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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 1：直肠胃肠间质瘤切除术后伴发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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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女，51岁，因“绝经后腹压增大时阴道点滴出血

17 d”于2013年9月收入妇科病房。入院后查体：三合诊可扪

及阴道与直肠间靠左侧一大小 7 cm×8 cm包块，质硬，光滑，

不活动，直肠黏膜光滑，无溃疡。腹部增强CT提示：直肠下段

前方区域包块，大小约5.7 cm×5.6 cm，与直肠壁及前方子宫

分界不清，见图 1。实验室检查结果均在正常范围内。入院

后完善术前检查未见明显手术禁忌，于入院后第3天在全身

麻醉下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肿瘤位于阴道直肠间隔，大

小 7 cm×6 cm×6 cm，与阴道后壁界限尚清，与直肠前壁致密粘

连，术中诊断直肠来源胃肠间质瘤可能，剥离肿瘤过程中，直

肠前壁距肛门2 cm处破裂，请胃肠外科会诊，行“经阴道行阴

道直肠间隔肿瘤切除术+会阴侧切缝合术+阴道成形术+阴道

后壁修补术+直肠破裂修补术+乙状结肠造口术”，手术顺利。

术后病理示：（直肠）胃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高风险度，细胞梭形，核分裂象数25 个/50 HPF，
局灶区域肿瘤内见坏死；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CD117
（+），CD34（+），SMA（-），Caldesmon（+），DES（-），Ki67（约

10%）；基因检测：KIT外显子 9（Y503_F504insAY）突变，见

图 2。术后患者恢复良好，于术后第7天出院，出院后推荐给

予至少3年以上的伊马替尼400 mg/d治疗，胃肠外科门诊定

期复查。

患者于术后 2个月开始规律口服伊马替尼 400 mg/d治

疗，服药期间，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规律复查未见明确复发

转移征象。服药 10个月后患者因经济原因停止服药，而未

接受其他靶向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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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术前患者腹部增强CT检查示，直肠下段前方区域包块，与直

肠前壁致密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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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22个月复查肠镜及超声内镜提示：结肠造口术后，

直肠黏膜下隆起；腹部增强CT检查示：直肠下段壁增厚，并

形成结节，提示复发，阴道后壁受侵，见图3；盆腔MRI检查：

直肠下端前壁见结节状等T1稍长T2信号团块，局部肠腔狭

窄，肿块向前压迫阴道后壁，双侧附件未见异常，见图 4；肿
瘤标志物甲胎蛋白 9.89 μg/L，余未见明显异常。经多学科

团队（MDT）讨论后考虑肿瘤复发，重新给予患者口服伊马替

尼400 mg/d治疗，2个月后复查腹部CT示：直肠下段结节较

前缩小。

伊马替尼治疗9个月后，复查腹部CT检查示：直肠下段

结节较前明显缩小，右侧附件可见占位，直径约 8.5 cm，见

图 5；肿瘤标志物未见异常；经多学科团队再次讨论后，考虑

不排除GIST进展或合并新发肿瘤。与患者沟通后，患者要

求先接受伊马替尼 600 mg/d治疗。继续服药治疗 3个月后

复查腹部CT示：直肠下壁未见增厚，膀胱右下方类圆形囊实

性占位，与右侧附件分界不清，较旧片明显增大，见图6。肿

瘤标志物糖类抗原（CA）199为 97.07 U/ml。遂入住胃肠外科

行二次手术治疗，于全身麻醉下行剖腹探查术，术中发现：左

下腹乙状结肠造口红润，无膨出，无回缩，右侧附件见一

15 cm×15 cm×15 cm的囊实性包块，包膜完整，游离，有蒂与

右侧附件联系，周围可触及质硬肿大淋巴结，盆底直肠阴道

间隙未见肿瘤，遂行“右侧附件包块切除+乙状结肠造口还

纳”处理，手术顺利。术后病理示：卵巢浆液性腺癌，肿瘤大

小为15 cm×15 cm×15 cm；免疫组化示：PCK（+），CK7（+），癌

胚抗原（部分+），CA125（部分+），CK20（-），OCT3/4（-），WT⁃1
（-），AFP（-）。术后患者恢复良好，继续口服伊马替尼治疗，

但拒绝接受化疗。

于术后5个月复查腹部CT示：腹膜后见增大淋巴结，多

系淋巴结转移。考虑卵巢浆液性腺癌、左卵巢切除术后腹膜

图2 患者术后行基因检测显示KIT外显子9（Y503_F504insAY）突变

图3 术后22个月腹部增强CT提示直肠下段壁增厚，并形成结节，

考虑直肠胃肠间质瘤复发 3A.直肠下端前壁增厚；3B.盆腔未见其

他病灶

A3 B3

图 4 术后 22个月腹部MRI提示直肠阴道间等 T1稍长 T2信号团

块 4A. T1加权像；4B. T2加权像

A4 B4

图 5 服用伊马替尼治疗 9个月后腹部增强CT示直肠下段结节较

前明显缩小，右侧附件可见占位，约8.5 cm 5A.直肠结节明显缩小；

5B.右侧附件区囊实性占位

图 6 增加口服伊马替尼治疗剂量（600 mg/d）3个月后，腹部增强

CT示直肠下壁未见增厚，膀胱右下方类圆形囊实性占位，与右侧附

件分界不清，较旧片明显增大 6A.直肠病灶进步缩小；6B.右侧附

件区囊实性包块增大

A6 B6

A5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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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转移，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后同意给予了 TC方案（紫杉

