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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乳头状癌的超声术前风险评估探讨
何玉霜，马步云，彭玉兰，周洁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超声科（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探讨超声术前评估甲状腺乳头状癌复发风险分层对临床诊疗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12 月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行手术切除且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的 400 例患者
（400 个病灶）的临床资料，评价超声复发风险评级与术后临床复发风险分级的一致性及相关性。结果 400 个病
灶中，病灶直径为（12.8±8.5）mm，其中≤10 mm 的病灶 214 个，10～40 mm 的病灶 178 个，>40 mm 的病灶 8 个。
发生淋巴结转移 242 例，出现被膜侵犯 309 例。临床复发风险分级：低危 225 个，中危 147 个，高危 28 个。超声
复发风险分级：低危 93 个，中危 126 个，高危 15 个。术后复发危险分层和术前超声复发风险分层的一致性中等
（κ=0.414，P<0.05）。此外，超声检查与临床对于淋巴结转移的一致性较差（κ=0.291，P<0.05），对于被膜侵犯判断
的一致性中等（κ=0.402，P<0.05）。结论 甲状腺超声术前评估复发风险分级，侧重于个体化的术前评估，评估内
容更加详细和细致，有助于后续治疗及早期筛查复发风险。
【关键词】 甲状腺乳头状癌；超声诊断；术前诊断；风险分层

Risk assessment of 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with ultra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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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preoperative risk assessment of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with
ultrasound for clinic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The data of 400 patients with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received operative treatment in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corded and analyzed the ultrasonic risk assessment
and postoperative grading of clinic risk assessment, to evaluate coherence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Results There
were 400 lesions with an average size of (12.8±8.5) mm. Among 400 lesions, diameter of 214 lesions less than 10 mm，
diameter of 178 lesions were between 10 mm and 40 mm, and diameter of 8 lesions were larger than 40 mm. A total of 242
cases had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309 cases had capsule invasion. Clinical and ultrasoud risk assessment was
performed on 400 lesions. There were 225 lesions with low risk of clinical risk stratification vs. 93 lesions with low
ultrasonic risk, 147 lesions with intermediate risk of clinical risk stratification vs. 126 lesions with intermediate ultrasonic
risk, and 28 lesions with high risk of clinical risk stratification vs. 15 lesions with high ultrasonic risk. The consistency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preoperative ultrasound recurrence risk stratification was moderate
(κ=0.414, P<0.05). In addition, the consistency between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nd clin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was
poor (κ=0.291, P<0.05), and the consistency of invasion of the capsule was moderate (κ=0.402, P<0.05). Conclusion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recurrence risk grading before thyroid ultrasound, focusing on individualized preoperative
assessment, the assessment is more detailed and detailed, and is helpful for follow-up treatment and early screening for
recurrence risk.
【Keywords】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ultrasonic diagnosis; preoperative diagnosis; risk grading

近年来，由于患者对甲状腺检查的认知度提
高，且超声检查对甲状腺结节的诊断操作较便捷和

高效，因此甲状腺超声检查人数居高不下。相关文
献

[1-2]

显示，人群中有 30%～70% 的个体患有甲状腺

结节，其中恶性结节的比例占 10%～15%。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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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每年新发病例数占
[3]

到所有甲状腺？癌症的 1%～5% 。由于患者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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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检查时间有限，甲状腺专科医生人数不足，加

1.3.1 低危

之临床任务繁多，因此中、高危患者很难从庞大的

条件）：无局部或远处转移；肉眼可见的肿瘤已被

人群中得到高效和准确的诊疗。虽然甲状腺乳头

切除；局部组织或结构无肿瘤侵犯；非侵袭性病

[4]

① 甲状腺乳头状癌（需满足以下全部

状癌患者的 10 年生存率高达 90% 且预后良好 ，但

理组织学类型；无血管侵犯；淋巴结转移临床分

据研究报道，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术后 2 年复发率大

期为 N 0 期或病理分期为 N 1 期，且转移个数≤5 枚

[5]

[6]

约为 18% ，5 年复发率约为 19.9% ，有 30%～80%
的患者可出现淋巴结转移

[7-8]

。甲状腺癌的术后复

及转移性淋巴结最大直径<0.2 cm；如果已给予
治疗，在治疗首次

131

131

I

I 全身显像没有发现甲状腺床

发增加了原手术区域二次切除的手术难度，同时也

外摄取。② 甲状腺乳头状癌滤泡亚型。③ 甲状腺

使可能的致死率增高，因此术后复发不论对于患者

内仅包膜浸润的分化型滤泡状甲状腺癌。④ 甲状

[9]

还是医生来说，都是十分不利的 。笔者所在医院

腺内的微小乳头状癌，单发或多发病灶，包括

马步云教授等通过研读美国甲状腺协会（American

BRAF

[10]

