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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碳混悬液在甲状腺癌颈部淋巴结清扫和甲状旁腺保护中的临床应用
邓正明袁孔凡萍袁葛少华袁曹仕兵袁孟达理袁高国宇袁魏友松袁朱永康袁张士虎鄢
渊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袁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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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纳米碳混悬液在甲状腺癌手术中对颈部淋巴清扫的引导作用和甲状旁腺功能的保护价值遥 方法院对同时

实施甲状腺全切除及患侧颈部淋巴清扫的 员圆园 例分化型甲状腺癌病例随机分为 圆 组进行前瞻性研究袁其中 远园 例在术中甲状腺
注射纳米碳混悬液渊纳米碳组冤袁远园 例行常规手术渊对照组冤遥 分别统计两组手术时间尧术中出血量尧术后引流量尧术中甲状旁腺移

植病例数尧糟晕园 和 糟晕员 的清扫淋巴结总数和直径约缘 皂皂 淋巴结数量及转移率尧术后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尧血清钙浓度及术后出现低钙

血症病例数遥 结果院纳米碳混悬液组手术时间长渊孕越园援园园圆冤袁术中出血尧术后引流量无明显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纳米碳混悬液组清扫淋巴

结较对照组多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遥 在 糟晕园 病例中纳米碳混悬液使得淋巴结清扫总数和直径约缘 皂皂 的淋巴结清扫数目明显多于对照组渊孕越

园援园园园 员冤袁但在 糟晕员 病例中两组淋巴结总数无明显差异渊孕越园援园愿远冤袁但有助提高直径约缘 皂皂 淋巴结的检出数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遥 对照组术后
低钙血症多于纳米碳组渊孕越园援园园员冤遥 结论院纳米碳混悬液有助于提高甲状腺癌 糟晕园 病例转移性淋巴结的检出数袁尤其是直径约缘
皂皂 淋巴结的检出数袁同时对甲状旁腺功能具有保护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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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澡藻 则燥造藻 燥枣 糟葬则遭燥灶 灶葬灶燥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泽怎泽责藻灶泽蚤燥灶 枣燥则 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造赠皂责澡葬凿藻灶藻糟贼燥皂赠 葬灶凿 责则燥贼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责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贼澡赠则燥蚤凿 糟葬灶糟藻则
阅藻灶早 在澡藻灶早皂蚤灶早袁运燥灶早 云葬灶责蚤灶早袁郧藻 杂澡葬燥澡怎葬袁悦葬燥 杂澡蚤遭蚤灶早袁酝藻灶早 阅葬造蚤袁郧葬燥 郧怎燥赠怎袁宰藻蚤 再燥怎泽燥灶早袁在澡怎 再燥灶早噪葬灶早袁
在澡葬灶早 杂澡蚤澡怎鄢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郧藻灶藻则葬造 杂怎则早藻则赠袁 贼澡藻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葬灶躁蚤灶早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燥枣 悦澡蚤灶藻泽藻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蚤灶增藻泽贼蚤早葬贼藻 贼澡藻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怎贼蚤造蚤贼赠 燥枣 糟葬则遭燥灶 灶葬灶燥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泽怎泽责藻灶泽蚤燥灶 葬泽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 贼则葬糟藻则 蚤灶 贼澡藻 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造赠皂责澡葬凿藻灶藻糟贼燥皂赠 葬灶凿 责则燥贼藻糟贼蚤燥灶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蚤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责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贼澡赠则燥蚤凿 糟葬灶糟藻则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韵灶藻 澡怎灶凿则藻凿 贼憎藻灶贼赠

