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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病（COVID-19）是⼀种新的不断变化的情况。

癌症患者的信息：https：//www.cancer.gov/espanol/coronavirus

检查Y新的CDC公共卫⽣信息：https : //espanol.cdc.gov/enes/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成⼈甲状腺癌治疗（PDQ®）-健康专业版
转到患者版本

甲状腺癌的⼀般信息

甲状腺癌有四种主要类型：

乳头状

滤泡的。

延髓。

间变性。

对于患者的临床⽅法，甲状腺癌通常分为两类：[ 1 ]

1. 分化型甲状腺癌，包括⾼分化肿瘤，低分化肿瘤和未分化肿瘤（乳头状，滤泡性或间变性）。

2. 甲状腺髓样癌。

⾼分化肿瘤（滤泡状和乳头状甲状腺癌）可以⾼度治愈，通常可以治愈。分化不良和未分化的肿瘤（再变性甲状腺癌）的

发⽣率较低，恶性程度⾼，转移迅速且预后较差。甲状腺髓样癌是⼀种神经内分泌癌，预后中等。

有时，甲状腺是其他原发肿瘤的部位，例如⾁瘤，淋巴瘤，鳞状细胞癌和畸胎瘤。另外，甲状腺可能是其他癌症转移的部

位。特别是肺，乳房和肾脏。

发病率和死亡率

到2020年，美国甲状腺癌新病例和死亡⼈数估计：[ 2 ]

新案件：52,890。

死亡⼈数：2180

甲状腺癌⽐男性更容易感染⼥性，通常发⽣在25⾄65岁的⼈群中。在过去的⼗年中，这种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有所增加。
甲状腺癌通常表现为感冒结节。在体格检查期间将其检测为可触及的甲状腺，并通过碘I 131扫描进⾏评估。此闪烁显像
仪显示不吸收同位素的腺体区域。癌症在冷结节的总发病率是12％⾄15％，但它在⼈超过40年，并在那些术前超声钙化
年轻⾼。[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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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的组织围绕着⽓管的上部，就在构成喉部的软⻣下⽅：甲状腺和环环。腺体的峡部和裂⽚（左右）通常不对称。背

部通常有四个甲状旁腺。吞咽时，有时会感觉到甲状腺随喉咙⽽上升。当存在病理过程时，这种情况更为常⻅。

⻛险因素

在婴⼉期或⼉童期接受放射治疗以治疗头部和颈部的良性疾病（例如胸腺，扁桃体或腺样体增⼤；或痤疮）的患者，罹患

癌症和其他甲状腺异常的⻛险增加。在这组患者中，甲状腺的恶性肿瘤Y早在放疗后5年出现，或在放疗后很⻓时间出
现，在20年或更⻓时间后出现[ 5 ]⾬间辐射暴露之间也建⽴了关系。放射性和甲状腺癌⾼⻛险；尤其是⼉童。[ 6 - 8 ]

甲状腺癌的其他危险因素如下：[ 9 ]

甲状腺疾病或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征（MEN）的家族病史。

突变在RET基因。[ 2，10 ]

甲状腺肿的背景。

⼥性。

亚洲种族。

诊断评估和分期

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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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测试和程序可⽤于甲状腺癌的诊断和分期：

体格检查和病史。

喉镜检查。

⾎液的荷尔蒙研究。

⾎液的⽣化研究。

超⾳波

CT检查。

甲状腺细针穿刺活检。

⼿术切除。

⾼分化甲状腺癌的预后因素

这似乎年龄是Y重要的预后因素[ 11 ]的分化癌（乳头状或滤泡）⽆外扩展或⾎管侵犯预后较好的患者年龄⼩于40岁[ 11 -
15 ]

根据年龄，转移，延伸和⼤⼩的⻛险标准被认为是低⻛险的患者是年龄⼩于50岁的⼥性和年龄⼩于40岁的男性，⽆远处
转移的迹象。低⻛险组还包括年龄较⼤，原发性乳头状瘤⼩于5厘⽶，⽆明显甲状腺外侵犯证据的⽼年患者和卵泡癌，⽆
明显包膜或⾎管侵犯的⽼年患者[ 13 ]。回顾使⽤这些标准的1,019位患者，发现低危患者的20年⽣存率为98％，⾼危患者
为50％[ 13 ]。

在931例未经⼿术治疗的分化型甲状腺癌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他们接受了以下不良预后因素：年龄超过45岁，滤泡组织
学特征，原发肿瘤⼤于4厘⽶（T2– T3），甲状腺外扩散（T4），和远处转移。[ 16，17 ]有利预后因素⼥性，多灶性，
和区域淋巴结受累。[ 16 ]然⽽，其他研究发现区域淋巴结受累的承诺没有效果[ 18，19 ]或对⽣存产⽣不利影响。[ 14，
15，20 ]

在另⼀项1807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发现远处转移，其次是年龄是Y能预测⽣存的因素[ 21 ]，55岁的年龄限制被认为
具有Y⾼的预测价值。⽣存。因此，对于美国甲状腺癌联合委员会/国际癌症控制联盟（AJCC / UICC）甲状腺癌分期系
统，将55岁的限值进⾏了国际多机构验证，以进⾏⻛险分层。有区别。从这个分析9484例年龄限制也从45到55年的8改
变 的版AJCC癌症分期⼿册⽤于⾼度分化的甲状腺癌的AJCC / UICC分期[ 22 ]

淋巴结状态的预后重要性是有争议的。前哨淋巴结活检可能有助于识别隐匿性转移患者，这些患者可能受益于中央颈清扫

术[ 23 ]。

乳头状癌患者弥漫性，强烈的⾎管内⽪⽣⻓因⼦免疫染⾊与⾼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有关[ 24 ]⾎清甲状腺球蛋⽩浓度升⾼
与肿瘤复发密切相关。患者术后期间评估分化型甲状腺癌中发现。[ 25，26 ]⾎清甲状腺球蛋⽩的浓度是Y敏感的，当患
者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和⾼浓度的促甲状腺激素的。[ 27 ]该抑制器基因的表达p53肿瘤它也与甲状腺癌患者的不良预后有
关[ 28 ]。

（参照临床特征和预后的甲状腺髓样癌部的部分和临床特征和预后本概述的甲状腺未分化癌部的部分为约预后的更多信

息）。

相关摘要

其他与甲状腺癌有关的信息的PDQ摘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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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甲状腺癌的治疗

⼉童多发性内分泌肿瘤综合征的治疗

以下摘要仅提供英⽂版本：

内分泌和神经内分泌肿瘤的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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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的细胞分类

细胞类型是甲状腺癌预后的重要决定因素。甲状腺有两种类型的细胞：滤泡性和卵泡旁细胞。甲状腺癌的治疗取决于起源

的细胞，并保持细胞类型的完整性。甲状腺癌的四种主要类型可分为两种：[ 1 ]

分化型甲状腺癌（卵泡细胞）。

1. 很好的区分。

a. 甲状腺乳头状癌。

b. 滤泡性甲状腺癌。

嗜酸细胞癌，滤泡性癌具有更差的预后的变体。[ 2，3 ]

2. 分化差。

3. ⽆差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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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变性甲状腺癌。

滤泡旁C细胞甲状腺癌。

1. 甲状腺髓样癌。

其他类型（不是来源于甲状腺细胞）。

1. 淋巴瘤

2. ⾁瘤。

3. 癌⾁瘤。

参考书⽬

1. LiVolsi VA：甲状腺疾病的病理学。在：福克SA：甲状腺疾病：内分泌，外科，核医学和放射治疗。宾夕法尼亚州
费城：Lippincott-Raven，1997，第127-175⻚。

2. Kushchayeva Y，Duh QY，Kebebew E等⼈：118例Hurthle细胞或滤泡性甲状腺癌患者在诊断和随访期间的临床
特征⽐较。Am J Surg 195（4）：457-62，2008.  [PUBMED摘要]

3. Mills SC，Haq M，Smellie WJ等⼈：甲状腺Hürthle细胞癌：回顾1946年⾄2003年间在皇家⻢斯登医院接受治疗
的62例患者。Eur J Surg Oncol 35（3）：230-4，2009 。  [PUBMED摘要]

有关甲状腺癌分期的信息

TNM定义

阶段已被指定由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由TNM分类（肿瘤，淋巴结和转移）来定义甲状腺癌。[ 1，2 ]对于每种类型的甲状
腺癌的阶段TNM定义在所描述的此摘要中的以下各节：

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分期的信息。

有关甲状腺髓样癌分期的信息。

有关间变性甲状腺癌分期的信息。

参考书⽬

1. Tuttle RM，Morris LF，Haugen BR等：甲状腺-分化和间变性癌。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
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873-90⻚。

2. Rosen Je，Lloyd RV，Brierley JD等，：甲状腺髓质。在：Amin 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891-901⻚。

甲状腺癌治疗选择概述

表1描述了标准的甲状腺癌治疗选择。

•

•

•

•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18070728&dopt=Abstract
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list_uids=18722077&dopt=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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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标准甲状腺癌治疗选择

