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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系膜切除术在老年甲状腺乳头状癌病人

中央区淋巴结清扫中的应用效果

姜庆贺,王爱芝,徐摇 彬

[摘要]目的:探讨甲状腺系膜切除术在老年甲状腺乳头状癌病人中央区淋巴结清扫中的效果。 方法:甲状腺乳头状癌病人

134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7 例,对照组行常规中央区淋巴结清扫,观察组行甲状腺系膜切除术清扫中央区淋巴结。
术后观察 2 组淋巴结转移情况、呛咳、声带麻痹、手足麻木及血肿等并发症发生情况,测定术后甲状腺旁水平及血钙水平。 结

果:观察组淋巴结复发转移率为 5. 97% ,对照组为 16. 42% ,2 组淋巴结复发转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观察组术后

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0. 93% ,对照组为 22. 39% ,2 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与治疗前比较,2 组治

疗后甲状旁腺水平及血钙水平均显著降低(P < 0. 01),与观察组比较,对照组甲状旁腺水平及血钙水平下降更明显(P <
0. 01)。 结论:甲状腺系膜切除术在甲状腺乳头状癌者中央区淋巴清扫中应用效果良好,淋巴结复发转移率低,并发症少,无
明显的甲状旁腺损伤及低血钙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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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thyroid gland mesangium excision in central lymph node dissection
of elderly with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JIANG Qing鄄he,WANG Ai鄄zhi,XU Bin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The General Hospital of Yankuang Group LTD. ,Jining Shandong 27207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thyroid gland mesangium excision in the central lymph node dissection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atient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hirty鄄four patients with thyroid papillary carcinom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67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routine lymph node
dissec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central lymph node dissection of thyroid gland mesangium excision. After
operation,the incidence rates of 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cough,vocal cord paralysis,numbness and hematoma were observed,and the
levels of thyroid hormone and serum calcium were determined in two groups. Results:The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recurrence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5. 97% and 16. 42% ,respectively,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The total incidence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s were 10. 93% and 22. 39% ,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 of 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mpared before treatment,the levels of serum calcium and parathyroid
hormone in 2 group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P < 0. 01),and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increasing degree
of the serum calcium and higher parathyroid hormone levels in control group was more obviously (P < 0. 01).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thyroid gland mesangium excision in the central lymph node dissection in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patients is good
effects,low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recurrence rate,less complications,and no obvious parathyroid injury and hypocalcemia,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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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甲状腺癌发病率居内分泌肿瘤的第一位,且近

年来发病率呈现逐年增加趋势[1]。 其中,甲状腺乳

头状癌最为常见[2],其预后较好,恶性程度较轻,多
发于年轻的女性病人。 该类型的肿瘤生长相对缓

慢,颈淋巴结转移是甲状腺乳头状癌的主要转移方

式[3]。 现甲状腺全切或次全切同时行中央区淋巴

结清扫已逐渐成为早期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标准手术

方式,临床疗效也得到了一定的肯定[4]。 目前中央

区淋巴结清扫术的规范操作未有定论,本文就甲状

腺系膜切除术在甲状腺乳头状癌者中央区淋巴结清

扫中的临床应用效果作一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2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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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院进行治疗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病人 134 例为研

究对象,其中男 53 例,女 81 例;年龄 50 ~ 84 岁。 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7 例,2 组病人年龄、性
别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方法摇 2 组病人均全麻,根据病人病变部位,
行甲状腺和 /或峡部全切除术,单侧甲状腺乳头状癌

行患侧甲状腺叶及峡部全切除,双侧甲状腺乳头癌

及峡部甲状腺乳头状癌行甲状腺次全切除。 首先,
显露甲状腺,取胸骨切迹上两横指顺皮纹方向领式

横切口,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颈阔肌,游离皮

瓣上至甲状软骨,下至胸骨上凹,切开甲状腺表面,
注意止血。 甲状腺切除,离断甲状腺悬韧带,游离甲

状腺叶下极,离断并结扎甲状腺下极血管。 离断并

结扎甲状腺中静脉,钝性分离甲状腺上极,双道结扎

甲状腺上极血管后将其离断。 注意保留甲状旁腺,
保护候返神经,切除腺叶及峡部[5]。
1. 2. 1摇 对照组淋巴结清扫方法摇 对照组行常规中

央区淋巴结清扫,将胸骨切迹上方,甲状软骨下方,
椎前筋膜前、双侧颈动脉鞘内侧的喉前、气管前及双

侧气管旁、喉返神经周围脂肪淋巴组织切除。 行患

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时将胸骨切迹上方,甲状软骨

下方,椎前筋膜前、患侧颈动脉鞘内侧到气管对侧缘

之间的喉前、气管前及患侧气管旁、喉返神经周围脂

肪淋巴组织[6]。
1. 2. 2摇 观察组淋巴结清扫方法摇 观察组行甲状腺

系膜切除术进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切除甲状腺及

喉前淋巴结后可见气管前、气管旁前后方均有一层

内脏筋膜,前后两层筋膜之间是气管前及气管旁脂

肪组织,淋巴结,淋巴管,甲状腺上、中、下动静脉,内
侧连接甲状腺腺叶,外侧连接颈部大血管,这种两层

内脏筋膜结构即为甲状腺系膜。 在气管前方,钝性

分离进入气管前方,向下分离至头臂动脉,两侧至气

管食管沟,切开内脏筋膜,分别向上分离至甲状软骨

水平,向下达锁骨水平,内侧至食管后方,游离并保

护好喉返神经,从上向下清除气管旁脂肪淋巴组织

下达胸腺,同时切除气管旁脂肪淋巴组织,移除整块

甲状腺系膜。
1. 3摇 评价指标摇 术后观察 2 组淋巴结转移情况、呛
咳、声带麻痹、手足麻木及血肿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测定术后甲状旁腺水平及血钙水平。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术后淋巴结转移发生率比较摇 观察

