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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讨论．
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中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编写组

４．实验室诊断：血清ＴｓＨ和总Ｔ。（巩）、游离（ｎｊ）是

一、概述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ｈｙｐｏｔｈｙｍｉｄｉ８ｍ，简称甲减）是由于

诊断甲减的第一线指标。原发性甲减血清Ｊ１１ＳＨ增高，７ｒｒ４和

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减少或组织利用不足导致的全身代

巩均降低。ＴｓＨ增高，巩和巩降低的水平与病情程度

谢减低综合征。临床甲减的患病率为ｌ％左右，女性较男性

相关。血清总Ｔ３（，ＩＴｌｌ。）、游离Ｔ３（ＦＴ，）早期正常，晚期减低。

多见，随年龄增加患病率上升。

因为Ｔ３主要来源于外周组织Ｔ４的转换，所以不作为诊断原

二、分类

发性甲减的必备指标。亚临床甲减仅有鸭Ｈ增高，巩和

１．根据病变发生的部位分类：（１）原发性甲减（ｐｒｉｍａｒｙ

ＦＴ４正常。

ｈｙｐｏ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ｓｍ）：由于甲状腺腺体本身病变引起的甲减，此类

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１１ＰＯＡｂ）、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甲减占全部甲减的９５％以上。原发性甲减的病因中自身免

（ＴｇＡｂ）是确定原发性甲减病因的重要指标和诊断自身免疫

疫、甲状腺手术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１Ｉ治疗三大原

甲状腺炎（包括桥本甲状腺炎、萎缩性甲状腺炎）的主要指

因占９０％以上。（２）中枢性甲减（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ｙｍｉｄｉｓｍ）或

标。一般认为ＴＰＯＡｂ的意义较为肯定。日本学者经甲状腺

继发性甲减（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ｈｙｐｏｔｈｙｍｉｄｉｓｍ）：由于下丘脑和垂体

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证实，ＴＰＯＡｂ阳性者的甲状腺均有淋

病变引起的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ＴＲＨ）或者促甲状腺素

巴细胞浸润。如果ＴＰＯＡｂ阳性伴血清鸭Ｈ水平增高，说明

（，Ｉ＇ｓＨ）产生和分泌减少所致的甲减，其中由下丘脑病变引起

甲状腺细胞已经发生损伤。我国学者经过对甲状腺抗体阳

ＴＲＨ缺乏的甲减称为三发性甲减（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ｈｙｐｏ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ｓｍ）。

性、甲状腺功能正常的个体随访５年发现，当初访时ＴＰＯＡｂ

垂体外照射、垂体大腺瘤、颅咽管瘤及产后大出血是中枢性
甲减的较常见原因。（３）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ｈｏ珊ｏｎｅｓ）：由于甲状腺激素在外周组织实现生物

效应障碍引起的甲减。
２．根据病变的原因分类：例如药物性甲减；手术后或”１Ｉ
治疗后甲减；特发性甲减；垂体或下丘脑肿瘤手术后甲减等。
３．根据甲状腺功能减低的程度分类：临床甲减（ｏｖｅｒｔ
ｈｙｐｏ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ｓｍ）和亚临床甲减（ｓｕｂ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ｙｍｉｄｉｓｍ）。