V600E

基因发生突变。
① 显微镜下发现肿瘤有甲状腺周围组

Thyroid Association，ATA）指南 中的对初治 DTC

1.3.2 中危

术后复发风险的分层标准，结合自身多年的临床经

织侵犯；② 治疗后首次全身 I 显像发现甲状腺床

验，通过对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术前的常规超声检

外有摄取；③ 侵袭性病理组织学类型（如高细胞

查，总结、归纳与术后风险分层标准相关的超声声

癌、柱状细胞癌等）；④ 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为 N1

像图特征，以期探索术前超声检查对病灶进行术后

期或病理学分期为 N1 期，且转移个数>5 枚及转移

复发危险分层的价值，关注中、高危患者的诊治效

性淋巴结最大直径<3 cm；⑤ 甲状腺乳头状癌伴血

能，并探索其与术后危险分层的相关性。

管侵犯；⑥ 甲状腺乳头状癌，原发肿瘤直径为

131

1～4 cm 且 BRAF

1 资料与方法

V600E

基因发生突变；⑦ 甲状腺内

的多灶性微小乳头状癌伴腺外侵犯和 BRAF

1.1 纳入及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 18～80 岁；② 患者为首次治疗
且接受甲状腺全切除手术；③ 术后病理学检查证
实为甲状腺乳头状癌；④ 术后完成临床复发风险
131
V600E
评测，包括相关的 I 治疗、BRAF
基因检测等。
1.1.2 排除标准 ① 患者既往接受过甲状腺手术治
疗；② 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非甲状腺乳头状
癌；3 术后未完成临床复发风险评测，包括相关的
131
V600E
I 治疗、BRAF
基因检测等。
1.2 研究对象
回顾性收集 2017 年 1～12 月期间在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进行手术切除且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
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患者 400 例，均系单发病灶患
者。其中男 114 例（28.5%），女 286 例（71.5%）；年
龄 18～76 岁、（43±12）岁；肿瘤直径 4～60 mm、
（12.8±8.5）mm，其中≤10 mm 者 214 例（53.5%），
10～40 mm 者 178 例（44.5%），>40 mm 者 8 例
（2.0%）；发生淋巴结转移 242 例（60.5%），出现被
膜侵犯 309 例（77.3%）；所有患者术前均进行专科
甲状腺超声评估，并行超声引导下细针穿刺细胞学
抽吸（fine needle aspiration，FNA），病理学结果提
示为恶性肿瘤，行甲状腺全切除手术。其中超声预
131

测低危的 93 例患者中，4 例在术后进行 I 全身显
像，未出现甲状腺外的摄取。

1.3 临床初治成人 DTC 术后复发危险分层标准

[11]

V600E

基

因突变。
1.3.3 高危

① 肉眼可见肿瘤侵犯甲状腺周围软组

织；② 肿瘤未完全切除；③ 出现远处转移；④ 淋
巴结转移病理学分期为 N1 期伴任一转移性淋巴结
最大直径≥3 cm；⑤ 术后血清 Tg 水平异常增高；
⑥ 广泛血管侵犯的滤泡性甲状腺癌。
以上复发风险分层标准中，除低危组中 ① 项
需满足其项所列的全部条件才可诊断为低危外，其
余各项只需满足任一 1 条即可判断至各相应复发
风险组。

1.4 本研究定义的超声术前预测初治甲状腺乳头
状癌的各复发危险分层的声像图特征
根据本研究定义的超声术前预测初治甲状腺
乳头状癌的复发危险，将患者也分为低危、中危和
高危（图 1）。而对于超声异常淋巴结，目前报道的
特点存在不同，本研究定义诊断异常淋巴结满足以
下声像图特征中的其中 1 点即可：① 淋巴结形态
异常，纵横比>1；② 淋巴结内出现微钙化；③ 淋
巴结内出现“棉团样”高回声区；④ 淋巴结内血
流信号丰富，如点棒状血流≥4 个。
1.4.1 低危 腺体内的 PTC；无超声可见的淋巴结
转移或超声声像图可判断的异常淋巴结≤5 个，无
甲状腺周围组织侵犯。
1.4.2 中危 甲状腺被膜侵犯；超声声像图发现异
常淋巴结>5 枚且最大淋巴结直径<3 cm；弥漫硬化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18 年 11 月第 25 卷第 x 期

图1

•3•

示不同初治甲状腺乳头状癌复发危险分层的超声声像图

a：甲状腺低危结节，病灶最大直径约 11 mm（白箭），周围被膜无浸润，且患者的超声图像未显示颈部转移淋巴结；b：甲状腺中危结
节，病灶最大直径约 17 mm（白箭），侵犯周围被膜，但患者超声未显示颈部淋巴结转移；c 和 d：甲状腺高危结节，病灶最大直径约 35
mm（c 图白箭），侵犯周围被膜，且超声显示颈部Ⅳ区异常增大淋巴结，最大直径约 30 mm（d 图白箭）