甲状腺癌的类型 疾病状况 标准治疗⽅案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RHE =外束放射疗法；YRA =放射性碘。

乳头和滤泡 本地化或区域性 ⼿术

–全甲状腺切除术

–肺切除术

YRA疗法

甲状腺抑制疗法

RHE

乳头和滤泡 转移性 对碘敏感：

YRA疗法

甲状腺抑制疗法

耐碘：

甲状腺抑制疗法

靶向治疗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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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头状和滤泡状甲状腺癌

临床特征和预后

甲状腺癌的类型 疾病状况 标准治疗⽅案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RHE =外束放射疗法；YRA =放射性碘。

RHE

复发性乳头状和滤泡性

甲状腺癌

 有或没有术后YRA的⼿术和治疗

靶向治疗

RHE

化学疗法

甲状腺髓样癌 局部疾病 全甲状腺切除术

RHE

局部晚期转移性疾病 靶向治疗

姑息化疗

间变性甲状腺癌  ⼿术

RHE

全身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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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甲状腺肿瘤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因阶段⽽异。

⼤多数乳头状癌都有⼀些滤泡成分。这些卵泡成分可能⽐乳头状结构更多，但它们不会改变预后。

滤泡性腺瘤的特征在于它们不通过胶囊侵⼊周围的甲状腺组织，因此必须与滤泡性甲状腺癌区分开来。滤泡性癌虽然预后

良好，但不如乳头状癌好。没有⾎管浸润的滤泡癌患者的10年⽣存期⽐⾎管浸润的患者更好。

乳头状癌转移到区域淋巴结的频率⽐转移到远处的频率更⾼。滤泡癌通常会侵⼊⾎管并转移到肺和⻣骼，⽽不是通过淋巴

系统扩散。当转移时，放射性碘疗法Y初是有效的，但是随着对放射性碘的耐药性的发展，预后会恶化。

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的分期和预后取决于疾病的年龄和部位。甲状腺乳头状癌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如下：

在我甲状腺癌乳头状或滤泡阶段位于甲状腺的55岁以上的患者。在55岁以下的患者中，癌症可能扩散到附近的组织
和淋巴结，但没有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在⼏乎50％的病例中，甲状腺乳头状癌是多灶性的。

所述癌症乳头状或滤泡II阶段甲状腺根据定义到55 1）患者55岁以下的与具有扩散从甲状腺到身体的遥远的部分，或
2肿瘤）患者年龄或更多：在以下的说明肿瘤局限于甲状腺，或在甲状腺外的浸润有限，有或⽆淋巴结受累，但未扩
散到身体的远处。II期是55岁以下患者可能达到的Y晚期。

在甲状腺癌乳头状或滤泡阶段III仅发⽣在患者55岁或以上。在周围的软组织，喉，⽓管，⻝道或喉返神经中发现甲
状腺肿瘤的扩展。有时有淋巴结受累，但没有扩散到身体的其他远处。

在甲状腺癌乳头状或滤泡阶段IVA是仅⽤于患者55岁或以上。甲状腺肿瘤在周围的软组织中发现，包括椎前筋膜。或
颈动脉或纵隔⾎管被卡住。有时有淋巴结受累，但没有扩散到身体的其他远处。

在甲状腺癌乳头状或滤泡阶段IVB仅⽤于患者55岁或以上。它的定义是扩散到身体其他遥远的地⽅。肺和⻣头是Y常
⻅的远距离传播地点。

Hürthle细胞癌是滤泡癌的⼀种变体，具有相似的预后，其治疗⽅法与⾮Hürthle细胞滤泡癌的等效阶段相同[ 1 ]。

有关甲状腺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分期的信息

•

•

•

•

•

表2. TNM对甲状腺癌分化为乳头状和滤泡性I 

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诊断年龄<55岁：

⾄T期的定义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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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世 任何T，任何N，M0 TX =不可评估的原发
肿瘤。

T0 =没有原发肿瘤的
证据。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
的肿瘤，仅限于甲状

腺。

–T1b =肿瘤尺⼨⼤于1
厘⽶，但Y⼤尺⼨⼩

于≤2厘⽶，仅限于甲
状腺。

T2 =肿瘤尺⼨> 2
cm，但Y⼤尺⼨≤4
cm，并限于甲状腺。

T3 =肿瘤尺⼨> 4
cm，仅限于甲状腺或
⾁眼可⻅的甲状腺外

扩散，仅侵犯⾆下

肌。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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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T3a =尺⼨⼤于4厘⽶
且限于甲状腺的肿

瘤。

–T3b =⼤⼩不等的肿
瘤，具有明显的甲状

腺外扩散，仅侵犯⾆

下肌（胸⻣⾆⻣，胸

甲甲状腺，甲状腺⾆

⻣或⾆⻣⾆⻣的肌

⾁）。

T4 =包括⾁眼可⻅的
甲状旁腺扩散超过⾆

下肌。

–T4a =⼤⼩不等的肿
瘤，有甲状腺外明显

扩散，并侵犯了⽪下

软组织，喉，⽓管，

⻝道或喉返神经。

–T4b =任何⼤⼩的肿
瘤，⾁眼可⻅甲状腺

外扩散并侵犯椎前筋

膜，或卡住颈动脉或

纵隔⾎管。

NX =不可评估的区域
淋巴结。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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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N0 =⽆局部淋巴结转
移的证据。

–N0a =根据细胞学或
组织学确认的⼀个或

多个良性淋巴结。

–N0b =局部区域淋巴
结转移⽆放射学或临

床证据。

N1 =区域淋巴结转
移。

–N1a =第VI或VII组淋
巴结转移（⽓管前，

⽓管旁或喉前/纵隔或
纵隔上）。该疾病可

以是单侧或双侧的。

–N1b =单侧，双侧或
对侧颈淋巴结（I，
II，III，IV或V组）或
咽后淋巴结转移。

M0 =⽆远处转移。

诊断年龄≥55岁：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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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世 T1，N0 / NX，M0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N0 =⽆局部淋巴结转
移的证据。

NX =不可评估的区域
淋巴结。

M0 =⽆远处转移。

T2，N0 / NX，M0 T2 =肿瘤尺⼨> 2
cm，但Y⼤尺⼨≤4
cm，并限于甲状腺。

N0 =⽆局部淋巴结转
移的证据。

NX =不可评估的区域
淋巴结。

M0 =⽆远处转移。

b

⼀个

b

表3.甲状腺癌分化的乳头状和滤泡性II期  TNM期的TNM定义

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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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年龄<55岁：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诊断年龄<55岁：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II 任何T，任何N，M1 任何T = 参⻅表2中的描
述。

任何N = 参⻅表2中的描
述。

诊断年龄≥55岁：

II T1，N1，M0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的
肿瘤，仅限于甲状腺。

–T1b =肿瘤尺⼨⼤于1厘
⽶，但Y⼤尺⼨⼩于≤2厘
⽶，仅限于甲状腺。

N1 =区域淋巴结转移。

–N1a = VI或VII组淋巴结
转移（⽓管前，⽓管旁或

喉前/纵隔或纵隔上段）转
移。该疾病可以是单侧或

双侧的。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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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诊断年龄<55岁：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N1b =单侧，双侧或对侧
颈淋巴结（I，II，III，IV
或V组）或咽后淋巴结转
移。

M0 =⽆远处转移。

T2，N1，M0 T2 =肿瘤尺⼨> 2 cm，但
Y⼤尺⼨≤4 cm，并限于
甲状腺。

N1 =区域淋巴结转移。

–N1a = VI或VII组淋巴结
转移（⽓管前，⽓管旁或

喉前/纵隔或纵隔上段）转
移。该疾病可以是单侧或

双侧的。

–N1b =单侧，双侧或对侧
颈淋巴结（I，II，III，IV
或V组）或咽后淋巴结转
移。

M0 =⽆远处转移。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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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诊断年龄<55岁：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T3a / T3b，任意N，
M0

–T3a =尺⼨⼤于4厘⽶且
限于甲状腺的肿瘤。

–T3b =⼤⼩不等的肿瘤，
具有明显的甲状腺外扩

散，仅侵犯⾆下肌（胸⻣

⾆⻣，胸甲甲状腺，甲状

腺⾆⻣或⾆⻣⾆⻣的肌

⾁）。

任何N = 参⻅表2中的描
述。

M0 =⽆远处转移。

b

⼀个

b

表4.甲状腺癌分化为乳头状和滤泡性III  III期的TNM定义

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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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诊断年龄≥55岁：

三级 T4a，任何N，M0 –T4a =⼤⼩不等的肿
瘤，有甲状腺外明显

扩散，并侵犯了⽪下

软组织，喉，⽓管，

⻝道或喉返神经。

任何N = 参⻅表2中的
描述。

M0 =⽆远处转移。

b

⼀个

b

表5.在第IVA和TNM定义为化乳头状和滤泡甲状腺癌IVB期

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诊断年龄≥55岁：

⼀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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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增值税 T4，任何N，M0 –T4b =任何⼤⼩的肿
瘤，⾁眼可⻅甲状腺外