醇+卡铂）化疗及腹部放疗。由于不良反应，患者间断服用伊

马替尼。5个周期TC方案化疗后复查腹部增强CT示：直肠

下段前壁增厚，并不均匀强化，疑肿瘤复发；肝脏多个轻度强

化结节；见图7；肝穿刺病理示：查见异型细胞；免疫组化示：

PCK（+），CK（+），CK⁃20（-），PAX8（+），WT⁃1（灶+），ER（-），

PR（-），TTF（-），CDX⁃2（-），villin（-），CD56（-），DOG1（-），

CD117（-），CD34（-），Ki67（约10%），支持卵巢癌肝转移。肠

镜检查示：距肛门3~5 cm可见一大小3 cm×4 cm结节状新生

物，分叶状，表面糜烂充血，活检质脆，易出血。活检病理示：

梭形细胞肿瘤，核分裂象数 20 个/20 HPF，免疫组化：CD117
（+），DOG（+），CD34（+），PCK（-），CK（-），CK⁃20（-），EMA
（-），PAX8（-），S⁃100（-），SMA（-），Desmin（-），Ki67（约

20%），支持直肠GIST复发。建议患者不要中断伊马替尼治

疗，继续服用，同时换行二线GO方案（吉西他滨+奥沙利铂）

化疗。GO方案化疗1周期后复查腹部CT示：肝脏转移灶较

前增大、增多，腹膜后淋巴结增大，提示肿瘤进展。遂再次更

换化疗方案为三线CPT⁃11+卡培他滨化疗，但患者自行中断

化疗，末次随访患者中断化疗1月后死亡。

讨论 目前，手术切除是原发局限性GIST的主要治疗

手段［1⁃4］。对于那些无法手术切除，转移或复发的GIST患者，

伊马替尼、舒尼替尼等靶向药物的应用明显地提高了此类患

者的预后。基于GIST患者的长期随访数据，GIST可以与其

他类型肿瘤同时性或异时性出现［5］。有些肿瘤如肠系膜韧

带瘤、平滑肌瘤、平滑肌肉瘤、纤维组织增生等在影像学表现

中很难与GIST进行鉴别，临床上常被误认为是肿瘤复发。

因此，对于GIST术后出现盆腹腔或肝脏肿块，区分是继发肿

瘤还是复发GIST，对治疗方案的制定至关重要。

本例患者在直肠GIST局部切除术后没有进行规范的伊

马替尼辅助治疗，术后先后出现直肠原位置包块以及右侧附

件邻近区域包块，前者对伊马替尼治疗敏感，表现为完全缓

解，后者则在伊马替尼治疗过程中持续进展。最终在二次手

术探查及包块切除后，证实为卵巢浆液性腺癌。由于多病灶

GIST在靶向治疗过程中常出现不同病灶对药物反应不同的

异质性表现，因此，在GIST患者靶向治疗效果良好时出现新

发病灶，GIST进展或新发其他肿瘤的可能性都需要考虑。

这是本病例第一个挑战。

在此之后，治疗方案的选择必须兼顾卵巢癌及GIST，
这是本病例的第二个难点。化疗联用伊马替尼靶向治疗

罕见于文献报道，在本病例中，最终的治疗效果可能受到

患者自身抗拒、以及后期化疗与伊马替尼联用时不良反

应所致间断停药的影响，但本例治疗经验提示我们，当需

要同时考虑化疗及伊马替尼靶向治疗时，化疗药物的选

择应重视不良反应的管理和患者依从性的监控，同时在

不得不减量或间断口服伊马替尼时，应考虑对其血药浓

度进行监测。

本病例中，当肝脏包块与直肠包块同时进展时，判断两

处病变的性质至关重要，分别对两处病灶进行穿刺活检证实

了肝脏卵巢转移灶及直肠局部GIST复发灶。

在该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依从性是肿瘤全程治疗过程中

的重要因素，而良好的医患沟通、有效的不良反应管理、合理

的治疗方案选择等，都可以提高患者配合度，改善治疗效果。

同时，对于GIST术后出现盆腹腔或肝脏包块的患者，除了怀

疑肿瘤复发，也应考虑并存其他肿瘤的可能，若包块可以完

整切除，应考虑手术切除；若包块无法根治切除，应积极考虑

穿刺活检明确肿瘤性质，指导下一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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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5个周期TC方案化疗+伊马替尼后腹部增强CT示肝脏多个轻

度强化结节，直肠下段前壁增厚，并不均匀强化，考虑肿瘤复发

7A和7B. 肝脏右后叶、左内叶多发占位病变；7C和7D. 直肠下段前

壁增厚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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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梁寒，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本例患者术前腹

