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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螺旋CT诊断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
陈广银，陈悦熙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放射科，广东 广州 510620

摘要：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CT对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5例手术病理确诊为结节性甲
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患者CT资料，比较患者肿瘤数目、边界、形态、大小、密度等方面的情况。结果 22例结节性甲状腺肿和
甲状腺癌独立存在，3例为甲状腺癌病灶，位于结节性甲状腺肿内；其中，共发现结节性甲状腺肿病灶40个，甲状腺癌病灶
28个。20例CT平扫癌灶呈明显低密度，边界相对清楚，增强后癌灶均匀或不均匀明显强化，边界不清楚，称为“边界反转征”；
23例癌灶位于甲状腺边缘且18例突破包膜，出现“边缘中断征”；癌灶内钙化15例；颈部淋巴结转移13例。结论 结节性甲状腺
肿合并甲状腺癌的多层螺旋CT征象具有一定特征性，利用多层螺旋CT多平面重建技术全面观察每个结节，能有效减少结节
性甲状腺肿中合并甲状腺癌的漏诊。
关键词：结节性甲状腺肿；甲状腺癌；体层摄影术；X线计算机

Value of MSCT in diagnosis of nodular goiter with coexistent thyroid carcinoma
CHEN Guangyin, CHEN Yuexi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the Twelfth People's Hospital of Guangzhou, Guangzhou 51062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 in nodular goiter with coexistent thyroid
carcinoma. Methods CT findings of 25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diagnosed nodular goiter associated with thyroid
carcinom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In 3 cases the cancerous lesion was located within the nodular goiter, and in
the other 22 cases the nodular goiter and the cancerous lesion existed independently. CT plain scan of 20 cases were obvious
low density with a relatively well demarcated margin, and contrast-enhanced CT scanning showed homogeneous or
heterogeneous enhancement with poorly defined margin of the lesion, known as “boundary reversion” sign. In 23 cases, the
margin of lesion was irregular, and the tumor broke through the capsule, forming the so-called “remnant margin” sign.
Calcification within the cancerous lesion was observed in 15 cases, and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the ipsilateral neck
root or clavicular region was detected in 13 cases. Conclusion The MSCT features of nodular goiter with coexistent thyroid
cancer have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using which the comprehensive observation of each nodul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misdiagnosis of thyroid carcinoma associated with nodular goiter．
Keywords: nodular goiter; thyroid cancer; tomography;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结节性甲状腺肿是临床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发

1 资料与方法

病率高达6%~7%，临床诊治相对容易。其合并甲状

1.1 一般资料

腺癌的几率高于普通人群

，为4%~17% ，当两者

选取2009年1月~2016年12月经临床病理证实结

并存时，在影像学表现中有一定的重叠，往往仅诊断

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患者25例，男性11例，女

了结节性甲状腺肿，而忽略或遗漏了癌结节的观察，

性14例，年龄24~75岁（40.16±8.28岁）。纳入标准：（1）

使其诊断率较低，导致较多的误诊或漏诊。因此，对

影像学检查发现甲状腺结节，并经手术病理明确病

[1-2]

[3]

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进行准确诊断具有十
分重要的临床意义。既往文献大多数是对结节性甲
状腺肿或甲状腺癌的影像学表现进行单独的研究或
分析[4-5]，少见关于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的
CT诊断报道。本文搜集本院2009年1月~2016年12月
期间术后病理证实为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
患者25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及CT资料，旨在
进一步提高MSCT对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
的诊断准确率。

变组织类型；（2）患者自愿接受CT平扫及增强扫描；
（3）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妊娠期及哺乳期女
性；（2）合并精神或神经系统疾病者；（3）急性炎症者；
（4）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5）碘造影剂过敏者。临床
均以颈部触及肿块就诊。均行CT检查。
1.2 检查方法
采用Toshiba Aquilion16层螺旋CT机扫描，扫描
范围从舌骨水平至锁骨上缘。所有病例均行颈部
CT平扫和增强扫描，扫描参数：平扫：管电压120 k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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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电流200 mAs，层厚2 mm，间隔0，矩阵512×512。增
强扫描：应用高压注射器经肘正中静脉注入碘海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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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mg/mL，剂量80~100 mL，注射速率3.5 mL/s，均行

布多样，但多数位于甲状腺实质内，仅1例位于边缘

双期扫描，动脉期25 s开始扫描，静脉期60 s开始扫描。

位置。癌灶直径5~32 mm（13.24±1.02 mm），癌灶形态

1.3 图像观察

不规则20例。结节性甲状腺肿直径2~45 mm（8.32±

由2名放射科主治以上医师在Vitrea2（4.1.2）后处

4.57 mm），形态多数为规则类圆形或圆形，不规则

理工作站上对病变的部位、大小、形态、包膜、增强前

2例。

后密度差、钙化、周围淋巴结等情况进行分析。

2.3 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CT表现
25例中，20例癌灶平扫呈明显低密度，边界相对

