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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颈丛神经在分化型甲状腺癌根治术中的应用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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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保留颈丛神经技术在分化性甲状腺癌改良根治术中的应用遥 方法院员园猿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袁行保留颈

丛神经的功能性颈清扫术袁采用传统的不解剖颈丛和本研究改进的解剖颈丛 圆 种术式遥 淤晕园尧晕员葬 分化型甲状腺癌袁或颈内静脉

旁淋巴结较小渊晕约猿 糟皂冤无包膜外侵犯者袁可不解剖颈丛行传统的保留颈丛的颈清扫术曰于晕员遭 的分化型甲状腺癌尧淋巴结转移
较多者袁需常规分离皮瓣后尧应用解剖技术保留颈丛神经遥术后采用轻触尧针刺尧冷热法刺激患侧颈部皮肤袁以健侧为对照测知感

觉遥 以肉眼判断有无完全显露颈清扫要达到的解剖结构为达标遥 结果院圆 种颈丛神经保护法均能达到颈清扫要求遥 术后全部下
颈部及肩部无麻木感袁耳部感觉良好遥结论院解剖颈丛保留颈丛的技术拓宽了分化性甲状腺癌保留颈丛的适应证袁同样能保护颈
部感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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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现率呈现增高趋势袁其中

离并保护颈外静脉及耳大神经袁将腮腺下极向上牵

分化性甲状腺癌渊阅栽悦冤是甲状腺癌中较常见且预后

开暴露二腹肌后腹遥 再将胸锁乳突肌筋膜沿前缘解

好的一种袁即使有颈部淋巴结转移也有较长的生存

剖剥离至肌肉后缘袁手术关键是保护胸锁乳突肌后

期 遥 甲状腺癌根治性手术是分化性甲状腺癌伴颈
咱员暂

淋巴结转移的常规治疗方法袁且呈现手术范围日趋
减小尧保留组织增加的趋势遥 本院从 圆园员园 年开展了

缘中点袁该处是颈丛感觉神经发出点渊神经点冤袁解
剖保护颈丛遥 在分离胸锁乳突肌上段时要解剖出胸
锁乳突肌覆盖下的一段副神经袁予以保留遥 同时清

保留颈丛感觉神经的功能性颈清扫术并进行改进袁

扫颈后三角顶端肩胛提肌及头夹肌表面的淋巴脂

扩大了适应证袁保护了患者的颈丛神经支配区皮肤

肪组织遥 将胸锁乳突肌向外向后牵开袁打开颈血管

的感觉袁避免了下颈部及肩部不适袁现报道如下遥

鞘袁解剖颈总动脉尧颈内静脉尧迷走神经袁注意结扎淋

员

巴导管或淋巴管袁从内向外尧从上到下清扫颈内静脉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旁淋巴脂肪组织即域尧芋尧郁区淋巴组织遥将标本向颈
总动脉外侧牵开袁沿椎前筋膜浅面暴露颈 圆尧猿尧源 神经

圆园员园 年 员园 月要圆园员远 年 缘 月袁共施行了 员园猿 例

根并保护之袁然后在颈横动脉浅面顺颈神经方向清扫

为甲状腺乳头状腺癌袁缘 例为滤泡状腺癌遥女 怨员 例袁男

颈三根主要的锁骨上神经遥由于甲状腺癌患者的预后

保留颈丛感觉神经的功能性颈清扫术遥 病理 怨愿 例

颈后三角袁解剖胸锁乳突肌后缘袁同时解剖并保留沿

员圆 例遥 年龄 圆圆耀远苑 岁袁平均 猿员援猿 岁遥 员苑 例术前已行

是与转移淋巴结数目及大小相关咱圆暂袁此法适合院淤病

结肿大袁细胞学检查证实颈部有淋巴结转移渊晕垣冤袁

脉旁淋巴结约猿 糟皂袁无明显外侵者渊图 员粤尧月冤遥

腺叶加中央区清扫术袁术后超声随访发现颈部淋巴
淋巴结分布除域尧芋尧郁区袁灾 区也有转移遥术中所见
转移淋巴结无包膜外浸润遥

员援圆

期 糟晕园曰于晕员 但淋巴结转移仅限于遇区者曰盂颈内静
方法二院游离皮瓣及清扫域尧芋尧郁区淋巴组织

同方法一遥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则选用打开颈后三

方法

角袁精细解剖法保留颈丛神经遥 术前评估体检或影

方法一院采用颈部大弧形切口袁颈项较长颈后

像学检查颈后三角有可疑淋巴结者袁或颈内静脉旁

分离皮瓣袁上至下颌骨缘袁下至锁骨上遥 先切开颌下

肌前缘袁清扫吁区淋巴结遥 此时颈丛神经的浅支各

三角有淋巴结的患者采用 蕴 形切口袁于颈阔肌深面
腺包膜袁于颌腺下缘深面暴露二腹肌前腹遥 然后分

淋巴结跃猿 糟皂袁则打开胸锁乳突肌后缘袁后方至斜方

个分支予以逐一解剖保留渊图 员悦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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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粤院颈丛神经深支的保留曰月院不游离后皮瓣袁不打开颈后三角袁保留颈丛曰悦院解剖颈丛神经并保护遥