部增强CT检查明确直肠下段前方包块，与直肠前壁关系密

切。该病例第一次手术为妇产科医师操作，对GIST一类少

见肿瘤，非专科医生，甚至部分非胃肠亚专业的腹部外科医

师目前仍存在认知不足，在直肠指诊（三合诊）时，没有明确

直肠是否可触及肿物（直肠黏膜是否异常），手术前缺少初步

诊断和鉴别诊断。如果术前考虑到直肠GIST的可能，应该

经肛门⁃直肠穿刺活检，明确诊断。如果病理确定为GIST，按
照规范应该采取伊马替尼术前治疗（术后病理证实是极高复

发危险GIST）。随后的手术证实，虽然没有采取破坏功能的

Miles术，但是术中造成一系列副损伤，肿瘤是否破裂不得而

知（破裂的可能极大）。

术后病理证实为极高复发危险直肠 GIST，基因检测

c⁃Kit外显子 9突变，预后不良。如果患者可以耐受，建议伊

马替尼600 mg/d。至于服药年限并没有高级别循证证据，笔

者在临床实践中，遇过数例直肠高复发危险GIST，服药5年、

8年停药后1年內复发。因此此类病例建议终生服药。

术后辅助靶向治疗开始时间东西方意见不一，国内共识

一般建议伤口愈合以后（2~3周内）尽早开始。

“服药 9个月患者因个人原因自行停药”。对于高复发

危险（特别是直肠）GIST患者，医生有责任做好患者的全程

管理，向患者或家属明确术后按时服药、定期随访的重要

性。

术后 22 个月考虑肿瘤局部复发时，有条件时建议穿

刺病理，做基因检测，以明确是否有继发突变。由于原发

灶是外显子 9 突变，因此 400 mg/d 是不恰当的，应该提高

剂量。

用药 9个月后发现膀胱右侧囊实性占位，是否考虑鉴

别诊断，例如查血清 CA125。如果能明确合并卵巢癌，应

该避免不必要的二次手术。术中采取乙状结肠造口还纳

术也欠考虑。本身是直肠极高复发危险GIST，且已经证实

为局部复发，还纳造成潜在的肠梗阻隐患，这在后续的肠

镜检查中证实局部复发。后续与作者了解，是患者坚持要

求还纳。

本文并没有说明二次手术中对盆腔复发GIST病灶的描

述和评价。卵巢癌术后没有病理分期诊断。

若经济允许，二次直肠镜病理证实肿瘤复发进展后应该

果断更换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舒尼替尼，而不是继续原方

案。

总之，该个案是一个罕见病例，其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

吸取。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少见、罕见

病的诊治意义重大。该病例无论在初诊、术中、术后决定辅

助治疗、复发后、直至发生卵巢癌、二次手术前以及二次术

中，完全没有体现多学科团队的作用。试想，如果初治时即

通过多学科团队明确诊断，先采取术前靶向治疗，患者的依

从性良好，医患沟通顺畅，随后的每一个治疗节点均通过多

学科团队，可能患者的转归会大不一样。

病例2：直肠胃肠间质瘤完整切除后复发

合并肺癌一例

张鹏 陶凯雄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武汉

430022
通信作者：陶凯雄，Email：kaixiongtao@hust.edu.cn；电话：027⁃
853516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702386，81874184）；湖北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重点项目（WJ2019Q030）；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7KFYXJJ256）；希思科⁃豪森肿瘤研

究基金（Y⁃HS2019⁃38）
患者 女，72岁，因“便血1周”于2015年1月26日入院。

直肠指诊：距肛门 2 cm 于直肠前壁扪及一大小为 3.0 cm×
2.0 cm黏膜下肿物，质韧固定，指套退出无染血。盆腔MRI
检查示：直肠下段前壁软组织肿物，呈膨胀型生长，肿物与阴

道分界不清，大小为5.0 cm×4.5 cm，下缘距离齿状线约0.5 cm，

见图 1A。肛门镜直视下行细针穿刺活检，病理诊断考虑胃

肠间质瘤，基因检测示c⁃Kit基因外显子11突变，突变类型为

p.V559D。第 1 次多学科团队讨论意见：患者为低位直肠

GIST，肿瘤与阴道分界不清，直接手术切除不利于器官功能

保留；基因检测提示 c⁃Kit基因外显子 11突变，该突变类型

对伊马替尼缓解率高，可先行伊马替尼术前治疗，待肿瘤缩

小后再行手术完整切除。

患者于2015年1月31日起口服伊马替尼400 mg/d，服药

后出现轻度水肿，轻度恶心和Ⅰ度白细胞下降等不良反应，给

予利尿、止吐和升白细胞等对症支持治疗后均好转。2015年
5月复查盆腔MRI见：直肠下段前壁4.1 cm×3.2 cm软组织肿

物，按改良 Choi 标准评估为部分缓解，见图 1B。2015 年

8 月复查盆腔MRI检查见直肠下段 3.6 cm×2.9 cm肿物，见

图 1C。2015年 11月复查盆腔MR检查示直肠下段 3.6 cm×
2.5 cm肿物，评估为稳定状态，见图1D。直肠指诊示肿物下

缘距肛门约3 cm。第2次多学科团队讨论意见：患者为低位

直肠GIST，伊马替尼术前治疗 9月余，肿瘤从 5.0 cm×4.5 cm
缩小为 3.6 cm×2.5 cm；近两次影像学检查提示，疾病处于稳

定状态，继续使用伊马替尼治疗存在继发耐药可能，建议患

者行手术完整切除。患者于 2015年 11月 12日接受腹腔镜

下直肠前切除+预防性回肠造口术。术后病理：直肠GIST，
肿瘤大小为3.5 cm×3.0 cm，见图2A；镜下见肿瘤广泛玻璃样

变性，散在少许梭形细胞，局灶见个别细胞密集区域，该区

域内细胞明显异型，核分裂象 5~10个/50 HPF，送检肠管两

侧切缘阴性，见图 2B。免疫组化示：CD117（+），DOG⁃1（+），

CD34（+），SMA（-），S⁃100（-），Ki67（<10%）。靶向治疗组织

学疗效评价为中度效应。

术后7 d患者继续口服伊马替尼400 mg/d。2016年2月

26 日行造口还纳术，术后患者肛门排粪功能良好。患者

辅助治疗共 15 个月，期间定期复查未见 GIST 复发，后因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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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原因于 2017 年 2 月自行停药。2018 年 4 月因肛门坠