扩散并侵犯椎前筋膜，

或卡住颈动脉或纵隔⾎

管。

任何N = 参⻅表2中的描
述。

M0 =⽆远处转移。

IVB 任何T，任何N，M1 任何T = 参⻅表2中的描
述。

任何N = 参⻅表2中的描
述。

M1 =远处转移。

b

⼀个

b

表6. TNM定义为间变性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在阶段IVA，IVB，IVC和

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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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增值税 T1 – T3a，N0 /
NX，M0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的
肿瘤，仅限于甲状腺。

–T1b =肿瘤尺⼨⼤于1厘
⽶，但Y⼤尺⼨⼩于≤2厘
⽶，仅限于甲状腺。

T2 =肿瘤尺⼨> 2 cm，但
Y⼤尺⼨≤4 cm，并限于
甲状腺。

T3 =肿瘤尺⼨> 4 cm，仅
限于甲状腺或⾁眼可⻅的

甲状腺外扩散，仅侵犯⾆

下肌。

–T3a =尺⼨⼤于4厘⽶且
限于甲状腺的肿瘤。

N0 =⽆局部淋巴结转移的
证据。

–N0a =根据细胞学或组织
学确认的⼀个或多个良性

淋巴结。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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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N0b =局部区域淋巴结转
移⽆放射学或临床证据。

NX =不可评估的区域淋巴
结。

M0 =⽆远处转移。

IVB T1 – T3a，N1，M0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的
肿瘤，仅限于甲状腺。

–T1b =肿瘤尺⼨⼤于1厘
⽶，但Y⼤尺⼨⼩于≤2厘
⽶，仅限于甲状腺。

T2 =肿瘤尺⼨> 2 cm，但
Y⼤尺⼨≤4 cm，并限于
甲状腺。

T3 =肿瘤尺⼨> 4 cm，仅
限于甲状腺或⾁眼可⻅的

甲状腺外扩散，仅侵犯⾆

下肌。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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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T3a =尺⼨⼤于4厘⽶且
限于甲状腺的肿瘤。

N1 =区域淋巴结转移。

–N1a =第VI或VII组淋巴
结转移（⽓管前，⽓管旁

或喉前/纵隔或纵隔
上）。该疾病可以是单侧

或双侧的。

–N1b =单侧，双侧或对侧
颈淋巴结（I，II，III，IV
或V组）或咽后淋巴结转
移。

M0 =⽆远处转移。

T3b，任何N，M0 –T3b =⼤⼩不等的肿瘤，
具有明显的甲状腺外扩

散，仅侵犯⾆下肌（胸⻣

⾆⻣，胸甲甲状腺，甲状

腺⾆⻣或⾆⻣⾆⻣的肌

⾁）。

任何N = 参⻅表2中的描
述。

M0 =⽆远处转移。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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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

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T4，任何N，M0 T4 =包括⾁眼可⻅的甲状
旁腺扩散超过⾆下肌。

–T4a =⼤⼩不等的肿瘤，
有甲状腺外明显扩散，并

侵犯了⽪下软组织，喉，

⽓管，⻝道或喉返神经。

–T4b =任何⼤⼩的肿瘤，
⾁眼可⻅甲状腺外扩散并

侵犯椎前筋膜，或卡住颈

动脉或纵隔⾎管。

任何N = 参⻅表2中的描
述。

M0 =⽆远处转移。

静脉曲张 任何T，任何N，M1 任何T = 参⻅表2中的描
述。

任何N = 参⻅表2中的描
述。

M1 =远处转移。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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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或局部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

外科⼿术是所有原发性损伤的⾸选治疗⽅法。⼿术选择包括全甲状腺切除术和肺叶切除术。程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患者的

年龄和结节的⼤⼩。⽣存结果与两个程序的早期类似 - [末期疾病，但在⼿术并发症和局部复发率差异2 - 8 ]

局部或区域性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

局部或区域性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包括以下程序：

1. ⼿术。

全甲状腺切除术。

肺叶切除术。

2. 放射性碘疗法（YRA）。

3. 甲状腺抑制疗法。

4. 外部束放射疗法（EHR）。

⼿术

⼿术的⽬的是彻底清除原发肿瘤；除了Y⼤程度地减少与治疗相关的发病率，并指导YRA的术后治疗。这种疗法的⽬的是
破坏残留的甲状腺组织，以提⾼甲状腺球蛋⽩检测的特异性，从⽽通过全身扫描监测来检测持续性疾病。对于接受YRA的
患者，切除所有正常的甲状腺组织是重要的⼿术⽬标。此外，需要准确或⻓期的甲状腺切除术以实现准确的⻓期监视，因

为残留的甲状腺组织会影响YRA全身扫描和⾎清甲状腺球蛋⽩的测量。这种⽅法可以更轻松地进⾏甲状腺扫描。

全甲状腺切除术

由于全灶性累及两个腺叶的⾼发⽣率，以及任何残留的肿瘤都可能分化为间变性细胞类型，因此常使⽤全甲状腺切除术。

证据（甲状腺全切除术）：

1. 在来⾃国家癌症中⼼数据库（NCDB）的52,173名患者的注册表中，有4,227（82.9％）例⾏了全甲状腺切除术，有
8,946（17.1％）例⾏了肺叶切除术[ 9 ] [ 级检查：3iiA ]

对于⼩于1 cm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术的扩散不会影响复发（P = 0.24）或⽣存（P = 0.83）。

对于1厘⽶或更⼤的肿瘤，肺叶切除术具有较⾼的复发⻛险（P = 0.04）和死亡（P = 0.009）。

为了减轻较⼤肿瘤的影响，分别检查了1⾄2 cm的病变。肺叶切除术导致更⾼的复发⻛险（P = 0.04）和死
亡⻛险（P = 0.04）。

与肺叶切除术相⽐，全甲状腺切除术可降低1 cm或更⼤肿瘤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的复发率，并提⾼其⽣
存率。

2. 在⼀项护理指南研究中，使⽤了1985年⾄2003年来⾃NCDB注册中⼼的数据，对57243例1厘⽶或更⼤肿瘤的乳头
状甲状腺癌患者进⾏了全甲状腺切除术或肺叶切除术。研究了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超过⼆⼗年的外科⼿术扩展趋

势。使⽤Logistic回归分析来确定预测与全肺切除术相⽐使⽤全甲状腺切除术的因素[ 10 ] [ 证据⽔平：3i ]

甲状腺总切除术从1985年的70.8％增加到2003年的90.4％（P <0.0001）。

与在医疗机构或学术中⼼接受检查的患者数量较少的患者相⽐，在医疗机构或学术中⼼接受治疗的患者数

量较⾼的患者进⾏全甲状腺切除术的可能性更⾼（P < 0.0001）。

肺叶切除术

•

•

•

•

•

•

•

•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44&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641570&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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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接受头部和颈部靶向放射治疗且因淋巴结转移⽽在临床上未受到损害的患者，仅甲状腺叶切除术可能是低⻛险

（<1 cm）⼩的单灶性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有效治疗⽅法。颈部。该⼿术的并发症发⽣率较低，但是有5％⾄10％的患者会
在肺叶切除术后甲状腺复发[ 11 ]。

在⼿术时，对异常的区域淋巴结进⾏活检。在初次⼿术期间，将已知累及的淋巴结切除，但可以有选择地切除淋巴结，通

常不需要进⾏彻底的颈部解剖。尽管尚未显示出可以提⾼⽣存率，但是这降低了复发率。滤泡性甲状腺癌通常转移⾄肺和

⻣骼。当存在残留的叶时，使⽤碘I 131消融治疗的可能性就会改变，因为与肿瘤相⽐，残留的甲状腺组织将优先吸收放
射性碘。

放射性碘疗法

研究表明，在术后⾼剂量乳头状和滤泡性癌患者中，应⽤治疗性（消融性）放射性碘131I可以降低复发率[ 5 ]除了外源性
甲状腺激素外，还可以使⽤YRA，但这[ 12 ]在完全甲状腺切除术后甲状腺残留Y少的情况下，YRA治疗是Y佳的。当存在
⼤量甲状腺残基时，⽆法获得低甲状腺球蛋⽩浓度，从⽽增加了需要多次服⽤YRA的可能性。

确定使⽤YRA消融甲状腺残余物是基于以下病理⻛险特征：

原发肿瘤的⼤⼩。

存在淋巴管浸润。

包膜浸润。

受影响的淋巴结数⽬。

可以通过两种刺激甲状腺刺激激素（TSH /促甲状腺激素）的⽅法之⼀来施⽤YRA：

破坏甲状腺激素。

重组⼈促甲状腺激素（rhTSH）的给药。

与甲状腺激素中断相⽐，rhTSH的给药可维持⽣活质量并减少⼈体接受的辐射剂量[ 13 ]Y初表现为甲状腺乳头状微癌
（肿瘤<10 mm）的患者）（被认为是⾮常低的⻛险），在接受⼿术治疗时预后良好。预计不给予其他131I治疗可改善预
后[ 14 ]。

