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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空间腔镜切除术在良性甲状腺结节治疗中的应用
杨志勇 1，刘悦 2，胡碧玲 3，郑丽燕 3

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普通外科 1、外二区 2、内一区 3，广东 东莞 523710

【摘要】 目的 探讨小空间腔镜甲状腺切除手术治疗良性甲状腺结节的疗效及对患者应激反应的影响。

方法 选取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普通外科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27日期间收治的80例良性甲状腺结节患

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腔镜手术切除术，观察组患者采用小

空间腔镜切除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引流量、引流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疼痛评分，应激反应[超

敏C反应蛋白(hs-CRP)、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介素-8 (IL-8)水平变化]和并发症发生情况，并评估临床疗效。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7.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术中

出血量、手术时间、引流量、引流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疼痛评分分别为(16.03±4.56) mL、(53.51±7.21) min、(72.21±

20.65) mL、(2.09±0.43) d、(3.51±0.61) d、(3.03±0.91)分，明显少(短)于对照组的(20.05±6.15) mL、(57.48±8.08) min、

(85.68±21.33) mL、(2.49±0.58) d、(3.78±0.68) d、(4.08±0.88)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

术前的 hs-CRP、IL-8、TNF-α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 48 h，两组患者的 hs-CRP、IL-8、TNF-α
水平均较术前降低，且观察组患者的 hs-CRP、IL-8、TNF-α水平分别为 (2.19±0.68) mg/L、(16.46±4.61) ng/L、

(24.42±4.91) ng/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8.63±2.01) mg/L、(21.38±3.32) ng/L、(29.17±6.18)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7.5%，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小空

间腔镜甲状腺切除术治疗良性甲状腺结节患者能减轻患者的应激反应，临床治疗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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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mall space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be-

nign thyroid nodules and its impact on stress response of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benign thyroid

nodul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of Dongguan

Southeast Cent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2018 to September 27, 2020.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endoscopic surger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mall space endoscopic surgery.

The operation time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s well as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drainage volume, drainage

time,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pain score, stress response indicators (such as change in level of high sensitivity C-reac-

tive protein [hs-CRP],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and interleukin-8), and complications; then the clinica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7.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2.5%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peration time, drainage volume, drainage time, post-

operative hospital stay, and pain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short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i.

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16.03±4.56) mL vs (20.05±6.15) mL, P<0.05; operation time (53.51±7.21) min vs (57.48±

8.08) min, P<0.05; drainage volume (72.21±20.65) mL vs (85.68±21.33) mL, P<0.05; drainage time (2.09±0.43) days vs
(2.49 ± 0.58) days, P<0.05; postoperative hospital stay (3.51 ± 0.61) days vs (3.78 ± 0.68) days, P<0.05; and pain score

(3.03±0.91) vs (4.08±0.88),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s of hs-CRP, IL-8 and TNF-α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operation (P>0.05). At 48 hours after operation, the levels of hs-CRP,

IL-8 and TNF-α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operation, and the levels of hs-CRP, IL-8 and TNF-α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i.e. hs-CRP level (2.19±0.68) mg/L vs (8.63±

2.01) mg/L, P<0.05; IL-8 level (16.46±4.61) ng/L vs (21.38±3.32 ng/L, P<0.05; TNF-α level (24.42±4.91) ng/L vs (29.17±

6.18) ng/L (P<0.05).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7.5%,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35.0%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Small space endoscopic thyroidectomy for benign thyroid nodules can

reduce the stress response of patients, and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i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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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良性甲状腺结节的治疗中多采用外科

