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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药物治疗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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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胃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分

子生物学研究的进展，对于局部进展期和复发转移性

GIST使用伊马替尼进行术前靶向药物治疗（术前治疗）已

达成广泛共识［1］。目前针对伊马替尼术前治疗的推荐剂

量为 400 mg/d。KIT 外显子 9 突变的病例推荐剂量为

600~800 mg/d［2］。然而，针对伊马替尼术前治疗的时限，或是

说手术时机的选择，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也是当前讨论

的热点。曹晖教授团队在对进展期GIST伊马替尼术前治疗

的研究中提出，早期手术治疗、或最大药物反应后再手术治

疗是关键讨论点［3］。我方认为，应该待伊马替尼术前治疗达

到最大反应后再行手术治疗。

一、待药物治疗反应达到最大后再手术可能提高肿瘤R0

切除率

Stiekema等［4］研究发现，30例接受伊马替尼术前治疗的

进展期GIST患者（包括 23例原发进展期及 7例转移），在接

受平均 8.4（3.3~54.9）个月的伊马替尼术前治疗后行手术切

除，其中原发进展期GIST患者均接受了R0切除，转移患者中

也有1例接受了R0切除。提示，适当延长术前伊马替尼治疗

时间，可能提高外科治疗的R0切除率。

二、待伊马替尼治疗反应达到最大后手术并不增加手术

并发症

目前有研究表明，伊马替尼的术前治疗可以为GIST患

者的外科治疗带来更低的手术并发症，包括病死率，同时也

能在保留相应器官功能方面体现出优势［5⁃6］。Tang等［7］对28

例巨大GIST患者伊马替尼术前治疗的研究发现，随着伊马

替尼治疗时间的延长，肿瘤缩小的程度越大；然而，肿瘤的缩

小主要在用药后6~12个月期间较为明显，部分患者在12个

月之后仍能观察到肿瘤缩小的效应；在该研究中，作者认为，

相对延长伊马替尼术前治疗时间并不会增加围手术期并发

症发生率，也不会因为术前的减瘤效应而增加术中肿瘤破裂

或出血的风险，即术前持续服用伊马替尼的时间与外科围手

术期的并发症没有明显的关联。

三、术前伊马替尼治疗效果最大化可以减小手术切除范

围并获得较好预后

Lv等［8］研究发现，患者在接受伊马替尼术前治疗获得最

大疗效后，9例原本需要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患者接受了

保留功能的R0切除手术，避免了联合脏器的切除；这些患者

在随访中并未发现有体质量减轻，提示，发挥术前伊马替尼

治疗的最大效果有助于达到肿瘤“降期”的目的，特别对于一

些特殊部位的进展期GIST，伊马替尼术前治疗可以减小手

术切除范围，保留重要脏器的功能，保证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Jakob和Hohenberger［9］在对 4个关于术前伊马替尼治疗的二

期临床研究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术前取得伊马替尼

最大效果后能够为患者争取到侵袭性更小的手术，降低肿瘤

破裂的风险，并且能够为保留器官功能创造条件。

四、GIST的治疗指南共识均推荐术前伊马替尼治疗达

到最大反应时行手术治疗

2016年GIST亚洲共识针对伊马替尼的术前治疗，推荐

达到肿瘤最大退缩效应，治疗时间通常为 4~6 或至 12 个

月［10］；2018年欧洲临床肿瘤学会（ESMO）指南，推荐术前伊

马替尼治疗需达到最佳反应后行手术治疗，时间为 6~12个

月［11］；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 2019年第 1版指

出，术前伊马替尼治疗需达到最大效应时可评估病情行手术

治疗，而达到这一效应一般需要持续用药 6个月及以上［12］。

中国 2018版GIST规范化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也认为，应

该通过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判断手术时机，达到最大治疗反

应后（通常6~12个月）可进行手术［2］。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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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发现，部分术前治疗的患者对伊马替尼相对敏感，乃至

当持续用药时间达到 12个月时，肿瘤对伊马替尼治疗仍存

在部分反应，对于这些患者，我们建议在保证及时进行影像

学评估的同时，继续行伊马替尼术前治疗，争取达到最大治

疗效应后行手术治疗，此时患者的重要脏器功能有可能得到

最大限度的保留。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术前伊马替尼的运用应使其药效最

大化，即药物治疗反应达到最大后手术，能够最大化地为外

科治疗创造较为有利的手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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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在胃

