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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目前，临床常用的改良NIH分级对于部分中高危胃肠间质瘤（GIST）患者术后

复发风险评估仍存在不足。本文通过探讨中高危GIST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构建更为方便、准确

的中高危GIST术后复发预测模型，以更好地指导中高危GIST患者的辅助治疗。方法 采用回顾

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05年1月至 2018年 6月期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协和医院接受完整切除术、且术前未行靶向治疗、术后病理诊断按照改良美国国立卫生院（NIH）

危险度分级为中度及高度复发风险的 432 例 GIST 患者临床病理资料。通过Cox回归模型，分析

中高危GIST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复发风险评分模型。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一致性指数（C⁃index）及校准曲线，对评分模型预测中高危GIST术后复发的准确性进行评估。

结果 432 例中高危 GIST 患者中，高危组 332 例，中危组 100 例。男性 237 例，女性 195 例；年龄

（57.4±12.4）岁。其中纤维蛋白原（FIB）>3.5 g/L者 211例（48.8%），血小板/淋巴细胞计数比（PLR）
>272.5者85例（19.7%），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比（NLR）>4.2者 122例（28.2%），全身炎性反应

指数（SIRI）>2.7者 102例（23.6%），肿瘤长径>8 cm者198例（45.8%）及核分裂象计数>8/50高倍视

野者108例（25.0%）。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FIB（HR=1.789，95% CI：1.058~3.027，P=0.030）、PLR
（HR=1.862，95% CI：1.067~3.249，P=0.029）、SIRI（HR=1.790，95% CI：1.039~3.084，P=0.036）、肿瘤长

径（HR=1.970，95% CI：1.105~2.925，P=0.017）及核分裂象（HR=2.187，95% CI：1.211~3.950，P=0.009）
为中高危GIST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将上述指标纳入危险评分模型，分别赋予 58分、

62 分、58分、63分及 78分的权重。其中总分≤78分判定为中复发风险（Ⅰ组），>78且≤136分为高复

发风险（Ⅱ组）及>136分为极高复发风险（Ⅲ组）。ROC曲线显示，评分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 0.730，
C⁃index为 0.724（95% CI：0.687~0.787），校准曲线及Ⅰ、Ⅱ、Ⅲ组人群Kaplan⁃Meier曲线均提示模型

预测准确性良好。结论 FIB、PLR、SIRI联合肿瘤长径和核分裂象计数建立的复发风险评分模型可

有效预测中高危GIST患者术后复发转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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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t present, the modified NIH classification common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is still insufficient for assessing the risk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in some patients with
intermediate⁃high risk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 Through exploring risk factors for recurrence
of intermediate ⁃ high risk GIST,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 predictive model for recurrence with more
convenience and more precision in order to guide adjuvant therapy for intermediate⁃high risk GIST patien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was carried out.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data of 432 GIST
patients who did not receive preoperative targeted treatment, underwent complete resection in the Union
Hospital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January 2005
to June 2018, and were diagnosed as intermediate⁃ or high⁃risk based on modified NIH classification by
postopertive path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Cox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idenitify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recurrence, and a recurrence risk scoring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curve), consistency index (C⁃index) and calibration curv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accuracy of the scoring model in predicting the recurrence of moderate ⁃ risk and high ⁃ risk
GIST patients. Results Among 432 GIST patients, 332 were diagnosed as high⁃risk and 100 as moderate⁃
risk; 237 were males and 195 females with average age of (57.4±12.4) years. Of 432 patients, 211 cases
(48.8%) had fibrinogen (FIB) >3.5 g/L; 85 cases (19.7%) had 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 (PLR)>272.5;
122 cases (28.2%) had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 > 4.2; 102 cases (23.6%) had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action index (SIRI)> 2.7; 198 cases (45.8%) had tumor long diameter >8 cm and 108 cases
(25.0%) had mitotic counts > 8 / 50 HPF. Cox multivariable analysis showed that FIB (HR=1.789,
95% CI: 1.058⁃3.027, P=0.030), PLR (HR=1.862, 95% CI: 1.067⁃3.249, P=0.029), SIRI (HR=1.790,
95% CI: 1.039 ⁃ 3.084, P=0.036), tumor long diameter (HR=1.970, 95% CI: 1.105 ⁃ 2.925, P=0.017) and
mitotic counts (HR=2.187, 95% CI:1.211⁃3.950, P=0.009)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middle ⁃ risk and high ⁃ risk GIST. These 5 factors were included in the risk scoring model,
which was given a weight score of 58 points, 62 points, 58 points, 63 points, and 78 points, respectively.
Patients with a total score of ≤ 78 points were classified as moderate⁃risk recurrence (group I), those of
78 to 136 points as high⁃risk recurrence (group II) and those of >136 points as very high⁃risk recurrence
(group III). ROC curve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the scoring model was 0.730 and the
C ⁃ index was 0.724 (95% CI: 0.687 ⁃ 0.787). The calibration curves and the Kaplan ⁃ Meier curves of
patients in the three groups revealed that this model had a good predictive accuracy. Conclusions For
intermediate⁃risk and high⁃risk GIST patients, the preoperative FIB >3.5 g/L, PLR > 272.5 and SIRI > 2.7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recurrence after surgery. The recurrence risk scoring model established by
combining tumor long diameter, mitotic counts, FIB, PLR and SIRI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risk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in moderate⁃risk and high⁃risk GIST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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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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复发风险分级（2008 改良版）是完整切除GIST术后

