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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比较胃肠道外胃肠间质瘤（EGIST）与十二指肠胃肠间质瘤（DGIST）
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的差异。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病例入组标准：

（1）组织学和病理学诊断为间叶源性肿瘤；（2）原发肿瘤位于胃肠道以外且无原发 GIST 存在

的证据或者原发肿瘤位于十二指肠；（3）不合并其他肿瘤；（4）临床病理资料齐全。收集 2011
年 3 月到 2016 年 9 月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胃肠外科诊治的 20 例 EGIST 和

32 例 DGIST 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指标包括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治疗情况和预后情

况。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检验。Kaplan⁃
Meier 法绘制生存曲线，用 Log⁃rank 检验进行生存分析。结果 20 例 EGIST 患者中男 8 例、女

12 例，年龄 61.0（30.0~86.0）岁；32 例 DGIST 患者中男 12 例、女 20 例，年龄 55.5（27.0~70.0）岁；两

组比较，EGIST 组年龄更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88.000，P=0.012）。EGIST 组患者与 DGIST
组患者比较，肿瘤最大径更长［10.0（3.0~29.0）cm 比 4.0（1.5~10.0）cm，U=98.500，P<0.001］、风

险分级为高危者比例更高［17/20 比 12.5%（4/32），χ2=26.870，P<0.001］。EGIST 组者中诊断时已

有远处转移的 5 例患者均给予伊马替尼 400 mg/d 治疗，其余 15 例患者行根治性切除术；DGIST
的 32 例患者均接受根治性切除术。全组中位随访 43（14~76）个月。接受根治性手术的 15例

EGIST患者术后 3 年无复发转移生存率为 85.6%，低于DGIST患者的 88.6%，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45）。EGIST 患者术后 3 年总体生存率为 92.9%，DGIST 患者为 1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71）。结论 EGIST 与DGIST 相比，患者年龄更大、肿瘤更大以及风险分级更高；但接受

根治性手术切除的预后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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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between patients with extra⁃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EGIST) and duodenal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DGIS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ase ⁃ control study was performed.
Case inclusion criteria: (1) tumor confirmed by histology and pathology; (2) primary tumor locat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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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a ⁃gastrointestinal tract or duodenum; (3) without other synchronous tumors; (4) complete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data. Clinical data of 20 EGIST patients and 32 DGIST patients from March 2011 to
September 2016 at Department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observational parameters included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conditions. Continuous data of abnormal
distribution were expressed as median (range) and compared using the Mann ⁃Whitney U ⁃ test. Survival
curves were drawn by the Kaplan⁃Meier method and compared with the Log⁃rank test. Results Of the 20
EGIST patients, 8 were males and 12 were females with age of 61.0 (30.0 to 86.0) years and of the 32
DGIST patients, 12 were males and 20 were females with age of 55.5 (27.0 to 70.0) years. Compared with
DGIST patients, EGIST patients were older (U=188.000, P=0.012], had larger tumor size [10.0 (3.0 to 29.0)
cm vs. 4.0 (1.5 to 10.0) cm, U=98.500, P<0.001] and higher ratio of high risk classification [85.0% (17/20)
vs. 12.5% (4 / 32), χ2=26.870, P<0.001]. Among the 20 EGIST patients, 5 were diagnosed with distal
metastasis and received imatinib (400 mg /d), and the other 15 patients underwent radical resection who
were included in survival analysis. All the 32 DGIST patients underwent radical resection. The median
follow⁃up of whole group was 43 (14 to 76) months. The 3⁃year recurrence/metastasis⁃free survival rate of
15 cases undergoing radical resection in the EGIST group was 85.6%,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DGIST group (88.6%),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74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3⁃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 between the EGIST group (92.9%) and the DGIST
group (100%) (P=0.271). Conclusions As compared to DGIST, EGIST mostly occurs in those with older
age, larger tumor size and higher risk grade. The prognosis of EGIST patients after radical resection is
similar to that of DGIST patients.

