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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旁腺解剖的再认识及其在临床应用中
价值的研究进展
潘丽洁1, 2，赵菁1，康骅1
1.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普外科（北京 100053）
2. 清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北京 100016）

【摘要】 目的 对甲状旁腺解剖再认识并探讨其在甲状腺手术中对保护甲状旁腺功能的应用价值。方法
以甲状旁腺、解剖、甲状腺手术和功能减低为检索词检索文献对甲状旁腺的起源、功能、解剖位置、数目、血供、
淋巴系统及与甲状腺等周围组织器官关系以及其在甲状腺切除术中临床意义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结果
上甲状旁腺位置多较固定，下甲状旁腺异位较多。甲状旁腺的数目不确定，约半数以上的患者有 4 枚甲状旁腺，
极少数（13%～25.5%）患者为多于 4 枚。主流的观点是甲状旁腺主要由甲状腺下动脉供血，少部分由甲状腺上下
动脉的吻合支或甲状腺上动脉供血，但也有观点提出甲状旁腺的血液供应并不主要来源于甲状腺下动脉。甲状
旁腺与脂肪组织和淋巴结不易辨别。甲状旁腺是否存在独立的淋巴系统尚存争议。在甲状腺手术中，通过甲状
旁腺与 Zuckerkanl 结节、喉返神经及甲状旁腺周围特异性附着脂肪的关系以及采用纳米炭、手术放大镜技术等对
甲状旁腺及其血供进行识别后予以保留或保护，在甲状腺术中尤其是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时，应仔细解剖并保留
甲状腺下动脉主干及其重要分支，术中精细化被膜内解剖，正确使用能量器械，可根据甲状旁腺分型判断原位保
留甲状旁腺的难易程度，若无法保留者可采用自体甲状旁腺的移植。结论 通过了解甲状旁腺的起源及其位置，
使得在行甲状腺手术时对甲状旁腺的寻找有了方向；熟悉甲状旁腺的血流供应，就知道如何去保护血管并使甲
状旁腺得以存活；被膜内解剖、精细化解剖技术、合理选择能量器械及吲哚氰绿造影术的应用在其中突显其重要
性；甲状旁腺数目的确立，让我们把每一枚甲状旁腺当作最后一枚甲状旁腺珍惜；若无法原位保留，需要行甲状
旁腺自体移植，避免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的发生。
【关键词】 甲状旁腺；解剖位置；血供；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甲状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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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anatomy of parathyroid glands and explore its application value in

protection of parathyroid gland function during thyroidectomy. Method The literatures, which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arathyroid anatomy and hypoparathyroidism were collected. The origin, function, anatomical location, number, blood
supply, lymphatic system of the parathyroid glan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tissues of parathyroid gland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thyroidectomy, were reviewed. Results The position of the superior parathyroid gland was
relatively constant, and the inferior parathyroid gland was more likely to be ectopic. The number of the parathyroid gland
was uncertain. The mainstream view was that the arterial supply of the superior and inferior parathyroid glands was
ensured by the branches of the inferior thyroid artery. However, the alternative view was that the blood supply of the
parathyroid gland was not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inferior thyroid artery. The parathyroid gland was not easi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adipose tissue and lymph node. Whether there was an independent lymphatic system in the
parathyroid glands was still controversial. In the thyroidectomy, the parathyroid gland and its blood supply were reserved
or protected by distinguishing from the Zuckerkanl tubercle, recurrent laryngeal nerve, and parathyroid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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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fat, which were identified by utilization of the nanocarbon, loupe magnification, etc.. Especially in the central
lymph neck dissection, the main thyroid artery trunk and its important branches should be carefully dissected or retained
through the gentle capsular dissection and the correct use of energy devices for vessel sealing. The parathyroid gland in
situ was reserved according to the parathyroid type. If it was not possible to be preserved, the parathyroid
autotransplantation was necessary during the thyroidectomy. Conclusions

Understanding origin and location of

parathyroid gland, it could provide a direction for searching parathyroid gland during tthyroidectomy. Being familiar with
blood supply of parathyroid gland makes it is possible to protect blood vessel and preserve parathyroid gland. Gentle
capsular dissection, rational use of energy device, and indocyanine green angiography seem to be more important.
Number of parathyroid gland allows us to treat each parathyroid gland as the last one, if it is not preserved in situ,
parathyroid gland need to be autografted to avoid hypoparathyroidism.
【Keywords】 parathyroid; anatomy location; blood supply; hypoparathyroidism; thyroidectomy