复发风险度评估最常用的分级系统［1］。改良美国国

立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分级主

要依据肿瘤长径、肿瘤部位、核分裂象计数及肿瘤

是否破裂等病理指标，将术后复发风险分为极低

危、低危、中危和高危 4个等级。然而，改良NIH分

级对于部分中高危GIST患者术后复发风险评估仍

存在不足［2⁃3］。近年来，众多研究表明，纤维蛋白原

（fibrinogen，FIB）及血液学炎性指标例如血小板/淋
巴细胞比（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中性粒

细胞/淋巴细胞比（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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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R）以及全身炎性反应指数（systemic inflammation
response index，SIRI）在预测胃神经内分泌癌、结直

肠癌及 GIST 等多种肿瘤的复发中有一定临床价

值［4⁃10］。目前国内外对于中高危GIST患者术后的辅

助治疗管理尚存在诸多分歧。本研究通过对中高

危GIST患者的病理资料、术前FIB、血液学炎性指标

和随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构建包含病理学

和术前血液学指标且临床使用方便的评分模型，进

而更好地指导中高危GIST患者的辅助治疗及随访

管理。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 2005 年

1月至2018年6月期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医院诊治的原发GIST患者。病例纳入标准：

（1）术前 2周内无感染性疾病或凝血功能障碍性疾

病；（2）接受完整切除；（3）改良 NIH 危险度分级

定义为中危或高危；（4）经术后病理证实为 GIST；
（5）术前未行靶向治疗。排除标准：（1）失访或随访

资料不全者；（2）术前实验室检查或病理资料不全

者；（3）术中发现肿瘤转移者。

根据上述标准，从 1 072例原发GIST患者中选

取432例中高危GIST患者入组，其中中危组100例，

高危组332例。本研究的开展符合《赫尔辛基宣言》

中有关伦理的要求，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

二、资料收集和分析指标

采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电子病历数据库系统收集患者资料，主要包括：性

别、年龄、肿瘤长径、核分裂象计数、术前白细胞、红

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

核细胞及FIB等；同时分析本组患者复发情况以及

影响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血液学指标均采用术前

1周内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检测血常规、肝肾功能

及凝血功能检验结果。PLR=血小板计数/淋巴细胞

计数；NLR=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SIRI=
中性粒细胞计数×单核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