型甲状腺乳头状癌（DSV）；腺体内最大径为 1～4 cm

性中等，Kappa 值为 0.414（P<0.01）。具体见表 2。

的 PTC。因 DSV 病理上属于侵袭性组织学类型，

2.3 淋巴结转移

且其超声表现容易判断其病理亚型，故分入中危

400 例患者中有 242 例患者出现了颈部淋巴结

组。DSV 的超声诊断声像图特征包括：密集的砂

转移（经病理证实明确诊断），超声术前正确诊断

砾样微钙化灶分散于单侧或双侧腺体层内，缺乏占

淋巴结转移 103 例，漏诊 139 例。139 例中，119 例

位效应，病灶回声增强、粗糙，且血供较丰富。

为转移数量<5 枚的中央区淋巴结转移，16 例为转

甲状腺周围组织侵犯；超声声像图诊

移数量≥5 枚的中央区淋巴结转移，且转移淋巴结

断异常淋巴结且任一异常淋巴结最大径≥3 cm；超

最大直径均不超过 5 mm；4 例为颈侧区单发淋巴

声可见的血管侵犯；直径≥4 cm 的甲状腺乳头状癌。

结转移。中央区淋巴结漏诊病例占所有漏诊病例

1.4.3 高危

超声风险判断主要以临床复发风险分层为标

的 97.1%（136/139），颈侧区淋巴结超声漏诊率约为

准，本研究侧重对甲状腺乳头状癌进行探讨，因此

2.9%（4/139）。超声误诊淋巴结转移 15 例，占 158

低危组需满足上述对应组内所列全部条件，中、高

例实际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病患者的 9.5%，其中 10

危组以满足任一条件即可。

例为中央区淋巴结转移误诊，5 例为颈侧区淋巴结

1.5 统计学方法

转移误诊。超声检查与临床对于淋巴结转移诊断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的一致性较差，Kappa 值为 0.291（P<0.05），具体见

数资料采用 Fisher-exact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

表 3。

检验。等级资料的组间一致性检验采用 Sperman

2.4 被膜侵犯

秩相关分析，计数资料的组间一致性检验采用

400 例患者，309 例患者出现了病灶周围被膜

Kappa 检验。Kappa 值≥0.75 代表组间一致性较
好；Kappa 值<0.4 代表组间一致性不够理想；否

表 1 术前超声复发风险分层与超声与术后复发危险分层结果

[12]

则，组间一致性程度中等 。检验水准 α=0.05。

术后复发危险分层
术前超声复发风险分层

2 结果

合计
低危

中危

高危

低危

93

18

0

111

400 个病灶的术后复发危险分层：低危 225 个

中危

131

126

13

270

（56.2%），中危 147 个（36.8%），高危 28 个

高危

0

4

15

19

（7.0%）；术前超声的复发风险分层：低危 111 个

合计

224

148

28

400

（27.8%），中危 270 个（67.5%），高危 19 个
（4.7%）。术后复发危险分层为判断术前超声复发

表 2 超声与临床对颈部淋巴结转移的诊断

风险分层效果的金标准。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复
发危险分层为低危的患者中，术前超声复发风险分

临床诊断
超声诊断

层的诊断符合率为 41.5%（93/224），在中危患者中
为 85.1%（126/148），在高危患者中为
53.6%（15/28），总体符合率为 58.5（234/400）。术
后复发危险分层和术前超声复发风险分层的一致

合计
淋巴结转移

淋巴结未转移

淋巴结转移

103

15

118

淋巴结未转移

139

143

282

合计

242

158

400

•4•

Chinese Journal of Bases and Clinics in General Surgery, Nov. 2018, Vol. 25, No.x