甲状旁腺是人体钙磷代谢的重要器官，当其功

抑制肾近曲小管对磷的重吸收而使血磷降低，激活

能受损时可导致低钙血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α-羟化酶。甲状旁腺功能失调会引起血中钙/磷比

量。甲状腺手术后暂时性和永久性甲状旁腺功能

例失常，若 PTH 分泌不足或功能低下时，血钙浓度

[1-3]

低下发病率分别为 14%～51.9% 和 0～43% 。为了

降低，严重时会出现手足抽搐症甚至喉肌痉挛；若

有效预防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的发生，重新认识甲状

PTH 分泌过量，可导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除高钙

旁腺的解剖显得十分重要。笔者现就甲状旁腺的

血症外，还可出现泌尿系结石，因骨质过度吸收而

起源、功能、解剖位置、数目、血供、与淋巴系统及

易发生骨折。

与甲状腺等周围组织器官关系探讨的研究现状进
行文献复习，以期达到帮助有效辨认甲状旁腺、避
免对其误伤、保护甲状旁腺血供及其功能的目的。

1 甲状旁腺的起源

3 甲状旁腺的解剖位置
正常成年人通常有两对甲状旁腺，位于甲状腺
的后部，可能在上至口底、下至胸腔甲状腺背外侧
的任何部位。大多数甲状旁腺位于甲状腺腺叶背

甲状旁腺起源于第三和第四咽腔内胚层，下甲

侧真假包膜间，左右各 2 枚，位于颈部的对称位

状旁腺起源于第三咽囊，与胸腺有共同的起源和迁

置，80% 的上甲状旁腺及 70% 的下甲状旁腺具有左

移，第三对咽囊背侧上皮细胞增生并随胸腺迁移至

右对称的关系。

甲状腺背侧，形成一对下甲状旁腺，其在胚胎发育

上甲状旁腺位置较固定，有 85% 位于甲状腺背

的下降过程中，从下颌角到心包的任何地方均可出

面甲状软骨下角水平、喉返神经和甲状腺下动脉交

现异位的下甲状旁腺，最常见位置在甲状腺下极或

叉点上约 1 cm 为中心且直径约为 2 cm 范围内 。

在甲状腺胸腺韧带中。第 4 对咽囊背侧上皮细胞

Akerström 等 在 503 例尸体解剖研究中发现，上甲

增生，经过一段很短的胚胎下降最终迁移至甲状腺

状旁腺异位较少，2% 可出现在甲状腺上极水平位

背侧，形成一对上甲状旁腺，与甲状腺相连，它附

置，0.8% 可出现在甲状腺上极水平以上位置，不足

着在尾状的甲状腺上并与甲状腺的外侧叶中后部

1% 可出现在颈后方、咽后方或食管后方的位置，但

保持紧密的关系，其位置相对稳定，只有约 2% 位

这种异位相当罕见。

[4-6]

于异位位置（图 1） 。

2 甲状旁腺的功能
主细胞是构成甲状旁腺实质的主体，分泌甲状

[7]

[8]

下甲状旁腺异位较多，约 50% 下甲状旁腺出现
在甲状腺背面下 1/3、喉返神经前方、甲状腺下极表
[9]

面的前方或侧后方 1 cm 范围内，如 Wang 在对
160 例尸体解剖出的 645 枚甲状旁腺研究中发现，

旁腺激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与甲状腺

下甲状旁腺可存在于甲状腺胸腺韧带中，或位于气

C 细胞分泌的降钙素以及 1，25-二羟维生素 D3 共

管前、气管旁、胸骨甲状肌内，甚至个别可位于前

同调节钙磷代谢。甲状旁腺的靶器官是骨与肾，

纵隔或胸腺内、甚至主动脉弓下方、肺动脉与主动

PTH 作用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从骨动员钙，使

脉沟内。但在少数情况下，由于胚胎发育的下降过

骨盐溶解，骨钙释出入血，血中钙离子浓度增高。

程中出现异常，下甲状旁腺可能位于颈部较高的位

PTH 促进肾远球小管对钙的重吸收而使血钙升高，

置，如 Akerström 等 研究发现，17% 的下甲状旁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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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胚胎形成咽囊
图1