＞５０

ＩＵ／ＩＩｌｌ和ＴｇＡｂ＞４０ ＩＵ／Ｉｎｌ者，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减

的发生率显著增加。

５．其他检查：轻、中度贫血，血清总胆固醇、心肌酶谱可
以升高，部分病例血清催乳素升高、蝶鞍增大，需要与垂体催
乳素瘤鉴别。

甲减的诊断思路见图１。
四、治疗

１．治疗目标：临床甲减症状和体征消失，ＴｓＨ、凡、ｎ’４

三、诊断

值维持在正常范围。左甲状腺素（Ｌ．Ｔ４）是本病的主要替代

１．病史：详细地询问病史有助于本病的诊断。如甲状腺

治疗药物。一般需要终身替代；也有桥本甲状腺炎所致甲减

手术、甲亢”１Ｉ治疗；Ｇｒａｖｅｓ病、桥本甲状腺炎病史和家族

自发缓解的报道。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应当将血清ＴｓＨ的

史等。

上限控制在＜３．０ ｍＩＵ／Ｌ。继发于下丘脑和垂体的甲减，不

２．临床表现：本病发病隐匿，病程较长，不少患者缺乏特

异症状和体征。症状主要表现以代谢率减低和交感神经兴

能把ＴｓＨ作为治疗指标，而是把血清巩、ｎ达到正常范
围作为治疗的目标。

奋性下降为主，病情轻的早期病人可以没有特异症状。典型

２．治疗剂量：治疗的剂量取决于患者的病情、年龄、体重

病人畏寒、乏力、手足肿胀感、嗜睡、记忆力减退、少汗、关节

和个体差异。成年患者Ｌ．Ｔ４替代剂量５０一２００肛ｇ／ｄ，平均

疼痛、体重增加、便秘、女性月经紊乱或者月经过多、不孕。

１２５斗ｇ／ｄ。按体重计算的剂量是１．６～１．８斗ｇ·ｋｇ。·ｄ～；

３．体格检查：典型病人可有表情呆滞、反应迟钝、声音嘶

儿童需要较高的剂量，大约２．Ｏ斗ｇ·妇～·ｄ～；老年患者则

哑、听力障碍，面色苍白、颜面和（或）眼睑水肿、唇厚舌大、

需要较低的剂量，大约１．０斗ｇ·ｋｇ～·ｄ～；妊娠时的替代剂

常有齿痕，皮肤干燥、粗糙、脱皮屑、皮肤温度低、水肿、手脚

量需要增加３０％～５０％；甲状腺癌术后的患者需要剂量约

掌皮肤可呈姜黄色，毛发稀疏干燥，跟腱反射时间延长，脉率

２．２斗ｇ·ｋｇ～·ｄ～，以抑制ｒ１１ＳＨ在防止肿瘤复发需要的水

缓慢。少数病例出现胫前黏液性水肿。本病累及心脏可以

平（见指南甲状腺癌章节）。Ｔ４的半衰期７ ｄ，所以可以每天

出现心包积液和心力衰竭。重症病人可以发生黏液性水肿

早晨服药１次。甲状腺片是动物甲状腺的于制剂，因其甲状

昏迷。

腺激素含量不稳定和Ｔ３含量过高已很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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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减患病率辩发病率静霆著增搬，鼹遂警状黥
囱身抗体阳性人群发生甲减；碘缺乏地区补碘
黧碘超足量可以促进豫临床甲减发展为临床

甲减。所以，维持碘摄入量在尿碘ｌ∞～１９９
“∥Ｌ安全范围是防治甲减的基础措施。特别

匦圃匦匦圃 幸
ｌ

０

０

是对于具有遗传背景、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和

Ｉ

菠临床甲减等易感人群尤其重要。

ｒ—————————１

｜篓堡耋竺壁塞｜

Ｉ

六、溉临床甲减

（ｓｕｂｃｌｉｎｉｅ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ｓｍ）

ｌ

文献报道各国普通人群中亚临床甲减的
患病率４％一１０％，美溺为４％～８＋５％，我国
为Ｏ．９１％一６．０５％。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
高，女性多见。超过６０岁的妇女中患病率可
以达到２０％左右。本瘸一般不具有特买酶瞧
床症状和体征。

匦露圊叵

因为本病主要依赖蜜验室诊断，所以首先

要蓑｝除其稳源嚣弓｜起酶囊清稻毯增褰：（１）
髑Ｈ测定干扰：被检者存在抗ＴｓＨ自身抗体可
以引起血清ｒｒＳＨ测定值假性增高；（２）低Ｔ３综
合徭的恢复裳：血清Ｔｓ艇可以增黉至５～２０