YRA在低⻛险患者中的作⽤尚不清楚，因为尚未证明其对⽆病⽣存（SSE）和总体⽣存（OS）的益处。

证据（有或没有YRA的⼿术）：

1. ⼀项研究分析了法国甲状腺癌登记处的1298名低危患者[ 15 ]，根据美国甲状腺协会和欧洲甲状腺协会的标准，参
与者被确定为低危滤泡性或乳头状癌患者。呈现如下：

完成肿瘤切除。

⼤⼩不超过1厘⽶且局限于甲状腺的多灶性肿瘤。

⼤于1厘⽶但不⼤于4厘⽶的肿瘤仅限于甲状腺。

⽆淋巴结受累或远处转移性疾病。

在1,298位患者中，有911位在⼿术后接受了YRA，有387位在⼿术后没有接受YRA。随访期10。3年。

在多变量分析中，根据YRA的使⽤，在OS（P = 0.243）或SSE（P = 0.2659）中没有发现差异[ 15 ]。

使⽤YRA 131I型的⻓期并发症如下：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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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恶性肿瘤。

唾液腺炎。

泪腺和唾液腺功能障碍。

在低危甲状腺癌患者中，已探索出通过减少每剂剂量的YRA量并与rhTSH注射剂结合使⽤YRA来减少放射线照射量的选
择。

证据（甲状腺激素中断或与131I⼀起使⽤rhTSH）：

1. 我们回顾了⼀项针对低危甲状腺癌患者的随机III期⾮劣效，2×2因⼦设计研究，⽐较了两种促甲状腺激素刺激⽅法
（⼲扰甲状腺激素或使⽤rhTSH）。和两剂131I（1.1 GBq [30mCi]和3.7 GBq [100mCi]）。[ 16 ] [ 证据⽔平：3iA
]

131I给药后6到10个⽉之间，⾼剂量和低剂量131I的等效甲状腺消融率均记录下来。

纳⼊了T期（T1 – T3，N0–1）较晚期的甲状腺全切术患者，其总消融率较低（85％）。

2. 我们回顾了另⼀项针对低危甲状腺癌患者的随机III期⾮劣效，2×2析因设计研究，⽐较了两种促甲状腺激素刺激⽅
法（⼲扰甲状腺激素或使⽤rhTSH）。和两剂131I（1.1 GBq [30mCi]和3.7 GBq [100mCi]）。纳⼊标准界定了⼀
个均⼀的低⻛险队列，在该队列中，除任何阶段外，所有患者均接受了甲状腺全切除术，并具有病理分期TNM
pT1（≤1cm）和N1或NX，pT1（> 1-2 cm） N或pT2，N0不会扩散到甲状腺包膜或远处转移[ 17 ] [ 证据⽔平：3iA
]

131I给药后6到10个⽉之间，⾼剂量和低剂量131I的甲状腺消融率相当。

在这项研究中，完全的甲状腺消融率为92％。

与rhTSH组相⽐，停⽤甲状腺激素的患者有更多的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状与⽣活质量受损有关。

任何⼀项研究均未评估YRA剂量对⻓期复发或⽣存的影响。这些研究还没有解决在特定的低⻛险⼈群中是否可以安全地省
略YRA。

甲状腺抑制疗法

甲状腺⼿术后，除接受肺叶切除术的患者外，所有患者均需要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接受甲状腺切除术的患者通常接受超

治疗剂量的甲状腺激素，以抑制TSH。推荐的TSH抑制程度取决于患者的复发⻛险和合并症。有研究表明，TSH抑制改善
了⽆进展⽣存期（SSP），但⽬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它提⾼了OS。[ 18，19 ]

外照射疗法

EHR通常保留⽤于⽆法切除或转移的乳头状或滤泡性甲状腺癌的姑息治疗。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怀疑或证实对YRA治疗耐
药的微⼩残留病，则可能需要在辅助治疗中使⽤EBRT。没有随机试验可以指导选择可能受益于EBRT治疗的患者。回顾性
数据和临床判断证明使⽤RHE是合理的[ 20 ]。

乳头状和转移性滤泡性甲状腺癌

仍建议全甲状腺切除术作为转移性滤泡性和乳头状甲状腺癌的初始治疗。YRA是给予第⼆种治疗以破坏残留甲状腺组织并
治疗转移性疾病的治疗⽅法。如果患者未进⾏全甲状腺切除术，则YRA不是治疗选择。远处转移的Y常⻅部位是肺和⻣
骼。远处转移的治疗通常⽆法治愈，但可能具有明显的姑息作⽤。碘敏感性和碘抵抗性转移性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的

标准治疗选择如下所述。

碘敏感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

•

•

•

•

•

•

•

•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38&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38&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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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敏感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包括以下程序：

1. YRA治疗：可以使⽤131I治疗剂量来破坏吸收这种同位素的转移。

2. 甲状腺抑制疗法。

碘抗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

碘抗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包括以下程序：

1. 甲状腺抑制疗法。

2. 靶向治疗。

3. ⼿术。

4. 外部束放射疗法（EHR）。

甲状腺抑制疗法

甲状腺素对TSH的抑制作⽤对许多对131I不敏感的病变有效。

靶向治疗

索拉⾮尼

索拉⾮尼是⼀种⼝服的多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证据（索拉⾮尼）：

1. ⼀项III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决策 [NCT00984282]）评估了索拉⾮尼在患有碘疗法的分化型和进⾏性
甲状腺癌患者中的活性[ 21]。]在该试验中，将417例对YRA治疗耐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甲状腺癌的患者在过去14
个⽉中进展，随机分配接受索拉⾮尼（400 mg，每⽇两次）或安慰剂。这些患者具有低分化，⾮变性，低分化，
滤泡性（甚⾄是赫尔特尔细胞）乳头状肿瘤，其定义为对放射碘治疗产⽣抵抗⼒的⾼分化肿瘤或⾼分化肿瘤。排除

了接受过化疗，沙利度胺或靶向治疗的患者[ 21 ] [ 证据⽔平：1iDiii ]

索拉⾮尼组的SSP中位值为10.8，⽽安慰剂组为5.8个⽉（瞬时⻛险⽐[HR]为0.59； 95％置信区间[CI]为
0.45– 0.76；P <0.0001）。

OS并未显着改善（HR，0.80、95％CI，0.54-1.19，P = 0.14，单⾯P值），但当时未达到中位OS限制了主
要分析和组间交叉的数据。

索拉⾮尼组的客观缓解率（所有部分缓解）为12.2％，⽽安慰剂组为0.5％。

索拉⾮尼组的中位进展时间为11.1个⽉，⽽安慰剂组为5.7个⽉（HR，0.56； 95％CI，0.43-0.72）。 ; P
<0.001）。

索拉⾮尼治疗的患者中有98.6％发⽣了不良反应（AE），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有87.6％发⽣了不良反应。
索拉⾮尼组中Y常⻅的不良反应是掌红斑感觉异常（76.3％），腹泻（68.6％），脱发（67.1％）和⽪疹
或剥落（50.2％）引起的⽪肤反应。⼤多数影响为1级或2级。索拉⾮尼组有7例⽪肤鳞状细胞癌。

来伐替尼

Lenvatinib是⼝服的多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证据（Lenvatinib）：

•

•

•

•

•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0984282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24&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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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项随机III期，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究中（SELECT [NCT01321554]），对分化，进⾏性和对碘疗法具有抵抗
⼒的甲状腺癌患者评估了lenvatinib的活性[ 22 ]。 261名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lenvatinib（每天24 mg），⽽131名
患者被分配接受安慰剂。符合条件的患者有分化型甲状腺癌（乳头状，滤泡性，低分化和Hürthle细胞癌），对
YRA治疗有抗性的疾病，以及在过去13个⽉中进展的放射学证据。在疾病进展时，安慰剂组的患者可以匿名接受
lenvatinib [22 ] [ 证据级别：1iDiii ]

a. 主要终点是SSP；次要终点是操作系统，响应率和安全性。

b. lenvatinib组的中位SSP为18.3，⽽安慰剂组为3.6个⽉（ ⼼率，0.21； 99％CI，0.14-0.31；P
 <0.001 ）。在该研究纳⼊的所有组织学类型的甲状腺癌患者中均观察到SSP的差异。

c. 即使采⽤交叉研究设计，两组之间的OS也⽆显着差异（  HR  0.73； 95％CI为0.50–1.07；P =
0.10）。

d. lenvatinib组的客观缓解率为64.8％，⽽安慰剂组为1.5％（相对机会[OR]为28.87； 95％CI为12.46-
66.86；P <0.001）。

e. lenvatinib组和安慰剂组分别有97.3％和59.5％的患者出现与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所有级别）。