胀来本中心就诊，行肝脏+盆腔 MRI 示：肝脏及腹腔未见

转移灶，直肠下段见一 2.6 cm×2.0 cm 分叶状肿物，考虑

GIST 复发，见图 3A。肺部增强 CT 检查示：右肺下叶胸膜

下略分叶结节影，大小为 1.4 cm×1.2 cm，周围磨玻璃片状

影，考虑原发肺癌可能，见图 3B。行超声肠镜穿刺活检病

理符合复发性GIST，基因检测示 c⁃Kit 基因外显子 11突变

（p.V559D）。第 3 次多学科团队讨论意见：直肠 GIST 患者

术前治疗 9个月后行完整切除术，术后接受伊马替尼辅助

治疗 15个月，停药 13个月后影像学检查发现直肠GIST局

部复发，同时患者合并右肺下叶原发肺癌可能；建议患者

行肺部肿物完整切除，直肠复发 GIST 先行伊马替尼靶向

治疗。故于 2018 年 5 月 7 日行“胸腔镜下肺部肿物切除

术”，术后病理诊断为ⅠA 期肺腺癌。术后第 6 天起口服

伊马替尼 400 mg/d 至今。2018 年 5 月底行盆腔 MRI 示直

肠下段 2.1 cm×1.5 cm 肿瘤，见图 3C。2018 年 11 月，行盆

腔MRI检查见直肠下段 1.6 cm×1.0 cm肿瘤，见图 3D，按改

良Choi标准评估为部分缓解。

讨论 本例直肠 GIST 患者初诊肿瘤大小为 5.0 cm×
4.5 cm，术前影像学检查提示肿瘤下缘距齿状线约0.5 cm，肿

物与阴道分界不清，行基因检测为 c⁃Kit 基因外显子 11 突

变（p.V559D）。为求器官功能保护先行伊马替尼术前治疗，

9个月后达到最大疗效后行腹腔镜下直肠前切除+预防性回

肠造口术，成功保留了器官功能。吴昕等［1］研究表明，对于

低位直肠GIST，先行伊马替尼术前治疗后联合经肛门内镜

微创手术安全有效且能最大程度保留器官功能。因此，对于

低位直肠GIST患者，应根据肿瘤部位和大小、术者经验、操

作平台及患者依从性等选择合适的治疗手段，以求最大程度

保留器官功能。

对于接受术前治疗的GIST患者，完整切除后伊马替尼

服用时间尚缺乏高级别循证学证据。当前NCCN指南建议，

术前治疗后完整切除肿瘤的GIST患者术后应继续服用原剂

量伊马替尼2年［2］。本例患者术后服药15个月后，因经济原

因停用伊马替尼，13个月后复查发现GIST局部复发。本中

心既往研究表明，GIST术后辅助治疗停止后复发转移多发

生于停药后 1~2 年，非胃来源的 GIST 停药后复发风险更

高［3］。本例GIST复发特点与此相一致。因此，对停止辅助治

疗的GIST患者，特别是非胃来源GIST需在停药后 2年内增

加复查频率［3］。

GIST 合并其他组织器官恶性肿瘤的现象并不少见。

Agaimy 等［4］研究发现，GIST 伴发其他恶性肿瘤的比例为

10%，其中约半数为合并胃肠道肿瘤，合并肺癌较少见。对

图1 患者服用伊马替尼前后直肠原发灶MRI影像学变化 1A.服
药前MRI图片（2015年 1月 19日）；1B.口服伊马替尼 4个月后原发

灶MRI图片（2015年 5月 13日）；1C. 口服伊马替尼 7个月后原发灶

MRI图片（2015年 8月 24日）；1D. 口服伊马替尼 10个月后原发灶

MRI图片（2015年11月18日）

图2 患者第一次手术后直肠肿瘤大体和病理图片 2A.大体标本照

片；2B.组织病理检查（苏木精⁃伊红染色，×100）

A2 B2

图3 直肠GIST复发合并肺癌影像学图片 3A.复发灶伊马替尼治

疗前MRI图片（2018年4月9日）；3B.肺部CT检查图片（2018年4月

9日）；3C. 口服伊马替尼半个月后复发灶MRI图片（2018年5月31日）；

3D. 口服伊马替尼6个月后复发灶MRI图片（2018年11月3日）

D3C3

A3 B3

D1C1

A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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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T伴发其他部位恶性肿瘤的情况，国内外指南并没有明

确的治疗方案，其诊疗存在一定挑战［5］。本病例历经术前治

疗、低位直肠GIST保肛手术、术后辅助治疗、原发肺癌切除

和GIST复发后伊马替尼治疗，期间在治疗的关键节点都进

行了多学科团队讨论，并结合患者病情及依从性等做出恰当

的决策。本患者从确诊GIST至今已经随访超过50个月，目

前一般情况良好，这提示多学科团队诊疗模式在GIST的精

准化治疗与全程化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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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李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本病例是一个低位直

肠 GIST 经 过 术 前 酪 氨 酸 激 酶 抑 制 剂（tyrosine kinases
inhibitors，TKI）治疗缓解后成功接受手术切除、但在随访期