糟燥灶泽藻糟怎贼蚤增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藻则藻 凿蚤增蚤凿藻凿 蚤灶贼燥 糟葬则遭燥灶 灶葬灶燥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泽怎泽责藻灶泽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渊灶越远园冤 葬灶凿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渊灶越远园冤 枣燥则 责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 泽贼怎凿蚤藻泽援
粤造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怎灶凿藻则憎藻灶贼 贼燥贼葬造 贼澡赠则燥蚤凿藻糟贼燥皂赠 憎蚤贼澡 怎灶蚤造葬贼藻则葬造 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造赠皂责澡葬凿藻灶藻糟贼燥皂赠援 栽澡藻 燥责藻则葬贼蚤灶早 贼蚤皂藻袁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遭造燥燥凿 造燥泽泽袁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凿则葬蚤灶葬早藻 增燥造怎皂藻袁贼澡藻 灶怎皂遭藻则泽 燥枣 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葬怎贼燥贼则葬灶泽责造葬灶贼葬贼蚤燥灶袁贼澡藻 贼燥贼葬造 灶怎皂遭藻则 燥枣 糟造藻葬灶蚤灶早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泽 渊糟晕 园 葬灶凿
糟晕员冤 葬灶凿 贼澡藻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约 缘 皂皂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袁葬灶凿 皂藻贼葬泽贼葬泽蚤泽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泽袁贼澡藻 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澡燥则皂燥灶藻渊孕栽匀冤袁贼澡藻 泽藻则怎皂 糟葬造糟蚤怎皂 造藻增藻造袁葬灶凿

贼澡藻 糟葬泽藻泽 燥枣 澡赠责燥糟葬造糟藻皂蚤葬 葬枣贼藻则 泽怎则早藻则赠 憎藻则藻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栽澡藻 燥责藻则葬贼蚤灶早 贼蚤皂藻 憎葬泽 造燥灶早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燥枣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渊孕越园援园园圆冤袁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遭造燥燥凿 造燥泽泽 葬灶凿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凿则葬蚤灶葬早藻 增燥造怎皂藻 澡葬凿 灶燥 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葬造造赠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援 悦葬则遭燥灶 灶葬灶燥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泽怎泽责藻灶泽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 糟造藻葬灶藻凿 燥怎贼 缘员怨 责蚤藻糟藻泽 燥枣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泽 渊葬增藻则葬早藻 员园援远冤袁憎葬泽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圆怨猿 责蚤藻糟藻泽 燥枣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泽 渊葬增藻则葬早藻 远援怨冤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援 陨灶 糟晕园 糟葬泽藻泽袁贼澡藻 贼燥贼葬造 灶怎皂遭藻则泽 燥枣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 糟造藻葬灶蚤灶早
葬灶凿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约 缘 皂皂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 憎蚤贼澡 糟葬则遭燥灶 灶葬灶燥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泽怎泽责藻灶泽蚤燥灶 憎藻则藻 燥遭增蚤燥怎泽造赠 皂燥则藻 贼澡葬灶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 早则燥怎责 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袁遭怎贼 蚤灶
贼澡藻 糟晕员 糟葬泽藻泽袁贼澡藻则藻 憎葬泽 灶燥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燥灶 贼澡藻 贼燥贼葬造 灶怎皂遭藻则 燥枣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泽渊孕越园援园愿远冤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贼憎燥 早则燥怎责泽袁赠藻贼 蚤贼 憎葬泽 澡藻造责枣怎造 枣燥则 贼澡藻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约 缘 皂皂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 蚤灶泽责藻糟贼蚤燥灶 渊孕 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援 孕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澡赠责燥糟葬造糟藻皂蚤葬 燥枣 贼澡藻 糟燥灶贼则燥造泽 憎葬泽 皂燥则藻 贼澡葬灶 贼澡藻 糟葬则遭燥灶

灶葬灶燥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泽怎泽责藻灶泽蚤燥灶 早则燥怎责渊孕越园援园园员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悦葬则遭燥灶 灶葬灶燥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泽怎泽责藻灶泽蚤燥灶 皂蚤早澡贼 澡藻造责 贼燥 凿藻贼藻糟贼 皂藻贼葬泽贼葬贼蚤糟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泽
憎蚤贼澡 贼澡赠则燥蚤凿 糟葬灶糟藻则 糟晕园袁藻泽责藻糟蚤葬造造赠 凿蚤葬皂藻贼藻则 约 缘 皂皂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 蚤灶泽责藻糟贼蚤燥灶袁葬灶凿 责则燥贼藻糟贼 贼澡藻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早造葬灶凿援
咱Key words暂 贼澡赠则燥蚤凿 糟葬灶糟藻则曰灶藻糟噪 凿蚤泽泽藻糟贼蚤燥灶曰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早造葬灶凿泽曰糟葬则遭燥灶 灶葬灶燥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泽怎泽责藻灶泽蚤燥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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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发病率在全球呈迅速增长袁我国确诊

