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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T用于胃癌淋巴结转移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
韩超，陈新晖，赵宝琼，曹辉，王常雨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放射科，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要】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CT (MSCT)用于胃癌淋巴结转移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择2016年1

月至2020年1月于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行远端胃癌根治术的8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患者术后胃标本及淋

巴结病理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分析MSCT平扫及增强对胃癌淋巴结转移、N分期的判断价值。结果 以术后胃癌

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80例胃癌患者中52例(65.00%)有淋巴结转移，其中，术前MSCT增强诊断胃癌淋巴结转移的

准确度、敏感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为86.25%、88.46%、90.20%、79.31%，明显高于MSCT平扫检查的61.25%、

61.54%、74.42%、45.9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术后淋巴结病理诊断为金标准，80例胃癌患者中N0、N1、

N2、N3期患者分别为14例、33例、23例、10例，其中MSCT平扫对胃癌N0~N1期及N2~N3期的分期诊断准确度分别

为 51.06%、72.73%，明显低于 MSCT 增强的 78.72%、96.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MSCT 增强对

N2~N3期的诊断准确率为96.97%，明显高于N0~N1期的72.7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MSCT增强对

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准确度较高，对晚期胃癌的适用性更强，可为手术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 胃癌；多层螺旋CT；淋巴结；TNM分期系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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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multi-slice spiral CT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lymph node metastasis. HAN Chao,
CHEN Xin-hui, ZHAO Bao-qiong, CAO Hui, WANG Chang-yu.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General Hospital of Pingmei
Shenma Medical Group, Pingdingshan 467000, Hena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 in the early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lymph node metastasis.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who underwent radical resection of distant gastric can-

cer in General Hospital of Pingmei Shenma Medical Group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20 were enrolled as the re-

search objects. Taking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of gastric specimens and lymph nodes as the gold-

en standard, the determination value of MSCT plain scan and enhanced MSCT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N staging

of gastric cancer was analyzed. Results Taking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as the golden

standard, there were 52 cases (65.00%)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es in the 80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The accuracy,

sensitivity,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and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enhanced MSCT for diagnosis of lymph node me-

tastasis were 86.25%, 88.46%, 90.20%, and 79.31%,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1.25%, 61.54%, 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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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胃癌发病率占全球总新增病例的 42%，