ｍＩＵ／Ｌ；机制可能是机体对应激的一种调整；
（３）２０％的中枢性甲减患者表现为轻度ＴｓＨ

注：强珏：促甲状腺素；冁：游离Ｔ４；誉城：甲状艨凌§％藏退疰；ＴＰ０怂：甲状艨避氧讫
物酶抗体；Ｔ醇ｂ：甲状腺球蛋白抗体；ＴＲＨ：促甲．状艨激素释放激素
图１

甲状腺功能减退癍诊断思路

增离（５～ｌＯ ｍＩＵ／Ｌ）；（４）肾功能不全：ｌＯ。５％

的终末期弩瘸患者有聪｝｜增高，可能与礤Ｈ
清除减慢、过量碘摄入、结合于蛋囱的甲状腺

激素的丢失褥关；（５）糖皮质激素缺也可以导
３。黢药方法：起始静裁量稔达到完全替代剂量所需辩阀
要根据年龄、体重和心脏状态确定。＜５０岁、既往无心脏病

致轻度礴嚣增高；（６）玺疆适应：暴露予寒冷９
个月，血清ＴＳＨ升高３０％一５０％。

史患者可以尽快达到完全替代荆潼；≥５０岁患者服用Ｌ—Ｔ４

本病的主要危害是：（１）血脂代谢异常及其导致的动脉

蔫要常规稔查心整状态，一般拭２５～５０箨矿纛开始，每天１

粥撵硬恁：部分学者认势，媛漆康孚藏是缺盘性，§靛瘸发生

次口服，每１～２周增加２５斗ｇ，麓歪达到治疗目标。患缺ｍ

的危险因素，它可以引起脂类代谢紊乱和心脏幼能异常。

性心脏病者起始剂量宜小，调整剂量宜慢，防止诱发和加重

“鹿特丹研究”认为，亚临床甲减与高廊压、高脂ｍ症、高血

心菠痣。疆想戆￡一叉殿药方法燕在饭蘸骚雕，与其健药物

糖等嚣素一样怒缺盛性心虢病憨独立魑险嚣素；对１３篇与

的服用问隔应当在４ ｈ以上，因为有些药物和食物会影响Ｔ４

亚临床甲减干预治疗相关的文献进行荟萃分析发现：Ｌ—Ｔ。

的吸收和代谢，如肠道吸收不良及氢氧化铝、碳酸钙、消胆

替代治疗可以减少亚临床甲减患者血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

胺、硫糖镪、硫酸亚铁、食耪纤维添浆裁等均谭影响小肠对

§鹭爨自膣圈醇水乎［分别降低Ｏ。２ｌ戳瓣。汐Ｌ（８鞋ｔ∥攫）程

Ｌ—Ｔ４的吸收；苯巴比妥、苯妥英钠、卡马西平、利福平、弊烟

Ｏ．２６ ｍｍｏＬ，Ｌ（１０

肼、洛伐他汀、胺碘酮、舍曲林、氯嗉等药物可以加速Ｌ—Ｔ４的

ｍｍｏＬ／Ｌ（１０ ｍｇ／ｄ１）。所以，从亚临床甲减的角度切人防治缺

清除。甲减病人同时服用这些药物爨尊，需要增加Ｌ—Ｔ４用豢。

血健心脏病是一个被关注的闻题。（２）发展为临廉甲减：英

ｍ∥ｄ１）］，增加高密度脂蛋自胆瀚醇ｏ．２６

４．监测指标：补充甲状腺激索，重新建立下丘脑．垂体一

国ｗｈｉｅｋｈ栅前瞻性研究诚实，单纯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

甲状腺轴的平衡一般需要４～６周的时间，所以治疗初期，每

单纯亚临床甲减、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合并亚临床甲减每年

闯隔４～６周测定相关激素指标。然后根据梭查结果调整

发鼹为临床甲减的发生率分别为２％、３％程５％；我国学者

Ｌ—Ｅ懿量，盔至达蓟治疗嚣标。治疗达标后，嚣要每６一１２

隧访ｌ∞铡来接受甲状腺激素治疗的豫临床甲减患者５年，

个月复查１次有关激索指标。

２９％仍维持亚临床甲减；５％发展为临床甲减；其余６６％患

五、预防

者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Ｌｏ瘿ｓｔｉｅ回归分析显示，初访时

旗摄入量与学减的发生帮发展显著穗关。我国学者发

鹘娃＞６ ｍｌⅣＬ（０Ｒ＝３．４），甲获蒜蠢身抗体麓性（０Ｒ＝

现碘超足墩［尿碘中位数（ＭｕＩ）２００～２９９斗∥Ｌ］和碘过量

５．３），原碘缺芝补碘至碘超足量（０Ｒ＝８．０）是亚临床甲减患

（ＭｕＩ≥３００ ｎｇ／Ｌ）可以导致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和亚临床

者甲状腺功能不易恢复正常的影响因索。（３）妊娠期亚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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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者提出这个范围应当是０．３—２．５ ｍＩＵ／Ｌ。达标的时间