手术切除结节，主要的方式为传统开放切除术和腔

镜手术切除术[1]。其中，传统手术方式是在患者颈部

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甲状腺结节切除，但由于要开放

颈部手术切口较大，患者甲状腺受到的损伤较大，甲

状腺功能也随之受到侵害。腔镜手术切除术相较于

开放手术切除术，能在腔镜下获得直观清晰的视野，

对患者甲状腺伤害较小，已被普遍应用于甲状结节

外科手术中，但由于腔镜手术切除术在操作过程中

依然需要将胸前的皮下组织分离出较大的切口，对

患者造成的创伤依然较大，易对患者颈部皮肤感觉

神经造成挤压或拉扯，促使机体出现应激反应等 [2]。

目前在良性甲状腺结节的治疗中采用传统外科手术

及腔镜手术切除术治疗的研究众多，但小空间腔镜

运用在甲状腺切除手术治疗良性甲状腺结节研究相

对较少。本研究旨在探究小空间腔镜甲状腺切除手

术治疗良性甲状腺结节的疗效及对患者应激反应的

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9

月27日东莞市东南部中心医院收治的80例良性甲状

腺结节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经B超等影像

学检查确诊；②临床诊断与良性甲状腺结节诊断标准

相符合[3]。排除标准：①凝血障碍者；②合并有严重的

心血管及肝肾疾病者；③伴有甲状腺功能亢进者。按

照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

观察组患者年龄 28~43 岁，平均(30.71±6.89)岁；病程

7~12 个月，平均(8.61±3.32) 个月；结节最大径线 24~

54 mm，平均(30.41±7.45) mm；甲状腺瘤17例，结节性

甲状腺23例。对照组患者年龄29~44岁，平均(31.76±

5.89)岁；病程6~13个月，平均(8.89±4.02)月；结节最大

径线26~59 mm，平均(29.10±8.1) mm；甲状腺瘤15例，

结节性甲状腺 25例。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并签署同

意书。

1.2 治疗方法

1.2.1 观察组 该组患者采用小空间腔镜切除

术。具体手术方法：①采用全麻及静脉气管插管，手

术取仰卧、分腿位，在患者头侧安放显示器便于术者

观察。②从患者胸乳内侧切开10 mm左右的切口，将

10 mm trocar从患者切口处置入到皮下组织并穿入到

胸骨上窝处后，注入CO2，控制患者术中CO2压力稳定

在 6 mmHg (1 mmHg=0.133 kPa)，将分离棒置入后对

皮下间隙进行分离操作，完成分离后将 30° 10 mm 的

腔镜置入。③在患者两侧乳晕上缘切开 5 mm 左右

切口，置入 5 mm trocar 从皮下组织穿到分离间隙

处。 ④将患者上、下甲状软骨喉结到胸骨上窝及左、

右胸锁乳突肌前缘的颈前皮下间隙均用超声刀分离，

创建腔镜切除术的手术操作空间。沿着患者颈部颈

白线位置切开，并分离、缝吊患者的颈前肌，使得患者

甲状腺在腔镜下尽可能的暴露。⑤用超声刀切开患

者的甲状腺峡部，使得患者的气管在腔镜下尽可能的

暴露，进行解剖处位置的标记，然后在紧贴患者甲状

腺处，及真假甲状腺包膜间进行手术操作，切断患者

显露的甲状腺附近的动、静脉并电凝，按照下到上、外

到内的顺序将患者甲状腺完全游离后，切除患者甲状

腺左右两侧的大部分腺体，只保留紧贴背内侧的少部

分腺体。⑥将切除下腺体送检，待收到良性病理报告

后进行颈白线缝合，安置入槽式引流管于甲状腺切

面，并从两侧乳晕切口引出。⑦引流结束对切口进行

黏合处理。

1.2.2 对照组 该组患者采用常规腔镜手术切

除术。具体手术方法：①采用全麻及静脉气管插管，

手术取仰卧、分腿位，在患者头侧安放显示器便于术

者观察。从患者双乳内侧缘作 10 mm 大小切口，将

10 mm trocar置入到患者皮下组织，并穿刺到患者胸部

皮下，注入CO2，控制患者术中CO2压力稳定在6 mmHg

将分离棒置入后对皮下间隙进行分离操作，完成分离后

将 30° 10 mm 的腔镜置入。②在患者两侧乳晕上缘切

开 5 mm左右切口口，置入 5 mm trocar从皮下组织穿

到分离间隙处。③将患者上、下甲状软骨喉结到胸骨

上窝及左、右胸锁乳突肌前缘的颈前皮下间隙均用超

声刀分离，创建腔镜切除术的手术操作空间。沿着患

者颈部颈白线位置切开，并分离、缝吊患者的颈前肌，

使得患者甲状腺在腔镜下尽可能的暴露。④用超声

刀切开患者的甲状腺峡部，使得患者的气管在腔镜下

尽可能的暴露，进行解剖处位置的标记，然后在紧贴

患者甲状腺处，及真假甲状腺包膜间进行手术操作，

切断患者显露的甲状腺附近的动、静脉并电凝，按照

下到上、外到内的顺序将患者甲状腺完全游离后，切

除患者甲状腺左右两侧的大部分腺体，只保留紧贴背

内侧的少部分腺体。⑤将切除下腺体送检，待收到良

性病理报告后进行颈白线缝合，安置入槽式引流管于

甲状腺切面，并从两侧乳晕切口引出。⑥引流结束对

切口进行黏合处理。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检测)方法 (1)比较两组

患者的治疗效果。疗效评价标准[4]：痊愈：甲状腺彩超

显示患者甲状腺无甲状腺功能减退及甲状腺结节再

发，身体各项机能恢复良好；有效：甲状腺彩超显示患

者甲状腺的甲状腺功能明显改善，身体机能渐渐恢

复；无效：甲状腺彩超显示患者甲状腺功能减退，且甲

状腺结节再发。治疗总有效率=(痊愈+有效)/总例数×

100%。(2)比较两组患者手术的各项指标。记录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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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出血量、手术时间、引流量、引流时间、术后住院

时间、疼痛评分的手术指标。疼痛评分参照视觉模拟

评分量表(VAS)进行评价，最低 0分(无痛)，最高 10分

最痛，评分越高，提示疼痛越剧烈。(3)比较两组患者

手术前后的应激反应水平。于术前、术后48 h采集两

组患者空腹12 h后的5 mL静脉血并标记，将患者血样

标本进行10 min的3 000 r/min离心，待血清分离后进

行冷冻保持待测。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患者血清中

的超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肿瘤坏死因子-α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白介素-8 (interleukin-8，IL-8)水平。(4)比较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 97.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2.5%，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5.000，P=0.025<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手术各项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