侵犯（经病理证实明确诊断），其中超声正确诊断

瘤病灶的单、多发，肿瘤对周围被膜、软组织及血

255 例，漏诊病例 54 例，漏诊率约为 17.5%；超声

管的浸润，肿瘤是否完整切除，肿瘤的病理学类

误诊 36 例，误诊率约为 39.6%。超声与临床对于被

型，淋巴结转移数量、转移淋巴结的直径，基因

膜侵犯判断的一致性中等，Kappa 值为 0.402

BRAF

（P<0.05）。见表 4。

风险分层与临床复发风险分层的标准大体保持一

V600E

是否突变等。本研究超声术前判断复发

致。本研究结果表明，术后复发危险分层和术前超

3 讨论

声复发风险分层的总体一致性中等；超声检查正

甲状腺疾病近年来因其发病率逐年增高引起

确判断病灶的准确率约为 58.5%，在低危患者中为

了人们的注意，就诊检查人数也是大幅增加。在庞

41.3%，在中危及高危患者中均高于 50%，其中中危

大的检查人群中，如何筛选和分流甲状腺癌及其中

病灶的正确判断率高达 87%。该结果提示，超声对

需要及时诊治的患者是十分重要的。对甲状腺患

于中高危复发风险人群的判断是具有一定效果

者进行超声风险评估是有效的解决途径。笔者所

的。中高危患者的根治手术需要规范化，因为这部

在医院周洁宏等联合多学科共建了甲状腺恶性肿

分患者易出现颈部淋巴结转移，且范围不仅仅局限

瘤绿色通道，曾对 10 787 例患者进行了风险评估，

于中央区，多有颈侧区的受累，因此至少应该选择

筛选出 509 例高风险患者，使得这些患者通过绿色

实施甲状腺全切除+颈部淋巴结清扫。术前方案的

通道就诊，较常规患者相同流程缩短了 32.5 f 的就

制定何淋巴结的清扫范围主要依赖于影像学检查，

诊时间，减少了非必要重复及侵入性检查。对甲状

而高频超声为首选检查方式。对于中高危患者，颈

腺患者的超声风险评估内容包括：肿瘤直径、肿瘤

部淋巴结的彻底清扫可减少癌灶残留，以达到根治

数目、有无被膜浸润、颈部淋巴结转移情况等，评

目的和便于术后随访。超声术前专科评估可以对

估内容对后续手术治疗的方式选择也给予辅助参

颈部Ⅰ～Ⅶ区异常淋巴结进行比较准确地定位，为

[11]

考。2015 年新发布的 ATA 指南 以及 2009 年版
[13]

手术过程中淋巴结的清扫范围及手术切口位置提

ATA 指南 都鼓励术前超声评估，但 2015 年版本

供更为详细的信息。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52 例发

有一些明显的不同，最明显的改变在于甲状腺癌手

生颈侧区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超声漏诊 4 例，超

[14]

术方式的改变 ：对于低危患者，初次甲状腺手术

声诊断颈侧区淋巴结转移的正确率为 92.3%（48/52），

方式推荐单侧叶加峡部切除，近全切除或全切除可

超声能够较好地提示颈侧区异常淋巴结。
[11]

根据临床危险分层和患者意向来选择。临床术前

2015 年 ATA 指南 对初治分化型甲状腺癌患

甲状腺超声评估通过对肿瘤进行更加专科、详细的

者复发风险分层进行了更新，对淋巴结转移、病理

分析，对肿瘤复发风险进行初步评估，为患者提供

学亚型及分子生物学特征进行了细化，更加准确地

更加专业、科学及准确的疾病知识，也为下一步手

评估肿瘤复发风险，规避了以往指南

术提供更加详尽的资料。

存在任何 1 枚淋巴结微转移就归入中危组的争

[19-20]

中提及的

分化型甲状腺癌肿瘤的相关死亡率为 0.5/10 万

议。由于超声观察肿瘤被膜周围与颈部淋巴结转

[14]

左右 ，这也意味着有很多的人，在甲状腺术后需

移存在局限性，如被膜局灶浸润、颈部淋巴结局灶

要进行随访。其中约有 30% 的患者在术后 20 年内

转移或者转移直径小于 5 mm 等，都可能影响超声

[16-18]

，因此需要对患者进行复发风险评

对病灶复发风险的判断。故本研究单独将肿瘤被

估。2015 年 ATA 指南将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术后

膜浸润以及颈部淋巴结转移超声评估的确诊、漏诊

进行高、中及低危分层，并在 2009 年的版本上进行

及误诊情况与最终临床结果进行比较。从一定程

可出现复发

[14]

了扩充 。分层标准主要根据以下几点来衡量：肿

度上说，术前超声评估甲状腺病灶的复发风险是可
行的。
根据以往的 ATA 指南、甲状腺影像报告和数

表 3 超声与临床对病灶被膜受累的判断

据系统（Thyroid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临床诊断
超声诊断
被膜受累
被膜未受累
合计

合计

System，TI-RADS）分级标准等，可以看出，术前超

被膜受累

被膜未受累

255

36

291

淋巴结转移与否进行有效判断，诊断恶性结节的阳

54

55

109

性预测值可达 89.6% 。颈部淋巴结的转移会增加

309

91

400

甲状腺癌的术后复发风险，也是提示预后不良、高

声检查可以对甲状腺病灶本身及周围组织，尤其是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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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死率以及二次手术风险增加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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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

。本

研究结果却表明，超声检查对于中央区淋巴结判断
具有局限性，且正确诊断率不足 50%。结合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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