示甲状旁腺胚胎学演变示意图

在甲状腺囊表面或囊内，而 26% 在胸腺内，2.8% 位
于喉返神经和甲状腺下动脉的交汇处。
若有超过 4 枚甲状旁腺者，第 5 枚甲状旁腺有
2/3 位于甲状腺下极下方的甲状腺胸腺韧带或胸腺
内，1/3 位于正常上、下甲状旁腺之间的甲状腺附近
[8]
。
此外，尚有一种较为少见的甲状旁腺异位位置
是甲状旁腺位于甲状腺实质内，其发生率为
[10-11]
[12]
0.7%～3.6%
，而 McIntyre 等 报道其发生率为
[8,
6%。关于这一异位位置的胚胎起源尚存在争议
13]
。

5.1 甲状旁腺的血供来源

4 甲状旁腺的大小与数目

邻近血管的血液供应。Attie 等 指出下甲状旁腺

4.1 甲状旁腺的大小
正常甲状旁腺呈扁平卵圆形，颜色为黄褐色到
红褐色，质软，长 3～6 mm，宽 2～4 mm，厚 1～3
mm，质量 20～45 mg，被覆薄层结缔组织包膜。
4.2 甲状旁腺的数目
[8, 14-15]
文献
报道，有 4 枚甲状旁腺患者为
62%～87%，3 枚者为 3%～6.1%，2 枚或少于 2 枚者
为 0～35.3%，超过 4 枚者为 13%～25.5%（在继发性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或三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症患者中超过 4 枚甲状旁腺者发生率可高达 25%，
[14]
第 5 枚多位于胸腺内或颈动脉鞘内）。Alveryd 报
道的 428 例病例中，第 5 枚甚至第 6 枚甲状旁腺的
腺体多为退化或分裂成非常小，其质量不超过 5
mg，其位置非常接近正常甲状旁腺腺体。
[16]
Gschwandtner 等 通过荟萃分析 357 例由同一术者
完成的甲状腺切除术中甲状旁腺的数量，确定的甲
状旁腺数量平均为 2.28 枚/例，其中没有发现者占
5.6%、发现 1 枚者占 15.7%、发现 2 枚者占 35.3%、
发现 3 枚者占 31.9%、发现 4 枚者占 11.5%。可见甲
状旁腺数目不是十分固定，或许与未能完全发现有
关。

5 甲状旁腺的血供

多数学者认为甲状旁腺主要由甲状腺下动脉
供血，部分由甲状腺上、下动脉的吻合支供血，少
数由甲状腺上动脉供血。
[17]

Hunt 等 在 1968 年通过对尸体标本甲状腺下
动脉注入铋碘氧化物明胶混合物造影方法（图 2）
证实了 1907 年 Halsted 等

[18]

的经典实验的结论

—甲状旁腺是由甲状腺下动脉的分支供血，只有
非常少的一部分是由甲状腺上动脉分支供血。
[19]

Park 等 提出甲状旁腺的供应血管主要从甲状
腺下动脉分出并向甲状旁腺延伸，甲状旁腺多接受
[20]

动脉总是起源于甲状腺下动脉的分支（可以是主要
的分支，也可以是末端分支），而上甲状旁腺动脉
也常起自甲状腺下动脉的分支，偶尔可从甲状腺上
动脉的分支获得其血液供应，少数情况下上甲状旁
腺可能起自甲状腺上、下动脉之间的吻合，同时强
调了甲状旁腺与甲状腺腺叶之间小静脉对甲状旁
腺血液供应的重要性。
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出甲状旁腺的血液供应并
[21]

不主要来源于甲状腺下动脉。如 Johansson 等 发
现阻断甲状腺下动脉主干仅减少约 1/3 甲状旁腺血
流量，提示甲状腺下动脉仅对甲状旁腺提供部分血
液供应，还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其主要血供，包括
甲状腺上动脉、甲状腺胸腺韧带、甲状旁腺和甲状
腺叶之间连接组织中的血管；在对侧甲状腺腺叶
切除术后阻断本侧甲状腺下动脉前后，甲状旁腺血
流水平均较低，提示甲状腺血管在甲状腺峡部存在
一个相互连接的血管网，在甲状旁腺血液供应中也
[22]

