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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性细针穿刺细胞学（ultrasound⁃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US⁃FNAC）检查对不同大小的
甲状腺结节鉴别诊断的价值以及最大径≤10 mm 的低危甲状腺结节的处理。 方法：
对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本院 250 例甲状

腺结节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结节最大径分为 4 组：
Ⅰ组<5.0 mm，
Ⅱ组 5.1~10.0 mm，
Ⅲ组 10.1~20.0 mm，
Ⅳ组

>20.0 mm。分析超声描述、US⁃FNAC 结果和手术病理。结果：以手术病理为金标准，US⁃FNACⅠ组敏感度 100%、特异度
33.33%、阳性预测值 66.67%、阴性预测值 100%、准确率 71.43%；Ⅱ组敏感度 88.76%、特异度 50.0%、阳性预测值 97.53%、阴性

预测值 16.67%、准确率 87.10%；Ⅲ组敏感度 93.13%、特异度 83.33%、阳性预测值 98.80%、阴性预测值 41.67%、准确率
91.58%；Ⅳ组敏感度 97.37%、特异度 88.24%、阳性预测值 94.87%、阴性预测值 93.75%、准确率 94.55%。4 组不同大小的甲状

腺结节 US⁃FNAC 敏感度、特异性和准确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US⁃FNAC 对不同大小的甲状腺结节鉴别诊断均有较高的价
值。对于最大径≤10 mm 的低危甲状腺结节考虑积极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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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分辨率超声检查的普及，在一般人群
中，甲状腺结节的发现率高达 68%。这其中，仅有
10%的甲状腺结节有恶性风险［1］。因此，其良恶性
病变的鉴别是目前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核心。近年
来我国甲状腺癌的发病率呈现增高趋势，非必要的
甲状腺结节手术率也显著升高。超声引导下细针
穿刺细胞学（ultrasound⁃guided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US⁃FNAC）检查是一种操作简单、
安全性好、
并发症少的检查技术，
能够提高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
诊断率，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手术治疗［2］。一项纳入
25 445 例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结果的荟萃分析表
明，US⁃FNAC 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率分别
为 97.0％、50.7％和 68.8％［3］。我国也有不少文献报
道表明 US⁃FNAC 是甲状腺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的
准确有效方法，可明显提高甲状腺结节术前诊断准
确率［4-5］。但目前对不同大小甲状腺结节的细针穿
刺检查的临床效度还存在争议。本研究旨在探讨
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对不同大小的甲
状腺结节诊断的价值及最大径≤10 mm 的低危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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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结节的处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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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象和方法

对象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甲状腺外科 250 例甲状腺结节手术患者
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55 例，
女 195 例，
年龄 22~78 岁，
平均（44.06 ± 12.44）岁。所有患者甲状腺结节均接
受高分辨超声、
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细胞学以及组织
病理检查。按照结节最大径把 250 个结节分为 4 组。
Ⅰ组<5.0 mm，
Ⅱ组 5.1~10.0 mm，
Ⅲ组 10.1~20.0 mm，
Ⅳ组>20.0 mm。
1.2 方法
1.2.1 超声
采用 Philips IU22 MATRIX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
断仪，L12⁃5 高频探头。患者取仰卧位，充分暴露颈
部，必要时在颈肩部垫一适度枕头，使甲状腺所在
区域充分显露在检查视野中。首先使用高频探头
对甲状腺进行常规二维扫查，仔细观察并详细记录
结节所在位置、大小、边界、内部回声、是否存在钙
化等。然后用彩色多普勒及能量多普勒检查，观察
结节血流充填、血管走行情况等，并测其血流速度、
RI 指数等，参考 TI⁃RADS 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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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细针穿刺检查
常规颈前消毒、铺巾，采用 10 mL 注射器带７号
针头，在超声实时监测下负压进针，观察是否对准
病灶区，调节针的角度，直至声像图显示针尖达到
病灶；常规抽吸、涂片、染色，如抽吸的细胞数不足
则需重复穿刺。细胞学诊断参照 Bethesda 分类系
统［6］，共分为 6 类。①不能诊断或标本不满意；②良
性病变；③意义不明确的细胞非典型性病变或意义
不明确的滤泡性病变（atypia of undetermined signifi⁃
cance /follicular lesion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AUS/FLUS）；④滤泡性肿瘤或怀疑滤泡性肿瘤（fol⁃
licular neoplasm/suspi ⁃ cious for follicular neoplasm，
FN）；⑤可疑恶性（suspicious for malignancy，SUSP）；
⑥恶性。文献显示，⑤、⑥类的阳性预测值高达
75.6%和 95.8%，
指南推荐手术治疗。而③、
④类为不
确定良恶性，分别有 10%~30%和 25%~40%恶性倾
向，仍需再次穿刺以及其他分子生物学检查［3］。因
此，
将穿刺结果为⑤、
⑥类归为阳性，
建议手术，
①~④
类归为阴性，
需再次穿刺或其他分子生物学检查。
1.3 统计学方法
以术后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将 US⁃FNAC 结果与
之比较，分别计算各组准确率、敏感性、特异性、阳
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所有数据采用 SPSS20.0 软
件，各组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术前，250 例甲状腺结节患者中，按结节最大径
分为Ⅰ组<5.0 mm 7 例，Ⅱ组 5.1~10.0 mm 93 例，Ⅲ
组 10.1~20.0 mm 95 例，Ⅳ组>20.0 mm 55 例。根据
甲状腺细胞病理学 Bethesda 报告系统，US⁃FNAC 检
查的结果为：Ⅰ组中意义不明确的细胞非典型病变
1 例，可疑恶性肿瘤 4 例，恶性肿瘤（乳头状癌）2 例；
Ⅱ组中标本无法诊断或不满意 4 例，良性滤泡性结
节或甲状腺炎 3 例，意义不明确的细胞非典型病变
5 例，可疑恶性肿瘤 29 例；恶性肿瘤（乳头状癌）
52 例。Ⅲ组中标本无法诊断或不满意 4 例，良性滤
泡性结节或甲状腺炎 4 例，
意义不明确的细胞非典型
病变 3 例，滤泡性肿瘤或可疑滤泡性肿瘤 1 例，可疑
恶性肿瘤 32 例，
恶性肿瘤（乳头状癌）51 例。Ⅳ组中
标本无法诊断或不满意 2 例，良性滤泡性结节或甲
状腺炎 8 例，意义不明确的细胞非典型病变 4 例，滤
泡性肿瘤或可疑滤泡性肿瘤 2 例，可疑恶性肿瘤 21
例，
恶性肿瘤（乳头状癌）18 例。术后病理显示，
Ⅰ组

