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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分析
吴凤姬，黄基柱，张洁

(阳春市中医院超声科，广东 阳春 529600)

【摘要】 目的 分析甲状腺良、恶性结节的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为其初步鉴别诊断提供临床指导。

方法 选择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阳春市中医院进行甲状腺多普勒超声检查的 398 例甲状腺疾病患

者，通过多勒普超声检查分析其结节个数、体积和回声情况，以临床病理诊断为金标准，比较甲状腺良恶性

结节的血流情况。结果 398 例甲状腺疾病患者经临床病理诊断，良性结节 339 例，恶性结节 59 例；良性结

节体积直径大多数≤2 cm，边界清晰且规则、无钙化、结节内部呈高回声或等回声、内部周边无血液情况，与

恶性结节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甲状腺多普勒超声诊断甲状腺囊肿、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

瘤和甲状腺癌结果和病理诊断结果符合率分别为 92.80% (116/125)、95.16% (62/59)、97.63% (165/169)、96.08%

(49/51)；339 例良性结节中Ⅰ型血流 163 例，Ⅱ型血流 145 例，Ⅲ型血流 27 例，Ⅳ型血流 4 例；59 例恶性结节中Ⅰ

型血流 9例，Ⅱ型血流 7例，Ⅲ型血流 31例，Ⅳ型血流 12例，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甲状

腺多普勒超声可清晰地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内部结构、特征和性质，从而能准确鉴别甲状腺良性结节和恶性

结节，效果显著，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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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oppler ultrasound results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thyroid nodules,

and to provide clinical guidance for the primary differential diagnosis. Methods A total of 398 patients with thyroid

disease, who admitted to Yangchu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from April 2015 to April 2016, were select-

ed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number, volume and echo of nodules were analyzed by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The blood

flow of benign and malignant thyroid nodules was compared with the clinical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s the gold stan-

dard. Results Among the 398 cases of thyroid disease, 339 cases of benign nodules and 59 cases of malignant nodules

were confirmed by clinical pathological diagnosis. Compared with malignant nodules, benign nodules had the characters

of volume diameter of ≤ 2 cm (mostly), clear and regular boundary, no calcification, high echo or echo in internal nod-

ular, and no blood around the interior (P<0.05). The coincidence rate of ultrasonography and pathological diagnosis

was 92.80% (116/125) for thyroid cyst, 95.16% (62/59) for nodular goiter, 97.63% (165/169) for thyroid tumor,

96.08% (49/51) for thyroid carcinoma. Among the 339 benign nodules, there were 163 cases of type Ⅰ blood flow, 145

cases of type Ⅱ blood flow, 27 cases of type Ⅲ blood flow, and 4 cases of Ⅳ type blood flow; among the 59 cases of

malignant nodules, there were 9 cases of type Ⅰ blood flow, 7 cases of type Ⅱ blood flow, 31 cases of Ⅲ type blood

flow, and 12 cases of type Ⅳ blood fl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results of thyroid can clearly detect the intern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perties of thyroid nodules, which has the remarkable effect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benign nodules and ma-

lignant nodules of thyroid. It is worthy of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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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是人类十分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能通过

分泌甲状腺激素来增进人体的生长和发育并促进物

质代谢[1]。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和人类对健康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疾病被诊断出来。

甲状腺疾病作为临床常见病，其主要表现为身体机能

的亢进或减退等[2]。研究显示，约有 1%的男性和 5%

的女性患有甲状腺结节[3]。甲状腺结节分为良性结节

和恶性结节两种，良性结节占比例较高，两者治疗方

法差别极大，良性结节一般通过药物治疗，不进行手

术；而恶性结节通常需要手术治疗[4]。因此，精准鉴别

甲状腺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避免不合理治疗，在当

下甲状腺结节临床治疗中十分重要。临床上进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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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腺结节诊断的方法不少，甲状腺多普勒超声检查是

当下运用较为广泛的方法[5-6]。为进一步探讨甲状腺

多普勒超声检查对鉴别甲状腺结节的应用价值，我院

选取了 398 例甲状腺患者进行甲状腺多普勒超声检

查，通过其超声特征等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在

阳春市中医院接受治疗398例甲状腺疾病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7]：①研究前未进行任何甲状腺治

疗；②临床资料完整；③超声图像清晰；④患者同意参

与本研究。排除标准[8]：①既往甲状腺功能减退或亢

进史；②孕期、妊娠现象者；③存在心肝肾功能障碍。

398例患者中男性 112例，女性 286例；年龄 31~73岁，

平均(52.36±5.83)岁。本研究均在患者知情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况下进行。

