曰月葬则糟扎赠灶泽噪蚤 等 咱员圆暂 研究显示院酝蚤葬皂蚤
标准尧砸燥皂藻 标准尧灾蚤藻灶灶葬 标准的总体准确率分别为
怨苑援猿豫尧愿猿援猿豫尧怨圆援猿豫袁可见 酝蚤葬皂蚤 标准准确率最高袁
是良好的术中 匝孕栽匀 检测标准遥
猿援猿 国内术中 孕栽匀 检测的研究
在国内袁 术中快速 孕栽匀 检测尚未普遍开展袁标
准尚未统一遥 不少学者也以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园 皂蚤灶
作为术中检测 孕栽匀 的时间点以证明手术成功与否袁
张大奇等咱员猿暂 研究提示院猿怨 例 匀孕栽 患者切除病变组

窑愿缘圆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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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后 员园 皂蚤灶 孕栽匀 降 至 切 皮 前 缘园豫 以 下 的 有

愿源援远圆豫袁切除病变组织后 猿园 皂蚤灶袁血 孕栽匀 下降最为
显著渊员园园豫冤袁该研究认为院病灶切除后 猿园 皂蚤灶 的
孕栽匀 值可作为手术成功与否的指标曰李沛等 咱员源暂 总结
猿猿 例 匀孕栽 患者得到院愿苑援缘豫的患者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园 皂蚤灶 孕栽匀 降至切皮前 孕栽匀 的一半以下曰邙建波等咱员缘暂
研究显示院员员 例 匀孕栽 患者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园 皂蚤灶袁
全部患者渊员园园豫冤孕栽匀 水平降至术前 缘园豫以下遥
猿援源 本研究中 孕栽匀 变化规律

本研究通过测算基础值不同的两组人群切除病

灶后 员园 皂蚤灶 的 孕栽匀 半衰期发现院 基础 孕栽匀 值越大袁
半衰期越短曰 基础 孕栽匀 值越小袁 半衰期越长 渊贼 越
员援愿苑袁孕约 园援园缘冤遥杂糟澡灶藻蚤凿藻则 等咱员远暂研究发现袁基础值高的

患者较基础值低的患者袁切除病变腺体后 孕栽匀 下降
速度更快遥 另外袁用药理学野单次静脉给药的一室模
型冶分析袁孕栽匀 衰减趋势应符合指数下降的规律袁我们
定义 栽员 辕圆渊载 皂蚤灶冤为切皮前至切除病变组织后 载 皂蚤灶
孕栽匀 的半衰期袁 比较切除病变组织后 缘尧员园尧员缘 皂蚤灶
孕栽匀 的半衰期大小袁 计算公式为 栽员 辕圆 渊载 皂蚤灶冤越 陨灶园援缘 辕
渊陨灶孕栽匀曾皂蚤灶原陨灶孕栽匀园冤伊载咱员源暂遥 得到 栽员 辕 圆渊缘 皂蚤灶冤约 栽员 辕 圆
渊员园 皂蚤灶冤约 栽员 辕 圆渊员缘 皂蚤灶冤袁说明 孕栽匀 代谢规律是先
快后慢的遥 李沛等咱员源暂研究也显示院术中 孕栽匀 代谢呈
现前快后慢的特点袁而非单纯的指数下降遥
病 变腺 体切 除后 袁愿圆援员豫的 患 者 切 除 病 灶 后
员园 皂蚤灶 即下降到正常范围内袁切除病灶后 猿园耀远园 皂蚤灶
孕栽匀 降至较低水平袁远园 皂蚤灶 时 猿源援远豫 孕栽匀 低于参考
值下限袁 至术后 圆源 澡 缘员援苑豫的患者 孕栽匀 有回升袁
源愿援猿豫未回升渊图 员耀圆冤袁这与有关文献报道相仿遥 可
见袁 病变组织切除后袁孕栽匀 并非直接降至正常值水
平袁因此不可将术后短期内 孕栽匀 低下视作手术并发
症遥 切除病变组织后各时刻袁孕栽匀 降至正常的百分
比在 员园 皂蚤灶 前后有显著差异袁员园 皂蚤灶 以后该值的变
化趋于稳定渊图 猿冤遥 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园 皂蚤灶袁 本组
圆怨 例中 缘 例未降至正常袁 而该 缘 例患者术后 圆源 澡
孕栽匀 均降至正常袁因此不能单独以切除病灶后 员园 皂蚤灶
孕栽匀 是否降至正常范围来评价手术是否成功遥 绝大
多数患者 孕栽匀 在病灶切除后 员园 皂蚤灶 明显下降袁若
术中继续探查并持续刺激其他腺体可使 孕栽匀 明显
下降的时间延迟至切除病灶后 圆园 皂蚤灶 之后咱员苑暂袁因此
推断袁切除病灶后 员园 皂蚤灶 孕栽匀 未降至正常可能与术
中探查时持续刺激腺体有关遥
切除病变组织后 猿 皂蚤灶袁苑员援源豫的患者 孕栽匀 下
降跃缘园豫切皮前曰 切除后 缘 皂蚤灶袁愿缘援圆豫的患者 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臆 园援缘曰切除后 员园 皂蚤灶袁怨远援源豫的患者 孕栽匀 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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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皮前的 缘园豫以下曰 切除后 员园耀远园 皂蚤灶袁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臆 园援缘 的百分比稳定在 怨远豫左右曰 所有患者术后 圆源 澡
孕栽匀 降至切皮前的 缘园豫以下渊图 源冤遥 图 源 中见 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跃 员袁可能是因为手术操作时牵拉尧挤压到腺体
导致甲状旁腺激素外溢所致遥 对 孕栽匀员园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和
孕栽匀员缘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两组数据进行 孕藻葬则泽燥灶 相关分析袁得

到 孕栽匀员园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和 孕栽匀员缘 皂蚤灶 辕 孕栽匀园 存在显著相关性袁
说明 孕栽匀 辕 孕栽匀园 在切除病灶 员园 皂蚤灶 以后呈近似直线
变化遥
另外袁切除病变甲状旁腺后 员园 皂蚤灶袁孕栽匀 下降跃

缘园豫并降至正常有 愿缘援圆豫袁员园 皂蚤灶 以后袁两组数据变化
均趋于稳定渊图 猿冤遥 可见选择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园 皂蚤灶

行术中 匝孕栽匀 测定较好遥
本组 圆怨 例患者袁 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园 皂蚤灶 孕栽匀

下降逸缘园豫的有 怨远援源豫袁预测手术成功 圆远 例袁准确
率 怨远援猿豫袁假阳性 员 例渊猿援远豫冤袁假阴性 员 例渊猿援远豫冤遥
该结果与 酝蚤葬皂蚤 标准相近遥 分析导致切除病变组织
后 员园 皂蚤灶 孕栽匀 未下降至切皮前 缘园豫以下渊假阴性冤
的原因可能是手术操作时牵拉尧挤压腺体导致 孕栽匀
外溢袁使血 孕栽匀 高于基础 孕栽匀 水平袁甚至高出基础
值数倍遥 假阳性可能是因为高分泌的甲状旁腺抑制
了其他腺体的分泌咱员愿暂遥
因此本研究认为袁切除病变组织后 员园 皂蚤灶袁孕栽匀
下降 逸 缘园豫可以作为病灶完全切除的标准遥然而本
研究不足之处是病例数少袁多腺体病变少袁需要进一
步累积资料以提高准确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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