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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良恶性甲状腺结节的参考价值
薛海萍ꎬ张云山ꎬ刘秋颖ꎬ法
[ 摘要] 目的

凯

分析良、恶性甲状腺结节的彩色多普勒超声表现ꎬ以提高超声诊断和鉴别诊断良、恶性甲

状腺结节的价值ꎮ 方法

回顾性分析经手术、病理明确诊断的 １５７ 个良、恶性甲状腺结节的彩色多普勒超声

表现ꎬ良、恶性结节的形态、回声、钙化特点、彩色多普勒血流图血流信号分布等ꎮ 结果

１５７ 个甲状腺结节经

病理诊断ꎬ其中 ９０ 个为良性结节ꎬ６７ 个为恶性结节ꎻ本组病例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特异性为 ９２ ２％ꎬ敏感

性为 ８０ ６％ꎬ诊断符合率为 ８７ ２％ꎻ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显示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形态、边界、包膜、回声、
血流信号分布、内部钙化情况、血流阻力指数值比较ꎬ差异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结论

彩色多

普勒超声可诊断甲状腺病变ꎬ依据重要的参考指标ꎬ可评价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ꎮ
[ 关键词] 彩色多普勒超声ꎻ甲状腺结节ꎻ良性ꎻ恶性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６ １ꎬＲ４４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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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结节的发病率及检出率均呈明显增高趋
势ꎬ该病早期甚至在很长病程中可无明显的临床症
状ꎬ大部分在体检中发现ꎬ个别合并甲状腺素分泌异
常的患者可出现情绪变化、声音嘶哑、呼吸困难等症
状ꎬ有的在甲状腺部位出现疼痛和压痛ꎮ 如系恶性
甲状腺结节ꎬ晚期会发生邻近或远处组织、脏器转
移ꎬ因此ꎬ需要及早诊断ꎬ明确性质ꎬ采取正确的治疗
措施ꎬ争取最佳的预后

[１]

ꎮ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评价

[ 作者单位] １０００４８ 北京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超
声诊断科( 薛海萍ꎬ张云山ꎬ刘秋颖ꎬ法 凯)
[ 通讯作者] 张云山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ｙｕｎｓｈａｎ６２＠１６３.ｃｏｍ

彩色多普勒超声对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诊断和鉴
别诊断价值ꎬ报告如下ꎮ
１

１ １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择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后ꎬ行手术并经病理确诊的 １３５ 例甲状腺结
节患者ꎬ共 １５７ 个甲状腺结节ꎮ 其中男性 ３１ 例ꎬ女
性 １０４ 例ꎻ年龄 １８ ~ ９３( ３７ ４ ± １ ３) 岁ꎻ均为体检或
门诊发现甲状腺“ 肿块” 后就诊ꎬ发现肿块至就诊时
间为 ２ ~ ３１０ ｄꎮ 本研究经我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并获得患者知情同意ꎮ 纳入标准:患者年龄≥１８ 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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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完整的病例资料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资料ꎮ

１ ２

仪器与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ＥＰＩＱ ７

 ２３１

声下形态、边界、包膜、回声结果见表 ２ꎮ
表１

超声检查与病理检查结果比较( ｎ)

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检查ꎬ探头频率 ７ ５ ~ １２ ０ ＭＨｚꎮ

彩色多普勒

检查时患者取仰卧位ꎬ充分暴露检查区域ꎬ于患者甲

超声

恶性

良性

状腺部位先上下移动探头做水平扫描ꎬ测量左右径、

恶性结节

前后径ꎻ再做左右两侧纵向扫描ꎮ 整个扫描过程中

５４

７

６１

良性结节

仔细观察甲状腺腺体的大小、形态、内部回声以及病

合计

９０

１５７

灶的位置、形态、边界、包膜、回声及其与周围血管的
径( Ｄ) ꎬ并取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显像观察结节周
缘部及内部血流信号及其分布情况ꎬ将频谱多普勒

组别 ｎ

量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 ｐｅａｋ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ꎬＰＳＶ)

良性

ｉｎｄｅｘꎬＲＩ) ꎮ

恶性

及舒张末期最低血流速度ꎬ计算阻力指数(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结节

１ ３

结节

选择与甲

状腺癌相关性较高的 ８ 项指标作为评分标准ꎮ ①形

态:规则 ０ 分ꎬ欠规则 １ 分ꎬ不规则 ２ 分ꎻ②边界:清楚

９０
６７

χ２

边界

包膜

规

不

规

不

则

规则

则

规则

７６

１４

７３

３２

３５

３０

分ꎻ⑦后方回声:增强 ０ 分ꎬ无变化 １ 分ꎬ衰减 ２ 分ꎻ

结节ꎮ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采用 ｔ 检
２
χ
验ꎬ计数资料以率表示ꎬ采用 检验ꎬ以 Ｐ < ０.０５ 为