人数也逐年增加 遥 颈部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患者预
咱员暂

后的独立因素

袁甲状腺腺叶切除和颈部淋巴结清

咱圆原猿暂

扫术是目前甲状腺癌的有效治疗措施之一遥 而颈部
淋巴结清扫可以延长患者生存周期袁减少局部复发
率曰 术后淋巴结病理和清扫数目增加了 栽酝晕 分期
精确度袁为术后 陨员猿员 治疗提供依据袁提高术后复发分

筋膜遥 在解剖并保护好喉返神经后袁行该区域内的
淋巴脂肪组织的整块切除遥 纳米碳组分别记录黑染

的淋巴结和直径约缘 皂皂 的淋巴结数目袁所有切除标
本送病理检测袁 中央区淋巴结阳性者行颈侧域耀郁
区淋巴结清扫袁仅分析中央区清扫淋巴结数遥
员援圆援圆

术中暴露的甲状旁腺的处理

对于已解剖出的甲状旁腺袁依据术中颜色变化

层的准确性袁但也会增加神经损伤尧甲状旁腺损伤

给予以下处理院淤甲状旁腺血供良好袁外观呈现淡

等并发症发生率袁尤其是术后出现暂时或永久的甲

黄色或棕色袁原位保留曰于颜色稍变暗袁不需处理曰

状旁腺功能低下袁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
活质量 遥 纳米碳作为一种新型示踪剂袁在胃癌 尧
咱源暂

咱缘暂

咱远暂

乳腺癌 中应用的安全性尧有效性得到充分肯定袁本
研究目的是评价纳米碳在甲状腺癌淋巴结的示踪

作用袁是否增加转移性淋巴结切除数目和有甲状旁
腺保护作用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圆园员缘 年 员 月要

圆园员缘 年 员圆 月普外科收治的符合以下条件的 员圆园 例患
者入组袁纳入标准院淤员愿耀苑园 岁曰于术前细针穿刺或术

中病理证实诊断甲状腺癌曰盂肿瘤直径 员援园耀源援园 糟皂曰

榆颈部超声或 悦栽 怀疑颈部淋巴结转移曰排除标准院

盂颜色明显变暗且明显淤血改变袁 切开被膜减压袁

颜色好转则原位保留袁 无明显变化的行自体移植曰
榆切除标本检查发现甲状旁腺袁低温渊源益冤生理盐水

中保存袁同时部分送快速病理袁明确诊断甲状旁腺袁
即刻行自体移植术咱苑暂遥
员援圆援猿

检测指标

比较纳米碳组与空白对照组患者的年龄尧肿瘤

大小尧手术时间尧术中出血量尧术后引流量曰术前尧术
后 员 凿尧术后 猿 凿尧术后 员 个月的血钙及甲状旁腺激
素渊孕栽匀冤水平曰依据术前影像学资料进一步分组为颈

部淋巴结无转移渊糟晕园冤组和颈部淋巴结转移或怀疑转
移渊糟晕员冤组袁分别计算中央区淋巴结数和转移的淋巴

结数遥 评估患者术后低钙症状的发生袁轻度低钙血症

为 员援愿耀圆援园 皂皂燥造 辕 蕴袁重度低钙血症约员援愿 皂皂燥造 辕 蕴袁或出

淤既往有甲状腺尧甲状旁腺手术史曰于术前检查提

现面部尧手足麻木或抽搐等症状遥 永久性甲状旁腺

肿瘤遥 依据电脑产生的随机数随机分为纳米碳组

低钙症状或血钙尧孕栽匀 持续低于正常值遥

示甲状旁腺减退尧低钙血症曰盂合并咽部尧喉部恶性
渊灶越远园冤和对照组渊灶越远园冤袁本研究所有病例都是本科
室高年资主任医师完成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方法
手术
患者全身麻醉后采用仰卧颈部过伸位袁常规取