在接受lenvatinib的患者中有75.9％的患者发⽣了3级或更⾼的不良反应，在接受安慰剂的患者中有
9.9％的患者出现了3级以上的不良反应。

来伐替尼组Y常⻅的不良反应是⾼⾎压（67.8％），腹泻（59.4％），疲倦（59％），⻝欲下降
（50.2％），体重减轻（46.4） ％）和恶⼼（41％）。

由于不良反应⽽终⽌研究药物的患者中，有14.2％的患者接受lenvatinib，2.3％的患者接受安慰
剂。

在lenvatinib组中，在治疗期间发⽣的20例死亡中有6例被认为与治疗有关。

⼿术

当肿瘤不能吸收131I时，应权衡切除有限转移灶，尤其是有症状转移灶。

外照射疗法

对于局部病变对131I⽆反应的患者，可以考虑使⽤EBRT [ 23 ]。

转移性滤泡性和乳头状甲状腺癌的临床评估中的治疗选择

对131I⽆反应的患者应被视为有资格参加该疾病新⽅法的临床试验。

有时延⻓化疗产⽣完全反应的报道[ 24 - 26 ]

对放射性碘治疗有抵抗⼒的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患者应参加评估该病新治疗⽅法的临床试验。⼝服抑制剂⽬标特

定激活点突变在临床评测的新⽅法免疫治疗。27 - 29 ] [ 证据⽔平：2Dii ]

复发性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

在初始治疗后被认为⽆病的患者中，有10％⾄30％会复发或转移。在这些复发的患者中，⼏乎80％仅在颈部复发，⽽
20％将有远处转移。远处转移的Y常⻅部位是肺。在289例初次⼿术后复发的患者中，有16％在复发后的5年内死于癌症[
5 ]。

⽆论细胞类型如何，临床上均可检测到复发的患者的预后通常较差[ 30 ]仅通过131I扫描可检测到局部或区域性肿瘤复发
的患者的预后较好[ 31 ]。

选择其他治疗⽅法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

进展或死亡的

死亡 为

•

•

•

•

•

•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1321554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24&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36&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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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格类型。

吸收131I。

先前的治疗。

重复站点。

个别患者的特征。

根据个体复发的⻛险，对接受过分化型甲状腺癌治疗的患者进⾏密切的身体检查，⾎清甲状腺球蛋⽩浓度的定量分析和影

像学检查[ 32 ]。

复发性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

复发性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包括以下程序：

1. 术后⼿术或放射性碘疗法（YRA），或不进⾏。

2. 靶向治疗。

3. 外部束放射疗法（EHR）。

4. 化学疗法。

有或没有术后放射性碘的⼿术或治疗

进⾏或不进⾏131I消融治疗的⼿术可能有助于控制局部复发，局部淋巴结转移，有时还可以控制其他地⽅的局部转移[ 33
]接受⼿术的患者中有近50％复发性肿瘤的⼿术在第⼆次⼿术后被认为是⽆病的[ 30 ] 131I消融在131I扫描中发现的局部
和区域性复发没有明显的临床特征，可以进⾏131I消融治疗并具有良好的预后[ 34]。 ]

分化良好的甲状腺癌复发和转移中多达25％不吸收131I。在这些患者中，可以通过其他成像技术（例如超声，计算机断
层扫描，磁共振成像和正电⼦发射断层扫描）检测复发性或转移性疾病。

对131I⽆反应的患者也应被视为有资格参加临床试验，以测试治疗该疾病的新⽅法。

靶向治疗

索拉⾮尼

索拉⾮尼是⼀种⼝服的多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当复发性疾病不能使131I集中或131I消融后疾病复发时，美国⻝品和药物
管理局（FDA）已批准使⽤索拉⾮尼作为治疗选择。

证据（索拉⾮尼）：

1. ⼀项III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决策 [NCT00984282]）评估了索拉⾮尼在患有碘疗法的分化型和进⾏性
甲状腺癌患者中的活性[ 21 ]。 ，将417例对YRA治疗耐药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甲状腺癌患者的病情在过去14个⽉中
进展，随机分配接受索拉⾮尼（400 mg每天两次）或安慰剂治疗。这些患者具有低分化的乳头状，滤泡性（包括
Hürthle细胞）肿瘤。排除接受过化疗，沙利度胺或靶向治疗的患者[ 21 ] [证据级别：1iDiii ]

索拉⾮尼组的中位SSP为10.8，⽽安慰剂组为5.8个⽉（HR，0.59、95％CI 0.45-0.76，P <0.001）。

OS并未显着改善（HR，0.80、95％CI，0.54-1.19，P = 0.14，单⾯P值），但当时未达到中位OS限制了主
要分析和组间交叉的数据。

索拉⾮尼组的客观缓解率（所有部分缓解）为12.2％，⽽安慰剂组为0.5％。

•

•

•

•

•

•

•

•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0984282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24&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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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拉⾮尼组的中位进展时间为11.1个⽉，⽽安慰剂组为5.7个⽉（HR，0.56； 95％CI，0.43-0.72；P
<0.001）。

索拉⾮尼治疗的患者中有98.6％发⽣了不良反应（AE），安慰剂治疗的患者中有87.6％发⽣了不良反应。
索拉⾮尼组中Y常⻅的不良反应是掌plant红斑感觉异常（76.3％），腹泻（68.6％），脱发（67.1％）和
⽪疹或剥落（50.2％）的⽪肤反应。⼤多数影响为1级或2级。索拉⾮尼组有7例⽪肤鳞状细胞癌。

来伐替尼

Lenvatinib是⼝服的多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证据（Lenvatinib）：

1. 在⼀项随机III期，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究中（SELECT [NCT01321554]），对分化，进⾏性和碘治疗耐受的甲状
腺癌患者评估了lenvatinib的活性[ 22 ]。 261名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lenvatinib（每天24 mg），131名患者被接受
安慰剂。符合条件的患者有分化型甲状腺癌（乳头状，滤泡性，低分化和Hürthle细胞癌），对YRA治疗有抗性的
疾病，以及在过去13个⽉中进展的放射学证据。在疾病进展时，安慰剂组的患者可以匿名接受lenvatinib [22 ] [ 证
据级别：1iDiii ]

a. 主要终点是SSP；次要终点是操作系统，响应率和安全性。

b. lenvatinib组的中位SSP为18.3，⽽安慰剂组为3.6个⽉（ ⼼率，0.21； 99％CI，0.14-0.31；P
<0.001 ）。在该研究纳⼊的所有组织学类型的甲状腺癌患者中均观察到SSP的差异。

c. 即使采⽤交叉研究设计，两组之间的OS也⽆显着差异（  HR  0.73； 95％CI为0.50–1.07；P =
0.10）。

d. 来伐替尼组的客观缓解率为64.8％，⽽安慰剂组为1.5％（OR，28.87； 95％CI，12.46-66.86；P
<0.001）。

e. lenvatinib组和安慰剂组分别有97.3％和59.5％的患者出现与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所有级别）。

在接受lenvatinib的患者中有75.9％的患者和接受安慰剂的9.9％的患者中观察到3级或更⾼的不良
反应。

来伐替尼组Y常⻅的不良反应是⾼⾎压（67.8％），腹泻（59.4％），疲倦（59％），⻝欲下降
（50.2％），体重减轻（46.4） ％）和恶⼼（41％）。

由于不良反应⽽终⽌研究药物的患者中，有14.2％的患者接受lenvatinib，2.3％的患者接受安慰
剂。

在lenvatinib组中，在治疗期间发⽣的20例死亡中有6例被认为与药物有关。

外照射疗法

EHR或术中放疗可能有助于控制与局部肿瘤复发相关的症状[ 35 ]。

化学疗法

可以考虑全身化疗。化疗有时被报告给产⽣客观反应通常持续时间短，[ 26，31 ]

复发性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临床评估中的治疗选择

应当考虑复发性乳头状和滤泡性甲状腺癌患者参加评估该疾病新治疗⽅法的临床试验。⼝服抑制剂⽬标特定激活点突变在

临床评测的新⽅法免疫治疗。27 - 29 ] [ 证据⽔平：2Dii ]

正在进⾏的临床试验

•

•

进展或死亡的

死亡 为

•

•

•

•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1321554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24&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36&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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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在接受患者的NCI资助的癌症临床试验中进⾏⾼级英语搜索。可以通过试验地点，治疗类型，药物名称和其他条件简
化搜索。它还具有有关临床试验的⼀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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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髓样癌

散发性和遗传性甲状腺髓样癌

甲状腺髓样癌（CTM）有两种形式：散发性和遗传性。在散发形式中，肿瘤通常是单侧的。在遗传形式中，肿瘤⼏乎总
是双侧的。另外，遗传形式可能与其他内分泌器官的良性或恶性肿瘤有关，这种情况通常称为2A和2B型多发性内分泌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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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MEN）或MEN2B。这些综合征与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和甲状旁腺增⽣有关。