间同时合并原发性肺癌的案例。患者整体治疗是成功的，也

符合诊疗规范以及临床上对低位直肠GIST的治疗共识。本

病例有几点心得与同道分享。

第一，较大的直肠低位GIST，外科评估需要联合脏器切

除或手术无法保肛的情况下，优先选择TKI术前治疗已经逐

渐成为临床上的共识，其主要原因是伊马替尼一线治疗对

GIST高度缓解率。需要与大家讨论的是这一经典治疗模式

的主要基础在于GIST基因分型为伊马替尼敏感的KIT基因

外显子11突变，就如本病例所示。而难点在于，如果为对伊

马替尼不敏感的基因突变类型，就会为术前的TKI治疗带来

烦恼，这也是为什么强调即使术前治疗也需要进行基因检测

的原因。如果是KIT基因外显子9突变，很显然伊马替尼术

前治疗的剂量需要提高到 600 mg/d，但即使这样，其缓解率

也往往不如外显子11突变那么理想，因此，如果遇到外显子

9突变接受伊马替尼治疗未达到满意的肿瘤缓解，我们应该

怎么办？如果是野生型的患者对伊马替尼更加不敏感，我们

应该怎么办？对于这种情况，指南与共识并没有告诉我们应

该去如何选择。个人建议，对于外显子9突变患者如果伊马

替尼600 mg/d术前治疗依旧未达到预期的肿瘤缓解，可考虑

尝试提前换用舒尼替尼治疗，看能否获得进一步的肿瘤缓

解。临床上常认为，舒尼替尼二线的缓解率仅有6%~7%，但

我们应注意，这个缓解率是舒尼替尼治疗伊马替尼耐药

GIST的缓解率，而并非如上述所说的并未发生耐药的情况，

因此，更换药物为患者争取一个新的机会，可能是这种情况

的一个选择。那么如果是野生型遇到伊马替尼未能达到

GIST治疗缓解的情况呢？个人认为，这个时候反而不建议

换用舒尼替尼了，如果有施行联合脏器或腹会阴联合切除术

达到R0切除效果的可能，应该果断实施手术，甚至伊马替尼

术前治疗都不建议选择，因为对于野生型患者，无论伊马替

尼还是舒尼替尼都没有证据证明可以获得较高缓解率，而一

旦肿瘤进展失去R0手术机会，将会对GIST整体治疗效果造

成更加不利的影响。因此，对于低位直肠GIST，应该依据基

因分型去进行术前治疗是否进行与选择哪种药物的评估。

其次，GIST合并其他原发肿瘤的案例已经有很多的病

例报道，该病例的可贵之处在于，患者通过胸部CT检查发现

了肺部病灶。大家知道GIST极少肺转移，因此肺部检查反

而在GIST患者中很容易被忽视，因此，该患者原发性肺癌的

早期发现得益于主诊医生在肿瘤复发时的准确与细致的处

理方式，并未仅着眼于GIST本身，因此对患者而言，早期发

现原发性肺癌是幸运的。在GIST合并第二原发肿瘤的研究

中发现，GIST诊断前后是发现第二原发肿瘤频率更高的时

间段，这与GIST诊断前后医生与患者对检查评估的重视程

度更高、检查更为细致有关，这使得医生应更加重视在GIST
治疗进入平稳期的时候不要忽视对第二原发肿瘤发生的评

估。当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TKI的长期使用会导致第二

原发肿瘤的发生。在既往研究中发现，随着GIST患者诊断

之后，第二原发肿瘤的发生率与GIST诊断前的1~2年时间段

的发生率基本一致，这提示GIST诊断后伊马替尼的治疗并

未带来更高的第二原发肿瘤发生风险。不过，我们对于一些

少见的GIST，如NF⁃1 GIST、携带胚系KIT突变的GIST，不仅

要警惕第二原发肿瘤的发生，也要注意第二原发GIST的发

生，这对于GIST患者的全程管理同样是重要的。

病例 3：三维可视化重建技术辅助诊断巨大

胃胃肠间质瘤伴感染一例

李徐奇 1 石小强 1，2 沈诗云 1，3 王曙逢 1

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 710061；
2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普通外科，陕西阎良

710089；3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人民医院普通外科 730400
通信作者：王曙逢，Email：dawn@mail.xjtu.edu.cn，电话：029⁃
8532387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572734）；西安交通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3D打印医学研究课题（XJTU1AF⁃3D⁃2018⁃009）

患者 男，49岁，于 2017年 9月 8日因“腹部疼痛”在西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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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市某医院查腹部增强CT提示：左侧肾上腺区占位，大小为