发挥一定作用。Nobori 等 发现甲状腺上动脉为上
甲状旁腺血供来源之一，有 45% 的病例在甲状腺上
动脉与甲状腺下动脉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吻合支，
[23]

上甲状旁腺动脉便起源于此。王飞亮等 总结了甲
状旁腺局部血供特点，提出甲状旁腺微血管结构隐
藏在特异性附着脂肪内。由此可见，精细解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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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结扎甲状腺动脉邻近甲状腺被膜的终末支，保留

基于对甲状旁腺血供解剖的深入认识，实时评

甲状旁腺周围微血管，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甲状旁

定甲状旁腺血供对于甲状旁腺的存活及其功能保

腺血供的损伤（图 3）。

护有着重要意义。吲哚氰绿（indocyanine green，
[24]

对于异位甲状旁腺，Bruneton 等 提出纵隔内

ICG）是一种近红外光线（NIR）荧光三碳氰绿染

的异位甲状旁腺由下甲状腺动脉或纵隔动脉（如内

料，其注入体内后立刻和血浆蛋白结合从而随血循

乳腺动脉或胸腺动脉）供血。甲状旁腺的静脉回流

环迅速分布于全身血管内，因此，可通过甲状旁腺

通常是由甲状腺静脉来保证的，这些静脉流入头臂

供应血管中 ICG 灌注红外成像来判断甲状旁腺的

静脉的主干或颈内静脉，但有许多的解剖变异。异

血液供应。2015 年 Suh 等 首次提出了采用 ICG

位甲状旁腺的静脉可流入下甲状腺静脉或奇静

血管造影术来对甲状旁腺进行识别；同一年，

脉。熟悉掌握异位甲状旁腺可能出现的部位并尽

Hyun 等 采用 NIR 成像技术在猪身上进行成像，

可能避免上述血管损伤对于异位甲状旁腺功能的

实现了实时且高灵敏度地观察甲状旁腺和甲状腺，

保护尤为重要。

为其在血液和周围软组织中的识别奠定了基础。

5.2 甲状旁腺的血供判定

Vidal 等

图2

[25]

[26]

[27-28]

使用 ICG 血管造影在甲状腺切除术后

示注射铋碘氧化物明胶混合物后标本的放射线图（a）及对应的手绘图（b）[17]

可见右侧增粗灌注的下甲状腺下动脉为右侧甲状腺腺叶内的结节提供血液供应，图中箭头所指为甲状旁腺

图3

示甲状旁腺周围不同血管结构示意图[19]
D2 和 E2 中暗区表示变色的甲状旁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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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甲状旁腺功能进行预测，结果提示，ICG 灌注良

回流。因此甲状旁腺可能无淋巴系统或存在独立

好的甲状旁腺或甲状腺残留足以避免甲状旁腺机

的淋巴系统。

能减退；还可根据 ICG 血管造影术的灌注程度选
择要保留的甲状旁腺，当被选择的腺体在血管造影

7 甲状旁腺的解剖分型
基于对甲状旁腺位置及其与甲状腺的关系、血

上显示出较差的灌注时，另一个腺体必须要被保
[29]

留。Zaidi 等 在一项对 33 例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

供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甲状旁腺的解剖分型。朱

亢进患者手术治疗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92.9% 的

精强教授在《甲状腺手术中甲状旁腺保护专家共

甲状旁腺在视觉上显示了 ICG 的摄取，结果提示，

识》 中通过对大量术中甲状旁腺与甲状腺相对位

ICG 可以在甲状旁腺切除术中可靠地定位甲状旁

置关系的观察研究以及评判甲状旁腺原位保留的

腺，在甲状旁腺次全切除术中可评估甲状旁腺灌

难易程度，将甲状旁腺分为 A 型和 B 型两大型，A

注。在甲状腺手术中 ICG 可对甲状旁腺的血供进

型又称为紧密型，特指甲状旁腺与甲状腺的关系紧

行评价从而预测其功能，可显著降低术后甲状旁腺

密、相对较难原位保留，其又分为 3 个亚型，其中

功能减退的发生率。然而，ICG 血管造影术尚存在

甲状旁腺与甲状腺表面平面相贴者为 A1 型，甲状

其缺点：ICG 半衰期短［（3.4±0.7） min］，约 20 min

旁腺部分或完全嵌入甲状腺内但位于甲状腺固有

后约有 97% 从血中排除，由于排泄快，不利于在手

被膜外为 A2 型，甲状旁腺完全位于甲状腺组织内

术进程的不同阶段分别对全部甲状旁腺进行观

（固有被膜内）为 A3 型；B 型又称为非紧密型，特

测；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甲状腺组织血管的高

指甲状旁腺与甲状腺之间存在间隙，较容易原位保

[30]