报告的CTM病例中约25％是遗传性的。遗传性CTM综合征包括NEM2A，这是Y常⻅的。NEM2B综合征和除NEM之外的
其他遗传综合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英语的PDQ 内分泌和神经内分泌肿瘤遗传学摘要。）。所有具有遗传变异的
患者均应筛查其他相关的内分泌肿瘤，尤其是甲状旁腺增⽣和嗜铬细胞瘤。通常，髓样癌会分泌降钙素，⼀种肿瘤的激素

标志物，即使该肿瘤在临床上是隐藏的，也可以在⾎液中检测到。为了诊断和监测治疗结果，测量降钙素浓度是有⽤的。

所有患有CTM的患者（遗传性或散发性）均接受检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患有RET突变，如果有突变，还应检查其亲属。可以
对家⼈进⾏降钙素升⾼或RET原癌基因突变的筛查，以鉴定其他有遗传CTM⻛险的⼈。由于降钙素的少量升⾼可能会导致
髓样癌的假阳性诊断，因此对RET突变进⾏DNA检测是Y佳策略。该基因的家族成员具有在幼年经历预防性甲状腺的选
择。[ 1，2 ]

临床特征和预后

CTM占所有甲状腺癌的3-4％。这些肿瘤通常表现为颈部或甲状腺的硬块，常伴有淋巴结肿⼤[ 3 ]，也可通过细针穿刺活
检诊断为CTM。细胞学分析通常显示具有梭形细胞且粘附性差的⾼细胞肿瘤[ 4 ]，近50％的病例发现了局部淋巴结转移。

CTM患者的总⽣存期在5年时为86％，在10年时为65％。

预后取决于以下⼏个⽅⾯：[ 5 ]

在Y初的临床情况中扩展疾病。

区域淋巴结中是否存在转移。

扩⼤⼿术切除范围。

不良预后因素如下：[ 4，6，7 ]

⾼龄。

⾼级阶段。

曾做过颈部⼿术。

相关的NEM2B综合征。

有关甲状腺髓样癌分期的信息

各种分期系统已⽤于关联甲状腺髓样癌（CTM）患者的疾病传播和⻓期⽣存。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临床分期系
统将⽣存与原发肿瘤的⼤⼩（T），是否存在淋巴结转移（N）以及是否存在远处转移相关（ M）。预后Y好的患者是
RET突变试验阳性筛查结果被确诊为遗传性CTM的患者[ 8 ]。

•

•

•

•

•

•

•

对于甲状腺髓样癌分化阶段，我TNM定义

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到

https://www.cancer.gov/types/thyroid/hp/medullary-thyroid-genetics-p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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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91–901。

⼀世 T1，N0，M0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
腺。

–T1a =Y⼤尺⼨≤1 cm的肿瘤，仅限
于甲状腺。

–T1b =肿瘤尺⼨⼤于1厘⽶，但Y⼤
尺⼨⼩于≤2厘⽶，仅限于甲状腺。

N0 =⽆局部淋巴结转移的证据。

–N0a =根据细胞学或组织学确认的
⼀个或多个良性淋巴结。

–N0b =局部区域淋巴结转移⽆放射
学或临床证据。

M0 =⽆远处转移。

⼀个

甲状腺髓样癌的II期 分化的TNM定义

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91–901。

⾄T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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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91–901。

II T2，N0，M0 T2 =肿瘤尺⼨> 2 cm，但Y⼤尺⼨≤4 cm，并限
于甲状腺。

N0 =⽆局部淋巴结转移的证据。

–N0a =根据细胞学或组织学确认的⼀个或多个
良性淋巴结。

–N0b =局部区域淋巴结转移⽆放射学或临床证
据。

M0 =⽆远处转移。

T3，N0，M0 T3 =尺⼨⼤于4厘⽶或甲状腺外扩散的肿瘤。

–T3a =⼤于Y⼤4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腺。

–T3b =⼤⼩不等的肿瘤，具有明显的甲状腺外
扩散，仅侵犯⾆下肌（胸⻣⾆⻣，胸甲甲状

腺，甲状腺⾆⻣或⾆⻣⾆⻣的肌⾁）。

N0 =⽆局部淋巴结转移的证据。

–N0a =根据细胞学或组织学确认的⼀个或多个
良性淋巴结。

–N0b =局部区域淋巴结转移⽆放射学或临床证
据。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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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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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 =⽆远处转移。

⼀个

TNM定义为分化型甲状腺髓样癌III 

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91–901。

三级 T1–3，N1a，
M0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腺。

–T1b =肿瘤尺⼨⼤于1厘⽶，但Y⼤尺⼨⼩于≤2
厘⽶，仅限于甲状腺。

T2 =肿瘤尺⼨> 2 cm，但Y⼤尺⼨≤4 cm，并限
于甲状腺。

T3 =尺⼨⼤于4厘⽶或甲状腺外扩散的肿瘤。

–T3a =⼤于Y⼤4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腺。

–T3b =⼤⼩不等的肿瘤，具有明显的甲状腺外
扩散，仅侵犯⾆下肌（胸⻣⾆⻣，胸甲甲状

腺，甲状腺⾆⻣或⾆⻣⾆⻣的肌⾁）。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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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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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a = VI或VII组淋巴结转移（⽓管前，⽓管旁
或喉前/纵隔或纵隔上段）转移。该疾病可以是
单侧或双侧的。

M0 =⽆远处转移。

⼀个

TNM定义为分化甲状腺髓样癌的阶段IVA，IVB，IVC和

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91–901。

增值税 T4a，任何N，
M0

–T4a =中晚期疾病；任何⼤⼩的肿瘤，都有⾁
眼可⻅的甲状腺外扩散和侵犯附近的颈部组

织，包括⽪下软组织，喉，⽓管，⻝道或喉返

神经。

NX =不可评估的区域淋巴结。

N0 =⽆局部淋巴结转移的证据。

–N0a =根据细胞学或组织学确认的⼀个或多个
良性淋巴结。

–N0b =局部区域淋巴结转移⽆放射学或临床证
据。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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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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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区域淋巴结转移。

–N1a = VI或VII组淋巴结转移（⽓管前，⽓管
旁或喉前/纵隔或纵隔上段）转移。该疾病可
以是单侧或双侧的。

–N1b =单侧，双侧或对侧颈淋巴结（I，II，
III，IV或V组）或咽后淋巴结转移。

M0 =⽆远处转移。

T1–3，N1b，
M0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
腺。

–T1b =肿瘤尺⼨⼤于1厘⽶，但Y⼤尺⼨⼩于
≤2厘⽶，仅限于甲状腺。

T2 =肿瘤尺⼨> 2 cm，但Y⼤尺⼨≤4 cm，并
限于甲状腺。

T3 =尺⼨⼤于4厘⽶或甲状腺外扩散的肿瘤。

–T3a =⼤于Y⼤4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腺。

–T3b =⼤⼩不等的肿瘤，具有明显的甲状腺外
扩散，仅侵犯⾆下肌（胸⻣⾆⻣，胸甲甲状

腺，甲状腺⾆⻣或⾆⻣⾆⻣的肌⾁）。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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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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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b =单侧，双侧或对侧颈淋巴结（I，II，
III，IV或V组）或咽后淋巴结转移。

M0 =⽆远处转移。

IVB T4，任何N，M0 T4b =晚期疾病；任何⼤⼩的肿瘤均扩散⾄脊
柱或附近的⼤⾎管，甲状腺外明显扩散，并侵

犯椎前筋膜或卡住颈动脉或纵隔⾎管。

任何N =在IVA阶段请参考此表中的描述。

M0 =⽆远处转移。

静脉曲张 任何T，任何N，
M1

TX =不可评估的原发肿瘤。

T0 =没有原发肿瘤的证据。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
腺。

–T1b =肿瘤尺⼨⼤于1厘⽶，但Y⼤尺⼨⼩于
≤2厘⽶，仅限于甲状腺。

T2 =肿瘤尺⼨> 2 cm，但Y⼤尺⼨≤4 cm，并
限于甲状腺。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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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髓样癌的标准治疗选择

局部疾病

标准的本地CTM处理选项包括以下过程：

1. 全甲状腺切除术。

2. 外部束放射疗法（EHR）。

体育场 T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CTM =甲状腺髓样癌。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髓质。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分期⼿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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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 =尺⼨⼤于4厘⽶或甲状腺外扩散的肿瘤。