三、随访方法

患者接受手术完整切除后每 3~6个月通过电

话、门诊及网络平台对患者进行随访，末次随访日

期为2019年2月1日。随访内容包括患者生存及复

发状况、影像学检查结果、接受伊马替尼辅助治疗

时间情况等。无复发生存时间（recurrence free
survival，RFS）定义为接受手术至首次确诊复发转移

所经历的时间。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

资料以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采用［例（%）］表

示。对中高危GIST患者复发相关的单因素及多因

素分析均采用Cox回归模型，仅将单因素分析有统

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将多因素分析

中P<0.05的独立危险因素纳入复发风险评分模型。

根据多因素分析中的回归系数β予以加权赋分：最

终分值越高，则复发风险越高。利用受试者工作特

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对模

型效能及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诊断性评估。采用

Bootstrap法重复抽样1 000次，通过计算一致性指数

（C⁃index）进行区分度测试。并通过模型绘制预测

值与实际值的校准图，进行一致性测试。同时通过

X⁃tile 软件对评分取截断值，在不同人群中绘制

Kaplan⁃Meier曲线评估模型区分能力和临床价值。

双侧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中高危GIST患者基线情况

全组432例中高危GIST患者，其中男性237例，

女性195例，平均年龄57.4岁。术后178例（41.2%）

接受伊马替尼400 mg/d辅助治疗。

通过 X⁃tile 软件获取截断值，FIB>3.5 g/L 者

211例（48.8%），PLR>272.5者85例（19.7%），NLR>4.2
者122例（28.2%），SIRI>2.7者102例（23.6%）。全组

患者临床资料及两组患者临床特征见表1。
二、中高危GIST患者复发影响因素分析

全组中位随访时间为 50（1~161）个月，中高危

GIST患者432例中，79例（18.3%）在随访期间复发。

3年RFS为83.7%，5年RFS为78.3%。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长径>8 cm、核分裂

象计数，>8/50高倍视野、FIB>3.5 g/L、PLR>272.2、
NLR>4.2 以及 SIRI>2.7 是本组中高危 GIST 患者术

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均P<0.05）。多因素Cox分析结

果显示，肿瘤长径>8 cm、核分裂象计数>8/50高倍

视野、FIB>3.5 g/L、PLR>272.2以及 SIRI>2.7是影响

中高危GIST患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
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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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高危GIST患者复发风险评分模型的建立

将多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入，

构建中高危GIST患者复发风险评分模型，见图1。其

中肿瘤长径>8 cm赋予63分、核分裂象计数>8/50 高

倍视野赋予78分、PLR>272.2赋予62分、FIB>3.5g/L
以及 SIRI>2.7 赋予 58 分。采用 X⁃tile 软件获取评

分截断值，并将中高危GIST患者分为中（≤78分）、

高（>78分且≤136分）、极高复发风险（>136分）3组

人群。

四、对中高危GIST患者复发风险评分模型的评价

区分度测试结果提示，该评分模型C⁃index为

0.724（95% CI：0.687~0.787）。ROC曲线显示，术前

PLR、SIRI、FIB及危险评分模型的曲线下面积分别

为 0.589、0.611、0.643及 0.730，见图 2。通过绘制预

测值与实际值的校准图，进行一致性测试，结果提

示该评分模型预测的 3年RFS及 5年RFS与实际值

相关性良好，见图3。
分别绘制按评分模型区分的3组人群（Ⅰ组：中

复发风险；Ⅱ组：高复发风险；Ⅲ组：极高复发风险）

和按改良 NIH 危险度分级区分的中高危人群的

Kaplan⁃Meier 曲线，结果显示评分模型在中高危

GIST患者中有较好区分能力，见图4。

表1 432例中高危胃肠间质瘤患者中危组和高危组患者的临床特征

临床资料

年龄（岁，x± s）

性别［例（%）］

男

女

肿瘤部位［例（%）］

胃

非胃

肿瘤长径［例（%）］

≤8 cm
>8 cm

核分裂象计数［例（%）］

≤8/50高倍视野

>8/50高倍视野

血常规检查［M（P25，P75）］

白细胞（×109/L）
红细胞（×1012/L）
血小板（×109/L）
血红蛋白（g/L）
中性粒细胞（×109/L）
淋巴细胞（×109/L）
单核细胞（×109/L）

