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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胃肠间质瘤（GIST）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组

织来源肿瘤。手术完整切除是唯一的根治办法，但术后常常

发生复发和转移。目前，治疗复发、转移和不可切除GIST的

一线药物是甲磺酸伊马替尼（IM），超过 80%的患者可以从

IM治疗中获益，但是一半患者在治疗后2年内会发生进展，

而继发性耐药则是造成疾病进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对

继发性耐药机制的深入理解，将指导我们在未来制定个性化

治疗方案。本文从基因的改变、信号传导通路的异常激活、

细胞自噬、细胞凋亡以及药物浓度等方面阐述 IM继发性耐

药机制，发现单一药物治疗 IM继发性耐药患者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而使用 IM联合下游信号分子抑制剂、自噬抑制剂、

1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IGF⁃1R）抑制剂、热休克蛋白90
（HSP90）抑制剂、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CTLA⁃4）
抗体和线粒体抑制剂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但是这

些联合治疗方案还在研究阶段，安全性和有效性还需进一步

的临床试验去证实。对耐药机制的深入研究，将会为目前严

峻的耐药问题提供更多解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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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 is the
most common mesenchymal tumors in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Though surgical resection is the only radical treatment,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often occur. The first ⁃
line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metastatic and
unresectable GIST is imatinib. More than 80% of patients can
benefit from imatinib treatment, but half of patients will still
have recurrence or metastasis within 2 years after treatment
initiation, and secondary drug resistance is a major cause of
disease progression. Therefore, a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of secondary drug resistance will guide us to

develop personalized therapeutic schedule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mechanism of IM secondary resistance
from the aspects of gene alteration, abnormal activation of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autophagy, apoptosis and drug
concentration. It is found that single drug therapy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resistance to IM. Using
IM combined with downstream signaling molecule inhibitors,
autophagy inhibitors, insulin ⁃ 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
(IGF⁃1R) inhibitors, heat shock protein 90 (HSP90) inhibitors,
cytotoxic T lymphocyte ⁃ associated antigen ⁃ 4 (CTLA ⁃ 4)
antibodies and mitochondrial inhibitors provide us new
therapeutic ideas. However, these combination treatments are
still in the research phase, and further trial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research on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s, it will provide more
solutions to the current serious drug resistanc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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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是起源

于胃肠道的间叶源性肿瘤，其一线治疗药物是甲磺酸伊马替

尼（imatinib mesylate，IM），超过 80%的患者可以从中获益，

但是一半患者在治疗后两年内出现进展，而继发性耐药则是

造成疾病进展的一个主要原因。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必

须进一步明确 IM的继发性耐药机制。继发性耐药是初次使

用 IM 后肿瘤获得缓解或稳定，但经过长期治疗后肿瘤出

现了进展，占 40%~50%［1］。IM的继发性耐药问题已经成为

GIST靶向治疗的难点，同时也是临床和基础科研的热点问

题。本文将从基因的改变、信号传导通路的异常激活、细

胞自噬、细胞凋亡以及药物浓度等方面阐述 IM继发性耐药

机制。

一、基因的改变

（一）基因突变

有 75%~80%的GIST患者可以检测到酪氨酸激酶受体

（c⁃Kit）基因突变，而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 α（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PDGFRA）基因的突变只占

·综述·

胃肠间质瘤中伊马替尼继发性耐药机制的研究进展

孙祥飞 高晓东 沈坤堂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通外科，上海 200032
通信作者：沈坤堂，Email：shen.kuntang@zs⁃hospital.sh.cn，电话：021⁃64041990 扫码阅读电子版

886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19年 9月第 22卷第 9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September 2019，Vol.22，No.9

5%~10%［2］。其中 c ⁃Kit 突变包括 9、11、13 和 17 外显子，

PDGFRA突变包括12、14和18外显子3种，基因编码产物是

Ⅲ型受体酪氨酸激酶（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RTK）。RTK
由膜外配体结合区、跨膜区和酪氨酸激酶区构成，其中酪氨