中良性病变 3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 4 例，Ⅱ组中良性
病变 4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 89 例，Ⅲ组中良性病变 6
例，甲状腺乳头状癌 89 例，Ⅳ组中良性病变 17 例，
甲状腺乳头状癌 37 例，甲状腺髓样癌 1 例。US⁃
FNAC 诊断甲状腺结节的敏感度 92.27%（203/220）、
特 异 度 76.67%（23/30）、阳 性 预 测 值 96.67%（203/
210）、阴 性 预 测 值 57.5%（23/40）、准 确 率 90.4%
（226/250）。 Ⅰ 组 的 敏 感 度 100%（4/4）、特 异 度
33.33%（1/3）、阳性预测值 66.67%（4/6）、阴性预测
值 100%（1/1）、准 确 率 71.43%（5/7）；Ⅱ 组 敏 感 度
88.76%（79/89）、特 异 度 50.0%（2/4）、阳 性 预 测 值
97.53%（79/81）、阴性预测值 16.67%（2/12）、准确率
87.10%（81/93）；Ⅲ组敏感度 93.13%（82/89）、特异
度 83.33%（5/6）、阳性预测值 98.80%（82/83）、阴性
预测值 41.67%（5/12）、准确率 91.58%（87/95）；Ⅳ组
敏感度 97.37%（37/38）、特异度 88.24%（15/17）、阳
性预测值 94.87%（37/39）、阴性预测值 93.75%（15/
16）、准确率 94.55%（52/55）。4 组不同大小的甲状
腺结节细针穿刺的敏感度、特异性以及准确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在阳性预测值方面，Ⅱ~Ⅳ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且明显高于Ⅰ组；在阴性预测值方面，
Ⅰ、Ⅲ、Ⅳ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明显高于Ⅱ组。
3

