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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α（PDGFRA）突变的胃肠间质瘤（GIST）是一种发病率

较低的GIST，有关其临床病理特点以及预后的研究很少。本文探讨PDGFRA突变型GIST的临床病

理特征及预后因素，以期为治疗提供更多数据参考。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

2015年 1月至 2019年 8月期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进行手术切除并经术后病理诊断证实为

GIST的患者病历资料，筛选出基因检测为PDGFRA突变型、并排除PDGFRA同义突变、非肿瘤相关

死亡和临床病理资料缺失的患者。收集患者临床病理特征资料，并分析影响 PDGFRA突变型

GIST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 纳入的 59例PDGFRA突变型GIST患者中，男性 41例（69.5%），

女性18例（30.5%），60岁以下患者31例（52.5%）；肿瘤均来源于胃，肿瘤≤5 cm者33例（55.9%），>5 cm
者 26例（44.1%）；核分裂象计数≤5个/50高倍镜视野（HPF）者 49例（83.0%）；改良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NIH）危险度分级标准：极低危8例（13.6%），低危25例（42.4%），中危 14例（23.7%），高危 12例

（20.3%）；7例PDGFRA第 12外显子突变，52例第 18外显子突变，其中D842V突变36 例。D842V组

与非D842V组的临床病理特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中位随访 21（0~59）个月，全

组患者的 1 年和 3 年无复发生存率（RFS）分别为 96.6% 和 91.5%，8 例出现复发，3 例死亡；6 例

D842V 突变的GIST患者术后发生了肿瘤的复发，其中 4例服用 dasatinib或 avapritinib后获得不同

程度的肿瘤缓解。 log⁃rank 分析显示，与女性相比，男性拥有较好的总生存率（OS）（100% 比

83.3%，P=0.046）；D842V与非D842V、第 12外显子与第 18外显子突变患者的RFS和OS均相近（均

P>0.05）。单因素Cox分析显示，RFS与性别（P=0.010）、肿瘤大小（P=0.042）、核分裂象计数（P=0.003）
及NIH危险度分级（P=0.042）有关；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危险度分级是导致 PDGFRA

突变型GIST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HR=12.796，95%CI：1.326~123.501，P=0.028），男性的复发风险低于

女性（HR=0.154，95% CI：0.028~0.841，P=0.031）。结论 性别和改良 NIH 危险度分级是影响

PDGFRA突变型GIST复发的独立因素，而D842V与非D842V，第 12外显子与第 18外显子突变患者

的复发与死亡风险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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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Platelet ⁃ derived growth factor α (PDGFRA) ⁃ mutant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 is a relatively rare disease, whose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have been poorly studied. In this paper,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PDG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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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nt GIST are investigated to provide more data for its understanding and treatmen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ase ⁃ control study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medical records of patients with GIST who
underwent surgical resection in Zhongshan Hospital of Fudan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19. Patients with PDGFRA⁃mutant GIST were enrolled, and those with synonymous PDGFRA mutations,
non⁃tumor⁃related deaths, and lack of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were excluded.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the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mong the enrolled
59 patients, there were 41 males (69.5%) and 18 females (30.5%) with the median age of 60 (25⁃79) years.
All tumors originated from the stomach. The tumor size was 5 (3⁃7) cm, and the mitotic count was 2 (1⁃4) /
50 high⁃power fields (HPF). According to the modified NIH risk stratification, 8 cases were classified as
very low risk (13.6%), 25 cases as low risk (42.4%), 14 cases as moderate risk (23.7%), and 12 cases as
high risk (20.3%). There were 7 cases of exon 12 mutation and 52 cases of exon 18 mutation (including 36
cases of D842V mutation). A comparison of clinicopathological features between the D842V mutation
group and the non ⁃D842V mutation group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ll P>0.05).
During a median follow⁃up of 21 (0⁃59) months, the 1⁃ and 3⁃year relapse⁃free survival (RFS) rates of all
the patients were 96.6% and 91.5%,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8 cases of recurrence and 3 cases of
death. Six GIST patients with D842V mutation had tumor recurrence after operation, of whom 4 cases
achieved varying degrees of tumor remission after being treated with dasatinib or avapritinib. Log⁃rank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of male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female (100% vs.
83.3%, P=0.046),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S among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risk grades
(P=0.057). The RFS and OS of patients with D842V mutation and non⁃D842V mutation, exon 12 and exon
18 mutation were similar (all P>0.05). Univariate Cox analysis showed that RFS was associated with gender
(P=0.010), tumor size (P=0.042), mitotic count (P=0.003), and the modified NIH risk stratification (P=
0.042), while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higher risk grade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recurrence of PDGFRA⁃mutant GIST (HR=12.796, 95%CI: 1.326 ⁃123.501, P=0.028). Gender w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for recurrence, and the risk of recurrence in male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females
(HR=0.154, 95%CI: 0.028 ⁃ 0.841, P=0.031). Conclusions Gender and the modified NIH risk
stratification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recurrence of PDGFRA⁃mutant GIST, while patients with
D842V and non⁃D842V mutation, and exon 12 and exon 18 mutation have a similar risk of recurrence
and death.