酸激酶区又分为ATP结合功能区（TK1）和磷酸转移酶功能

区（TK2）。信号分子连接到膜外配体结合区后，使其发生磷

酸化，进而引发细胞内多种信号传导通路，参与细胞合成和

分解代谢。IM是Ⅲ型受体酪氨酸激酶的口服活性小分子抑

制剂，它与这些激酶的TK1竞争性结合，从而阻止其活化和

随后的下游活化配偶体的磷酸化，具有外显子11、12或14突
变的患者对 IM的反应性较好［3］。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IM继发性耐药的最主要机制是

c⁃Kit/PDGFRA基因的二次突变，基因的二次突变是指在同

一基因序列上新发的耐药突变。Antonescu等［4］对31例接受

IM治疗后GIST患者的手术切除标本进行了基因分析，在13
例非耐药和 3例原发性耐药的标本中均未检测出 c⁃Kit 和
PDGFRA继发性突变；而在 15例继发性耐药患者中，有 7例

检测出 c⁃Kit和PDGFRA继发性突变，首次提出基因的二次

突变是 IM治疗GIST的继发性耐药机制。随着研究不断进

展，对 IM耐药病灶的 c⁃Kit基因分析显示，最常见的突变类

型是点突变，以外显子 13、14 和 17 居多，分别占 38.3%、

13.4%、54.5%［5］。并且有研究表明，二次突变与原发突变的

基因类型密切相关，存在二次突变的GIST中，以 c⁃Kit 11外

显子原发突变较多，其中大部分会发生 c⁃Kit 17/18外显子或

c⁃Kit 13/14外显子二次突变，c⁃Kit 9外显子比较少见，而在野

生型GIST中尚未发现继发的c⁃Kit和PDGFRA突变［6］。二次突

变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导致继发性耐药，其中T670I是最常见

的二次突变类型，该突变类型可以引起TK1内苏氨酸被异亮

氨酸取代，激酶的空间构象发生改变，使得受体无法与 IM结

合，最终导致继发性耐药，类似的还有第 654位的缬氨酸被

丙氨酸取代（V654A）。另一种突变类型是通过释放激活环，

使受体处于活化状态，而 IM只能与非活化的激酶区结合，从

而产生耐药，比如TK2内的Tyr823Asp和D816H/V突变［7］。

目前，关于二次突变产生的原因尚未形成共识。一种观

点认为，是由于优势细胞的选择性累积的作用，肿瘤内部原

本就存在抗性细胞克隆，由于对 IM的抗性，这种细胞不断增

多，最终导致了肿瘤的进展，但目前的研究很少在未使用 IM
的GIST中检测到耐药相关性突变。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因

为 IM抑制了RTK的活性，从而破坏了肿瘤细胞的增殖高度

依赖的通路，刺激肿瘤细胞发生耐药相关性突变［8］。

（二）基因扩增

目前研究表明，只有83%的 IM耐药GIST患者可以找到

基因的二次突变，说明二次突变学说并不能完全解释继发性

耐药的发生［9］。Debiec⁃Rychter等［10］报道，在26个继发性耐药

的GIST病灶中检测到了 c⁃Kit基因的扩增，而且 c⁃Kit基因的

扩增（无突变）明显抑制 IM的疗效。Miselli等［11］收集了35例
IM耐药患者的132份手术切除样本，发现在1/3的病例中存

在 c⁃Kit/PDGFRA基因组改变。基因的扩增是由于染色体常

见脆弱位点内的反复断裂，然后通过断裂⁃融合⁃桥机制，驱

动基因的进一步扩增，受体的表达增加，使TKI的有效浓度

相对不足，进而产生继发性耐药［12］。基因扩增的机制也解释

了部分患者可通过增加剂量改善耐药问题的现象。

（三）基因缺失

PTEN 基 因（gene of phosphate and tension homology
deleted on chromsome ten，PTEN）是一种抑癌基因，具有双特