[35]

。总之，虽然

留，其也分为 3 个亚型，其中胸腺内型为 B2 型，由

ICG 血管造影术在甲状旁腺切除术和甲状腺切除

胸腺或纵隔的血管供血者为 B3 型，除了 B2 和 B3

术的患者中对残余甲状旁腺功能的评估有帮助，但

型的所有甲状腺周围型为 B1 型。

ICG 摄取限制了甲状旁腺的荧光

[36]

是很难在腺体切除前寻找并保护甲状旁腺；ICG

另外，有研究者 根据甲状旁腺的位置及其血

注入体内后随血液循环迅速分布于全身，在手术过

供分为 Ⅰ～Ⅲ 型，各型分别又分为两个亚型：Ⅰ

程中血管断裂后极易造成术野被污染，造成观察甲

型特指上甲状旁腺略高于甲状腺上下极中点处，下

状旁腺困难。

甲状旁腺位于甲状腺下极，其中 Ⅰa 型指下甲状旁
腺动脉由甲状腺下动脉主要分支分出，上甲状旁腺

6 甲状旁腺的淋巴系统

动脉由甲状腺上、下动脉的吻合支分出；Ⅰb 型指

关于甲状旁腺是否存在独立的淋巴系统尚存
争议。张筱骅等

[31]

下甲状旁腺小动脉由甲状腺下动脉的侧支分出，上

利用纳米炭混悬注射液（卡纳

甲状旁腺动脉由甲状腺上动脉食管支的最上支分

琳）于甲状腺被膜下注射行甲状腺淋巴管造影，甲

出。Ⅱ 型特指上甲状旁腺位于甲状腺上极，下甲

状腺组织及其周围淋巴结组织黑染，甲状旁腺未被

状旁腺位于甲状腺上下极的中点以下，下甲状旁腺

黑染，从而判断甲状腺和甲状旁腺分别为独立的淋

的血管均由甲状腺下动脉的主干分出，其中 Ⅱa 型

巴系统，其淋巴引流无交通现象。纳米炭混悬注射

指上甲状旁腺动脉由甲状腺下动脉的主干分出；

液为纳米级炭颗粒制成的混悬液，其颗粒直径为

Ⅱb 型指上甲状旁腺动脉由甲状腺上、下动脉的吻

[32]

150 nm，具有高度的淋巴系统趋向性 ，是我国唯

合支分出。Ⅲ 型特指下甲状旁腺明显低于甲状腺

一批准上市的淋巴结示踪剂。由于毛细血管内皮

下缘，其血管均由甲状腺下动脉的侧支分出，下甲

细胞间隙为 20～50 nm，而毛细淋巴管内皮细胞间

状旁腺动脉相对较长，其中 Ⅲa 型指上甲状旁腺动

隙为 120～500 nm，且基膜发育不全，故注射到组

脉由甲状腺下动脉的主干分出；Ⅲb 型指上甲状旁

织内的纳米炭颗粒不进入血管，可迅速进入淋巴管

腺动脉由甲状腺上、下动脉的吻合支分出

或被巨噬细胞吞噬后进入毛细淋巴管，滞留、聚集

4）。

在淋巴结，使淋巴结黑染，在甲状腺切除手术中可
[33]

起到甲状旁腺负显像和淋巴结显像作用 。Gu 等
[34]

的解剖学证据显示甲状腺有丰富的淋巴结和淋巴

[36]

（图

8 甲状旁腺与周围组织的关系
8.1

上甲状旁腺与 Zuckerkanl 结节

着脂肪结构的甲状旁腺大多远离甲状腺腺体组织，

（Zuckerkandl’s tubercle，ZT）的关系
奥地利解剖学家 Emil Zuckerkandl 于 1902 年

通过纳米炭染色会发现其很少参与甲状腺的淋巴

首次发现并命名了甲状腺后外侧缘突出的组织即

[23]