胸骨切迹上方 员耀圆 横指弧形领状切口暴露甲状腺袁

注意避免损伤甲状腺被膜袁纳米碳组将纳米碳混悬

功能损伤为术后 员圆 个月以上需要持续补钙以缓解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均数依标准差 渊x 依 s冤 表示袁 应用

杂孕杂杂 员怨援园 统计软件分析袁组间比较采用成组资料的

贼 检验袁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遥 孕 臆 园援 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液用 员 皂蕴 注射器分别于肿瘤的上尧下尧左尧右 源 点

圆援员

避免注射入血管内袁 注射后用纱布压迫注射点袁以

其中 男 圆远 例 袁女 怨源 例袁纳米 碳组 的 年 龄 渊源源援猿 依

染遥 随后使用超声刀切开甲状腺峡部袁采用囊内解

渊圆援猿缘 依 园援员圆冤皂皂燥造 辕 蕴尧 术前甲状旁腺激素 渊苑愿援园园 依

注入腺体内袁单侧腺体总剂量不超过 园援缘 皂蕴袁注意

防止注射纳米碳外溢袁缘 皂蚤灶 后见淋巴管尧淋巴结黑

剖技术切除患侧腺叶袁为保护甲状旁腺血供袁在处
理甲状腺上下极血管时紧贴甲状腺组织分别结扎
各个分支血管袁待术中病理证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
后行甲状腺全切和中央组淋巴结清扫遥 清扫范围院
上界至甲状腺上极袁下界至胸骨上窝袁外侧界到颈
总动脉的内缘袁内侧至颈中线袁基底为食管和椎前

一般资料

员圆园 例甲状腺癌都是由术中和术后病理确诊袁

员苑援源冤岁尧肿瘤大小渊圆援员园 依 园援苑圆冤糟皂尧术前钙离子浓度
愿援远远冤责早 辕 皂蕴曰对照组年龄渊源缘援源 依 员愿援远冤岁尧肿瘤大小

渊圆援员 依 园援苑缘冤糟皂尧术前钙离子浓度渊圆援猿源 依 园援员猿冤皂皂燥造 辕 蕴尧

术前甲状旁腺激素渊苑怨援园园 依 缘援源源冤责早 辕 皂蕴遥 纳米碳和

对照组术前无颈部淋巴结转移渊糟晕园冤分别 源愿尧源源 例尧

术前颈部淋巴结转移渊糟晕员冤分别 员圆尧员远 例袁两组资料

在年龄尧性别尧肿瘤大小尧术前钙离子浓度和甲状旁

窑员源缘愿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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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激素尧是否存在颈部淋巴结转移方面无统计学差

径约缘 皂皂 的淋巴结数量多于对照组渊孕越园援园园缘冤袁术后

圆援圆

圆 枚渊猿豫冤袁两组有明显差异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遥 纳米碳组

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两组术中尧术后资料

纳米碳组手术时间为渊员圆源 依 圆愿冤皂蚤灶袁比对照组

渊员员圆 依 圆远冤皂蚤灶 长袁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越

园援园园圆冤遥 纳米碳组术中出血渊怨援圆园 依 员援圆圆冤皂蕴袁术后引

流量渊圆缘援园园 依 猿援圆圆冤皂蕴曰对照组术中出血为渊怨援猿园 依
员援园源冤皂蕴袁术后引流量渊圆源援园园 依 圆援怨苑冤皂蕴曰两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猿

纳米碳术中示踪淋巴结尧甲状旁腺保护和术后

淋巴结病理特征

纳米碳注射后 缘 皂蚤灶 甲状腺组织和颈部中央区

淋巴结黑染渊图 员冤袁所有的病例行标准的双侧甲状

腺腺叶尧患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袁在入组所有病例
中袁苑愿 例渊远缘豫冤存在颈部淋巴结转移袁其中纳米碳