异磷酸酶活性。Quattrone等［13］对 58例未使用 IM和 54例 IM
治疗后的 GIST 标本进行基因分析，发现 PTEN 的表达与

GIST的进展明显相关，约50%的继发性耐药病灶中PTEN的

表达降低，而且在体外，使用 siRNA沉默PTEN会导致磷脂酰

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丝苏氨酸蛋白

激酶（serine⁃threonine protein kinase，AKT）和有丝分裂原活

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途径显

著上调，进而对 IM产生耐药。

AXL是一种受体酪氨酸激酶，AXL基因已经被证明是引

发肿瘤耐药性的关键基因。Mahadevan 等［14］发现在耐药

GIST细胞中出现c⁃Kit表达下调，但AXL基因的表达上调，且

AXL表达增加，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和免疫印迹实验证实

了 c⁃Kit向AXL的转变，而分子模型分析证实，AXL的激酶结

构域无法与 IM结合，说明AXL基因诱导的靶向通路也可能

导致GIST的继发性耐药。

以上在基因层面的研究，提示了 IM继发性耐药机制十

分的复杂，基因突变、扩增、缺失都有可能导致继发性耐药的

发生。Liegl 等［15］对 IM 耐药的 14 例患者的手术标本进行

c⁃Kit和PDGFRA突变检测，发现 9例具有继发性KIT突变，

其中 6 例在不同的转移灶中具有 2~5 种不同的继发性突

变，3例在同一处转移灶中具有两种继发性KIT突变。这说

明临床上晚期GIST患者的基因突变和基因扩增具有广泛的

病变内和病变间异质性，针对 IM耐药GIST进行单一药物治

疗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信号传导通路的异常激活

基因的二次突变会导致酪氨酸激酶磷酸化，从而引起

Ras/Raf/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途径，Janus 激酶（Janus Kinase，JAK）/信号传

导 及 转 录 激 活 因 子（signal transducers and activators of
transcription 3，STAT3）途 径 和 磷 脂 酰 肌 醇 3 ⁃ 激 酶

（phosphoinositide 3⁃kinase，PI3⁃K）/AKT/哺乳类动物雷帕霉

素（the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途径的激活。

Ras/Raf/MAPK信号传导途径是由RTK激活的一种关键调节

途径，参与调节细胞增殖，生长和存活。MAPK是一种重要

的信号传导分子，将细胞外的刺激传递到细胞核内，进而调

控基因的表达和细胞的代谢。目前的研究已经证实，MAPK
的异常激活减弱了 IM在GIST中的抗增殖作用，而使用MEK
抑制剂可以减小GIST病灶大小［16⁃17］。

JAK/STAT3途径中的 JAK是一种非受体型酪氨酸蛋白

激酶。可以使 STAT3磷酸化，并进入细胞核、促进靶基因转

录。Paner等［18］对 11例GIST中的 STAT3进行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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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所有的GIST患者细胞核和细胞质中均有较强的

磷酸化 STAT3表达，而且使用 JAK抑制剂可以导致GIST细

胞生长抑制和凋亡，证明了 JAK/STAT3途径参与GIST细胞

存活。

PI3⁃K/AKT/MTOR途径在细胞的增殖分化与凋亡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PI3⁃K是一种细胞内蛋白激酶，与 IM耐药

GIST的治疗密切相关。Li等［19］对 20例治疗前后的GIST标

本进行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发现AKT/MTOR在 IM继发性耐

药 GIST 中的激活率（53.1%）明显高于 IM 敏感的 GIST
（27.1%）和原发耐药GIST（27.1%）（P=0.049）。Lai等［20］证明

PI3⁃K的亚型P55PIK，通过增加KIT表达，然后激活核转录因

子⁃κB（nuclear transcription factor⁃κB，NF⁃κB）信号通路，最终

导致 GIST 中的 IM 耐药。PI3⁃K 抑制剂 BKM120 和 PI3⁃K/
mTOR抑制剂BEZ235进行的临床前研究表明，PI3⁃K抑制剂

可以抑制 IM耐药GIST细胞的生长，当联合 IM使用时，抑制

作用更强，而且在联合用药组观察到的肿瘤消退优于任一单

药治疗。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治疗终止后，联合用药组的

肿瘤仍然继续缩小，这在单用 IM组并未发现。此外，针对

MTOR的抑制剂依维莫司的研究也初见成效，每天 10 mg依
维莫司与 IM联合治疗可以抑制疾病的进展［21⁃22］。

IM可上调细胞膜上的整合素信号通路，使得Src蛋白激

酶和黏着斑激酶（focal adhesion kinase，FAK）激酶激活［23］。

FAK 和 Src 信号的激活对 IM 耐药 GIST 细胞的增殖至关重

要，FAK⁃Src复合物可以通过PI3⁃K/AKT和RAS/MAPK信号

通路促进细胞运动，存活和细胞周期进程。细胞因子信号抑

制物（suppressor of cytokine signaling，SOCS）参与 JAK/STAT3
途径的负调节。有研究用表达SOCS1的腺病毒分别感染 IM
敏感细胞和 IM耐药细胞，发现 IM耐药细胞增殖受到明显抑

