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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胃肠间质瘤（GIST）患者的病理特征及其与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我院2005年10月

至2012年10月期间收治的120例行手术治疗并经病理证实的胃肠道间质瘤患者，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病理及随

访资料，并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明确GIST患者的病理因素与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GIST患者的病灶形态以

类圆形居多，肿块无包膜或有假包膜，部分病灶边缘呈分叶状，病灶向浆膜外或消化腔内生长，少数病灶有囊性

变、坏死、出血等形态改变；免疫组化结果显示，DOG1、CD117、CD34、IGFIR、Desmin、SMA、S-100的阳性表达率

分 别 为 96.67% (116/120)、95.00% (114/120)、80.00% (96/120)、5.83% (7/120)、3.33% (4/120)、45.00% (54/120)、

6.67% (8/120)；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肿瘤大小、核分裂数目、NIH 恶性危险度以及是否接受甲磺酸伊马替

尼治疗患者的 3年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核分裂数目、NIH 危险

度、肿瘤大小、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均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P<0.05)。结论 GIST患者的DOG1、CD117

的阳性表达率较高，CD34、CD117为弥漫性阳性表达，S-100和SMA呈局灶性分布，核分裂数目、NIH危险度、肿瘤

大小及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均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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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 and its cor-

relation with prognosis. Methods A total of 1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GIST, who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05 to October 2012,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The pathological and follow-up data of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orrelation between GIST pathological factors and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was

confirmed by the single factor and multi-factor analysis. Results The lesions of patients with GIST were most in the

round, and the mass had no envelope or pseudo capsule. Some lesions were lobulated, and growth of lesions were to the

outside of the film or in the digestive cavity. A few lesions had cystic change, necrosis, hemorrhage. Immunohistochemi-

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DOG1, CD117, CD34, IGFIR, Desmin, SMA, and S-100 were re-

spectively 96.67% (116/120), 95.00% (114/120), 80.00% (96/120), 5.83% (7/120), 3.33% (4/120), 45.00% (54/120),

6.67% (8/120). Singl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urvival rates of different tu-

mor size, number of nucleus division, NIH risk of malignant degree and whether to accept the mesylate for Nigeria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3 years (P<0.05).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matinib mesylate treatment,

number of nucleus division, NIH risk of malignant degree were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e factors of prognosis of pa-

tients (P<0.05). Conclusion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s of DOG1 and CD117 are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GIST.

CD117 and CD34 are the diffuse positive expression, while S-100 and SMA show focal distribution. Imatinib mesylate

therapy, tumor size, number of nucleus division, NIH risk of malignant degree are all the independent influence factors

for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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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将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

mal tumor，GIST)定义为一种发生于腹腔内的非上皮
间叶性肿瘤，肿瘤部位、大小、分期、有丝分裂数目等
都是影响 GIST 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但关于其他病
理学特征是否会对患者预后产生影响尚未明确[1]。本
研究旨在明确 GIST 病理特征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05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0月期间收治的 120例胃肠道间质瘤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临床资料完整，经病理检查证实
为胃肠道间质瘤；除了靶向治疗和手术治疗外未接受
其他治疗。排除标准：病理诊断不明确者，接受过靶
向及手术以外的治疗手段者，患有其他严重疾病者。
120例患者中男性 69例，女性 51例；年龄 20~85岁，平
均(56.8±4.6)岁；GIST原发病灶包括胃部63例，小肠42

例，结直肠11例，其他部位4例；肿瘤直径1~28 cm，平
均(5.9±4.1) cm。其中初诊时有14例发生转移，包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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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肝转移3例，肝合并其他脏器转移6例，腹盆腔多发
转移4例，脾脏转移1例。

1.2 方法
1.2.1 病理标本观察 手术切除标本，由同一名

医师使用相同工具对肿瘤的最大直径进行测量、记录。
同时记录肿瘤原发部位、远处脏器转移、细胞形态、核异
型程度、细胞密集程度、免疫组化检查结果等。

1.2.2 免疫组化检查 免疫组化检验采用EnVi-

sion 标准二步法，检测 DOG1、CD34、CD117、IGFIR、
S-100及Desmin蛋白表达，最终染色结果由两名经验
丰富的病理医师共同判读。记录有丝分裂数目，观察
细胞形态、核异型程度、细胞密集程度。在显微镜400