床甲减影响后代的智力（见后述）。
对亚临床甲减的治疗问题一直存在争论。２００４年，美

越早越好（最好在妊娠８周之内）。每２—４周测定１次

国甲状腺学会（ＡＴＡ）、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学会（ＡＡｃＥ）和

ＴｓＨ、ＦＴ４、１Ｔｒ。，根据监测结果，调整Ｌ—Ｔ。剂量。ＴｓＨ达标以

美国内分泌学会（ＴＥｓ）召开专门会议，达成以下共识：将本

后，每６～８周监测１次鸭Ｈ、ｎｊ和巩。对亚临床甲减、低

病划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ＴｓＨ＞１０ ｍＩｕ／Ｌ，主张给予

Ｔ４血症和ＴＰＯＡｂ阳性孕妇的前瞻性干预研究正在数个国家

Ｌ—Ｔ。替代治疗；治疗的目标和方法与临床甲减一致，替代治

进行，目前尚无一致的治疗意见。

疗中要定期监测血清ＴＳＨ浓度，因为Ｌ—Ｔ４过量可以导致心

美国临床内分泌医师学会主张对妊娠妇女进行ＴｓＨ常

房颤动和骨质疏松。第二种是ＴＳＨ处于４～１０ ｍＩｕ／Ｌ之

规筛查，以及时发现和治疗临床甲减和亚临床甲减。育龄妇

间，不主张给予Ｌ—Ｔ４治疗，定期监测ＴｓＨ的变化。对ＴｓＨ

女亚临床甲减的患病率５％左右。一些学者主张对可能患

４～１０

ｍＩＵ／Ｌ伴ＴＰＯＡｂ阳性的患者，要密切观察ＴｓＨ的变

甲减的高危人群做妊娠前的筛查。甲减的高危人群包括具
有甲状腺疾病个人史和家族史者；甲状腺肿和甲状腺手术切

化，因为这些患者容易发展为临床甲减。
目前对于亚临床甲减的筛查意见也不一致。部分学者

除和”１ Ｉ治疗史者；有自身免疫性疾病个人史和家族史者，例

建议在高危人群中筛查本病，即６０岁以上人群，有甲状腺手

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１型糖尿病等。要加强

术或”１Ｉ治疗史者，有甲状腺疾病既往史者，有自身免疫疾病

对已患甲减育龄妇女的教育，让她们了解甲减对妊娠和胎儿

个人史和家族史者。

脑发育的不良影响。

八、黏液性水肿昏迷

七、妊娠与甲减
临床甲减患者生育能力减低。妊娠期母体甲减与妊娠

黏液性水肿昏迷是一种罕见的危及生命的重症，多见于

高血压、胎盘剥离、自发性流产、胎儿窘迫、早产以及低出生

老年患者，通常由并发疾病所诱发。临床表现为嗜睡、精神

体重儿的发生有关。一项４０年的回顾性调查显示，正常对

异常，木僵甚至昏迷，皮肤苍白、低体温、心动过缓、呼吸衰竭

照组和临床甲减组妊娠高血压的发病率分别为３．８％和

和心力衰竭等。本病预后差，病死率达到２０％。

１１．６％；自然流产发生率分别为３．３％和８．０％；早产分别为

治疗：（１）去除或治疗诱因：感染诱因占３５％。（２）补充

３．４％和９．３％；围产期胎儿死亡分别达０．９％和８．１％；低出

甲状腺激素：Ｌ．Ｔ４ ３００—４００斗ｇ立即静脉注射，继之Ｌ—Ｔ４

生体重儿分别为６．８％和２２．０％。亚临床甲减的妊娠并发