制，并且抑制FAK的磷酸化会增加肿瘤细胞对 IM的敏感性，

FAK选择性抑制剂（TAG372）可以诱导 IM耐药的GIST细胞凋

亡［24］。异常激活的信号传导通路十分复杂，并且互相交叉，抑

制单一通路可能无法解决 IM继发性耐药问题，而针对多条通

路的联合抑制为 IM继发性耐药GIST的治疗提供了方向。

三、细胞自噬和凋亡

自噬是一种动态且受到特异性调节的细胞自我降解过

程，通常存在于真核细胞中，其在保持基因组完整性、适应

代谢应激和维持细胞内环境稳定以及参与肿瘤耐药中发挥

重要作用。已有研究证实，在 IM治疗GIST细胞中存在多

种自噬标记物，如激活的 Beclin1/PI3KIII 复合物、抑制的

Beclin1/Bcl2复合物和与自噬体紧密结合的LC3⁃II［25］。并且

有文献报道，自噬可以促进GIST细胞的存活诱导耐药，应用

自噬抑制剂可以促进GIST细胞死亡［26］。

IM治疗后，肿瘤内有一部分GIST细胞并未发生凋亡，而是

通过调节APC/CDH1⁃SKP2⁃p27Kip1信号传导轴，导致p27Kip1
的积聚，使得细胞周期蛋白A表达减少，暂时退出细胞分裂

周期。这些细胞称为休眠细胞，已经对 IM产生了耐受性，并

且仍然具有代谢活性，可能会成为继发性耐药的起源点。

有研究显示，细胞凋亡与GIST分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随着恶性程度的增加凋亡指数（通过TUNEL测定

评估）逐渐降低［27］。Ma等［28］对68例GIST病例标本进行免疫

组织化学检验，在其中50个病例中发现了KIT阳性染色，并

且得出KIT表达与细胞增殖标记物Ki67呈正相关，与凋亡蛋

白 酶 激 活 因 子（polyclonal antibody to apoptotic peptidase
activating factor 1，APAF1）呈负相关。而APAF1与胱天蛋白

酶 9（CASP9）和细胞色素C结合形成凋亡小体，并导致细胞

凋亡。Baykara等［29］报道了GIST患者肿瘤组织中抗凋亡蛋

白BIRC5/survivin的高表达。GIST细胞逃避凋亡可能是继发

性耐药产生的机制之一。虽然细胞自噬和凋亡与 IM继发性

耐药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并且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 IM联

合自噬抑制剂为GIST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四、IM血药浓度以及细胞内药物浓度的改变

血药浓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药物的疗效，Demetri
等［30］发现在使用 IM治疗 29 d后，1/4的GIST患者血药浓度

<1 100 μg/L，而且这类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time，PFS）明显低于其他患者。法国肉瘤组BFR14
研究表明，IM的中断与复发风险增加有关，即使在完全缓解

的患者中也是如此［31］。在临床治疗中，1/3的GIST患者使用

固定剂量的 IM治疗不足，而连续 IM给药对于GIST的治疗非

常重要。同时，保持适当的依从性对GIST患者具有更大的

意义。

对于某些 IM血浆浓度可能较低的患者，比如体表面积

较大，胃大部切除术或全胃切除术的患者，在长时间使用 IM
后血药浓度下降，疗效减弱。Berglund等［32］测定了2种GIST
细胞系中的细胞内 IM水平：IM敏感细胞系GIST882和 IM耐