管，但甲状旁腺几乎没有。王飞亮等 提出具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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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甲状旁腺的位置及其血供的甲状旁腺血管分型[36]

[37]

[41]

ZT。1938 年 Gilmour 提出了 ZT 与喉返神经和上

Persky 等 在 88.9% 的甲状腺腺叶切除术中，

甲状旁腺的关系。由于第 4 对咽囊与其后方鳃体

喉返神经在距离上甲状旁腺 5 mm 内被识别，喉返

紧密相邻，因此，由第 4 对咽囊发育而成的上甲状

神经距离上甲状旁腺 1 mm 范围内占 62.6%，这种

[38]

旁腺与 ZT 之间存在固定的解剖关系 。Chevallier
[39]

关系在左右两边均一致，喉返神经距离上甲状旁腺

等 提出 ZT 在保护上甲状旁腺中是一个重要的解

6～10 mm 范围内占 8.1%，喉返神经距离上甲状旁

剖标志。上甲状旁腺位于 ZT 头侧喉返神经和下动

腺>11 mm 占 3.0%。

脉后方，而下甲状旁腺在 ZT 尾侧喉返神经和下动

8.3 甲状旁腺周围特异性附着脂肪

脉前方。将 ZT 向中线方向牵拉后可见甲状旁腺与

大部分甲状旁腺周围具有特异性附着脂肪结

其相邻，分离并结扎两者间组织、血管，可完整保

构，由于甲状旁腺微血管结构隐藏在特异性附着脂

[40]

[38]

留甲状旁腺血供 。Yun 等 将 ZT 根据大小分为 0

肪内，故其与甲状旁腺局部微血管结构关系密切，

级（不可识别）、Ⅰ 级（≤5 mm）、Ⅱ 级（6～10 mm）

可对甲状旁腺具有一定的支持保护作用。王飞亮

及 Ⅲ 级（>10 mm）4 级，提出 87.5% 的 ZT 大于 Ⅰ

等 采用纳米炭淋巴示踪技术共发现 62 枚甲状旁

级；以气管食管沟为轴，上甲状旁腺位于 Ⅰ 级 ZT

腺中有 48 枚（77.4%）具有特异性附着脂肪结构，通

的上方，左侧 13.4% 上甲状旁腺在 1 点钟位置，

过术中高清图像分析、术后病理检查记录甲状旁腺

82.7% 上甲状旁腺位于 2 点钟位置，3% 上甲状旁腺

微血管结构的分布来源和特异性附着脂肪的特点，

位于 3 点钟位置，0.9% 上甲状旁腺位于 ZT 后方位

发现附着脂肪与甲状旁腺的结构关系类似荷包蛋

置；右侧 0.8% 上甲状旁腺位于 8 点钟位置，2.8%

中的蛋清与蛋黄，容易辨认。在甲状腺全切除术中

上甲状旁腺位于 9 点钟位置，81.6% 上甲状旁腺位

保护特异性附着脂肪技术意义重大，可以通过保护

于 10 点钟位置，13.6% 上甲状旁腺位于 11 点钟位

甲状旁腺的正常微血管结构，对甲状旁腺原位保

置，0.8% 上甲状旁腺位于 ZT 的后方表面位置，

护，维持甲状旁腺功能，从而降低永久性甲状旁腺

0.4% 上甲状旁腺位于 ZT 的前方表面位置；研究表

功能减退的风险。

明，ZT 及上甲状旁腺之间的距离，左侧上甲状旁腺
距离 ZT<5 mm 者占 8.2%，右侧上旁腺距离 ZT<5
mm 者占 10.4%，左侧上旁腺距离 ZT 距离≥5 mm

[23]