1.2 方法 本研究采用飞利浦HD型彩色多普

勒超声诊断仪，探头频率 6.8~11 MHz，为患者进行甲

状腺疾病检查。其操作方法如下：①患者取仰卧位，

并头部后仰，将颈部区域充分暴露于诊断仪下；②使

用甲状腺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全方位扫描；③对腺

体内结节个数、体积、边界、形态、回声情况及钙化情

况进行仔细观察；④分析检测出的结节内部血管走行

及血流程度；⑤将超声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结果与

病理诊断结果行比较，了解甲状腺超声鉴别甲状腺结

节性质的准确性。

1.3 观察指标 分析甲状腺多普勒超声诊断的

超声特征和结节性质，并对超声诊断结果和病理诊断

结果符合率进行分析，其中良性病变包括甲状腺囊

肿、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瘤，恶性病变为甲状腺

癌。甲状腺结节血流情况分析：Ⅰ型：血流散布呈星

点状或短线状；Ⅱ型:周边呈弧形血流，同时向结节内

部伸出分支，呈“轮辐状”；Ⅲ型：呈团状的紊乱血流；

Ⅳ型：血流呈穿入性：Ⅴ型：血流为多分支状。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包进

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

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良性和恶性结节的超声特征 超声检查发

现，无钙化、边界清晰且规则、结节内部呈高回声或等

回声、内部周边无血液情况是良性结节的主要表现；

砂粒体样微钙化、边界不清晰且不规则、结节内部呈

极低回声或无回声、内部丰富血流是恶性结节的主要

表现，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2.2 甲状腺多普勒超声诊断符合率 甲状腺多

普勒超声诊断甲状腺囊肿、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

瘤和甲状腺癌结果和病理诊断结果符合率均在 92%

以上，见表2。

表1 良性和恶性结节的超声特征比较[例(%)]

结节个数

体积

钙化

边界

回声情况

结节血流情况

直径≥2 cm

直径≤2 cm

无钙化

粗大钙化

砂粒体样微钙化

清晰规则

不清晰不规则

极低回声/无回声

低回声

高回声/等回声

内部周边无血液情况

周边丰富血流

内部丰富血流

良性

339 (85.18)

17 (5.01)

322 (94.99)

178 (52.51)

145 (42.77)

16 (4.72)

240 (70.80)

99 (29.20)

15 (4.42)

215 (63.42)

109 (32.15)

159 (46.91)

153 (45.13)

27 (7.96)

恶性

59 (14.82)

48 (81.36)

11 (18.64)

12 (20.34)

15 (25.42)

32 (54.24)

21 (35.59)

38 (64.41)

50 (84.75)

5 (8.47)

4 (6.78)

22 (37.29)

11 (18.64)

26 (44.07)

χ2值

393.969 8

214.335 9

116.827 0

16.818 4

257.104 8

50.949 9

P值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超声特征

2.3 良性和恶性甲状腺多普勒超声结节性质 甲

状腺结节良性特征中各项指标符合≥6项，超声检测结

果即为良性结节；恶性特征中各项指标符合≥6项，超

声检测结果即为恶性结节，见表3。

2.4 良性和恶性结节甲状腺血流情况 甲状

腺良性结节和恶性结节血流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4。

2.5 声像特征

2.5.1 甲状腺囊肿 甲状腺形态对称性增大或

不对称性增大，内部回声不均匀，彩色多普勒可见血

流无明显改变或轻度增多，见图1。

表2 甲状腺多普勒超声诊断符合率(例)

诊断类型

超声诊断

病理诊断

诊断符合率(%)

甲状腺囊肿

116

125

92.80

结节性甲状腺肿

62

59

95.16

甲状腺瘤

169

165

97.63

甲状腺癌

51

49

9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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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结节性甲状腺肿 增生时期不同，血供不

同，呈现等血供、高血供或低血供，见图2。

2.5.3 甲状腺瘤 形态大体上规则，完整包膜，

富血供型，周边的血管丰富且规律分布，腺瘤易发生

囊性变，成分张力高，使周围残存实性成分受压迫，造

成实性部分缺血，见图3。

2.5.4 甲状腺癌 形态大多不规则，包膜毛糙，

内部血管增多且分布不均匀，分支增多、走行紊乱，

RI>0.7，见图4。

3 讨 论

近年来，我国甲状腺疾病发病率持续上升，已位

居临床内分泌系统内第二位，且全球发病率每年上升

4%，尤其是年龄为40~50岁的女性更容易患甲状腺疾

病[9-10]。甲状腺作为人体浅表的软组织器官，距离人体

表面仅有1.3 cm。局部异常生长的甲状腺细胞引起的

散在性病变，被称为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有良性

结节和恶性结节之分，其体积、个数、形态及性质的不

同导致临床诊断结果也不同[11]。因此，采取有效、可靠

的检测方法，尽可能早的判断结节性质，准确鉴别结

节的良恶性，对甲状腺结节患者的临床治疗、是否进

行手术操作、安全、预后康复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临床上大多甲状腺结节均属于良性结节，且无明显临