–T3a =⼤于Y⼤4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腺。

–T3b =⼤⼩不等的肿瘤，具有明显的甲状腺外
扩散，仅侵犯⾆下肌（胸⻣⾆⻣，胸甲甲状

腺，甲状腺⾆⻣或⾆⻣⾆⻣的肌⾁）。

T4 =晚期疾病。

–T4a =中晚期疾病；任何⼤⼩的肿瘤，都有⾁
眼可⻅的甲状腺外扩散和侵犯附近的颈部组

织，包括⽪下软组织，喉，⽓管，⻝道或喉返

神经。

–T4b =晚期疾病；任何⼤⼩的肿瘤均扩散⾄脊
柱或附近的⼤⾎管，甲状腺外明显扩散，并侵

犯椎前筋膜或卡住颈动脉或纵隔⾎管。

任何N =在IVA，T4a阶段，请查阅此表中的描
述，任何N，M0。

M1 =远处转移。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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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碘在CTM患者的治疗中没有地位。

全甲状腺切除术

除⾮证实有远处转移，否则将对CTM患者进⾏全甲状腺切除术治疗。在临床上可触及的CTM患者中，镜下受累结节的发
⽣率超过75％。通常，进⾏改良的普通和双侧中央颈解剖[ 9 ]当癌症局限于甲状腺时，预后极好。

外照射疗法

EHR已被⽤作局部复发的肿瘤的姑息治疗。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提供任何⽣存优势[ 10 ]。

局部晚期转移性疾病

局部晚期和转移性CTM的标准治疗选择包括以下程序：

1. 靶向治疗。

2. 姑息化疗。

靶向治疗

万得他尼

Vandetanib是⼀种⼝服转染重排基因受体激酶抑制剂（RET），⾎管内⽪⽣⻓因⼦受体（VEGFR）和表⽪⽣⻓因⼦受体。

证据（vandetanib）：

1. Vandetanib在⼀项前瞻性安慰剂对照试验（NCT00410761）中以331：2的⽐例分配给了331名局部晚期和转移性
疾病患者[ 11 ] [ 证据⽔平：1iiDiii ]

中位随访24个⽉后，⽆进展⽣存期（SSP）⽀持Vandetanib（瞬时⻛险⽐[HR] = 0.46； 95％置信区间[CI]
为0.31-0.69；P <0.001）；Vandetanib的平均SSP为30.5个⽉，⽽安慰剂为19.3个⽉。

24个⽉的总⽣存期（OS）没有变化。需要更⻓的随访时间，因为在分析时除47名患者外其他所有患者都还
活着。此外，由于在疾病进展时允许从安慰剂组转⼊研究药物组，因此难以进⾏OS分析。

Vandetanib具有明显的副作⽤，例如腹泻，⽪疹，⾼⾎压和QT延⻓。该试验未正式评估⽣活质量。

卡波替尼

卡博替尼是⼀种⼝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可作⽤于RET受体激酶，肝细胞⽣⻓因⼦受体MET和VEGFR-2。

证据（cabozantinib）：

1. 卡博替尼在⼀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I期随机试验（EXAM [NCT00704730]）中进⾏了评估，该试验招募了
330例具有转移性CTM和影像学疾病进展的患者。以2：1的⽐例分配患者接受卡博替尼（每天140毫克）或安慰
剂。接受安慰剂的患者不允许改⽤卡博替尼组[ 12 ] [ 证据级别：1iDiii ]

该研究的主要终点是SSP。其他结果指标包括反应率，OS和安全性。

卡博替尼组的中位SSP为11.2个⽉，安慰剂组为4.0个⽉（HR，0.28； 95％CI，0.19‒0.40；P <0.001）。
。在所有亚组的SSP中观察到差异，这些差异与先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治疗和RET突变的状态⽆关。

在计划中的OS中期分析期间，两组之间未观察到统计学上的显着差异（HR，0.98、95％CI，0.63‒
1.52）。

卡博替尼组的客观缓解率为28％（所有部分缓解），安慰剂组为0％（P <0.001）。计算的中位反应持续时
间为14.6个⽉（95％CI，11.1×17.5个⽉）。⽆论RET中突变的状态如何，都能观察到反应。

•

•

•

•

•

•

•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0410761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31&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https://www.cancer.gov/clinicaltrials/NCT00704730
https://www.cancer.gov/Common/PopUps/popDefinition.aspx?id=335124&version=HealthProfessional&language=Sp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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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博替尼（所有级别）相关的Y常⻅不良反应是腹泻（63.1％），掌plant红斑感觉异常（50％），体重
减轻（47.7％），⻝欲下降（45， 8％），恶⼼（43％）和疲劳（40.7％）。

卡博替尼组69％的患者和安慰剂组33％的患者报告了3或4级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导致接受卡博替尼治疗的患者中有16％的患者中⽌治疗，接受安慰剂的患者中有8％的患者中⽌治
疗。

姑息化疗

据报道，姑息性化疗产⽣的患者偶尔应答转移性疾病[ 13 - 16 ]，可以认为是标准的⽆药理单⼀疗法。⼀些具有远处转移
的患者将有较⻓的⽣存期，并且可以预期地得到控制，直到他们变得有症状为⽌。

正在进⾏的临床试验

在正在接受患者的NCI资助的癌症临床试验中进⾏⾼级英语搜索。可以通过试验地点，治疗类型，药物名称和其他条件简
化搜索。它还具有有关临床试验的⼀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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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变性甲状腺癌

临床特征和预后

未分化（变性）癌是⾼度恶性的甲状腺癌。它们迅速⽣⻓并扩散到甲状腺外的结构。从特征上讲，它们表现为硬的，定义

不清的肿块，通常延伸到甲状腺周围的结构。间变性甲状腺癌必须与淋巴瘤⾼度区分开，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临床表现。

该肿瘤通常发⽣在较年⻓的⼈群中，其特征是⼴泛的局部浸润和快速进展[ 1 ]。

患有该肿瘤的患者的5年⽣存期很差。死亡通常是由于颈部不受控制的局部癌症所致；通常在诊断后的⼏个⽉内。

关于变性甲状腺癌分期的信息

所有患有变性甲状腺癌的患者均被视为患有IV期疾病。

表7.间变性甲状腺癌  TNM定义

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增值税 T1 – T3a，N0 / NX，M0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
腺。

–T1b =肿瘤尺⼨⼤于1厘⽶，但Y⼤尺⼨⼩
于≤2厘⽶，仅限于甲状腺。

的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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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T2 =肿瘤尺⼨> 2 cm，但Y⼤尺⼨≤4 cm，
并限于甲状腺。

T3 =肿瘤尺⼨> 4 cm，仅限于甲状腺或⾁眼
可⻅的甲状腺外扩散，仅侵犯⾆下肌。

–T3a =尺⼨⼤于4厘⽶且限于甲状腺的肿
瘤。

NX =不可评估的区域淋巴结。

N0 =⽆局部淋巴结转移的证据。

M0 =⽆远处转移。

IVB T1 – T3a，N1，M0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
腺。

–T1b =肿瘤尺⼨⼤于1厘⽶，但Y⼤尺⼨⼩
于≤2厘⽶，仅限于甲状腺。

T2 =肿瘤尺⼨> 2 cm，但Y⼤尺⼨≤4 cm，
并限于甲状腺。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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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T3 =肿瘤尺⼨> 4 cm，仅限于甲状腺或⾁眼
可⻅的甲状腺外扩散，仅侵犯⾆下肌。

–T3a =尺⼨⼤于4厘⽶且限于甲状腺的肿
瘤。

N1 =区域淋巴结转移。

–N1a = VI或VII组淋巴结转移（⽓管前，⽓
管旁或喉前/纵隔或纵隔上段）转移。该疾
病可以是单侧或双侧的。

–N1b =单侧，双侧或对侧颈淋巴结（I，II，
III，IV或V组）或咽后淋巴结转移。

M0 =⽆远处转移。

T3b，任何N，M0 –T3b =⼤⼩不等的肿瘤，具有明显的甲状腺
外扩散，仅侵犯⾆下肌（胸⻣⾆⻣，胸甲甲

状腺，甲状腺⾆⻣或⾆⻣⾆⻣的肌⾁）。

NX =不可评估的区域淋巴结。

N0 =⽆局部淋巴结转移的证据。

–N0a =根据细胞学或组织学确认的⼀个或多
个良性淋巴结。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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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N0b =局部区域淋巴结转移⽆放射学或临床
证据。

N1 =区域淋巴结转移。

–N1a = VI或VII组淋巴结转移（⽓管前，⽓
管旁或喉前/纵隔或纵隔上段）转移。该疾
病可以是单侧或双侧的。

–N1b =单侧，双侧或对侧颈淋巴结（I，II，
III，IV或V组）或咽后淋巴结转移。

M0 =⽆远处转移。

T4，任何N，M0 T4 =包括⾁眼可⻅的甲状旁腺扩散超过⾆下
肌。

–T4a =⼤⼩不等的肿瘤，有甲状腺外明显扩
散，并侵犯了⽪下软组织，喉，⽓管，⻝道

或喉返神经。

–T4b =任何⼤⼩的肿瘤，⾁眼可⻅甲状腺外
扩散并侵犯椎前筋膜，或卡住颈动脉或纵隔

⾎管。

任何N =参⻅表IVB，T3b的描述，任何N，
M0。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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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M0 =⽆远处转移。