【Key words】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Platelet ⁃ derived growth factor alpha (PDGFRA);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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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 肠 间 质 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
GIST）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组织来源肿瘤［1］。酪氨

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的出现

显著改善了该病的预后，但不同的基因突变类型对

TKI的敏感性不同［2⁃3］。约80% 的GIST为 c⁃kit（KIT）

突变型，而 5%~10% 为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受体α
（platelet ⁃ 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alpha，
PDGFRA）突变型［4］。PDGFRA最常见的突变为第18
外显子的第 842位密码子天冬氨酸替换为缬氨酸

（D842V）。由于PDGFRA突变型GIST发病率较低，

有关其临床病理特点以及预后的研究很少，且均为

小样本研究。根据已有研究报道，对甲磺酸伊马替

尼（imatinib mesylate，IM）和舒尼替尼（sunitinib）完

全耐药的患者还没有确定有效的治疗药物［5］。因

此，本文通过回顾分析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59例
经手术切除的PDGFRA突变型GIST患者的临床资

料，探讨其临床病理特点和预后相关因素，为PDGFRA

突变型GIST的认识和治疗提供更多数据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病例

入选标准：（1）经术后病理诊断证实为GIST；（2）基

因检测为PDGFRA突变型；（3）经R0手术切除治疗。

排除标准：（1）PDGFRA同义突变；（2）非肿瘤相关死

亡。2015年 1月至 2019年 8月期间，于复旦大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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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中山医院接受手术切除和经术后病理诊断证实

为GIST的患者共2 260例，根据入选和排除标准，本

组纳入了 59例（2.6%）PDGFRA突变型GIST患者的

病历资料。本研究获患者知情同意，符合《赫尔辛

基宣言》要求。

二、研究方法

检测 59例PDGFRA突变型GIST肿瘤的基因突

变类型。肿瘤标本用 10% 中性甲醛固定，石蜡包

埋，切片厚度为 4 μm。从标准苯酚/氯仿有机溶剂

中提取肿瘤组织样品。DNA 测序试剂盒包含 KIT

（外显子 9、11、13 和 17）和 PDGFRA（外显子 12 和

18），分别进行正向和反向测序，并与国家生物技术

信 息 中 心 人 类 KIT（NM_001093772）和 PDGFRA

（NM_006206）基因序列进行比对。

三、观察指标与随访

1.观察指标：PDGFRA突变型GIST患者的复发

和生存情况，并分析影响PDGFRA突变型GIST患者

预后的危险因素。收集患者的手术时年龄、性别、

临床表现、肿瘤原发和转移部位、肿瘤大小、核分裂

象计数、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基因检测结果以

及术后辅助治疗情况等资料。术后复发转移的患

者在接受TKI治疗的放射反应评估由两名独立的放

射科医生使用实体肿瘤的疗效评价（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RECIST）1.1版标准

进行评估［6］。

2.随访：通过门诊定期随访和电话随访的形式，

观察终点为无复发生存期（recurrence⁃free survival，
R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RFS的计算