病理明确淋巴结转移纳米碳组 圆员 枚渊圆苑豫冤袁对照组
中清扫出淋巴结中 源源员 枚渊愿缘豫冤淋巴结黑染袁其中

病理明确转移的淋巴结 猿猿园 枚渊苑缘豫冤袁黑染且术后
病理转移淋巴结占全部清扫淋巴结的 源员豫渊猿猿园 辕

愿员圆冤曰在未被染色淋巴结中袁源远 枚渊圆豫冤术后病理明

确转移遥 在纳米碳组微小转移淋巴结渊直径约缘 皂皂冤
中袁员缘圆 枚渊愿源豫冤被黑染袁圆怨 枚渊员远豫冤未被黑染袁纳米
碳更易于示踪微小转移的淋巴结渊孕越园援园猿圆袁表 员冤遥

圆援源

术中甲状旁腺移植术和术后 孕栽匀尧血清钙离子

的比较

纳米碳组中有 员 例术中因血供差而行甲状旁

腺自体移植曰对照组 圆 例因血供差袁员 例因误切需行

甲状旁腺自体移植遥 术后出现低钙血症均为一过

组 源缘 例渊苑缘豫冤和对照组 猿猿 例渊缘缘豫冤袁纳米碳组清

性袁通过补钙等治疗症状得到缓解袁两组未出现永

结数目上存在明显差异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袁且纳米碳组清

病例数渊员员 例冤明显高于对照组渊孕越园援园园员冤遥 术后第

扫的淋巴结数目明显多于对照组袁两组在清扫淋巴
扫的淋巴结直径明显小于对照组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曰纳米
碳组共清扫出 缘员怨 枚淋巴结袁平均 员园援远渊源耀圆圆冤枚袁对
照组共清扫出 圆怨猿 枚淋巴结袁平均 远援怨渊员耀员员冤枚袁淋巴
结平均直径大于纳米碳组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遥 纳米碳组淋

巴结中 员愿员 枚渊猿缘豫冤直径约缘 皂皂袁而对照组仅 远圆 枚

渊圆员豫冤约缘 皂皂袁两组有明显差异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遥 术后病
理明确淋巴结转移纳米碳组 员源缘 枚渊圆愿豫冤袁对照组

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病例袁对照组出现低钙血症
员尧猿 天纳米碳组的 孕栽匀 和血清钙离子要高于对照
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在术后 员 个月两组数据无明显差异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 说明纳米碳在保护甲状旁腺功能方面
起着积极作用渊表 圆冤遥

猿

讨

论

根治性手术是目前甲状腺癌治疗最有效的手

怨苑 枚渊猿猿豫冤袁两组无明显差异渊孕越园援员苑员冤袁但在直径约

段之一遥 甲状腺癌病例中缘园豫耀苑园豫发生颈部淋巴结

远圆 枚渊圆员豫冤袁纳米碳组检出 苑圆 枚微小淋巴结转移

彩超尧悦栽 难以发现遥 颈部淋巴结转移是影响甲状腺

缘 皂皂 淋巴结中纳米碳组 员愿员 枚 渊猿缘豫冤袁 对照组中

转移袁其中部分微小转移淋巴结渊约缘 皂皂冤术前颈部

数明显多于对照组渊员园 枚冤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遥依据术前病

癌预后的独立因素袁多中心研究咱圆原猿暂显示颈部淋巴结

糟晕园 组中纳米碳组清扫淋巴结总数为 源源员 枚袁 平均

的淋巴结袁术后肿瘤复发增加 源援缘豫咱愿暂遥 本研究中术

理和影像学资料袁 进一步分为 糟晕园 组和 糟晕员 组袁在

渊怨援猿 依 猿援圆冤渊员耀员猿冤枚袁其中直径约缘 皂皂 有 员圆远 枚袁术

后病理明确转移 缘员 枚曰对照组清扫 圆猿源 枚淋巴结袁

平均渊缘援猿 依 圆援愿冤渊员耀怨冤枚袁其中直径约缘 皂皂 有 猿愿 枚袁
术后病理明确转移的有 愿 枚遥 纳米碳组清扫的淋巴

转移达到 缘园豫耀苑园豫袁若术中未及时发现尧清除转移
中纳米碳悬浮液能清晰显示颈部淋巴结及淋巴管
引流袁 使得颈部淋巴结转移更易于在术中发现袁纳
米碳组中有 苑缘豫发现颈部淋巴结转移袁而对照组仅