倍视野下观察整张切片，细胞相应部位有棕黄色颗
粒，判定为阳性，着色强度与背景色无差异或不着
色，判定为阴性。每张切片选择 10个高倍视野，共统
计 1 000个细胞，阳性细胞数平均值超过10%，则判定
为阳性，阳性细胞平均数不足 10%或未着色，则判定
为阴性。

1.2.3 随访 本组患者均随访 3年以上，随访方
式采用电话随访+门诊复查，记录患者的生存情况。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Life-Table

法计算生存率，核分裂数目、NIH危险度、肿瘤大小、甲
磺酸伊马替尼治疗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应用Cox

回归模型，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表现 首发症状包括腹胀、腹痛等腹部
不适 54 例(45.00%)，消化道出血 43 例(35.83%)，腹部
肿块8例(6.67%)，排便异常4例(3.33%)，吞咽困难2例
(1.67%)，其他表现9例(7.50%)。

2.2 治疗方法 120例患者中有117例行手术切
除，占97.50%，包括姑息性切除术10例(8.33%)，完全性
切除术107例(89.17%)；3例因癌细胞广泛侵犯或肿瘤
转移未行手术治疗。30例应用甲磺酸伊马替尼进行靶
向治疗，治疗时间3~64个月，平均(13.5±2.6)个月。

2.3 病理特征 GIST患者的病灶形态以类圆形
居多，共 70例(58.33%)，椭圆形 42例(35.00%)，不规则
形8例(6.67%)。肿块无包膜或有假包膜，部分病灶边
缘呈分叶状，病灶向浆膜外或消化腔内生长，少数病
灶有囊性变、坏死、出血等形态改变。胃GIST患者中
有44例(69.84%，44/63)存在黏膜溃疡，115例(95.83%)

的肿瘤细胞类型以梭形细胞为主，4例(3.33%)以上皮
细胞为主，1例(0.83%)以混合细胞为主，见图1、图2。

2.4 免疫组化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DOG1的阳
性表达率为 96.67%(116/120)，CD117的阳性表达率为
95.00%(114/120)，CD34 的阳性表达率为 80.00%(96/

120)，IGFIR 的阳性表达率为 5.83%(7/120)。Desmin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为 3.33%(4/120)，SMA的阳性表达
率为 45.00% (54/120)，S-100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为

6.67% (8/120)。其中CD34、CD117在细胞中的阳性表

达呈弥漫性分布，S-100和SMA在细胞中的阳性信号

呈局灶性分布，见图3、图4。

2.5 预后 本组患者均获随访，随访时间为3~72

个月，平均(21.5±3.4)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

同原发病灶位置患者的3年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不同肿瘤大小、核分裂数目、NIH 恶性

危险度以及是否接受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患者的3年

生存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核

分裂数目、NIH危险度、肿瘤大小、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

与患者的预后关系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

核分裂数目、NIH危险度、肿瘤大小、甲磺酸伊马替尼治

疗均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P<0.05)，见表2。

图1 GIST梭形细胞(小肠，×200) 图2 GIST上皮细胞(胃，×200)

图3 CD117阳性表达(×400) 图4 CD34阳性表达(×400)

表1 GIST患者预后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原发病灶位置

胃部

小肠

结直肠

其他

肿瘤大小(cm)

<2

2~5

5~10

>10

核分裂数目

<5个/50 HPF

≥5个/50 HPF

甲磺酸伊马替尼

接受

未接受

NIH恶性危险度

极低度

低度

中度

高度

例数

63

42

11

4

11

59

31

19

70

50

30

90

12

51

30

27

3年生存

28

22

7

1

9

36

14

3

48

17

20

40

10

41

21

14

生存率(%)