床特征，虽然病变初期触诊也能发现甲状腺疾病，但

对病变的大小和性质无法做到准确诊断[12]。现在临床

上用于诊断甲状腺结节的方法有CT、X线、MRI、和甲

状腺多普勒超声等。但较多学者认为CT、X线和MRI

只能显示包膜、结节情况，并不能鉴别结节良恶性；而

甲状腺多普勒超声对结节的内部回声情况和钙化情

况等性质均能较好的进行诊断，从而更准确的对甲状

腺结节的性质进行鉴别[13-15]。因此，甲状腺多普勒超

声检查目前已成为诊断甲状腺癌和甲状腺瘤等甲状

腺病变的重要方式。较多学者认为甲状腺多普勒超

声检查既方便又简单，安全无辐射，对患者无痛苦，是

甲状腺疾病患者的福音。

在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已广泛应用甲

状腺多普勒超声对甲状腺疾病进行诊断观察，此方法

对有无结节、结节体积和结节性质等判定的意义已获

得临床共识，但仍然有很多医学研究学者对超声诊断

表3 良性和恶性甲状腺多普勒超声结节性质比较

结节性质

良性特征

恶性特征

钙化

无钙化/粗大钙化

微钙化

边界

清晰

不清晰

形态

规则

不规则

包膜

完整

不完整

周边声晕

规整声晕

无声晕

结节性囊肿

囊性

实性

内部回声

低回声/高回声/等回声

极低回声/无回声

内部回声均匀程度

均匀

不均匀

后方回声

无衰减

衰减

表4 良性和恶性结节甲状腺血流比较[例(%)]

结节类型

良性结节

恶性结节

u值

P值

个数

339

59

Ⅰ型

163 (48.08)

9 (15.25)

Ⅱ型

145 (42.77)

7 (11.86)

8.450 0

0.000 0

Ⅲ型

27 (7.96)

31 (52.54)

Ⅳ型

4 (1.18)

12 (20.34)

图1 甲状腺囊肿超声图

图2 结节性甲状腺肿超声图

图3 甲状腺瘤超声图

图4 甲状腺癌超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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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作用存在争议[16]。因此本研

究对398例甲状腺疾病患者采用甲状腺多普勒超声检

测并分析，诊断结果发现通过甲状腺多普勒超声检测

甲状腺病变，可清晰的观察并测量甲状腺病变肿块形

状、体积大小及血流分布情况。为了进一步探究甲状

腺多普勒超声对检测甲状腺疾病的准确性，本研究将

398 例患者超声检测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相比

较。结果显示，甲状腺囊肿超声诊断结果116例，病理

诊断结果 125 例，符合率为 92.80%；结节性甲状腺肿

超声诊断结果 62 例，病理诊断结果 59 例，符合率为

95.16%；甲状腺瘤超声诊断结果169例，病理诊断结果

165 例，符合率为 97.63%；甲状腺癌超声诊断结果 51

例，病理诊断结果 49 例，符合率为 96.08%。由此可

见，甲状腺多普勒超声检测在临床鉴别与诊断甲状腺

病变、结节的良恶性中十分有效、可靠，是主要的影像

学方法。对甲状腺结节内部血流的观察分析，也是鉴

别甲状腺结节良恶性的重要手段之一[17]。本研究中分

别对良性结节患者和恶性结节患者进行实时彩色血

流的显像观察，良性结节以无血流型和少血流型为

主，恶性结节以内部或周边多血流型为主。恶性肿瘤

细胞和白细胞、上皮细胞、内皮细胞等释放出的多种

分子诱导生成血管，并促进微血管的延伸扩张，使得

肿瘤得以扩张增长，而恶性肿瘤细胞增生能力极为强

大，肿瘤间受到大量增生细胞挤压，给间质内部微血管

以压力并产生扭曲，从而导致恶性肿瘤在甲状腺多普勒

超声血流显像中表达出肿瘤周边或内部出现较为丰富

的血流信号，血流频谱多数呈现高阻力型[18-20]。本研究

结果显示，339例良性结节患者中Ⅰ型血流 163例，Ⅱ

型血流 145例，Ⅲ型血流 27例，Ⅳ型血流 4例；59例恶

性结节患者中Ⅰ型血流9例，Ⅱ型血流7例，Ⅲ型血流

31例，Ⅳ型血流 12例。由此可见，通过对结节内部血

流的检测观察，可以大致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性与恶

性情况。

综上所述，甲状腺多普勒超声具有无辐射、安全

可靠、有效、无损害等特征，可以充分地呈现出结节内

部结构、性质和血流情况，能准确地鉴别甲状腺结节

的良恶性，在临床诊断甲状腺疾病中起重要作用，值

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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