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的术前治疗中

主要扮演两类角色：第一，应用于原发可切除或呈局部晚期

的潜在可切除性非转移性病变，其目的在于局部降期以使手

术操作更加顺利和安全，以及避免联合脏器切除以实现重要

脏器的功能保护；第二，应用于复发/转移性病变，实际上就

是针对晚期病变的靶向治疗，部分晚期病例可能会再次获得

手术机会，那么之前的治疗过程即成为术前治疗［1］。关于术

前治疗时限、或者说手术介入时机，尽管目前相关指南和专

家共识均有所推荐，但由于证据质量不足，推荐强度不

高［1⁃3］。在现实世界的临床实践中存在较大变数，不同决策

者对这一问题亦存在争议。

一、需客观辩证地看待目前指南对于术前治疗时限的推

荐

目前，最新版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和欧洲临

床肿瘤学会（ESMO）指南均提到了GIST术前治疗达到最大

化效应后行手术治疗，一般时限为 6~12个月。但即使这些

指南也均提到术前治疗应尽量避免过度延长。GIST亚洲共

识和ESMO指南也指出，手术介入的时机包括两点：治疗达

到最佳效果或者肿瘤达到足够的退缩。

何为术前治疗？一切术前治疗均是为施行手术而为，没

有手术就谈不上术前治疗，只能是姑息治疗。所以肿瘤明显

退缩达到预期可切除标准就应尽快手术。何为最大化效应？

理论上把肿瘤治疗消失才为最大化效应。基于这些考虑，最

新版的《中国胃肠间质瘤诊断治疗共识》对于手术时限的表

述为，对于术前治疗时间，一般认为给予伊马替尼术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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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个月施行手术比较适宜，过度延长术前治疗时间可能

会引起继发性耐药［1］。

二、避免延误手术时机才是术前治疗的最大化

术前治疗达到最大反应的评价本身就存在着准确性、时

效性、敏感性和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问题，相比之下，术前治

疗达到的“可切除”却有明确的外科标准，易于把握和执行。

研究显示，通常应用于实体肿瘤评效的RECIST标准并不适

合GIST患者；针对GIST评效提出的Choi标准，将CT值的变

化引入评效指标，准确性及敏感性得到提高。但仍未能解决

早期评效的问题。肿瘤对伊马替尼治疗的反应时间差别很

大，CT显示疗效的中位时间长达12周，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

机断层显像（PET⁃CT）虽可将评效时间缩短至2~4周，但昂贵

的价格阻碍了其推广。

对于局限性GIST，手术是实现疾病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的最直接、最迅速、最彻底的治疗手段，靶向治

疗只能处于辅助的地位。盲目追求术前治疗效果最大化，可

能并不能带来更多的远期生存获益，反而可能会增加更多的

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在术前治疗期间，一般每2~3个月进行

动态随访和评估。何时为“最大反应”的判断，实际上具有很

大的不确定性，而较长的复查间隔，可能会增加患者面临疾

病进展（progression disease，PD）的风险。

三、术前治疗达到可切除标准后尽早手术可避免继发性

耐药

Bednarski等［4］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入组了 93例术前治疗

的病例，其中41例为局部进展期GIST，中位术前治疗时间为

315（3~1 611）d，研究显示，术前治疗时间>365 d与复发率增

高相关。因GIST基因突变类型多样，对分子靶向药物敏感

性差异很大，且在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继发突变。因此，盲

目延长术前治疗时间追求最大化，极有可能导致耐药，进而

错失最佳的手术时机［5］。

GIST本身是一种异质性肿瘤，从理论上说，靶向治疗

药物可能不会直接导致继发耐药，但却能在较长时程的治

疗过程中将耐药菌株筛选出来，成为优势肿瘤细胞群，继而

形成继发耐药。随着术前治疗时程的延长，继发耐药形成

的可能性增加，耐药细胞株一旦发生转移，将使治疗陷入十

分被动的局面。同时，一旦术前发生继发耐药，病情进展，

即使手术完整切除了进展病灶，这部分患者术后辅助治疗

仍将面临更换二代甚至三代靶向药物的困境，而二线靶向

药物治疗的有效率一般不足 20%。因此，在达到可切除标

准后，及时、尽早地手术比盲目追求药物治疗反应最大化更

明智。

四、延长术前治疗时限并不能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RTOG0132试验［6］和ACRIN6665试验［7］显示，GIST经术

前治疗后仅有 7% 的患者取得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
PR），而 83%的患者保持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发生

PD的不多，但仍占据一定比例。可见，对于大部分病例，延

长术前治疗时间并不能取得进一步缓解，反而可能面临疾病

进展的风险。

EORTC⁃STBSG协作研究入组 239例转移性GIST病例，

其中 84% 的患者进行了伊马替尼术前治疗，研究结果显

示，177例行转移灶完整切除（R0+R1）的患者中位总体生存

率达到 8.7年，明显优于R2切除组的 5.3年，提示术前伊马

替尼治疗+转移灶完整切除（R0+R1）是晚期 GIST患者生存

获益的关键［8］。可见，手术治疗在复发或转移性病变中亦

有重要价值，关键在于抓住手术时机，靶向药物治疗不能替

代手术。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GIST术前治疗的运用应从内科

着手、外科着眼，结合目前肿瘤疗效评估的不确定性，术前

治疗达到预期可切除标准才是我们治疗的最佳化，而不是

盲目追求肿瘤退缩的最大化甚至肿瘤消失，一旦肿瘤耐药

或进展，即使手术彻底切除与否，都将陷入更换二线药物的

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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