2 结果

清楚，增强后癌灶均匀或不均匀较明显强化，癌灶与

2.1 病理结果

正常甲状腺组织或结节性甲状腺肿密度差降低，边

25例患者中，23例为双侧结节性甲状腺肿，2例

界模糊，称为“边界反转征”（图1）。23例癌灶边缘不

为单侧结节性甲状腺肿；单发甲状腺癌21例，多发甲

规整，且18例突破包膜，即“边缘中断征”（图2）。癌灶

状腺癌4例7个癌灶；22例乳头状癌，2例未分化癌，

内发现钙化15例，13例为细沙粒样钙化，2例为混合

1例髓样癌；13例出现淋巴结转移。

钙化。13例见癌灶同侧颈根部或锁骨区淋巴结转

2.2 病变部位、大小、形态

移。结节性甲状腺肿病灶平扫密度较均匀，呈实性或

甲状腺癌与结节性甲状腺肿独立存在22例，癌

囊实性病变，边界清晰，增强扫描时实质部分可有不

灶12例在左叶，10例在右叶，癌灶位于结节性甲状腺

同程度强化，囊性部分无强化，强化后病灶边界变得

肿内3例，1例为右叶，2例为左叶。其中19例癌灶位

更清晰，均无出现“边界反转征”及“边缘中断征”，结

置在甲状腺边缘位置。25例结节性甲状腺肿位置分

节内出现粗大条状钙化3例。

图1 右侧结节性甲状腺肿并甲状腺癌一
A: CT平扫癌灶内见砂砾样钙化, 边界尚清; B: 增强动脉期, 癌灶边界显示不清(短箭), 出现“边界反转征”, 结节性甲状腺肿(长箭)边界清晰;
C、D: 增强静脉期冠状位及矢状位重建, 显示肿瘤突破甲状腺包膜, 包膜不完整.

图2 右侧结节性甲状腺肿并甲状腺癌二
A: CT平扫, 肿瘤突破甲状腺包膜, 包膜不完整, 出现“边缘中断征”(长箭); B: 增强动脉期; C: 增强静脉期冠状位; D: 增强静脉期矢状位.

腺肿和甲状腺癌的治疗方案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甲

3 讨论
结节性甲状腺肿发病率较高，病理基础是非毒

状腺癌首选治疗方案为手术，术后辅以内分泌治疗，

性甲状腺肿结节经过长期交替发生的增生和退缩过

可改善疾病预后；而结节性甲状腺肿复发率较高，手

程中使甲状腺内纤维组织增生，小叶或一群充满胶

术并非首选治疗方案。目前，术前诊断结节性甲状腺

质的滤泡周围有纤维组织包绕，从而形成结节

肿并不困难，但术前对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

。

[6-7]

既往研究[8-11]已从临床病理角度证明在结节性甲状腺

癌的诊断符合率却很低，如何在结节性甲状腺肿合

肿与甲状腺癌间存在着一种过渡性，结节性甲状腺

并甲状腺癌中区分结节性质，提高其诊断符合率，是

肿可发生癌前病变，可恶变为甲状腺癌。结节性甲状

临床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12-14]。目前超声、CT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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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诊断甲状腺结节的主要手段[15]，且这两种方法具
有无创性、操作简单、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的优点，有
研 究 指 出 ， 超 声 和CT诊 断 甲 状 腺 疾 病 准 确 率 为
50%~70%[16]，但超声检查因易受操作者经验等因素
影响而降低诊断准确率。
本组病例中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的诊
断符合率仅为52%（13/25），究其主要原因在于：（1）对
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的认识不足，往往只
停留满足于结节性甲状腺肿的诊断；（2）未能注意到
癌结节与其他结节性甲状腺肿结节的差别而遗漏甲
状腺癌的诊断；（3）未能密切结合患者的临床资料，如
结节性甲状腺肿病史长，发病年龄小等；（4）结节性甲
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的影像学表现不典型，表现多
样；（5）部分甲状腺癌病灶较小，且和周围组织无清晰
界限，漏诊率较高[17]。本组病例中甲状腺癌与结节性
甲状腺肿独立存在22例，癌灶位于结节性甲状腺肿
内3例，其中2例CT明确显示肿瘤位于甲状腺结节囊
腔或扩张滤泡内，导致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
癌的CT表现多种多样。经过分析，本研究认为出现
以下征象对于提示癌结节具有重要意义：（1）结节突
破包膜出现“边缘中断征”，与癌结节的浸润性生长特
性有关[18]。本组18例突破甲状腺包膜。（2）结节发生
部位，当结节位于甲状腺边缘时，高度提示恶性可
能[19-21]，本组19例癌灶边缘不规则且位于甲状腺边
缘。（3）结节内出现砂砾样钙化，本组15例出现钙
化。（4）“边界反转征”，即平扫边界清楚，增强反而不
清楚，当出现此变化特征时被认为具有特征性，高度
提示为癌结节可能[22-23]，本组20例出现。（5）淋巴结转
移，本组13例见癌灶同侧颈根部或锁骨区淋巴结转
移。除了以上征象外，充分运用MSCT多平面成像技
术，亦能对甲状腺结节性质判断有重要帮助作用。既
往研究大多数局限于CT横断位对结节的分析，在本
组病例中，运用MPR重建技术，在冠状位及矢状位上
全面观察每个结节，对比分析每个结节的部位、大
小、形态及增强前后CT值变化，对于发现不典型癌结
节并提高其诊断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CT征
象多种多样，并不典型，容易漏诊。在CT诊断中要提
高重视，全面细致观察每个结节，根据结节的边缘、
形态、钙化、平扫及增强密度、与周围组织关系、淋巴
结增大综合分析，注意提示合并甲状腺癌存在的征
象，将有效减少结节性甲状腺肿合并甲状腺癌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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