9 甲状腺术中降低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的措
施

者占 2.6%，右侧上旁腺距离 ZT 距离超≥5 mm 者占

根据前面对甲状旁腺解剖学的重新认识，我们

2.0%；上甲状旁腺最常见位于 ZT 弧形位置，96.1%

总结出甲状腺术中降低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的主要

左侧上甲状旁腺位于 ZT 1～2 点钟方向，95.2% 上

措施。

甲状旁腺位于 ZT 10～11 点钟方向，ZT 越小，上甲

9.1 熟悉甲状旁腺解剖及分型

状旁腺距离 ZT 距离越远。因此，ZT 在甲状腺术中

具体参照朱精强教授在《甲状腺手术中甲状

具有重要意义，在 ZT 头侧喉返神经和下动脉后方

旁腺保护专家共识》 中提出的甲状旁腺分型进而

位置需注意保护上甲状腺旁腺，而在 ZT 尾侧喉返

判断原位保留甲状旁腺的难易程度。

神经和下动脉前方需注意保护下甲状旁腺。

9.2 准确辨认甲状旁腺并保护

8.2 上甲状旁腺与喉返神经的关系

9.2.1 根据甲状旁腺的色泽、质地等特点肉眼辨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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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旁腺血供受损会导致其颜色变暗，

显露，避免破坏甲状旁腺解剖区域血供。

而脂肪组织和淋巴结一般不会变色；与淋巴结相

9.3.2 甲状旁腺原位保留

比，甲状旁腺质地更软。如果通过以上方法仍无法

肪的甲状旁腺，注意保护其周围微血管结构，避免

辨识，可切除少许可疑组织行冰冻病理检查明确是

将其自周围脂肪中游离，原位保留。当甲状旁腺原

[49]

对于周围附着特异性脂

否为甲状旁腺；另外也有研究者 报道术中应用组

位保留后，需注意观察其颜色变化从而判断其血供

织穿刺液快速测定 PTH 水平来帮助判定是否是甲

情况。当其自甲状腺分离后，若无明显颜色变化，

状旁腺。

考虑其功能良好；若颜色变为苍白的棕色，考虑甲
① 对甲状旁

状旁腺缺血较严重，需行甲状旁腺自体移植；若颜

腺在正常可能出现的部位要格外小心，避免意外切

色变黑，考虑静脉严重损伤淤血，需要在甲状旁腺

除。由于双侧甲状旁腺大多位于颈部的对称位置，

被膜上用 1 mL 注射器针头穿刺，判断甲状旁腺血

因此当明确一侧甲状旁腺位置后，可在其对称区域

供情况，同时进行减压，避免因被膜张力过大而坏

找寻对侧甲状旁腺并进行保护。② 充分了解异位

死。此外，还可利用 ICG 血管造影术对保留的甲状

甲状旁腺，如对于可能异位于胸腺的下甲状旁腺，

旁腺功能进行直观、实时的评估。术中及术后

在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时，只要肿瘤未累及胸腺，

PTH、血钙磷监测可有效帮助评价甲状旁腺原位保

应尽可能保留胸腺，可避免误切异位于胸腺内的甲

留后功能 。

状旁腺，并保留其血供；由于甲状旁腺有可能异位

9.3.3 行甲状旁腺自体移植

于甲状腺内，因此，常规在切除标本中仔细寻找有

保留的甲状旁腺，或切除组织怀疑含有甲状旁腺经

9.2.2 清晰了解甲状旁腺的解剖位置

[3]

[48]

当术中发现不能原位

无被误切的甲状旁腺。Su 等 研究指出，在甲状腺

切取少量行快速冰冻病理检查证实为甲状旁腺组

切除术中，应识别和保留至少两个甲状旁腺，以避

织，或保留的甲状旁腺有严重血供障碍且减压后甲

免永久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

状旁腺缺血无明显改善时，可行甲状旁腺自体移植

9.2.3 根据 ZT 的指引

在 ZT 头侧喉返神经和下

[42, 49]

。自体移植方法包括颗粒包埋法，植入切开的

动脉后方位置注意保护上甲状旁腺，而在 ZT 尾侧

胸锁乳突肌或带状肌内，或匀浆注射法移植于前臂

喉返神经和下动脉前方注意保护下甲状旁腺。

肌肉内等，自体移植可降低永久性甲状旁腺功能减

在甲

9.2.4 纳米炭、放大镜技术及 ICG 血管造影

状腺手术中通过纳米炭甲状旁腺负显影技术可有
效辨认甲状旁腺

[33, 43]

。利用手术放大镜技术也可有

效帮助识别并保留甲状旁腺的血管从而降低术后
[44]

甲状旁腺功能低下发生率 。还可通过 ICG 血管
[45]