44.44

52.38

63.64

25.00

81.82

61.02

45.16

15.79

68.57

34.00

66.67

44.44

83.33

80.39

70.00

51.85

χ2值

1.657

15.761

14.041

4.444

16.486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 2133



3 讨 论

GIST 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胃肠道间叶源性肿瘤，

其在消化道恶性肿瘤中约占 2%，临床发病率为

0.01‰~0.02‰ [2]。GIST 在光学显微镜下既有平滑肌

细胞特征，又有神经细胞特征。由于以往的病理形态

学、光学显微镜和临床诊断水平有限，所以GIST常被

误诊为神经鞘膜瘤、平滑肌肉瘤或平滑肌瘤。随着诊

疗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对GIST病理特点认识的不断深

入，GIST的诊断准确率也有了明显提高。

统计资料显示，GIST发病人群主要为50岁以上人

群，儿童、青少年较少患病，男女均可发病，并且男性的

发病率比女性更高，但也有文献报道男性与女性的

GIST发病率并无明显差异[3]。本次研究所选取的120

例患者中，男性 69例(57.50%)，女性 51例(42.50%)，男

性占比略高于女性，但二者的差异并不显著。患者的

平均年龄为(56.8±4.6)岁，这一结果与前述文献报道基

本相符。在发病部位方面，GIST可发生在消化道任何

部位，且以胃部最为常见，其次为小肠，结直肠、食管

等部位相对少见。本组患者中，发病部位在胃部者有

63 例 (52.50% )、小肠 42 例 (35.00% )、结直肠 11 例

(9.17%)、其他部位 4 例(3.33%)。GIST 的临床表现与

肿瘤生长方式、发病部位、肿瘤大小等因素均有密切

联系，其症状通常无特异性，以腹部肿块、腹部不适、

消化道出血等症状为主[4-5]。本组患者的首发症状包

括腹胀、腹痛等腹部不适 (45.00% )，消化道出血

(35.83%)，腹部肿块(6.67%)，排便异常(3.33%)等。在

GIST 的临床诊断中，常应用影像学手段进行定位诊

断，但由于其影像学表现无特异性，所以仅依靠影像

学检查难以将其与其他肿瘤鉴别开来[6]。免疫组化及

病理检查是 GIST 定性诊断的金标准，肿瘤组织符合

CD117 和典型 GIST 阳性时，即可诊断为胃肠间质

瘤。病理检查结果显示GIST患者的病灶形态以类圆

形和椭圆形居多，也有少数呈不规则形，肿块无包膜

或有假包膜，部分病灶边缘呈分叶状，病灶向浆膜外

或消化腔内生长，少数病灶有囊性变、坏死、出血等形

态改变。胃 GIST 多存在黏膜溃疡，且绝大部分肿瘤

细胞都为梭形细胞。免疫组化检查能够有效提高

GIST的诊断水平。CD117蛋白阳性能够为GIST的诊

断与鉴别诊断提供可靠依据。本组患者的免疫组化

结果显示95.00%的患者CD117都为阳性表达，这一结

果与国内多篇文献报道结果相符[7-8]。GIST患者的预

后效果与多种因素有关，本次研究通过单因素发现不

同肿瘤大小、核分裂数目、NIH恶性危险度以及是否接

受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患者的3年生存率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多因素分析发现，核分裂

数目、NIH危险度、肿瘤大小、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都

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提示对GIST患者实施

甲磺酸伊马替尼靶向治疗能有效提高患者的3年生存

率，改善患者预后[9-10]。

综上所述，GIST 患者的 DOG1、CD117 阳性表达

率较高，CD34、CD117 为弥漫性阳性表达，S-100 和

SMA呈局灶性分布，影响GIST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

较多，包括核分裂数目、NIH危险度、肿瘤大小和甲磺

酸伊马替尼治疗，实施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有助于改

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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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患者预后的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因素

核分裂数目

NIH危险度

肿瘤大小

甲磺酸伊马替尼治疗

OR

1.579

2.973

1.855

2.825

P值

0.034

0.000

0.000

0.000

95%CI

1.036~2.387

1.926~4.628

1.312~2.542

1.257~2.208

·· 2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