纤维蛋白原［例（%）］

≤3.5 g/L
>3.5 g/L

血液炎性指标资料［例（%）］

血小板/淋巴细胞比

≤272.5
>272.5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

≤4.2
>4.2

全身炎性反应指数

≤2.7
>2.7

总体情况（432例）

57.4±12.4

237（54.9）
195（45.1）

205（47.5）
227（52.5）

234（54.2）
198（45.8）

324（75.0）
108（25.0）

5.7（4.5，7.2）
3.8（3.1，4.3）

231.0（170.0，294.8）
105.0（82.0，126.0）

3.6（2.8，5.1）
1.3（1.0，1.7）
0.5（0.4，0.7）

221（51.2）
211（48.8）

347（81.3）
85（19.7）

310（71.8）
122（28.2）

330（76.4）
102（23.6）

中危组（100例）

58.0±13.9

55（55.0）
45（45.0）

95（95.0）
5（5.0）

85（85.0）
15（15.0）

98（98.0）
2（2.0）

5.5（4.5，7.5）
4.0（3.3，4.4）

217.5（170.3，278.0）
119.0（93.1，132.5）

3.5（2.5，5.6）
1.3（1.0，1.8）
0.5（0.4，0.6）

56（56.0）
44（44.0）

86（86.0）
14（14.0）

79（79.0）
21（21.0）

78（78.0）
22（22.0）

高危组（332例）

57.2±11.9

182（54.8）
150（45.2）

110（33.1）
222（66.9）

149（44.9）
183（55.1）

226（68.1）
106（31.9）

6.9（4.8，8.0）
3.2（2.8，4.0）

237.5（170.0，305.5）
101.0（78.3，123.8）

3.6（2.8，5.1）
1.3（1.0，1.6）
0.5（0.4，0.7）

165（49.7）
167（50.3）

261（78.6）
71（21.4）

231（69.6）
101（30.4）

252（75.9）
8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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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手术完整切除是原发局限性GIST患者重要的

治疗手段，但仍有 50%~90%的患者在术后出现复

发转移［11］。因此，进行合理有效地复发风险评估对

GIST患者的诊治至关重要。改良NIH复发风险分

级与美国国防病理学研究所（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AFIP）标准是目前常用的两种GIST预

后评价系统。但改良NIH分级与AFIP标准单纯由

病理指标构成，存在分级简单、特异性低等不足，可

能导致部分GIST患者治疗不足或过度治疗［2⁃3］。本

研究共纳入 432例中高危GIST患者，利用术前 FIB
联合血液学炎性指标和病理资料，构建复发风险评

分模型，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可预测中高危GIST患

者复发风险的临床工具。

恶性肿瘤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常常伴随凝血功

能的紊乱，表现为凝血功能亢进及抗凝系统功能减

表2 影响本组432例中高危胃肠间质瘤（GIST）患者复发的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分析

变量

年龄（岁，>60/≤60）
性别（例，男/女）

肿瘤部位（例，胃/非胃）

肿瘤长径（cm，>8/≤8）
核分裂象计数（/50高倍视野，>8/≤8）
血常规检查指标

白细胞（每增加1×109/L）
红细胞（每增加1×109/L）
血小板（每增加1×109/L）
血红蛋白（每增加1 g/L）
中性粒细胞（每增加1×109/L）
淋巴细胞（每增加1×109/L）
单核细胞（每增加1×109/L）

纤维蛋白原（g/L，>3.5/≤3.5）
血液炎性指标

血小板/淋巴细胞比（>272.5/≤272.5）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4.2/≤4.2）
全身炎性反应指数（>2.7/≤2.7）

HR（95% CI）
1.286（0.826~2.002）
1.233（0.793~1.918）
0.974（0.833~1.138）
1.860（1.191~2.956）
3.162（1.955~5.114）

1.038（0.978~1.102）
0.971（0.754~1.251）
1.001（0.998~1.003）
0.998（0.992~1.005）
1.037（0.974~1.104）
1.049（0.704~1.563）
1.068（0.839~1.358）
2.571（1.572~4.206）

2.194（1.378~3.495）
1.682（1.073~4.177）
2.667（1.703~4.177）

P值

0.265
0.352
0.736
0.007

<0.001

0.217
0.821
0.410
0.640
0.261
0.814
0.593

<0.001

0.001
0.023

<0.001

HR（95% CI）
-
-
-

1.970（1.105~2.925）
2.187（1.211~3.950）

-
-
-
-
-
-
-

1.789（1.058~3.027）

1.862（1.067~3.249）
0.944（0.521~1.710）
1.790（1.039~3.084）

P值

-
-
-

0.017
0.009

-
-
-
-
-
-
-

0.030

0.029
0.848
0.036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注：PLR为血小板/淋巴细胞比；SIRI为全身炎性反应指数；FIB为纤