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引流量、引流时间、术后

住院时间、疼痛评分明显少(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应激反应水平比较 术

前，两组患者的hs-CRP、IL-8、TNF-α水平比较差异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术 后 48 h，两 组 患 者 的

hs-CRP、IL-8、TNF-α水平均较术前降低，且观察组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总

并发症发生率为7.5%，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5.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2=9.038，P=0.003<0.05)，见表4。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0

40

痊愈

20

17

有效

19

16

无效

1

7

总有效率(%)

97.5

82.5

表2 两组患者的手术各项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出血量(mL)

16.03±4.56

20.05±6.15

3.321

0.001

手术时间(min)

53.51±7.21

57.48±8.08

2.319

0.012

引流量 (mL)

72.21±20.65

85.68±21.33

2.870

0.003

引流时间(d)

2.09±0.43

2.49±0.58

3.504

0.001

术后住院时间(d)

3.51±0.61

3.78±0.68

1.869

0.033

疼痛评分(分)

3.03±0.91

4.08±0.88

5.246

0.001

表3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应激反应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40

40

术前

9.89±2.99

10.12±3.02

0.342

0.367

术后48 h

2.19±0.68a

8.63±2.01a

19.195

0.001

术前

35.94±4.41

36.11±4.72

0.166

0.434

术后48 h

16.46±4.61a

21.38±3.32a

5.477

0.001

术前

40.05±6.98

41.72±7.88

1.003

0.159

术后48 h

24.42±4.91a

29.17±6.18a

3.806

0.001

注：与本组术前比较，aP<0.05。

hs-CRP (mg/L) IL-8 (ng/L) TNF-α (ng/L)

3 讨论

近年来，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健康检查意识逐步

提高，甲状腺良性结节检出率呈增高趋势[5-6]。甲状腺

良性结节多为甲状腺腺瘤和结节性甲状腺肿，通常该

类结节比较小，无不良症状只要进行定期复查随访即

可，但有的甲状腺良性结节比较大，导致颈部包块，从

而压迫气管、食管等让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

等症状，针对该类甲状腺良性结节多采取外科手术切

除治疗[7-9]。虽然开放切除术在治疗甲状腺良性结节

上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开放切除术手术风险较大，术

中出血量多，并发症发生率高，患者术后恢复慢。随

着微创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对甲状腺良性结节治疗

上，腔镜切除术已成为目前临床常采用的方法，相较

于开放手术，腔镜切除术对甲状腺功能伤害较小。但

由于腔镜切除术需要在胸前皮下分离较大手术操作

空间，患者颈部创伤依然大，会直接损伤患者颈部感

觉神经，促使机体发生应激反应，因此寻找一种在更小的

手术操作空间分离甲状腺组织显得极其重要[10-12]。

为了优化手术，临床医师在熟练地掌握了腔镜

下甲状腺良性结节切除术后，对腔镜切除术方法进

行提炼，对手术操作工具进行改良，发现小空间腔镜

切除手术在外科治疗甲状腺良性结节上具有更多优

势[13-14]。由于小空间腔镜甲状腺切除手术具有较小且

隐蔽的手术切口，术后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低的优

点，已成为良性甲状腺结节切除术的一种新型选择。

小空间腔镜切除术，通过胸乳作切口，利用置入加长

表 4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40

40

切口感染

2

8

创面积液

1

6

总发生率(%)

7.5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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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car穿刺到患者上、下两处甲状软骨、胸骨上窝以及

左、右两侧胸锁乳突肌前缘，从而建立操作远小于腔镜

的手术操作空间，同时术者在该空间上操作效果类似

于在颈部开放手术，避免了较大的创伤，有利于患者术

后恢复，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也保证了美观[15-16]。在

本次研究中，笔者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一组采用小

空间腔镜切除手术治疗甲状腺良性结节，一组采用腔

镜切除术治疗。采用小空间腔镜切除手术治疗的患

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引流量、引流时间、术后住

院时间、疼痛评分均明显低于采用腔镜切除术的患

者，说明小空间腔镜切除术安全性更高，更能减轻患

者疼痛。由于两组手术过程均能对患者产生应激反

应使得 hs-CRP、IL-8、TNF-α水平升高对患者甲状腺

功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对比两组患者术后24 h、48 h的

hs-CRP、IL-8、TNF-α水平发现，采用小空间腔镜切除

手术治疗患者 hs-CRP、IL-8、TNF-α水平均明显低于

采用腔镜切除术的患者，说明用小空间腔镜切除手术

能有效改善手术的应激反应，减轻手术损伤。同时，

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治疗的总有效率发现，采用

小空间腔镜切除手术治疗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治

疗的总有效率更高，说明采用小空间腔镜切除治疗甲

状腺良性结节效果更好。

综上所述，采用小空间腔镜甲状腺切除手术治疗

良性甲状腺结节对患者造成的创伤小，恢复快，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低，安全性高、治疗效果明显，具有实用

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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