9.2 cm×14.8 cm，提示恶性，考虑肿瘤较大，手术困难，未行特

殊治疗，仅对症止痛。2018年 4月 28日感腹部疼痛明显加

重，难以忍受，就诊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普通外

科。体格检查：中上腹饱满，左侧中上腹部可触及肿块，大小

约20 cm×15 cm，质硬，轻压痛，界限尚清，活动度差，无反跳

痛及肌紧张。行胃镜活检示：胃窦黏膜慢性活动性炎，另见

游离的梭形细胞肿瘤组织，提示：（1）胃肠间质瘤（GIST）；

（2）平滑肌瘤可能。入院后第 4天嘱进半流食后，患者出现

发热伴左上腹疼痛，急查血常规：白细胞19.52×109/L，中性粒

细胞比值 94%。腹部 CT血管造影所见：（1）胃壁肿块伴坏

死，考虑恶性病变，GIST可能；邻近器官受压移位；（2）胃左

动脉、胃右动脉、肝左动脉为肿瘤供血血管，脾动脉受压改

变，脾门有分支进入肿瘤，见图1；（3）应用患者腹部CT血管

造影数据进行三维可视化重建显示：瘤体不同程度挤压肝左

叶、脾脏、左肾，腹主动脉、下腔静脉、门静脉及肠系膜上动静

脉未受肿瘤侵犯，脾脏动静脉、左肾受压下移，见图2。综合

检查情况考虑发热系瘤体与胃腔相通，食物残渣进入瘤体内

引起瘤体腔内感染所致，无肿瘤破裂表现。给予禁饮食、胃

肠减压、抗感染、抑酸等治疗，患者发热症状消失，感染指标

恢复正常，随后在全身麻醉下腹腔镜探查，见肿瘤位于胃后

壁胃底小弯侧，表面完整，基底部累及食管，无腹腔明显转

移，遂行肿瘤切除＋全胃切除+Roux⁃en⁃Y 吻合术，术后大体

标本见图 3。术后病理示：胃底胃壁GIST（肿瘤大小 18 cm×
10 cm，核分裂象计数 50个/50 HPF，为高度危险性）伴瘤坏

死，侵及胃壁全层达黏膜并累及食管下端达深肌层，见图4。
免疫组化染色示：VIM（+）、CD117（+）、DOG1（+）、CD34（+）、

PGP95（+）、SMA（-）、S100（-）、DES（-）、Ki67（+10%）、PHH
（+2%）。基因检测基因分型 ：c⁃Kit 外显子11突变。术后患

者恢复良好，于2018年5月20日出院，嘱口服甲磺酸伊马替

尼 400 mg/d，疗程 3年。随访 6个月，患者一般情况均好，复

查腹部CT未见转移及复发征象，眼睑轻度水肿，考虑甲磺酸

伊马替尼不良反应，嘱继续按时服药。

讨论 GIST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源性肿瘤，其主要

好发于胃和小肠，也可发生于网膜、肠系膜、腹膜和腹盆腔等

胃肠道外系统［1］。发生于胃和胃肠外组织的GIST瘤体较小

时，常无明显临床表现，出现临床症状时往往体积较大，目前

临床上把肿瘤最大直径10 cm以上的称之为巨大型GIST［2］。

巨大型GIST通常影像学表现为瘤体分叶状、中心坏死出现

液化、腔隙。本例患者为巨大型 GIST瘤腔与胃相通的病例。

充分的术前评估依赖于相关的辅助检查，CT一直是诊

断GIST和术前评估的首选检查方法。近年来，利用CT、CT

图2 三维可视化重建（红色箭头所指为瘤体；黄色所指为胃；绿色所指分别为左肾及右肾）术后标本 图3 瘤体及全胃

切除后标本 图4 术后病理切片（苏木精⁃伊红染色，×400倍）

3 42

图1 腹部CT增强扫描及腹部CT血管造影图片 1A.瘤体中心与胃腔相通（红色箭头所示为胃腔气体、黄色箭头所示为瘤腔

气体）；1B.胃左动脉被瘤体挤压环绕瘤体表面；1C.矢状位见瘤体推挤脾动静脉、左侧肾脏下移，瘤腔与胃腔相通（红色箭头所

示为胃腔气体、黄色箭头所示为瘤腔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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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造影数据行三维可视化重建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肝脏外

科、腹膜后肿瘤等领域，而应用于巨大GIST的报道少。为了

能清楚地显示肿瘤的大小及形态、肿瘤与器官及血管的解剖

关系、侵犯情况等，我们把三维可视化重建技术应用于该患

者的术前评估中，对术前治疗方案的选择及手术方式、手术

入路的选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本例患者瘤体巨大，偏心性坏死，与胃腔相通，住院期间

进食后出现食物进入瘤体引发感染，虽经积极治疗后感染控

制，但随时有破裂可能。其次，瘤体与胃腔相通，药物可进入

瘤体无法吸收，延误病情。在经过仔细分析患者腹部CT、腹
部CT血管造影，以及三维可视化重建的三维立体图像后，认

为联合胃部分切除或全切可达到肿瘤R0切除，损伤肝脏、

脾脏及重要血管的可能性极小，及时手术，并在术后根据

基因检测结果决定靶向药物治疗，为患者选择最适合的治疗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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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鹏，曾祥宇，高金波，等 . 119例巨大胃肠间质瘤的临床特征

及预后分析［J］.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6，19（11）：1290⁃1295.
DOI：10.3760/cma.j.issn.1671⁃0274.2016.11.018.

［2］ 王伟，郑帅，孔天东 . 16 例巨大型胃肠间质瘤手术治疗分析

［J］. 肿瘤基础与临床，2016，29（2）：135⁃138. DOI：10.3969/j.
issn.1673⁃5412.2016.02.014.