【Key words】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outside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duodenal; Clinical features;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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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 肠 间 质 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源性肿瘤，可发生于

整个消化道［1⁃3］。胃是GIST最常见的发生部位，占

60%~70%；空肠、回肠占 25%~30%；结直肠占 5%~
15%；十二指肠占 5%［4⁃5］。胃肠道外 GIST（extra ⁃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EGIST）是定位于胃肠

道外的间叶源性肿瘤，占GIST的6%［6］。EGIST在组

织形态学、免疫组织学表型等与GIST相似［7］；但在

临床特征和预后方面是否相同，目前还存在争议。

Yi等［8］认为，EGIST具有独特的临床病理特征和疾

病进程。而Reith 等［9］认为，EGIST与十二指肠GIST
（duodenal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DGIST）的

生物学行为及预后几乎相似。由于两者临床发病

率相近，且临床表现都不典型。因此，为了进一步

了解EGIST与DGIST在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方面的

异同，本研究收集并对比分析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胃肠外科收治的 EGIST 与 DGIST
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并比较两组患者在接受根

治性手术后的预后情况，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数据

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的研究方法。病例入组

标准：（1）组织学和病理学诊断为间叶源性肿瘤；

（2）原发肿瘤位于胃肠道以外、且无原发GIST存在

的证据或者原发肿瘤位于十二指肠；（3）不合并其

他肿瘤；（4）临床病理资料齐全。

按照上述标准，收集2011年3月至2016年9月

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胃肠外科

确诊并治疗的EGIST患者20例（男8例，女12例）和

DGIST患者 32例（男 12例，女 20例）的临床资料进

行比较分析。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要求，

患者均获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观察指标与随访

观察指标包括EGIST与DGIST两组患者的临床

病理特征（年龄、性别、临床症状、风险分级及病理

检查结果等）、治疗情况和预后情况（复发、转移和

生存情况）。

所有病例通过门诊复查、电话等方式进行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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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追踪观察患者的一般状况、服药情况、影像学检查

结果以及生存情况。每 6个月随访 1次，持续 5年；

5年后每年随访 1次，末次随访日期为 2017年 10月

30日。总体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定义为自

手术日至末次随访日或死亡所经历的时间；无复发

（或转移）生存时间［recurrence（metastasis） free
survival，RFS］定义为自手术日至发现复发或转移的

时间。

三、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

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 Fisher精确检

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M（范围）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用Kaplan⁃Meier 法绘

制生存曲线，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临床病理特征

20例EGIST患者肿瘤部位分布为后腹膜14例，

腹盆腔4例，胰腺1例，肠系膜1例；其中5例肿瘤部

位为后腹膜的EGIST患者诊断时已有远处转移，转

移部位包括3例肝脏、1例胸壁和1例肠系膜。32例
DGIST患者确诊时均未发现远处转移。两组患者临

床病理特征的比较见表1。
二、治疗情况

20例EGIST组患者中，5例已有远处转移的患

者均给予伊马替尼 400 mg/d治疗，其中 1例行特殊

肝段切除手术。其余15例行根治性切除术，14例获

R0切除，1 例术中由于肿瘤破裂而行 R1切除；5 例

行联合脏器切除术，其中联合小肠切除、乙状结肠

切除、胆囊切除、胰十二指肠切除和肾上腺切除各

1例，术后有2例接受伊马替尼辅助治疗。

32例DGIST患者均接受根治性切除术，1例于

术前行伊马替尼新辅助治疗 3个月。9例行胰腺十

二指肠切除术，16例接受局部切除手术，7例接受十

二指肠肠段切除术。术后有8例接受伊马替尼辅助

治疗。

三、预后情况

全组中位随访43（14~76）个月。接受根治性手

术的 EGIST 组患者术后 3 年 RFS 为 85.6%，低于

DGIST组的 88.6%，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45）。EGIST 组和 DGIST 组患者的 3 年 OS

表1 胃肠道外胃肠间质瘤（EGIST）患者与十二指肠胃肠间质瘤（DGIST）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比较

注：HPF为高倍镜视野（high power fields）；a就诊原因中，腹部不适包括腹痛、腹胀，其他包括黑粪、发热、肾绞痛等；b风险等级分级参照2008
年改良美国国立卫生院（NIH）标准［10］；c EGIST组18例患者进行了后两项的检测；d采用Fisher精确检验法；“-”表示无数值

临床病理特征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岁，M（范围）］

就诊原因 a［例（%）］

体检

腹部不适

其他

肿瘤最大径［cm，M（范围）］

核分裂相/50 HPF［例（%）］

0~5
6~10
>10

风险分级 b［例（%）］

非高危

高危

免疫组织化学 c［例（%）］

CD117阳性

CD34阳性

DOG1阳性

EGIST组（20例）

8（40.0）
12（60.0）

61.0（30.0~86.0）

7（35.0）
11（55.0）
2（10.0）

10.0（3.0~29.0）

12（60.0）
3（15.0）
5（25.0）

3（15.0）
17（85.0）

18（90.0）
15（15/18）
16（16/18）

DGIST组（32例）

12（37.5）
20（62.5）

55.5（27.0~70.0）

8（25.0）
7（21.9）
17（53.1）

4.0（1.5~10.0）

27（84.4）
3（9.4）
2（6.2）

28（87.5）
4（12.5）

32（100）
28（87.5）
31（96.9）

统计值

χ2=0.033

U=188.000
χ2=10.590

U=98.500
χ2=4.527

χ2=26.870

-
-
-

P值

0.857

0.012
0.005

<0.001
0.104

<0.001

0.143d

0.692d

0.29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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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92.9% 和 100%，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