５０～１００斗ｇ／ｄ，静脉注射，直至患者可以口服后换用片剂。

症尚无足够的临床资料。

如果没有Ｌ—Ｔ。注射剂，可将Ｌ—Ｔ４片剂磨碎后由胃管鼻饲。

近年来，妊娠早期母体亚临床甲减对胎儿脑发育第一阶

如果症状无改善，改用Ｔ３（１ｉｏｔｈｙｍｎｉｎｅ）静脉注射，１０斗ｇ，每４

段的影响备受关注。在胎儿甲状腺功能完全建立之前（即妊

小时１次，或者２５斗ｇ，每８小时１次。黏液性水肿昏迷时Ｔ４

娠２０周以前），胎儿脑发育所需的甲状腺激素主要来源于母

向Ｂ转换受到严重抑制，口服制剂肠道吸收差，补充甲状腺

体，母体的甲状腺激素缺乏可以导致后代的智力发育障碍。

激素过急、过快可以诱发和加重心力衰竭。（３）保温：避免

胎儿的初期脑发育直接依赖于母体循环中的Ｔ４水平，而不

使用电热毯，因其可以导致血管扩张，血容量不足。（４）补

依赖Ｂ水平。美国学者Ｈａｄｄｏｗ等首次发现，妊娠１７周患

充糖皮质激素：静脉滴注氢化可的松２００—４００ ｍｇ／ｄ。（５）

甲减的母亲，未给予Ｌ—Ｔ。治疗组母亲的后代在７～９岁时的

对症治疗：伴发呼吸衰竭、低血压和贫血采取相应的抢救治

智商（ＩＱ）较正常对照组母亲的后代降低７分。而给予Ｌ—Ｔ４

疗措施。（６）其他支持疗法。
九、中枢性甲减（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ｓｍ）

治疗组的后代ＩＱ与正常对照组后代没有区别。
妊娠期间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Ｉ＇ｓＨ和甲状腺激素的

本病是由于垂体ＴｓＨ或者下丘脑ＴＲＨ合成和分泌不足

参考范围与普通人群不同。目前尚没有孕期特异性的ＴｓＨ

而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合成减少。典型病例的血清ＴｓＨ和甲

参考范围。一般认为在妊娠早期ＴｓＨ参考范围应该低于非

状腺激素的表现是：ＴｓＨ减低、，ＩｔＩｊ减低；但约２０％的患者基

妊娠人群３０％～５０％，目前国际上部分学者提出２．５

ｍＩｕ／Ｌ

础血清ＴｓＨ浓度也可以正常或者轻度升高（１０ ｍＩＵ／Ｌ）。

作为妊娠早期ＴｓＨ正常范围的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可以诊

本病的患病率为０．００５％。高发年龄在儿童和３０—６０

断为妊娠期甲减。由于妊娠期ＦＴ４波动较大，国际上推荐应

岁成人。先天性原因多由于垂体、下丘脑发育不全等；儿童

用ＴＴ。评估孕妇的甲状腺功能。妊娠期间巩浓度增加，大

的病因多源于颅咽管瘤；成人的病因大多是垂体的大腺瘤、

约为非妊娠时正常值的１．５倍。如妊娠期间ＴｓＨ正常

垂体接受手术和放射治疗、头部损伤、希恩综合征（ｓｈｅｅｈａｎ

ｎｍ彬Ｌ（７．８斗∥ｄ１），可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淋巴细胞性垂体炎等。接受多巴胺治疗时，由于