每年约有40万的新发患者，已经成为危害国民健康的

重大疾病之一[1-3]。胃癌患者治疗方案的选择与肿瘤

分期密切相关[4-5]，若胃癌未合并淋巴结转移，则仅需

采取微创内镜治疗；若胃癌合并淋巴结转移、病灶可

切除，即可采用根治手术联合术后辅助治疗；而对于

Ⅲ期及以上进展性胃癌不宜行根治手术，需根据化疗

结果择期手术[6-8]。因此，判断胃癌患者是否合并淋巴

结转移，是选择治疗方式、评估预后的重要参考因素

之一。近年来，多层螺旋 CT (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影像学方法被广泛应

用于胃癌的术前分期，并在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方

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在胃癌淋巴结转移中的

诊断价值仍存争议。本研究旨在探讨 MSCT 诊断胃

癌早期淋巴结转移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6 年 1 月至 2020 年 1

月于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行远端胃癌根治术

的 8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行远端

胃癌根治术；(2)经术后病理确诊为胃癌；(3)术前行

MSCT 及增强扫描；(4)术中清扫淋巴结≥15 枚。排

除标准：(1)患有血液系统疾病或传染病等；(2)伴随

免疫系统疾病或严重肝肾功能障碍；(3)对造影剂过

敏。80 例患者中男性 45 例，女性 35 例；年龄 35~71

岁，平均(55.34±5.28)岁；病理分型：腺癌 62 例，印戒

细胞癌 6 例，混合癌 12 例。

1.2 基本资料收集 收集入组患者的性别、年

龄、肿瘤部位、术后癌组织及淋巴结的病理结果等资料。

1.3 MSCT 检查 使用德国西门子 64 层螺旋

CT，所有患者检查前均禁食 6~8 h，扫描前 10 min 肌

注 654~2 20 mg，并口服温水800~1 000 mL，患者取常

规仰卧位。扫描范围：平扫、动脉期及静脉期由食管

下段至肾下极水平，即包括整个胃部，平衡期扫描范

围由膈顶至盆腔，扫描于吸气末屏气一次完成。随后

进行增强扫描，采用欧乃派克(80~100 mL)作为CT对

比剂，经高压注射器以 3 mL/s静脉注入，动脉期选用

注射开始后 29 s，静脉期 35 s，平衡期 80 s。

1.4 评估标准 选择本科室从事腹部影像诊断

的主治医师 2名，对MSCT检查结果进行评估：在CT

定位下观察淋巴结形态、大小、CT值，观察淋巴结是否

存在坏死、肿瘤包膜是否不完整，将 MSCT 平扫及增

强图像可观察到淋巴结坏死、包膜不完整的患者判断

为合并转移；若未出现以上两种征象，则将满足淋巴

结直径≥5 mm、短长径比值>0.7、平扫或增强静脉期

CT 值分别≥25、70 Hu 的患者判断为合并转移，其余

患者判断为未转移。若出现有争议的病例，由两位医

师协商给出最终结论，合并淋巴结转移记为阳性，未

转移记为阴性。

1.5 术后病理检查 收集入组患者术送检的胃

癌组织、淋巴结病理结果，参考第八版TNM分期[9]标

准，将淋巴结直径>5 mm、短长轴比值>0.7、CT扫描中

心低密度而周围高密度或轻中度强化记为合并淋巴

结转移，存在转移记为阳性，无转移记为阴性。根据

入组患者淋巴结病理检查结果，根据合并淋巴结转移

数量进行 N 分期，N0：无转移；N1：1~2 枚；N2：3~6 枚；

N4：7枚及以上。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录入数据

并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MSCT 对胃癌淋巴结转移的诊断结果 以

术后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80 例胃癌患者中 52 例

(65.00%)有淋巴结转移，术前行MSCT平扫及增强扫

描，将结果与病理结果进行比较，发现 MSCT 平扫检

查有20例阳性误诊，11例阴性误诊；MSCT增强有6例

阳性误诊及5例阴性误诊，见表1。常见的胃癌淋巴结

转移MSCT平扫图及增强扫描见图1。

表1 MSCT对胃癌淋巴结转移的诊断结果(例)

检查方式

平扫

阳性

阴性

增强

阳性

阴性

阳性

32

20

46

6

阴性

11

17

5

23

合计

43

37

51

29

病理N分期结果

45.92% of MSCT plain scan (P<0.05). Taking postoperativ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lymph nodes as the golden stan-

dard, there were 14 cases, 33 cases, 23 cases, and 10 cases with N staging at stage N0, N1, N2, and and N3,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ates of MSCT plain scan for gastric cancer at stage N0—N1 and N2—N3 were 51.06% and

72.73%,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78.72%, 96.97% of enhanced MSCT (P<0.05).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rate of gastric cancer at stage N2—N3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at stage N0—N1 by enhanced MSCT (96.97% vs
72.73%, P<0.05). Conclusion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enhanced MSCT is high for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gas-

tric cancer, which is more applicable to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election of surgical

methods.

【Key words】 Gastric cancer; 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 Lymph node; TNM staging system;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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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患者女，53岁，术后病理确诊为腺癌

注：A，MSCT平扫，箭头处可见淋巴结直径为6.3 mm，短长径比值0.77；B~D，MSCT增强取平面、冠状面、矢状面图像，箭头处淋巴结出现明显强

化，静脉期CT值为82 HU，综合评估为合并淋巴结转移患者。

2.2 MSCT 对胃癌淋巴结转移诊断的准确性比

较 MSCT增强诊断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准确度、敏感

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为 86.25%、88.46%、

90.20% 、79.31% ，均明显高于 MSCT 平扫检查的

61.25%、61.54%、74.42%、45.9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2。

2.3 MSCT 对胃癌 N 分期的诊断结果 以淋巴

结术后病理诊断为金标准，80 例胃癌患者中 N0、N1、

N2、N3 期患者分别为 14 例、33 例、23 例、10 例。行

MSCT平扫及增强扫描，MSCT平扫对N0~N1及N2~N3

期的分期诊断分别出现23例、9例分期错误，MSCT增

强出现10例N0~N1期分期错误及1例N2~N3分期错误，

见表3。

2.4 MSCT 对胃癌 N 分期诊断的准确性比

较 MSCT平扫对N0~N1及N2~N3期的分期诊断准确

度分别为 51.06%、72.73%，明显低于 MSCT 增强的

78.72%、96.9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 MSCT 增强对 N2~N3 期的诊断准确率明显高于