图员

与健侧比较遥
结

悦

保留颈丛感觉神径的颈清扫术

皮肤感觉测试比较采用轻触尧针刺尧冷热刺激
圆

窑员缘员怨窑

果

存在不同的 糟晕园 期诊断率袁故不解剖吁区保留颈丛
存在一定风险遥 也有作者研究认为袁晕垣的患者虽然转

移淋巴结主要分布在域尧芋尧郁尧遇袁但仍有 圆圆援员豫的
患者发生吁区转移袁其中 员远豫为隐性转移咱愿暂袁对于吁

本组 员园猿 例患者袁吁区淋巴结阳性的有 员圆 例袁

区的择区清扫问题目前较多研究袁集中在吁区转移的

有的遇区淋巴结全部有转移袁占遇区淋巴结全部转

所在遥本组方法二通过精细解剖吁区而保留颈丛为有

这 员圆 例中遇区淋巴结阳性数目比例是 员园园豫袁即所
移例数的 源愿豫袁遇区淋巴结阴性而侧区淋巴结阳性
占 员苑援缘 豫渊员愿 辕 员园猿冤袁侧区淋巴结阳性中 灾 区淋巴结

的阳性率为 员缘援圆豫渊员圆 辕 苑怨冤遥 所有患者术后全部颈部

感觉良好袁与健侧对照比较无麻木麻痹感袁耳部温

觉尧触觉尧痛觉与健侧对比主诉无异常遥 下颈部及肩
上部无麻木感遥
猿

讨

论

常规功能性颈清扫不保留颈丛袁相当于阻滞了
颈丛神经袁 导致了从耳廓到锁骨平面区的感觉缺

失 咱猿暂遥 有学者通过对比 圆猿 例保留颈丛 猿员 例不保留

颈丛袁颈面部感觉及生活质量尧情绪和焦虑袁发现保
留颈丛组比对照组有显著提高咱源暂遥 保留颈丛的颈清
扫术方法一国内外学者多有采用 咱缘暂袁即不解剖吁区

只是经胸锁乳突肌前内侧将吁区牵出切除从而保

留颈丛袁是基于两个研究成果遥 一是意大利的 月燥糟糟葬

的颈部淋巴结的筋膜内概念袁认为淋巴结只要不突
破包膜就不会外侵到神经曰二是基于对各区淋巴结
转移几率的数据统计袁认为 糟晕园 或 晕员 期患者吁区淋

巴结转移几率小遥 本组病例吁区阳性率为 员员援苑豫遥 这

就要求术者对术前的病期评估要严格仔细袁故而对
影像学检查和手术医师的读片要求高咱远暂遥 但是袁文献
显示袁国内 糟晕园 期淋巴结转移率明显高袁作为甲状
腺癌淋巴结转移第一站的遇区达 猿园援猿远豫耀远苑援园园豫袁

几率和清扫吁区导致的神经损伤袁这也是本研究意义
效的补充方法遥 对 晕员遭 的甲状腺乳头状腺癌颈部淋
巴结广泛转移者袁 采用精细化解剖技术保留颈丛袁尚
未有报道遥本研究发现袁所有吁区淋巴结有转移者袁其
遇区的淋巴结转移率为 员园园豫袁一方面证实了吁区淋
巴结转移者病期较晚袁另一方面提示术前或术中发现
遇区淋巴结转移明显者袁尽量用方法二保留颈丛遥
有作者认为颈横皮神经在分离胸锁乳突肌前
缘时要被切断遥 笔者的体会是只要精细操作也可以
不切断 渊图 员粤冤袁 颈丛深支大部分位于颈深筋膜深
面袁除非肿瘤侵犯袁术中一般不会触及袁自然可以保
留渊图 员月尧悦冤遥 弧形切口分离皮瓣至颈部后上方时袁
由于该处没有颈阔肌袁 故应紧贴胸锁乳突肌分离遥
胸锁乳突肌覆盖下的副神经周围的淋巴结常常是
容易遗漏之处袁也是易伤及副神经之处袁主要是将
域遭 区的淋巴结清扫后经副神经后方向前牵出遥 手
术优点是除保留原功能性颈清扫术的优点外袁患者
术后耳部感觉良好袁颈部及肩部无麻木感遥 寒冷地
区患者可避免冬季耳部冻伤遥 当临床检查发现转移
淋巴结活动较差尧基本固定时袁或转移淋巴结较大尧
侵达包膜外与神经粘连袁以及之前有不规范淋巴结
清扫手术史者袁这时不一味保留神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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