有 缘缘豫病例有淋巴结转移袁这与 再怎 等 咱怨暂研究结果

结数目明显多于对照组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袁直径约缘 皂皂 的

相似遥 颈部淋巴结清扫不仅减少了肿瘤残留和复发

明确淋巴结转移纳米碳组多于对照组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遥

为术后 陨员猿员 治疗提供依据袁 提高术后复发分层的准

淋巴结数量明显多于对照组渊孕越园援园园园 员冤袁术后病理

机率袁而且更有助于提高术后 栽酝晕 分期的精确度袁

在 糟晕员 组中纳米碳组清扫淋巴结总数为 苑愿 枚袁平均

确性咱员园暂遥 匀葬燥 等咱员员暂研究中进一步证实纳米碳在甲状

后病理明确转移的有 圆员 枚曰 对照组清扫 缘怨 枚淋巴

感度尧更高的特异性尧更低的假阳性率遥 本研究中也

术后病理明确转移的有 圆 枚遥 纳米碳组清扫的淋巴

步分析发现纳米碳更易富集于直径约缘 皂皂 的淋巴结

渊员员援猿 依 源援远冤渊远耀圆圆冤枚袁其中直径约缘 皂皂 有 缘缘 枚袁术

结袁平均渊怨援猿 依 缘援员冤渊员耀怨冤枚袁其中直径约缘 皂皂 圆源 枚袁
结数目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差异 渊孕越园援苑缘怨冤袁 但直

腺癌颈部淋巴结示踪方面与美兰相比袁有更好的敏
显示术中纳米碳的使用更易发现转移的淋巴结袁进一

中袁在术前资料未提示有颈部淋巴结转移的病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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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悦

粤院甲状腺组织被纳米碳黑染曰月院甲状旁腺渊黑色箭头冤未被纳米碳染色袁原位保存且血运良好曰悦院中央区清扫组织中袁纳米碳很好示踪多枚

淋巴结渊白色箭头冤遥

图员

术中纳米碳术中淋巴结示踪和甲状旁腺原位保护

云蚤早怎则藻 员 蕴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 贼则葬糟蚤灶早 葬灶凿 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蚤灶 泽蚤则怎 责则燥贼藻糟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藻 燥责藻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糟葬则遭燥灶 灶葬灶燥责葬则贼蚤糟造藻泽
表员

颈部淋巴结的病理特征

栽葬遭造藻 员 孕葬贼澡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燥枣 糟藻则增蚤糟葬造 造赠皂责澡 灶燥凿藻泽
淋巴结特征
淋巴结转移
病例数咱灶渊豫冤暂
清扫的淋巴
结均数渊个冤
约缘 皂皂 淋巴结
总数咱灶渊豫冤暂
约缘 皂皂 转移的淋
巴结总数咱灶渊豫冤暂

组别
糟晕园
糟晕员
糟晕园
糟晕员
糟晕园
糟晕员
糟晕园
糟晕员

纳米碳组
园猿缘渊缘愿冤
园员园渊员苑冤
园怨援猿 依 猿援圆
员员援猿 依 源援远
员圆远渊圆怨冤
园缘缘渊苑员冤
园缘员渊员圆冤
园圆员渊圆苑冤
表圆

对照组
圆员渊猿缘冤
员圆渊圆园冤
缘援猿 依 圆援愿
怨援猿 依 缘援员
猿愿渊员远冤
圆源渊源员冤
园愿渊猿冤
园圆渊猿冤

孕值
园援园园怨
园援苑缘怨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愿远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缘
约园援园园员
约园援园园员

渊糟晕园冤袁 纳米碳的使用明显提高了淋巴结清扫数量袁
尤其是增加了直径约缘 皂皂 淋巴结检出率袁但在术前
颈部有或怀疑有淋巴结转移的病例渊糟晕员冤中袁并未增

加颈部淋巴结清扫的数量袁但同样能提高直径约缘 皂皂
淋巴结的检出率遥但由于 糟晕员 的样本量偏少袁是否对

统计分析产生偏倚袁 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分析遥
这可能由于纳米碳混悬液更易于富集于前哨淋巴

结袁而跃缘 皂皂 的淋巴结术中无需辅助措施就非常容

易发现袁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转移淋巴结直径跃员 糟皂袁
因肿瘤细胞堵塞淋巴管而导致纳米碳混悬液无法