时间为肿瘤原发切除至复发（包括局部复发和转

移）或末次随访时。OS定义为从肿瘤原发切除至

患者死亡或末次随访时间。末次随访时间为2020年
3月。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对收集的资料进行统计学处理。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x ± s表示，非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采用M（范围）表示；分类资料采用例（%）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Pearson χ2检验、连续性校正法

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评估。生存分析采用Kaplan⁃
Meier 法，组间比较采用 log⁃rank法。单、多因素分

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将单因素分析中P<0.10
的因素以及临床表现、细胞类型以及突变类型等以

往研究报道可能与预后有关的因素纳入多因素模

型［7⁃10］；由于肿瘤危险分级是肿瘤大小和核分裂象计

数的结合，本研究只将肿瘤危险分级纳入Cox模型

进行多因素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临床病理特征

本组59例患者中，7例PDGFRA第12外显子突变，

52例第18外显子突变，PDGFRA突变类型情况分布

见表 1。其中D842V组 36例（61.0%），非D842V组

23例（39.0%），两组临床病理特点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见表2。

二、治疗及随访情况

59 例患者中，12 例接受了术后 IM 辅助治疗，

D842V组和非D842V组各有 6例。53例（89.8%）获

得完整随访，中位随访 21（0~59）个月，全组患者1年
和 3年RFS分别为 96.6%和 91.5%。随访期间，8例

出现复发，均为术后接受 IM辅助治疗的患者，其中

3例单纯肝转移，2例单纯腹腔转移，3例发生局部

复发同时伴有肝脏或腹腔转移；3例死亡。

D842V组接受术后 IM辅助治疗的 6例患者全

部发生了肿瘤复发，其中 1例进行了腹腔复发病灶

的手术切除，截止末次随访时肿瘤无复发；1例患

表1 59例胃肠间质瘤患者PDGFRA突变类型情况分布

突变类型

第12外显子

点突变

重复突变

混合突变

第18外显子

点突变

缺失突变

混合突变

突变位点

V561D
578~584重复

556~565重复

S566Q，567~571缺失

S566R，567~571缺失

D842V
D842A，I843L
D846Y
D842Y
845⁃847缺失

843⁃847缺失

842⁃845缺失

843⁃846缺失

843⁃846缺失

H845P，846⁃848缺失

845⁃848缺失，插入“CCC”3位碱基

D842E，843⁃846缺失

D842N，843⁃846缺失

例数（%）

3（5.1）
1（1.7）
1（1.7）
1（1.7）
1（1.7）

36（61.0）
1（1.7）
1（1.7）
1（1.7）
1（1.7）
1（1.7）
4（6.8）
2（3.4）
1（1.7）
1（1.7）
1（1.7）
1（1.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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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复发后先进行了减瘤手术，术后继续使用 IM，

26 个月后发生了疾病进展，最终 37个月后因肿瘤

死亡；2例接受了 dasatinib治疗，服药 1个月后肿瘤

均达到部分缓解，但最终 1例服药 3个月后由于无

法耐受而停药，另 1例 13个月后因肿瘤死亡；另有

2 例患者处于 avapritinib（又名 BLU⁃285）临床试验

中，1例服用了 6个月，肿瘤已经达到了部分缓解，

缩小了 47% ，另 1例随访 12个月，仍处于疾病稳定

状态。

非D842V组 2例发生肿瘤复发，其中 1例进行

了肝脏复发病灶的手术切除，截止末次随访肿瘤无

复发；另 1例腹腔复发后继续使用 IM治疗，18个月

后因肿瘤死亡。

三、预后分析

log⁃rank分析的结果显示，男性、极低危⁃低危组

患者RFS和OS均较长，但极低危⁃低危组患者与中⁃
高危组OS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7）；D842V
与非D842V、第 12外显子与第 18外显子突变患者

的RFS和OS均相近（均P>0.05），见图1。
单因素Cox分析显示，RFS与患者性别、肿瘤大小、

表2 59例PDGFRA突变型GIST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例（%）］
临床病理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60
>60