（０．３～２．５ ｍＩｕ／Ｌ），仅，ＩＹＩ＇４低于１００
以诊断为低Ｔ。血症。

多巴胺抑制垂体产生ｒ１１ＳＨ，ｒ１１ＳＨ和Ｔ４的产生量可以减少

治疗：妊娠前已经确诊的甲减，需要调整Ｌ—Ｔ。剂量，使

６０％和５６％；在长期Ｌ—Ｔ４替代治疗的患者，撤除Ｌ·Ｔ。后，垂

血清ＴｓＨ达到正常值范围内，再考虑怀孕。妊娠期间，Ｌ—Ｔ。

体ＴｓＨ抑制的状态可以持续６周。本病常有性腺、肾上腺

替代剂量通常较非妊娠状态时增加３０％一５０％。既往无甲

受累，应该注意询问相关症状，如女性产后元乳及闭经、男性

减病史，妊娠期间诊断为甲减，应立即进行Ｌ—Ｔ４治疗，目的

性功能减退、皮肤色素变浅、腋毛和阴毛脱落等。应当同时

是使血清ＴＳＨ尽快达到妊娠期特异性正常值范围。国外部

检查性腺和。肾上腺皮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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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性甲减与原发性甲减鉴别：依靠基础ＴＳＨ即可鉴

萘洛尔，含碘造影剂等。

别，前者减低，后者升高。当中枢性甲减（主要是下丘脑原因

ＥｓＳ的发生机制是Ｉ型脱碘酶活性抑制，Ⅲ型脱碘酶活

所致的甲减）表现为，１１ＳＨ正常或者轻度升高时，需要做ＴＲＨ

性增强。因为Ｉ型脱碘酶负责Ｔ。外环脱碘转换为Ｔ３，所以

刺激试验鉴别。典型的下丘脑性甲减，ＴＲＨ刺激后的ＴｓＨ

Ｔ３产生减少，出现低Ｔ３血症；Ⅲ型脱碘酶有两个功能，一个

分泌曲线呈现高峰延缓出现（注射后６０～９０ ｍｉｎ），并持续

是Ｔ４转换为反Ｔ３（ｒＴ３），另一个是Ｔ３脱碘形成Ｔ２。本征Ｔ４

高分泌状态至１２０ ｍｉｎ；垂体性甲减ＴＲＨ刺激后ＴＳＨ反应是

向ｒＴ３转换增加，所以血清ｒＴ，增加。

Ｅｓｓ实验室检查的特征是血清ｒＩＹＩ’，减低，ｒＴ３增高；’巩

迟钝的，呈现低平曲线（增高＜２倍或者增加≤４．０ ｍＩＵ／Ｌ）。
十、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ＲＴＨ）

正常或者轻度增高，，Ｉ’ＳＨ正常。疾病的严重程度一般与ｒＩｆＩ－，

本病病因是位于３号染色体的编码甲状腺受体Ｂ链

减低的程度相关。严重病例可以出现玛和ｎ减低，ＴＳＨ

（ＴＲＢ）基因发生点突变，导致Ｔ３与受体结合障碍，甲状腺激

仍然正常，称为低Ｌ—Ｔ４综合征。患者的基础疾病经治疗恢

素的生物活性减低。这种突变的发生率是１／５０ ０００。本征

复以后，甲状腺激素水平可以逐渐恢复正常；但是在恢复期

有３个亚型：（１）全身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合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可以出现一过性ＴＳＨ增高，也需要与原发性甲减相鉴别。