专家点评（吴欣教授，解放军总医院）：这是一例临床特征典

型、治疗难度高的胃GIST病例。在本例的诊疗过程中，很好

地展现出了疑难GIST疾病的诊疗特色，即以外科治疗为主

并联合病理科、消化内镜、肿瘤科和影像科等在内的多学科

综合诊治模式，外科手术切除仍是GIST最主要和最有效的

治疗手段。本病例在临床处理上较为棘手，到底是先给予药

物进行术前治疗还是直接手术？王曙逢教授团队通过多学

科综合诊治，发现本例患者瘤体巨大，偏心性坏死，与胃腔相

通，进食后出现食物进入瘤体引发感染，虽经积极治疗后感

染控制，但随时有破裂可能；其次，瘤体与胃腔相通，药物可

进入瘤体无法吸收，延误病情；同时，经过仔细分析患者影像

学检查，以及三维可视化重建的三维立体图像后，认为联合

胃部分切除或全切可达到肿瘤R0切除，损伤肝脏、脾脏及重

要血管的可能性极小，及时行手术治疗，术后根据基因检测

结果决定靶向药物治疗为最适合该患者的治疗方案。从治

疗结果来看，也证明了手术方案的正确性和可行性。

三维可视化重建技术是本病例诊疗中的一个亮点。该

技术能清楚地显示肿瘤的大小及形态、肿瘤与器官及血管的

解剖关系、侵犯情况等，将该技术应用于患者的术前评估中，

对术前治疗方案的选择及手术方式、手术入路的选择起到了

积极作用。这是一个既遵循《胃肠间质瘤规范化外科治疗中

国专家共识（2018版）》规范治疗原则，又体现了个体化治疗

的诊疗病例。当然，在具体手术方式上可能存有一些遗憾，

是否可行肿瘤加近端胃大部切除+食管⁃胃⁃小肠双通道吻

合，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总之，这个病例的诊疗

过程，对于我们临床医生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尤其是三维可

视化重建技术在术前评估的应用值得临床推广。

病例4：胃胃肠间质瘤肝转移一例

张鑫 刘凤军 于文滨 王可新 陈成 何庆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胃肠外科，济南 250012
通信作者：何庆泗，Email：13791122955@163. com，电话：

0531⁃8216633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600441)；山东省科技攻关基

金（2016GSF201096）
患者 男，46岁。因上腹胀伴乏力10余天，于2015年7

月 25日入院。查体：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腹部未触及明

显质硬肿块，浅表淋巴结无肿大，肠鸣音正常。入院后行腹

盆腔 CT 检查示：腹腔占位性病变，考虑胃胃肠间质瘤

（GIST）；肝脏多发占位，考虑转移；见图1A。胃镜示：胃底后

壁近贲门见巨大不规则隆起，表面粗糙糜烂，中央深大溃疡，

触之易出血，病变延续至胃体上部后壁，贲门尚未完全受累

及。病理诊断：胃底GIST。免疫组化显示：CD117（+），CD34
（+），DOG⁃1（+），Desmin（-）,SMA（-），S100（-），CX7（-），P63
（-），CK5/6（-），Ki67阳性率约占20%。基因检测：c⁃kit基因

11 外显子突变。经多学科团队讨论后，考虑患者为晚期

GIST，无根治手术条件，无严重并发症，决定给予口服伊马替

尼治疗（400 mg/d），服药期间患者耐受好。口服伊马替尼 3
个月后复查CT，提示肿瘤较前明显缩小，见图 1B，疗效评价

为部分缓解（改良的Choi疗效评价标准）；嘱继续口服伊马替

尼（400 mg/d）。2018年 2月患者自行停药，2018年 3月患者

自觉腹胀、乏力，食欲下降，偶有呕吐，2个月内体质量下降

2 kg 。就诊于我院门诊，行腹部平扫CT检查，提示肝转移瘤

进展。患者于当地医院对症治疗，恢复规律口服伊马替尼

（400 mg/d）。自觉症状逐渐加重，腹胀明显、气短，偶感腹

痛，进食量明显减少，排气排便较前明显减少，无呕血及黑

粪。 2018年 5月 18日就诊于我院门诊，行腹部CT检查示：

肝脏转移瘤明显增大，大者最大截面积约 15.5 cm×10.2 cm，

见图1C。患者血红蛋白较前明显下降（2018年3月为114 g/L，
本次复查为85 g/L），大便潜血阴性，考虑肝转移瘤广泛进展

伴左肝转移瘤出血，于当地医院给予药物止血、抑酸、营养、

补充白蛋白等治疗，伊马替尼口服加量（600 mg/ d）。但患者

耐受差，症状持续加重，腹胀较前明显加重、气短，无法平卧，

无法进食，仅少量饮水，无呕血及黑粪。2018年6月21日腹

部CT平扫示：肝转移瘤较前明显增大，大者最大截面积约

23.2 cm×13.0 cm。遂入院行肝左动脉栓塞止血术+肝转移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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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刺置管术，引流出大量陈旧血性液后，患者自觉症状明显

好转。一般状况稳定后，对进展的肝右叶转移瘤行穿刺活

检＋基因检测。穿刺病理诊断：间叶源性恶性肿瘤，肿瘤细

胞呈不规则上皮样及梭形，异型性明显，核分裂像易见，结合

免疫组化染色结果，考虑为多形性未分化肉瘤。免疫组化

示：Vimentin（+）、SDHB（+）、广谱CK（-）、CD117（-）、Dog⁃1
（-）、CD34（血管+）、SMA（-）、S100（-）、HepPar⁃1（-）、Arg⁃1
（-）、Desmin（-）、CD68（-）、CD163（-）、Ki67（40%~50%+）。