N0~N1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443，P<0.05)，见

表4。

3 讨论

随着医学的进步，胃癌根治术已从原先的原发病

灶及脏器切除术逐渐转向周围淋巴清扫的 D2 根治

术，并且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可，D2根治术在施术前

需要对患者淋巴转移情况进行评估，避免术中清扫范

围过大或过小，影响患者预后[10]。目前，MSCT、超声

内镜、血清分子标志物等均在胃癌淋巴结转移评测中

有所应用，但分子标志物的预测精准度稍差、超声内

镜引导下穿刺提取的样本难以进行完整、准确的病理

学诊断。

有研究称，MSCT可以对≥5 mm的淋巴结数目进

行准确的诊断，是一种简单可信的检测方式 [11]。

MSCT增强检查过程简单、直接、经济，不依赖于检测人

员的操作手法，可以很好的区分病灶、正常组织，同时，

医师还可结合重建图像中肿瘤包膜是否完整、淋巴结

大小、淋巴结是否坏死、CT值等进行综合分析[12-13]。本

研究以术后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入组80例胃癌患者

中65.00%合并淋巴结转移，MSCT增强对胃癌淋巴结

转移的诊断准确度为 86.25%，高于MSCT平扫，以上

结果说明，MSCT增强可以为胃癌患者合并淋巴结转

移提供较准确的判断。考虑原因为：①在注入对比剂

后的MSCT增强扫描，图像分辨率高于MSCT平扫，淋

巴结与正常组织的对比度更高，可以通过比较增强

后静脉期CT值对转移性淋巴结进行更准确的评估；

②转移性淋巴结血供丰富、呈膨胀性生长，在CT图像

中可观察到强化，但各个时期的强化方式不同，得到

的CT值也各不相同，是导致假阴性的主要原因；③炎

性淋巴结内部存在很多增生淋巴细胞，内部细胞也可

能出现变性，以致产生大量新生血管，在CT图或增强

表2 MSCT对胃癌淋巴结转移诊断的准确性比较(%)

检查方式

平扫

增强

χ2值

P值

准确率

61.25

86.25

35.156

0.001

敏感度

61.54

88.46

10.051

0.002

特异度

60.71

82.14

3.150

0.076

阳性预测值

74.42

90.20

4.112

0.043

阴性预测值

45.95

79.31

7.580

0.006

表3 MSCT对胃癌N分期的诊断结果(例)

检查方式

平扫

正确

错误

增强

正确

错误

N0~N1

24

23

37

10

N2~N3

9

24

1

32

合计

33

47

38

42

病理N分期结果

表4 MSCT对胃癌N分期诊断的准确性比较(%)

检查方式

平扫

增强

χ2值

P值

N0~N1

51.06

78.72

7.892

0.005

N2~N3

72.73

96.97

7.543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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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图中可观察到淋巴结形态不规则、呈强化、CT值升