ｈｏ瑚ｏｎｅｓ，ＧＲＴＨ）；（２）垂体选择型甲状

本征不需要给予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因甲状腺激素治疗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ｙｒｏｉｄ

腺激素抵抗综合征（８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ｒｅ８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ｙｒｏｉｄ

适当地提高机体代谢率，可能带来副作用。
十二、新生儿甲减

ｈｏ瑚ｏｎｅｓ，ＰＲＴＨ）；（３）外周组织选择型甲状腺激素抵抗综
合征（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ｍ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ｙｍｉｄ

新生儿甲减的发生率是１／４０００。原因有甲状腺发育不

ｈｏ瑚ｏｎｅｓ，

良（７５％）、甲状腺激素合成异常（１０％）、下丘脑－垂体性

ｐｅｒＲＴＨ）。
ＧＲＴＨ的临床表现有甲状腺肿、生长缓慢、发育延迟、注

ＴＳＨ缺乏（５％）、一过性甲减（１０％）。一过性甲减的发生原

意力不集中、好动以及静息时心动过速。本病缺乏甲减的临

因是由于药物性、高碘和母体甲状腺刺激阻断性抗体

床表现，主要是被增高的甲状腺激素所代偿。７５％患者具有

（ＴｓＢＡｂ）通过胎盘，抑制胎儿的甲状腺功能。大多数病例是

家族史，遗传方式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实验室检查血清

散发的。发达国家和我国均实行对新生儿甲减的常规筛查

ｎ、ＴＴ。ｎｊ增高（从轻度增高到２～３倍的增高）；ＴｓＨ增

制度。

目前认为，测定新生儿足跟血ＴｓＨ（试纸法）是最可靠

高或者正常。本病依据以下４点与垂体鸭Ｈ肿瘤鉴别：（１）
ＴＲＨ刺激试验：本病，１１ＳＨ增高，垂体ＴＳＨ肿瘤时无反应；
（２）Ｔ３抑制试验：本病血清ＴｓＨ浓度下降，垂体ＴＳＨ肿瘤时
不被抑制；（３）本病时血清仅亚单位与ＴＳＨ的摩尔浓度比例
＜１；（４）垂体ＭＲＩ检查：本病无异常，垂体ＴＳＨ肿瘤存在垂

的筛查方法。可疑病例的标准是ＴＳＨ

２０一２５

ｍＩＵ／Ｌ。对可

疑病例应进一步测定血清，１１ＳＨ和Ｔ４。本病的诊断标准是：
新生儿１～４周期间，ｒＩ’ＳＨ＞７ ｍＩＵ／Ｌ，Ｔｒ４＜８４

ｎｍ彬Ｌ（６．５

斗∥ｄ１）。采集标本时间应当在产后３～５ ｄ内。采血过早，
受到新生儿ＴＳＨ脉冲分泌的影响，出现假阳性；筛查过晚则

体腺瘤。
ＰＲＴＨ临床表现有轻度甲亢症状，这是因为本病的外周

要延误启动治疗的时间，影响治疗效果。
治疗原则是早期诊断，足量治疗。甲状腺激素治疗启动

Ｔ３受体是正常的，仅有垂体的Ｔ３受体选择性缺陷。这种缺

陷导致Ｌ浓度升高不能抑制垂体的ＴＳＨ分泌。垂体不适
当地分泌ｒＩ＇ｓＨ，引起甲亢和甲状腺肿。实验室检查血清Ｂ、

Ｔ。增高，ＴｓＨ增高或者正常。本病主要与垂体髑Ｈ肿瘤鉴
别，依靠ＴＲＨ刺激试验和垂体ＭＲＩ检查。
ｐｅｒＲＴＨ实验室检查结果取决于垂体和外周组织对甲状
腺激素不敏感的程度和代偿程度。ＧＲＴＨ和ＰＲＴＨ的实验