药细胞系GIST48，发现耐药细胞系对 IM的摄取显著降低，说

明药代动力学的异常可能是 IM继发性耐药的原因。长期的

IM 刺激会使得血浆 α1⁃酸性糖蛋白（α1 acid glycoprotein，
AAG）和P⁃糖蛋白增加，其中AAG会与 IM结合，使得血药浓

度下降，而P⁃糖蛋白可以介导药物从细胞内部泵除，从而降

低药物的疗效，发生继发性耐药。但是Yoo等［33］认为，血药

浓度并不受长期使用 IM影响，而是与血清蛋白的浓度有关。

IM 在肝脏中主要由 P450、CYP3A4 和 CYP3A5 介导代

谢。其中CYP3A活性与 IM治疗后的肿瘤反应有很强的相

关性，如果同时服用一些增加CYP3A活性的药物可能会促

进 IM代谢和排泄，从而降低 IM的疗效。而服用降低CYP3A
活性的药物则会使得 IM的血药浓度提高，但过高的血药浓

度可能使患者无法耐受。所以监测标志物CYP3A活性有望

成为制定个体化 IM剂量的一种方法。

五、其他机制

胰岛素受体（insulin receptor，IR）也是一种调节细胞存

活的 RTK，包括 1 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insulin ⁃ like
growth factor 1 receptor，IGF⁃1R）和 2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

体（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2 receptor，IGF⁃2R）［34］。有研究

在耐药GIST细胞系和继发性耐药病灶的穿刺细胞中都发现

了 IR的激活，但在 IM敏感的GIST细胞中并未检测到 IR。利

斯替尼（linsitinib）是一种特异性的 IR抑制剂，在耐药细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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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抑制 IR和下游信号分子MAPK，并且与 IM组合可以导

致 IM耐药GIST细胞系的凋亡和增殖减弱［35］。因此，IR可以

作为继发性耐药GIST的潜在治疗靶标。

热休克蛋白 90（heat shock protein 90，HSP90）是一种分

子伴侣，对许多致癌基因，包括酪氨酸激酶、转录因子和细胞

周期调节蛋白具有抑制效应，目前正在开发HSP90抑制剂作

为抗癌剂。有研究表明，T13387（一种HSP90抑制剂）在体外

和体内GIST模型中都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36］。但在临床试

验中，虽然AT13387和 IM联合用药具有良好的耐受性，但在

TKI耐药的GIST患者中却表现出有限的抗肿瘤活性［37］。

T细胞对 IM在GIST中的抗肿瘤作用至关重要，细胞毒

性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cytotoxic T lymphocyte⁃associated
antigen 4，CTLA⁃4）阻断抗体可以通过增加干扰素⁃γ的产生

进一步增强免疫应答，并且通过联合 IM能更大程度地减小

肿瘤的大小［38］。目前的临床试验正在研究 CTLA⁃4 抗体

ipilimumab在GIST中的应用，其结果值得期待。

在细胞代谢方面，IM可以显著抑制GIST细胞对葡萄糖

的摄取及后续的糖酵解过程，并上调线粒体酶和改善线粒体

功能。线粒体抑制剂在体外具有抗肿瘤作用，同时通过增加

AKT信号传导和葡萄糖转运蛋白的表达促进糖酵解，与 IM
组合时导致细胞凋亡增加［39］。

六、小结

综上所述，靶向 IM治疗是目前治疗晚期GIST的主要手

段，但继发性耐药是无法避免的难题。IM增量、或替换二线、

或三线药物的疗效均十分有限，而且新型的TKI如BLU⁃285
（blueprint medicines）和DCC⁃2618（deciphera pharmaceuticals）
仍然处于临床试验阶段。通过对GIST继发性耐药机制的研

究，发现基因二次突变和基因扩增具有广泛的病变内和病变

间异质性，而且异常激活的下游信号通路也相互交叉，说明

继发性耐药机制十分复杂，单一药物治疗 IM继发性耐药患

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使用 IM联合下游信号分子抑制剂、

自噬抑制剂、IGF⁃1R抑制剂、HSP90抑制剂、CTLA⁃4抗体和

线粒体抑制剂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但是这些治疗

方案还在研究阶段，安全性和有效性还需进一步的临床试验

去证实。同时，对耐药机制的研究的逐渐深入，会为目前严

峻的耐药问题提供更多解决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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