静脉曲张 任何T，任何N，M1 TX =不可评估的原发肿瘤。

T0 =没有原发肿瘤的证据。

T1 =肿瘤Y⼤尺⼨≤2 cm，限于甲状腺。

–T1a =Y⼤尺⼨≤1 cm的肿瘤，仅限于甲状
腺。

–T1b =肿瘤尺⼨⼤于1厘⽶，但Y⼤尺⼨⼩
于≤2厘⽶，仅限于甲状腺。

T2 =肿瘤尺⼨> 2 cm，但Y⼤尺⼨≤4 cm，
并限于甲状腺。

T3 =肿瘤尺⼨> 4 cm，仅限于甲状腺或⾁眼
可⻅的甲状腺外扩散，仅侵犯⾆下肌。

–T3a =尺⼨⼤于4厘⽶且限于甲状腺的肿
瘤。

–T3b =⼤⼩不等的肿瘤，具有明显的甲状腺
外扩散，仅侵犯⾆下肌（胸⻣⾆⻣，胸甲甲

状腺，甲状腺⾆⻣或⾆⻣⾆⻣的肌⾁）。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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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变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选择

间变性甲状腺癌的标准治疗⽅法包括以下步骤：

1. ⼿术。

2. 外部束放射疗法（EHR）。

3. 全身治疗。

⼿术

如果疾病被限制在局部区域，这是⾮常罕⻅的，⼀个全甲状腺，以便减少由肿瘤质量症状必要的。[ 2，3 ]⼀种⽓管造⼝
术通常需要。

外照射疗法

有时对不适合进⾏⼿术或肿瘤⽆法通过⼿术切除的患者使⽤外束放射疗法（EHR）。

体育场 Ť  NM 描述 图⽚

T =原发性肿瘤；N =区域淋巴结；M =远处转移。

 AJCC授权复制：甲状腺-差异化和未分化癌。在：Amin，MB，Edge Sb，Greene FL等，编辑：AJCC癌症

分期⼿册中。第⼋版。纽约，纽约：施普林格，2017年，第11⻚。873–90。

所有类别均可细分为：（s）孤⽴性肿瘤和（m）多灶性肿瘤（Y⼤的肿瘤决定了分类）。

T4 =包括⾁眼可⻅的甲状旁腺扩散超过⾆下
肌。

–T4a =⼤⼩不等的肿瘤，有甲状腺外明显扩
散，并侵犯了⽪下软组织，喉，⽓管，⻝道

或喉返神经。

–T4b =任何⼤⼩的肿瘤，⾁眼可⻅甲状腺外
扩散并侵犯椎前筋膜，或卡住颈动脉或纵隔

⾎管。

任何N =参⻅表IVB，T3b的描述，任何N，
M0。

M1 =远处转移。

b

⼀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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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疗法

间变性甲状腺癌对碘疗法⽆反应131。据报道，使⽤抗癌药进⾏单⼀疗法可导致部分患者部分缓解。⼏乎30％的患者使⽤
阿霉素可以部分缓解[ 4 ]阿霉素与顺铂的联合⽤药⽐仅使⽤阿霉素的联合⽤药更为有效，据报道可产⽣更多的完全缓解反
应[ 5 ]。

化学疗法和放射疗法的完全切除后的组合可以延⻓⽣存期，但是它没有被⽤单独的任何其他处理相⽐。[ 6，7 ]

估计有25％的间变性甲状腺癌具有BRAF激活突变（V600E）[ 8 ]。

证据（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

1. BRAF和MEK抑制剂dabrafenib和曲美替尼的II期临床试验包括16例患有BRAF突变（V600E）的间变性甲状腺癌患者
[ 9 ] [ 证据⽔平：3iiiDiii ]

总体确认答复率为69％；未达到中位缓解时间，⽆进展⽣存期（SSP）和总体⽣存期（OS）。

在12个⽉时的计算如下：90％的反应持续时间，79％的SSP和80％的OS。

基于这些数据，达布拉⾮尼和曲美替尼的组合已获得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可⽤于治疗具有BRAF突变
（V600E）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间变性甲状腺癌 。建议进⾏分⼦检测以鉴定间变性甲状腺癌患者的这种突变。

正在进⾏的临床试验

在正在接受患者的NCI资助的癌症临床试验中进⾏⾼级英语搜索。可以通过试验地点，治疗类型，药物名称和其他条件简
化搜索。它还具有有关临床试验的⼀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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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摘要的修改（05/21/2020）

具有新的癌症信息的PDQ摘要会定期进⾏审查和更新。本节描述了截⾄上述⽇期对该摘要所做的Y新更改。

对该摘要进⾏了编辑更改。

该摘要由PDQ成⼈治疗编辑委员会撰写和维护，该委员会在编辑上独⽴于NCI。该摘要反映了对⽂献的独⽴审查，并不代
表NCI或NIH政策声明。有关PDQ摘要政策和维护PDQ摘要的PDQ编辑委员会的作⽤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PDQ摘要的
信息以及Cancer InformationDatabase-PDQ®上的⻚⾯。

有关此PDQ摘要的信息

本摘要的⽬的

这份针对医疗保健专业⼈员的关于癌症信息的PDQ摘要提供了有关治疗成⼈甲状腺癌的全⾯，经同⾏评审，基于证据的
信息。⽬的是作为信息来源并为医⽣照顾癌症患者提供帮助。它不提供⽤于制定医疗保健决定的正式指南或建议。

审阅者和更新

在 对成⼈治疗PDQ编委会，编辑，其作⽤是独⽴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定期检讨这个总结并更新它作为必要的。本
摘要反映了独⽴的⽂献综述，并不构成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或美国国⽴卫⽣研究院（NIH）的政策声明。

每⽉，本理事会成员都会审查Y近发表的⽂章，以确定是否应该：

开会，

逐字引⽤，或

替换或更新（如果之前已引⽤）。

理事会成员⼀旦评估了已发表⽂章中证据的强度并决定如何将其纳⼊摘要中，则总结的更改将由协商⼀致决定。

成年⼈甲状腺癌治疗的主要综述作者为：

⻢⾥兰州安·W·格拉姆扎（乔治敦伦巴第综合癌症中⼼）

医学博⼠Minh Tam Truong（波⼠顿⼤学医学中⼼）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医学博⼠Jaydira del Rivero

关于本摘要内容的任何意⻅或疑问，应使⽤NCI Cancer.gov/english 通讯表提交 。不要联系安理会成员发送有关摘要的
问题或评论。理事会成员不会回答公众的问题。

证据程度

本摘要中的⼀些书⽬参考⽂献指出了科学证据的程度。这些名称的⽬的是帮助读者评估⽀持某些⼲预措施或⽅法使⽤的证

据的鲁棒性。PDQ成⼈治疗编辑委员会采⽤正式的排名系统来建⽴证据指定级别。

使⽤此摘要的权限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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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Q（医师数据查询）是注册商标。授权免费使⽤PDQ⽂档的⽂本。但是，除⾮将其完整复制并定期更新，否则不能将
其标识为NCI PDQ癌症信息的摘要。此外，作者将被允许写下这样的句⼦：“ NCI PDQ摘要中关于乳腺癌预防的信息简要
描述了以下⻛险：[包括摘要⽚段]”。

建议引⽤此PDQ摘要的参考书⽬，如下所示：

有关成⼈治疗的PDQ®。PDQ治疗成⼈甲状腺癌。⻢⾥兰州⻉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更新：<MM / DD / YYYY>。可
在以下⽹址获得：https : //www.cancer.gov/espanol/tipos/tiroides/pro/treatment-tiroides-pdq。访问⽇期：<MM
/ DD / YYYY>。

本摘要中的图像经作者，艺术家或出版者的许可⽽复制，仅供PDQ摘要使⽤。在PDQ之外使⽤图像需要获得所有者的授
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则⽆法授予该授权。有关使⽤此摘要中的插图或其他与癌症相关的图像的更多信息，请参⻅

Visuals Online，它是2,000多种科学图像的集合。

免责声明

根据证据的强度，治疗⽅案可分为“标准”或“临床评估”。这些分类不应⽀持任何有关保险赔偿的决定。有关保险范围的更
多信息，请参阅 Cancer.gov上的“ 癌症护理管理”⻚⾯。

欲获得更多信息

Cancer.gov/espanol提供了有关如何联系或获得帮助的更多信息，我们如何为您提供 帮助？。您也可以使⽤此表单发送
电⼦邮件 。

升级： 2020年5⽉21⽇

如果要复制其中⼀些⽂本，请参阅版权以及图像和内容的使⽤，以获取有关版权和许可的说明。如果允许数字复制，请相

信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是其创建者，并使⽤原始产品名称链接到NCI原始产品；例如，“成⼈甲状腺癌的治疗（PDQ®）–
Y初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出版的医疗专业⼈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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