讨 论

2015 年美国甲状腺协会（American Thyroid As⁃
sociation，ATA）发布的指南指出，US⁃FNAC 是甲状
腺结节术前良恶性预测最可靠的方法，US⁃FNAC 的
应用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甲状腺手术［7］。大量研究
报道，US⁃FNAC 对于甲状腺结节诊断的敏感度为
73.5%~100%，特异度为 50.7%~ 97.0%，准确率为
68.8%~98.8%，阳性预测值为 55.9%~98.7%，阴性预
测值为 96.3%~100.0%［3，7-8］。本研究结果表明，
205 例
US ⁃ FNAC 的 敏 感 度 92.27%（203/220）、特 异 度
76.67%（23/30）、阳性预测值 96.67%（203/210）、阴
性预测值 57.5%（23/40）、准确率 90.4%（226/250），
与文献大致相符。
但是，目前针对不同大小的甲状腺结节对 US⁃
FNAC 诊断效能的影响还存在不少争议。Kim 等［9］
将 438 个甲状腺结节按其最大径分为 A 组<5.0 mm，
B 组 5.1~10.0 mm，C 组 >10.0 mm。 结 果 发 现 US ⁃
FNAC 诊 断 对 A 组 的 敏 感 度 小 于 B、C 两 组（P <
0.05），但在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以及准
确性方面，
3 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05）。而一
项 纳 入 344 例甲 状 腺 结 节 患 者 的 研 究 表 明 ，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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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AC 的诊断效能与甲状腺结节大小无关［10］。国内
也有不少文献报道，卢斌等［11］同样按上述分类将
691 个甲状腺结节分为 A、B、C 3 组，结果显示 B 组
US⁃FNAC 诊断甲状腺结节的准确率（90.94％）明显
高于 A 组（80.11％）与 C 组（83.41％），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A 组与 C 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而 3 组间特异性、阴性预测值、阳性预
测值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
另有研
究表明，
甲状腺结节的大小对 US⁃FNAC 的敏感度、
特
异度、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及准确率差异均无统
［12-13］
计学意义
。本研究结果表明，甲状腺结节的大
小对 US⁃FNAC 的敏感度、特异性以及准确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对于最大径≤5 mm 的甲状腺结节，其
阳性预测值 66.7%（4/6），显著低于其他 3 组。而最
大径在 5.1~10.0 mm 之间的甲状腺结节，其阴性预
测值 16.7%（2/12），显著低于其他 3 组，这一结果可
能与结节过小、甲状腺位置等造成穿刺不满意度增
加以及组中例数较少缺乏代表性有关。
因此，对于最大径<1 cm 的甲状腺结节的处理
更值得关注。2015 版 ATA 指南中将 US⁃FNAC 结节
最大径的最小值由 0.5 cm 提高至 1.0 cm，并指出当
患者临床表现高度怀疑为甲状腺癌，或有儿童时期
放射线接触史或甲状腺癌家族史时，可适当减小决
定穿刺结节的界值，对于 US⁃FNAC 没有得到诊断的
结节应积极随访以及重复穿刺［7］。本研究中，最大
径≤1 cm 的Ⅰ组和Ⅱ组中共 100 例，超声未见明显
淋巴结转移征象。经手术病理证实，有 93 例均为甲
状腺乳头状癌，无淋巴结转移证据，其余均为良性
病 变 。 US ⁃ FNAC 敏 感 度 89.25%（83/93）、特 异 度
42.86%（3/7）、阳性预测值 95.40%（83/87）、阴性预
测值 23.08%（3/13）、准确率 86.00%（86/100）、假阴
性率 10.75%（10/93）、假阳性率 57.14%（4/7）。根据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PTMC）是指肿瘤最大直径≤
10 mm 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对于意外发现的 PTMC，
如果手术治疗的风险高、明显高危因素（如淋巴结
转移、远处转移、甲状腺外侵犯等）也可以选择密切
临床和 US 随访观察。低危 PTMC 的进展相当缓慢，
即使其发病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
但其病死率并没
有明显上升［14］。2010 年第 1 个纳入 340 例低危 PTMC
患者的积极随访研究表明，
超过 70%的 PTMC 患者肿
瘤大小与开始积极监测时的大小相比没有变化，有
6%的患者 5 年内结节直径增加超过 3 mm，16%的患
者 10 年内结节大小增加超过 3 mm，仅有 1%患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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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局部淋巴结转移［15］。另一项对 1 235 例低危 PT⁃

MC 患者随访 10 年后的结果表明，随访期内只有 5%

的患者肿瘤直径扩大了 3 mm，2%患者出现局部淋
巴结转移，没有患者出现远处转移。所有在随访期
间出现进展的 PTMC 手术预后良好，与刚发现肿瘤
立即手术相比无明显差异［16］。研究表明，PTMC 本

身进展较慢，
没有必要立即手术处理，
而且手术所带
来的损伤和术后长期用药对患者造成较大的负担，
建

议对低危的 PTMC 患者积极随访即可［17- 18］。本项研
究中，最大径≤1 cm 的结节中，穿刺敏感度 89.25%

（83/93）、准 确 率 86.00%（86/100）、阳 性 预 测 值

95.40%（83/87）均较高，可信度较高，建议患者即使

超声引导下穿刺后证实为低危 PTMC 也可采用积极
临床随访。当然，
是否接受积极的随访很大程度取决
于 PTMC 患者本身意愿。患者能否接受长时间随访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肿瘤转移及进展，患者在随访期

间的心理问题以及长期带癌生存会不会对患者产
生其他影响等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
许多科研人员致力于寻找与甲状腺癌相关的分子标
志物，通过提取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fine needle as⁃

piration，FNA）标本的 RNA 或 DNA 来检测目的基因，
以此预测甲状腺结节的生物学特征以及临床结局，
提

高甲状腺结节的诊疗水平并且避免不必要手术［19-20］。
综上所述，US⁃FNAC 在鉴别不同大小的甲状腺

结节的良恶性方面均有着很好的临床价值。同时

对于临床上发现的最大径≤10 mm 的甲状腺结节，
由于 US⁃FNAC 诊断甲状腺结节的效能较高，为避免
过度治疗，即便 US⁃FNAC 已经证实为低危 PTMC，仍

建议采取密切临床观察、超声随访以及分子生物学
检测等动态观察结节恶性风险。希望将来能有更
多高质量的相关研究支持，使甲状腺结节治疗更加
规范化、个体化，使更多的甲状腺结节患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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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主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
目总览》
（2017 年版）出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再次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17 年
版）之“综合性医药卫生”类核心期刊，这是本刊自
2000 年以来连续 6 届被确定为中文核心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