（P=0.271）。见图1和图2。

EGIST组患者随访期间，接受根治性手术的 15
例中有2例术后未接受伊马替尼辅助治疗者在术后

1~2年间发生复发转移，即予以伊马替尼治疗，其中

1例疾病继续进展恶化死亡，总生存时间20个月；另

1例肿瘤得到控制后带瘤生存至今。5例给予伊马

替尼治疗者中，2例疾病继续进展恶化死亡，总生存

时间分别为22和38个月，另外3例患者失访。

DGIST患者随访期间，有 3例术后未接受伊马

替尼辅助治疗者分别于术后第1、3、4年发生远处转

移，其中第 1、3年发生远处转移的 2例患者即予以

伊马替尼治疗，带瘤生存至今；第 4年发生转移的

患者仍未接受伊马替尼辅助治疗，目前已带瘤生存

6个月。

讨 论

GIST 起源于 Cajal 间质细胞或其干细胞前

体［11］。Huizinga 和 Faussone⁃Pellegrini［12］认为，胃肠

外存在着Cajal细胞的前体细胞，为EGIST的起源与

发生提供了理论依据。EGIST较为罕见，原发于肠

系膜、胰腺、前列腺和后腹膜等［13⁃15］。1998年和2003
年，Hirota等［16⁃17］相继发现，c⁃Kit和血小板源性生长

因子受体α基因突变在GIST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

要作用，使得GIST的发病机制得到进一步明确。

EGIST起源于胃肠道外，潜在的生长空间相对

GIST较大，而消化道症状较GIST更不典型，肿瘤体

积一般较大，所以风险等级也较高［18］。本研究中

EGIST的肿瘤直径和风险等级均显著高于DGIST，
提示EGIST的生物学行为恶性的程度比DGIST高。

EGIST在组织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表型等与GIST
相似。组织学上，肿瘤细胞主要由梭形细胞和上皮

样细胞组成。免疫组织化学对EGIST的诊断具有重

要意义，CD117 和 DOG1 是 GIST 特异性表达的指

标，结合形态学和免疫组织化学表型，必要时进行

分子检测是诊断GIST的关键。在诊断时，需要排除

GIST的远处转移才能明确诊断为 EGIST。本研究

中EGIST的CD117阳性率为90.0%，DOG1阳性率为

16/18，所以，对于EGIST的诊断及鉴别诊断，需要结

合多方面信息才能得出可靠结论。

目前认为，外科手术是 EGIST 首选的治疗方

式［8，19］。根治性手术切除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术

中应尽量R0切除，必要时行多脏器联合切除术，小

心分离肿瘤避免术中破裂［20⁃21］。术后辅助靶向治疗

药物可以减少术后的复发转移。本研究中，EGIST
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的 15例中有 2例术后接受伊

马替尼辅助治疗，至随访结束未发现原位复发及远

处转移；而未行伊马替尼辅助治疗的13例患者中有

2例复发，并有1例死亡。而DGIST组的3例发生远

处转移者均为术后未接受伊马替尼辅助治疗者。

这印证了伊马替尼作为GIST的一线治疗用药，可明

显改善晚期GIST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

的观点［22⁃23］。对于已经有远处转移的GIST患者以

及对解剖部位复杂、拟施行根治手术、但必须行多

脏器联合切除的患者，建议术前给予伊马替尼靶向

治疗。

综上，本文回顾性分析并比较了 EGIST 和

DGIST的临床资料及其预后情况，发现两者，预后相

近。由于EGIST发病率低，生物学行为不确定，针对

EGIST肿瘤发生、发展以及诊断和治疗等方面，有待

进一步研究。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无利益冲突

图1 根治术后胃肠道外胃肠间质瘤（EGIST）组与十二指肠胃肠间

质瘤（DGIST）组总体生存曲线的比较

图2 根治术后胃肠道外胃肠间质瘤（EGIST）组与十二指肠胃肠间

质瘤（DGIST）组无复发转移生存曲线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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