造影对保留甲状旁腺血供及功能进行评估 。

9.3 保护甲状旁腺血供、原位保留甲状旁腺 或甲
状旁腺自体移植
9.3.1 甲状旁腺的血供保护 甲状旁腺的血供主要
来源于甲状腺下动脉，较少来源于甲状腺上动脉或
两者之间的吻合支，因此，甲状腺术中尤其是中央
区淋巴结清扫时，应仔细解剖并保留甲状腺下动脉
[47]
主干及其重要分支，以保证甲状旁腺的血供 ；另
外，甲状旁腺的血供常为相互联系的血管吻合网，
故不应轻易过度解剖分离气管食管沟，避免损失为
[46]
甲状旁腺供血的喉、气管、咽及食管分支 ；除此
之外，甲状旁腺的血供还可来源于其与甲状腺腺叶
之间的血管，尤其是小静脉，供应血管常常较短，
多为单一血管供血，因此，保留血供非常困难，需
避免不必要的甲状腺全切除手术，如对于颈淋巴结
转移率较低的滤泡型甲状腺癌可不做预防性中央
区淋巴结清扫，对甲状旁腺不进行任何解剖和探查
[46]

[50]

退的发生率 。

9.4 能量器械的正确使用
对于位于甲状腺上的甲状旁腺，其供应血管常
在甲状腺包膜层，因此，使用双极电凝进行精细化
被膜解剖有助于原位保留甲状旁腺及其血供，避免
对甲状腺后被膜过多游离而损伤甲状旁腺。当在
甲状旁腺附近使用超声刀时，可应用低位档，尽可
能远离甲状旁腺及其血管，缩短激发时长，用吸引
器及时清理超声刀周围的高温水雾，用生理盐水纱
布隔离保护，从而降低其对甲状旁腺热损伤的几
率。
9.5 对甲状腺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的处理
由于下甲状旁腺位置变异较大，常与中央区淋
巴结清扫范围内淋巴结、脂肪组织分辨困难，且其
供血血管细小而脆弱易受损伤而致甲状旁腺缺血
[51]
甚至坏死。Roh 等 报道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显著增
加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甲状旁腺损伤发生率；
[52]
[53]
Chisholm 等 和彭喆等 均报道中央区淋巴结清扫
可增加暂时性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的发生率而不增
加永久性甲状旁腺功能低下的发生率。因此，在甲
状腺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时重点在于术中辨识并
保护甲状旁腺，尤其是保护下甲状旁腺，常规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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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下甲状旁腺相连的血管显得尤为重要。

14 Alveryd A. Parathyroid glands in thyroid surgery. Ⅰ. Anatomy of
parathyroid glands. Ⅱ. Postoperative

10 小结

hypoparathyroidism—identification and autotransplantation of
parathyroid glands. Acta Chir Scand, 1968, 389: 1-120.

了解甲状旁腺的起源及其位置，使我们在行甲

15 Fancy T, Gallagher D 3rd, Hornig JD. Surgical anatomy of the

状腺手术时对甲状旁腺的寻找有了方向；熟悉甲

thyroid and parathyroid glands. Otolaryngol Clin North Am, 2010,

状旁腺的血流供应，则知道如何去保护血管并使甲
状旁腺得以存活；甲状旁腺数目的确立，让我们把
每一枚甲状旁腺当做最后一枚甲状旁腺珍惜。被
膜内解剖、精细化解剖技术、手术放大镜的应用、
合理选择能量器械及吲哚菁绿的应用在其中突显

43(2): 221-227.
16 Gschwandtner E, Seemann R, Bures C, et al. How many
parathyroid glands can be identified during thyroidectomy?:
Evidence-based data for medical experts. Eur Surg, 2018, 50(1): 1421.
17 Hunt PS, Poole M, Reeve TS. A reappraisal of the surgical anatomy
of the thyroid and parathyroid glands. Br J Surg, 1968, 55(1): 63-66.

其重要性。纳米炭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甲状旁腺与

18 Halsted WS, Evans HM. Ⅰ. The parathyroid glandules. Their

淋巴结、脂肪组织的正确区分；ICG 血管造影术对

blood supply and their preservation in operation upon the thyroid

于实时评估甲状旁腺的血供及其功能预测，有助于
外科医生在甲状腺切除术后判断是否应该对甲状
旁腺进行自体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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