室结果均可出现。有的患者基础ＴｓＨ水平正常，但是相对
于升高的循环Ｔ３、Ｔ４水平而言，这个ＴＳＨ水平是不适当的。
ＴＲＨ刺激试验反应正常、Ｂ抑制试验可以抑制；但临床有甲
减的表现。
十一、甲状腺功能正常的病态综合征（ｅｕｔｈｙｒｏｉｄ

得越早越好，必须在产后４～６周之内开始。随访研究发现，
如果在４５ ｄ内启动治疗，患儿５～７岁时的ＩＱ与正常儿童相
同，延迟治疗将会影响患儿的智力发育。治疗药物选择Ｌ—

Ｔ４。Ｌ·Ｔ４起始剂量１０一１５斗ｇ·ｋｇ～·ｄ～。治疗目标是使
血清‘ＩＴｒ４水平尽快达到正常范围，并且维持在新生儿正常值
的上１／３范围，即１２９～２０６ ｎｍｏＬ／Ｌ（１０～１６斗ｇ／ｄ１）。为保证

治疗的确切性，达到目标后要再测定ＦＴ４，使ｎ维持在正
常值的上１／３范围。血清髑Ｈ值一般不作为治疗目标值。
因为增高的ｒ１１ＳＨ要持续很长时间，这是由于下丘脑一垂体．甲
状腺轴的调整需要时间。一过性新生儿甲减治疗一般要维

持２—３年，根据甲状腺功能的情况停药。发育异常者则需
ｓｉｃｋ

要长期服药。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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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关于建立“快速通道”的有关规定
为了保证优秀的医学科研成果能够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上尽快地发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要求各编辑部建立优秀论
文发表的“快速通道”。现将有关事宜规定如下。

１．“快速通道”的定义：对符合“快速通道”要求的论文采用特定审稿流程，在收稿后１个月内就论文能否发表给予答复，
对符合要求的论文在收稿后４个月内予以发表。
２．“快速通道”论文要求：必须具备创新性、重要性和科学性，该论文的早日公布将对临床和科研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３．“快速通道”论文投稿要求：（１）作者在投稿前应与编辑部联系，说明研究的具体情况。在得到编辑部认可的情况下，将
论文发送到指定的电子邮箱或通过特快专递将一式三份稿件及软盘送抵编辑部。（２）稿件应符合相关杂志稿约的要求，并附
单位介绍信。（３）应提供说明论文需要通过“快速通道”发表理由的书面材料，同时提供省级及以上图书馆或医学信息研究所
等单位出具的“查新报告”。（４）作者可推荐３—５名审稿专家（需注明其详细联系方法，包括Ｅｍａｉｌ）供编辑部参考。

４．“快速通道”的审稿流程：（１）收稿后２天内由编辑部集体讨论做出进入“快速通道”、按普通来稿处理或退稿的决定。
编辑部的意见应在１周内通知作者。对于同意进入“快速通道”的稿件，应同时向作者说明进入“快速通道”并不意味着该稿
件能够最终被发表。（２）对编辑部决定进入“快速通道”的稿件，主管编辑应立即通过电话或Ｅｍａｉｌ与有关审稿专家联系，确

定专家可以承担审稿任务后，立即将稿件从网上送出或用特快专递送出。应至少请两名具有权威性的专家审阅，必要时应同
时请统计学方面的专家审阅，然后将审稿意见交给总编辑或副总编辑，由其做出通过“快速通道”发表、退修、按普通稿件处理
或退稿的决定。该过程应在１个月内完成并通知作者。（３）需要退修的稿件，主管编辑应在２天内将审稿意见通过Ｅｍａｉｌ或
特快专递反馈给作者，作者应在１周内完成修改并将修改稿和软盘通过特快专递寄给主管编辑。如果通过Ｅｍａｉｌ发送修改
稿，必须同时邮寄纸稿。（４）对于最终决定通过“快速通道”发表的稿件，由编辑部主任安排在最近的一期发表。至于是否在
目次中冠以“快速通道”栏目词，可由各编辑部自行决定。
５．“快速通道”稿件处理费每篇最高不能超过４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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