组淋巴结复发转移率为 5. 97% ,对照组复发率为

16. 42% ,其中,再发乳头状癌、颈淋巴结转移及肺转

移复发率观察组分别为 1. 49% 、2. 99% 、1. 49% ,对
照组分别为 4. 48% 、7. 46% 、4. 48% ,2 组复发转移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术后淋巴结转移发生率比较(n)

分组 n
再发

乳头状癌

颈淋巴结

转移
肺转移

复发

转移率 / %

观察组 67 1 2 1 5. 97

对照组 67 3 5 3 16. 42

合计 134 4 7 4 11. 19

字2 — 0. 26 0. 60 0. 26 3. 68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2. 2摇 2 组病人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摇 观察

组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0. 93% ,对照组为 22.
39% ,其中呛咳、声带麻痹、手足麻木及血肿发生率

观察组分别为 1. 49% 、2. 99% 、4. 48%及 1. 49% ,对
照组分别为 2. 99% 、10. 93% 、7. 46% 及 1. 49% ,2
组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n)

分组 n 呛咳 声带麻痹 手足麻木 血肿 总发生率 / %

观察组 67 1 2 3 1 10. 93

对照组 67 2 7 5 1 22. 39

合计 134摇 3 9 8 2 16. 42

字2 — 0. 00 1. 91 0. 13 0. 51 3. 48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2. 3 摇 2 组病人治疗前后甲状旁腺水平及血钙水平

的比较摇 2 组病人治疗前甲状旁腺水平和血钙水平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2 组病人治疗

后,甲状旁腺水平及血钙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P < 0. 01),与观察组比较,对照组甲状旁腺水平及

血钙水平下降更明显(P < 0. 01)(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甲状腺乳头状癌是一种惰性肿瘤,可在甲状腺

内局限多年,但仍可以通过腺内淋巴管自原发部位

扩散至腺体的其他部位,也可通过淋巴管转移至区

域淋巴结内[7]。 分化型甲状腺癌的淋巴结转移有

一定的规律,先转移到中央区,其次是侧方区。 甲状

腺全切同时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已逐渐成为早期甲

状腺乳头状癌的标准手术方式[8] 。这对于降低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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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2 组病人治疗前后甲状旁腺水平及血钙水平比较

分组 n PTH / (ng / L) 血钙 / (mmol / L)

治疗前(x 依 s)

摇 观察组 67 41. 23 依 9. 16 2. 36 依 0. 21

摇 对照组 67 41. 48 依 9. 30 2. 38 依 0. 23

摇 摇 t — -0. 16 - 0. 53

摇 摇 P — >0. 05 > 0. 05

治疗后( d 依 sd)

摇 观察组 67 - 2. 58 依 0. 48吟吟 - 0. 09 依 0. 01吟吟

摇 对照组 67 - 6. 19 依 0. 62吟吟 - 0. 37 依 0. 03吟吟

摇 摇 t — 37. 69* 72. 48*

摇 摇 P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组内配对 t 检验:吟吟P < 0. 01

症的复发率、转移率有很大的帮助。 由于甲状旁腺

位于甲状腺的背侧,气管食管旁沟淋巴结紧邻甲状

旁腺,且两者形态相似,因此在行甲状腺癌中央区淋

巴结清扫时易损伤甲状旁腺的功能或将甲状旁腺误

切等[9]。 甲状旁腺损伤造成甲状旁腺功能减退,手
术可导致术后轻度低钙血症、神经肌肉兴奋性增

高[10]。 当血清钙离子水平明显降低,可导致病人癫

痫和哮喘的发作,严重时可发生窒息、心脏骤停、危
及生命,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11 - 13]。

除喉前淋巴结外,其他淋巴结均位于甲状腺系

膜内,本研究在完成甲状腺切除时已将喉前淋巴结

切除,再行甲状腺系膜切除,因此,整块切除的即为

甲状腺系膜内的中央区淋巴结[14 - 15]。 手术过程中,
发现甲状腺周围筋膜间隙多为疏松结蹄组织和脂肪

组织,适合在筋膜间隙内进行解剖性分离,具有出血

少、视野清晰、损伤小等优势[16 - 17]。 本研究观察组

采用甲状腺系膜切除术进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
后淋巴结复发转移率为 5. 97% ,对照组采用常规中

央区淋巴结清扫复发率为 16. 42% ,观察组淋巴结

复发转移率低于对照组,但 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甲状腺系膜切除术组术后发生呛咳、
声带麻痹、手足麻木及血肿等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10. 93% ,对照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22. 39% ,观察

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 05);本研究结果还表明,治疗后,2 组甲

状旁腺水平及血钙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P <
0. 01),与观察组比较,对照组甲状旁腺水平及血钙

水平下降更明显(P < 0. 01)。 术后病人若出现低血

钙,给予静脉注射葡萄糖酸钙及口服碳酸钙片或骨

化三醇处理。

综上所述,甲状腺系膜切除术在甲状腺乳头状

癌者中央区淋巴清扫中应用效果良好,淋巴结复发

转移率低,并发症少,无明显的甲状旁腺损伤及低血

钙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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