维蛋白原

图1 中高危胃肠间质瘤患者复发风险评分模型

注：PLR为血小板/淋巴细胞比；SIRI为全身炎性反应指数；FIB为纤

维蛋白原

图2 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对中高危胃肠间质瘤患者复发风险

评分模型效能进行诊断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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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12⁃13］。FIB是一种重要的凝血因子，是凝血过程的

主要参与蛋白，研究表明，其参与肿瘤细胞生长及

复发转移等过程［5］。Lu等［8］对 91例原发GIST患者

的术前FIB和术后复发水平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FIB≥3.7 g/L是原发GIST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

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FIB>3.5g/L为中高危

GIST患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术前血浆FIB
水平对中高危GIST患者术后复发有一定预测价值。

系统性炎性反应与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有着

密切联系［14］。Goh等［15］纳入266例原发可切除GIST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表明术前 PLR≥275 是

GIST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本中心前期

研究结果表明，术前 PLR 水平在预测原发可切除

GIST 患者术后复发有良好的特异性和敏感性［16］。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PLR>272.5是中高危GIST患

者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术前PLR过高可能是

中高危GIST患者复发的不良因素。SIRI通过外周

血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综合运算

获得，是一种较为新颖的炎性指标；SIRI增高可反

映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介导的炎性反应增强及

淋巴细胞介导的抗炎性反应减弱或受抑制，在结直

肠癌、胰腺癌及食管癌中均有研究报道，显示术前

SIRI 水平对预测肿瘤复发有一定临床价值［5，16⁃17］。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前SIRI>2.7是中高危GIST患者

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或提示其在评价中高危GIST
患者复发水平中具有潜在研究价值。

图3 中高危胃肠胃间质瘤患者复发风险评分模型预测无复发生存

率（RFS）校准曲线 3A.3年RFS；3B.5年RFS

图4 应用评分模型危险度分级及改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危险度分级系统绘制的患者无复发生存曲线和风险事件表 4A.无复发生

存曲线；4B.风险事件表

B4

A4

B3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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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用于预测肿瘤预后水平的评分系统、

热点图或列线图应用逐渐广泛。自 2009 年 Gold
等［18］首次构建了预测 GIST 患者复发的列线图模

型，在胃 GIST 及晚期 GIST 等不同亚型中均有研

究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模型［19⁃20］。但在中高危GIST患

者中仍缺乏一个良好的复发预测模型。本研究通过

X⁃tile软件的筛选，发现直径>8 cm及核分裂象计数

>8/50 HPF 是评估中高危GIST复发水平的最佳截

断值。同时结合术前 FIB 和血液学炎性指标，构

建了中高危 GIST 患者复发风险评分系统。内部

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效能、一致性及

预测价值。

Z9001研究和SSG XVIII/AIO研究显示，伊马替

尼辅助治疗可显著降低 GIST 术后复发风险［21⁃22］。

欧洲内科肿瘤协会指南推荐高危GIST患者术后应

接受 3年伊马替尼辅助治疗［23］。但对于中危GIST
患者术后是否需行辅助治疗尚无明确建议。中国

胃肠间质瘤诊断治疗共识（2017年版）中推荐中危

GIST患者术后至少行 1年伊马替尼辅助治疗，对于

非胃GIST患者，推荐行 3年伊马替尼辅助治疗［24］。

PERSIST⁃5 研究结果则显示伊马替尼辅助治疗延

长到5年可改善高危GIST患者RFS［25］。本研究所建

立的复发风险评分模型将改良NIH中高危GIST人

群进一步分为Ⅰ组（中复发风险）、Ⅱ组（高复发风

险）以及Ⅲ组（极高复发风险）。生存分析结果显示，

Ⅰ组及Ⅱ组人群与改良NIH危险度分级的中危组及

高危组人群生存情况拟合度较好，Ⅲ组人群预后较

差，提示改良NIH分级为中高危GIST人群可能存在

部分患者需要延长术后辅助治疗时间及更密切的

随访措施。

综上，中高危GIST患者复发水平与肿瘤长径、

核分裂象计数、术前 FIB、PLR及 SIRI有密切关系。

通过构建基于肿瘤长径、核分裂象计数并联合术前

FIB和血液学炎性指标的评分模型，可更有效地预

测中高危GIST患者的复发水平。但本研究作为单

中心回顾性研究，研究结论仍需多中心外部数据进

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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