略高

２５

２９

６１

４１

５０

１７

６５

３７

２６

(８４.４) (１５.６) (８１.１) (１８.９) (７２.２) (２７.８) (３２.２) (６７.８)
(４７.８) (５２.２) (４４.８) (５５.２) (３８.８) (６１.２) (７４.６) (２５.４)
２４.０７

２２.４７

<０.０５

Ｐ

１７.６０

<０.０５

２７.６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５７ 个结节中共检

钙化灶的大小和分布

出含钙化灶 ８１ 个ꎬ其中良性结节内含钙化灶 ３０ 个、
表３

良、恶性甲状腺结节内钙化特征比较[ ｎ( ％) ]

组别

ｎ

微小钙化

粗大钙化

环状钙化

弧形钙化

良性结节

３０

２(６.７)

９(３０.０)

１(３.３)

３(１０.０)

９.２０

６.９０

０.１１

０.１３

恶性结节
χ２

⑧血流:无血流为 ０ 分ꎬ较丰富 １ 分ꎬ粗大血流或中

央型 ２ 分ꎮ 总评分≤８ 分为良性结节ꎬ>８ 分为恶性

等/

低

１７

恶性结节内含钙化灶 ５１ 个ꎬ表 ３ꎮ

１ 分ꎬ微型钙化( 微钙化以直径<１ ｍｍ 为界) 或混合
钙化 ２ 分ꎻ⑥纵横比:<１ 为 ０ 分ꎬ ＝ １ 为 １ 分ꎬ>１ 为 ２

极低/

无

混合性以囊性为主 １ 分ꎬ实性为主 ２ 分( 实性大于
于甲状腺回声)２ 分ꎻ⑤钙化:无钙化 ０ 分ꎬ粗大钙化

回声

有

２ ２ ２

５０％)ꎻ④回声:高回声 ０ 分ꎬ等回声 １ 分ꎬ低回声( 低

９６

良、恶性甲状腺结节一般回声比较[ ｎ( ％) ]

０ 分ꎬ欠清 １ 分( 模糊范围≤１ / ３) ꎬ不清 ２ 分( 模糊范

围>１ / ３) ꎻ③结构:囊性为主 ０ 分( 囊性大于 ５０％) ꎬ

合计

８３

形态

取样容积置于血流信号最明亮处取多普勒频谱ꎬ测

良、恶性甲状腺结节超声诊断标准

１３
６７

表２

关系ꎬ发现有钙化灶时进行着重观察ꎬ测量其最大直

病理诊断

５１

１９(３７.３)
<０.０５

Ｐ

２ ２ ３

３(５.９)

４(７.８)

<０.０５

５(９.８)

>０.０５

彩色多普勒血流信号及 ＰＳＶ、ＲＩ

>０.０５

彩色多普

勒血流图显示良性甲状腺结节的血流信号多位于周
边部ꎬ较少、较细ꎬ以环状、半环状、星点状为主ꎬＰＷ
流速曲线显示 ＰＳＶ 相对较低ꎬＲＩ 略高ꎻ而恶性结节

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的内部及周边部血流信号较多ꎬ以条索状、短棒状为

２

较低ꎮ ２ 组的血流信号分布、ＰＳＶ、ＲＩ 比较均有统计

２ １

主ꎬ部分呈团簇状ꎬ与良性结节相比ꎬＰＳＶ 较高ꎬＲＩ

结果
甲状腺结节的检出情况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发现甲状腺结节 １５７ 个ꎬ其中良性结节 ９６ 个ꎬ恶
性结节 ６１ 个ꎮ 病理证实为良性结节 ９０ 个ꎬ包括腺
瘤 １１ 个ꎬ结节性甲状腺肿 ６４ 个ꎬ桥本氏甲状腺炎炎
性结节 １０ 个ꎬ桥本氏甲状腺炎合并结节性甲状腺肿