高，也是导致假阳性的主要原因。

既往研究指出，胃癌转移的首要途径即为淋巴

结，淋巴结转移作为判断胃癌预后一个重要指标，其

临床价值已被肯定，胃癌浸润深度、神经脉管侵犯是

影响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MSCT增强不仅可

以观察到淋巴结强化情况，还可对肿瘤分型、浆膜

面、形态进行整体把握[14-15]。但 MSCT 平扫检查对于

≤3 mm的淋巴结无法做出准确诊断。本研究以淋巴

结术后病理诊断为金标准，发现MSCT 平扫对 N0~N1

及N2~N3期的分期诊断准确度均低于MSCT增强，其

中 MSCT 增强对 N2~N3 期的诊断准确率显著高于

N0~N1期，提示 MSCT 增强对于晚期胃癌患者转移性

淋巴结的诊断准确度优于早期胃癌，与既往研究[16]结

论一致，考虑分期错误的原因在于：①除肿瘤外，结核

与炎症均会导致淋巴结肿大，导致分期过高；②部分

淋巴结难以与肿瘤组织区分，计数不准或直径较小，

将导致分期过低。所以，临床对行胃癌根治术的患者

行术前检查时，尤其针对早期胃癌患者，需综合多项

影像学、病理资料对淋巴结转移情况进行判断。本研

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选例较少、随访时间较短，有待扩

大样本并延长随访时间，继续探讨MSCT在对胃癌转

移性淋巴结早期诊断、术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术前判断胃癌淋巴结转移情况有助于

指导手术淋巴清扫范围，MSCT增强对胃癌转移性淋

巴结、术前N分期的诊断准确度优于MSCT平扫，更适

用于晚期胃癌患者。
参考文献

[1] 黄列彬, 龙晚生, 薛慧敏, 等. CT灌注成像在构建胃癌术前淋巴结

转移预测模型中的价值[J]. 影像诊断与介入放射学, 2020, 29(3):

171-176.

[2] IKOMA N, ESTRELLA JS, BLUM M, et al. Central lymph node me-

tastasis in gastric cancer is predictive of survival after preoperative

therapy [J]. J Gastrointest Surg, 2018, 22(8): 1325-1333.

[3] 李盖天, 阎龙, 余稳稳, 等. 胃癌淋巴结转移相关危险因素及其临床

预测价值分析[J].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2020, 29(4): 412-419.

[4] ABDELFATAH MM, BARAKAT M, OTHMAN MO, et al. The inci-

dence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submucosal early gastric cancer

according to the expanded criteria: a systematic review [J]. Surg En-

dosc, 2019, 33(1): 26-32.

[5] 文静, 吴克俭, 谭宁平.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分

析[J].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2020, 28(5): 331-337.

[6] 郭欣, 边识博, 彭正, 等. 进展期胃癌根治术中脾门淋巴结清扫的手

术方式选择及转移预警评价: 一项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对照研究[J].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0, 23(2): 144-151.

[7] MIKAMI K, HIRANO Y, FUTAMI K, et al. Expansion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mixed-type submucosal invasive gastric cancer

[J]. Asian J Surg, 2018, 41(5): 462-466.

[8] 崔金朵, 丁伟群, 钟良, 等.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2019, 36(11): 839-842.

[9] AMIN MB, GREENE FL, EDGE SB, et al. The eighth edition AJCC

cancer staging manual: continuing to build a bridge from a popula-

tion-based to a more "personalized" approach to cancer staging [J].

CA Cancer J Clin, 2017, 67(2): 93-99.

[10] PANG L, WANG J, FAN Y, et al. Correlations of TNM staging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of gastric cancer with MRI features and

VEGF expression [J]. Cancer Biomark, 2018, 23(1): 53-59.

[11] 高勇, 王坤. 多层螺旋CT淋巴结检出数目预测胃癌淋巴结转移[J].

中国药物与临床, 2020, 20(12): 1968-1970.

[12] 陶华, 申晋疆. 64排螺旋CT对胃癌淋巴结转移的诊断价值及诊断

准确率的影响[J]. 肿瘤影像学, 2020, 29(3): 314-318.

[13] 许舒航, 冯玲玲, 陈永明, 等. 多层螺旋CT对胃癌各淋巴结分区淋

巴结转移诊断敏感性研究[J].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 22(10):

984-989.

[14] 权蕊良, 朱海星, 虞炜, 等. 早期胃癌临床病理特征与淋巴结转移的

相关性[J]. 安徽医学, 2019, 40(5): 500-503.

[15] 杨恒, 李建平. 胃癌淋巴结转移术前多层螺旋CT增强扫描与术后

病理诊断一致性研究 [J]. 中国 CT 和 MRI 杂志, 2019, 17(9):

113-115.

[16] 华隆, 姚增武, 张翼飞, 等. 多层螺旋CT在晚期胃癌转化治疗后N

分期及淋巴结转移判断中的临床应用分析[J].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

床杂志, 2020, 27(2): 158-162.

(收稿日期：2020-09-11)

··7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