临床表现

体检发现

呕血、黑粪

腹部不适 a

肿瘤大小（cm）
≤5
>5

核分裂象计数（/50高倍视野）

≤5
>5

危险度分级 b

极低危⁃低危

中⁃高危

细胞类型

梭型细胞

上皮样细胞

混合型细胞

CD34c

阴性

阳性

CD117c

阴性

阳性

DOG⁃1c

阴性

阳性

Ki⁃67指数（%）d

≤5
>5

例数

41（69.5）
18（30.5）

31（52.5）
28（47.4）

28（47.4）
8（13.6）

23（39.0）

33（55.9）
26（44.1）

49（83.0）
10（16.9）

33（55.9）
26（44.1）

20（33.9）
20（33.9）
19（32.2）

5（9.4）
48（90.6）

6（11.3）
47（88.7）

0
53（100）

32（64.0）
18（36.0）

D842V突变组（36例）

24（66.7）
12（33.3）

19（52.8）
17（47.2）

17（47.2）
6（16.7）

13（36.1）

23（63.9）
13（36.1）

29（80.6）
7（19.4）

23（63.9）
13（36.1）

13（36.1）
11（30.6）
12（33.3）

4（11.8）
30（88.2）

2（5.9）
32（94.1）

0
34

19（59.4）
13（40.6）

非D842V突变组（23例）

17（73.9）
6（26.1）

12（52.2）
11（47.8）

11（47.8）
2（8.7）

10（43.5）

10（43.5）
13（56.5）

20（87.0）
3（13.0）

10（43.5）
13（56.5）

7（30.4）
9（39.1）
7（30.4）

1（1/19）
18（18/19）

4（4/19）
15（15/19）

0
19（19/19）

13（13/18）
5（5/18）

χ2值

0.348

0.002

0.854

2.372

0.080

2.372

0.474

0.082

1.487

-

0.825

P值

0.555

0.964

0.652

0.124

0.777

0.124

0.789

0.774

0.223

-

0.364

注：a包括腹胀，腹痛；b根据2008年改良版美国国立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危险度分级标准；c缺失6例，其中D842V组2例，非

D842V组4例；d缺失9例，其中D842V组4例，非D842V组5例；“-”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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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分裂象计数及NIH危险度分级有关（均P<0.05），见
表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较高的危险度分级和女

性是PDGFRA突变型GIST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见

表3。

图 1 PDGFRA基因突变胃肠间质瘤患者的生存曲线 1A.男性与女性无复发生存（RFS）的比较；1B.男性与女性总体生存（OS）的比较；1C.
极低危⁃低危组与中⁃高危组RFS的比较；1D.极低危⁃低危组与中⁃高危组OS的比较；1E.非D842V与D842V突变RFS的比较；1F.非D842V与

D842V突变OS的比较；1G.第12外显子与第18外显子突变RFS的比较；1H.第12外显子与第18外显子突变OS的比较

B1A1

F1E1

H1G1

D1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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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GIST 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质来源的肿瘤，其

中 10% 为PDGFRA突变型［11］。据报道，与KIT突变

型 GIST 相比，PDGFRA突变型 GIST 的肿瘤部位主

要在胃［12⁃13］。本组 59例PDGFRA突变型GIST患者

肿瘤均来源于胃；其中D842V突变占 61.0%，肿瘤

≤5 cm者占 55.9%，核分裂象计数≤5个/50高倍视野

者占83.0%，NIH 危险度分级以极低危和低危为主

（55.9%）。这些结果显示，PDGFRA突变型GIST 可

能恶性程度相对较低，复发的风险较低。有研究

表明，来源于胃的GIST的患者预后较好［14］。Wozniak
等［13］通过多因素分析，证实了PDGFRA突变肿瘤的进

展风险低于 KIT 第 11外显子突变的肿瘤；Joensuu
等［15］也发现，PDGFRA突变的患者比KIT突变的患

者有更好的RFS，并且建议将基因突变的类型放入

危险度分级标准中。

本研究分析PDGFRA突变型GIST患者的复发

风险和生存风险的影响因素发现，性别和NIH危险

度分级是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女性患者和中高危

GIST 的复发风险较高，预后较差。目前关于性别

和预后的关系尚无定论。Zhang等［7］关于 5 285例

GIST的分析和 Joensuu等［16］关于 2 560例GIST的研

究均证明，性别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但Huang
等［17］关于 289 例 GIST 的研究结果显示，性别与预