基因检测: c⁃Kit基因11外显子突变。根据基因检测结果，仍

诊断为GIST，因患者无法耐受伊马替尼600 mg口服，决定给

予舒尼替尼37.5 mg连续服用。服药3个月后复查CT示肝转

移灶稳定，2019年3月复查增强CT未见新发病灶。

讨论 20%~30%的GIST患者就诊时就已出现转移［1］。

其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肝脏，其次是腹膜转移，根治性切除

后，大约70%的病例会发生肝转移［2］。GIST肝转移灶常为多

发，且常累及肝两叶［3］。初始肝转移症状隐匿，多因原发肿

瘤导致的症状就诊，如梗阻、出血、腹痛及急腹症等。GIST
肿瘤组织质地脆，血供丰富，不推荐术前常规活检，如需要术

前药物治疗，则应行活检。活检方式首选超声内镜下细针穿

刺活检，空芯针穿刺有造成肿瘤破裂和播散的风险，因此，常

用于转移灶。

GIST肝转移治疗较困难，针对肝转移灶，有手术切除、

射频消融、肝动脉化疗栓塞及肝移植等方法。其中，手术切

除为首选。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应用前，GIST肝转移单纯行手术切除后 5年生存率约

30%［4］；而无法手术的肝转移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不足 19个

月［5］。研究显示，单独应用伊马替尼治疗GIST肝转移的中位

生存时间可达到48个月，但是常常在两年内出现继发耐药，

而耐药后治疗往往非常困难［6］。美国有研究发现，手术联合

伊马替尼治疗GIST肝转移患者的 1、2和 3年生存率分别为

100%、91.7%及 91.7%，远远高于单纯手术切除者［7］。目前，

手术联合 TKI 在 GIST 肝转移的治疗中应用越来越广泛。

GIST伴肝转移的手术指征目前尚无统一标准，需要同时评

估肝功能及肝转移情况，估计能够完全切除且手术风险不大

者，可以考虑手术切除并联合药物治疗［8］。广泛肝转移的

GIST患者，往往无法从手术中获益，此类患者的术后无进展

中位生存时间为 2.9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 5.6 个月，预后较

差［9］。对于无法切除的复发转移患者，伊马替尼是首选药

物。不同基因型患者的分子靶向治疗疗效也不同，c⁃Kit外
显子11突变者接受伊马替尼治疗疗效最佳，而 c⁃Kit 外显子

9突变及野生型GIST患者疗效较差，但在二线舒尼替尼治疗

中，其疗效可能好于 c⁃Kit外显子11突变者。在进行分子靶

向治疗前，建议行基因检测，以决定分子靶向治疗药物的选

择。本例患者初诊即为胃GIST伴多发肝转移，累及左右肝，

无根治手术条件，基因检测结果为c⁃Kit基因11外显子突变。

给予 400 mg/d伊马替尼口服治疗，患者初始效果良好，肿瘤

较前缩小，疗效评价部分缓解；后患者出现肿瘤进展并出血，

首先将伊马替尼加量至 600 mg/d，但患者无法耐受，同时肝

转移灶出血愈发严重，严重影响患者生命，于是我们首先通

过介入行动脉栓塞止血及置管引流，改善患者一般状况，效

果良好，为患者下一步治疗创造了条件。虽肝转移瘤穿刺标

本的基因检测结果仍为 c⁃Kit 外显子11突变，因患者无法耐

受伊马替尼加量，最终决定给予舒尼替尼 37.5 mg 连续服

用。随访至今，患者肝转移灶稳定，未再次出现出血等并发

症。本例患者初诊即为晚期GIST，至今存活，说明对无法手

术的广泛肝转移GIST患者，通过积极治疗，也可以获得较好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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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周烨教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和腹盆

腔是最常见的 GIST 转移部位，许多 GIST 患者常常初诊时

即因伴有转移而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现认为，PDGFRA、

D842V及NF⁃1突变者对现有的GIST靶向治疗无效，因而，

GIST患者能否接受靶向治疗、及其药物的剂量和疗效取决

于基因突变类型。此患者胃底病灶经穿刺后提示为GIST，

基因突变类型为 c⁃Kit基因外显子 11突变，为对伊马替尼治

疗有效的基因突变类型，可以看到在用药后，患者肝脏多

发转移病灶出现了囊性变，胃的病灶也出现了明显的肿瘤

退缩。因此，患者继续服用伊马替尼，坚持了 2.5 年。

BFR14研究提示，对于GIST患者经伊马替尼治疗后出现疾

病稳定或缓解者，应继续伊马替尼治疗，若停药，后可出现

肿瘤进展。但非常可惜，此患者没有坚持服药，停药后短

时间内即出现了肿瘤进展，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随即

给予伊马替尼加量治疗，肿瘤仍持续进展，且出现压迫及

出血。这时可以发现，肝左叶的病灶发展成为一个直径达

23 cm的巨大肿瘤，伴有瘤内出血，因一般情况较差，故给

予栓塞术，不仅起到了止血的效果，同时后期肿瘤因缺乏

血供可能会出现退缩。为了明确肿瘤是否出现了继发性突

变，同步进行了穿刺术，细胞学和免疫组化检查发现，常见

在GIST细胞中表达的CD117和DOG⁃1蛋白表达缺如，出现

去分化肉瘤的特点。在文献报道中也发现，在长期伊马替

尼治疗的某些GIST患者中，肿瘤可出现去分化改变，这对

于病理科医生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当然也需要临床医师提

供完整的临床资料，以帮助病理科医师鉴别诊断。此病例

病理科医师继续给予基因检测，不仅明确了GIST的诊断，

同时发现肿瘤中只有 c⁃Kit基因外显子 11突变，并没有继发

性 c⁃Kit基因其他位点突变，可能继续深入的新一代测序检

测会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信息。因患者无法耐受伊马替尼

600 mg 的不良反应，后续给予了舒尼替尼的治疗，患者病

灶控制良好。

（收稿日期：2019⁃05⁃24）
（本栏目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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