５ 个ꎮ 恶性结节 ６７ 个ꎬ均为甲状腺乳头状癌ꎬ其中

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ꎬ见表 ４ꎮ
表４

组别 ｎ
良性

合并结节性甲状腺肿 ２１ 个ꎬ合并桥本氏甲状腺炎 ３

结节

性为 ８０ ６％ꎬ诊断符合率为 ８７ ２％ꎬ见表 １ꎮ

结节

个ꎮ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特异性为 ９２ ２％ꎬ敏感

恶性

２ ２

χ２ / ｔ

２ ２ １

良、恶性甲状腺结节的彩色多普勒超声表现
一般表现

１５７ 例良、恶性甲状腺结节的超

Ｐ

良、恶性甲状腺结节彩色多普勒血流图
及部分测值比较( ｘ
±ｓ)

血流信号分布[ｎ(％)]
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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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周边 无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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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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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９

<０.０５

４.６６

<０.０５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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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我国甲状腺结节的发生率高ꎬ一般人群发现甲

状腺结节者占 ６０％ ~ ８０％ꎬ大多数属良性结节ꎮ 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９ Ｎｏ.４ꎬ Ａｕｇ ２０２０

速曲线测值比较ꎬ良性结节 ＰＳＶ 较恶性结节低ꎬＲＩ

较恶 性 结 节 高ꎬ 差 异 比 较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Ｐ <

０ ０５) ꎮ 这可以从病理学角度解释ꎬ恶性结节一旦

研究 ９０ 例良性结节中ꎬ包括腺瘤、结节性甲状腺肿、

发生ꎬ局部血管增多ꎬ血流丰富ꎬ血流阻力低ꎻ而良性

桥本氏甲状腺炎炎性结节、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桥

结节的生长缓慢ꎬ血流较少ꎬ血流阻力比恶性结节

本氏甲状腺炎等ꎮ 如果患者没有内分泌异常ꎬ对身

高ꎮ

体、情绪无影响ꎬ完全可以带瘤生存ꎻ而如果是恶性

良性或恶性甲状腺结节彩色多普勒超声需要综

结节ꎬ应该给予重视和适当处理ꎮ 彩色多普勒超声

合分析做出正确的临床诊断ꎮ 有学者归纳后认为ꎬ
良性结节表现为内部 ＋ 周边无信号 / 结节周边有信

检查中利用高频探头ꎬ可对结节的位置、形态、包膜、
大小、内部回声进行细致的观察ꎮ 良、恶性甲状腺结
节的轮廓、形态、包膜、内部回声有差异ꎬ尤其是轮廓
不清楚、周缘部不整齐、包膜不完整、形态不规则、前
后径大于上下径或左右径( 即纵横比>１) 、内部回声
杂乱的结节ꎬ超声医师会非常重视ꎬ建议患者进行超
声引导下细针抽吸细胞学检查ꎬ或其他影像学检查ꎬ
排除恶性病灶ꎮ 本研究同时发现ꎬ部分炎性结节的
回声特点及形态学改变也类似恶性结节ꎬ不能给予

号ꎬ恶性结节表现为内部丰富但杂乱信号 / 周边有或
无信号 [７] ꎮ 石祥娜等 [８] 提示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中血流丰富程度及血流位置是甲状腺结节良、恶性
判断的重要征象ꎬ支持了本研究中将血流信号分布
及血流指数值作为诊断指标ꎮ 本研究还提示恶性结
节 ＰＳＶ 高于良性结节ꎬＲＩ 低于良性结节ꎬ考虑因为
恶性结节组织生长快、细胞代谢率高ꎬ使得血管平滑
肌减少、新生滋养血管增多导致ꎮ

确切的结论ꎮ 但多数恶性结节的形态不规则ꎬ边界不

综上所述ꎬ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甲状腺结节

清楚或欠 清 楚ꎬ一般无包膜或包膜不完整ꎬ且 高 于

时ꎬ结节的一般回声ꎬ如形态、边界、包膜、内部回声

９０％的恶性结节回声不均匀并呈低回声

[２]

ꎮ

对于甲状腺结节内钙化灶的特点ꎬ梅琪等

[３]

等可作为评价良、恶性结节的基础图像ꎮ 结节内钙
报

化灶的大小和分布可作为鉴别结节良、恶性的重要

道超声检查甲状腺结节内不同类型钙化灶诊断甲状

参考指标ꎮ 而彩色多普勒血流图显示的血流走行和

腺良、恶性肿瘤具有显著的效果ꎮ 李劲松 [４] 提示有

分布对于评价结节的良、恶性同样具有参考价值ꎮ

钙化的甲状腺结节恶性比例高于无钙化的结节ꎬ有
微小钙化的结节恶性比例高于有粗大钙化的结节ꎮ
结节内微小钙化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重要标识ꎮ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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