术中甲状旁腺保护和术后 孕栽匀尧血清钙离子资料

栽葬遭造藻 圆 陨灶贼则葬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责葬则葬贼澡赠则燥蚤凿 责则燥贼藻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责燥泽贼燥责藻则葬贼蚤增藻 孕栽匀 葬灶凿 泽藻则怎皂 糟葬造糟蚤怎皂 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
指标
甲状旁腺自体移植渊例冤
术后出现低钙症状咱灶渊豫冤暂
术后 孕栽匀渊责早 辕 皂蕴冤
术后第 员 天
术后第 猿 天
术后 员 个月
术后血清钙离子浓度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术后第 员 天
术后第 猿 天
术后 员 个月

纳米碳组
员
缘渊愿援猿冤

对照组
猿
员员渊员愿援猿冤

孕值
园援园猿缘
园援园园员

猿缘援源源 依 员远援缘缘
猿苑援远苑 依 员苑援远怨
源园援源远 依 员源援猿源

圆愿援缘愿 依 员源援愿圆
猿园援园远 依 员苑援员缘
猿愿援怨缘 依 员源援缘缘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员圆
园援源源圆

圆援圆员 依 园援员源
圆援圆缘 依 园援员缘
圆援圆苑 依 园援员员

圆援园愿 依 园援员远
圆援员圆 依 园援员苑
圆援圆远 依 园援员缘

园援园园缘
园援园员源
园援苑源缘

在淋巴管中得到有效扩散袁使得部分淋巴结无法显

除遥本研究使用纳米炭混悬液并未增加患者术后引流

影遥 但术中使用纳米碳混悬液明显延长了手术时

量尧疼痛刺激及伤口感染等局部症状遥

间袁 本研究纳米碳组手术时间明显较对照组延长袁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术后甲状旁腺功能减退尧

因为术中等待纳米碳黑染甲状腺需要时间袁目前就

一过性低钙血症的发生率与颈部淋巴结清扫密切

术中纳米碳所需的剂量和黑染时间还缺乏进一步

相关袁这也是部分学者反对做预防性颈部淋巴结清

研究资料

遥 纳米炭混悬液注射于甲状腺背膜内袁

咱员圆暂

快速弥漫于甲状腺组织中袁无明显溢出袁对手术视野

无明显影响遥同时袁纳米炭混悬液注射到甲状腺内后袁

很快到达肿瘤的区域引流淋巴结渊图 员冤袁大部分随肿

瘤切除和淋巴结清扫而消除遥残留的少许炭颗粒性质
稳定不进入血循环袁 最终可通过肺和肠道排泄而消

扫的重要原因遥 为进一步提高颈部淋巴结清扫的精
确度尧保护甲状旁腺及其功能袁临床医生在积极寻

求多种措施包括术中精确解剖和术中显影方法 咱员猿暂袁
纳米碳由于能特异性富集于淋巴组织中袁在临床上

已经广泛运用于胃癌尧乳腺癌尧结直肠癌的手术中袁
且获得良好临床效果 咱缘袁员源暂袁本研究纳米碳的甲状旁

窑员源远园窑

南

京

医

科

腺负显影有助于甲状旁腺原位保护袁减少术后甲状
旁腺功能减退的发生遥 本研究纳米碳组和对照组都
有一过性低钙血症袁且纳米碳组出现病例数较对照
组明显少袁两组术后未出现永久的低钙血症遥 本研
究中袁术后 员 个月两组血清钙离子和 孕栽匀 恢复正常

水平袁术后第 员 天和第 猿 天纳米碳组血清钙离子浓
度尧孕栽匀 明显高于对照组袁 这说明纳米碳的使用有
助于术后甲状旁腺功能保护遥
总之袁本研究结果显示纳米碳混悬液在甲状腺
癌手术中的应用能有效增加颈部淋巴结清扫数目袁
尤其明显增加了 糟晕园 病例中直径约缘 皂皂 淋巴结检出
率袁提高颈部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遥 同时袁增加了术

中甲状旁腺与周围组织的对比度袁有利于术中原位
保留甲状旁腺及其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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