后无关，这种差异以及有关机制有待更进一步的研

究证实。此外，我们的结果证明，D842V 与非

D842V，12外显子和 18外显子对患者的复发、生存

风险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与以往报道相

近［18］。

TKI的出现显著降低了GIST复发风险并改善

了患者的预后。IM可以使超过80％的患者获益，延

表3 影响59例PDGFRA突变型胃肠间质瘤患者无复发生存期的Cox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例（%）］

临床特征

年龄（岁）

≤60
>60

性别

女

男

临床表现 a

无

有

肿瘤大小（cm）
≤5
>5

核分裂象计数（/50高倍视野）

≤5
>5

危险度分级 b

极低危⁃低危

中⁃高危

细胞类型

梭型细胞型

上皮样和混合型

基因突变类型

非D842V
D842V

突变的外显子

12外显子

18外显子

HR（95% CI）

1
2.433（0.485~12.195）

1
0.121（0.024~0.603）

1
2.071（0.415~10.333）

1
8.854（1.079~72.637）

1
14.465（2.510~83.365）

1
8.854（1.079~72.637）

1
1.955（0.388~9.854）

1
1.933（0.389~9.614）

1
0.997（0.703~1.415）

P值

0.280

0.010

0.374

0.042

0.003

0.042

0.416

0.421

0.989

HR（95% CI）

-

1
0.154（0.028~0.841）

1
4.226（0.696~25.648）

-

-

1
12.796（1.326~123.501）

1
2.858（0.382~21.369）

1
4.133（0.380~44.912）

1
0.854（0.523~1.396）

P值

-

0.031

0.117

-c

-c

0.028

0.306

0.244

0.530

注：a包括腹部不适（腹胀，腹痛）和消化道出血（呕血，黑粪）；b根据2008年改良版美国国立卫生院（NIH）危险度分级标准；c肿瘤大小和核分

裂象与肿瘤危险分级重复，不纳入多因素分析；“-”表示无数值

单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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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RFS和OS［19］。不同基因突变类型的GIST对 TKI
的反应灵敏度不同，D842V 突变的 GIST 对 IM 和

sunitinib原发耐药［20⁃22］。国内指南并不推荐对D842V
突变的GIST患者进行 IM治疗，但并没有对于这些晚

期GIST患者的治疗给出具体的建议［23］。dasatinib是
一种多靶点的 TKI，各种体内外实验已经证实

dasatinib 可以有效地抑制D842V突变的GIST［24⁃25］。

avapritinib是一种高选择性的KIT 和 PDGFRA 抑制

剂，目前在美国已经被批准使用［26］。适应证为

PDGFRA外显子18突变（包括D842V突变）的不可手

术切除或转移性GIST成人患者，以及四线不可手术

切除或转移性GIST成人患者。我们的研究结果同样

证明，dasatinib和 avapritinib均可以使D842V突变的

不可切除或复发转移的GIST患者获益，这给未来此

类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希望。

综上所述，性别和改良 NIH 危险度分级是

PDGFRA 突变型 GIST 复发风险的独立因素，而

D842V与非D842V，12外显子与18外显子突变的患

者复发、生存风险可能并无差异。针对无法手术切

除的 D842V 突变的晚期 GIST 患者，dasatinib 或

avapritinib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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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酶素→阿霉素

阿斯匹林→阿司匹林

疤痕→瘢痕

胞浆→细胞质

报导→报道

病源体→病原体

侧枝→侧支

成份→成分

大肠→结直肠

发烧→发热

返流性食管炎→反流性食管炎

份量→分量

浮肿→水肿

幅射→辐射

腹泄→腹泻

肝昏迷→肝性脑病

肛皮线→齿状线

海棉→海绵

合并症→并发症

何杰金病→霍奇金病

横隔→横膈

化验检查→实验室检查

环胞素→环孢素

机理→机制

机率→概率

机能→功能

肌肝→肌酐

基因片断→基因片段

记数法→计数法

甲氨喋呤→甲氨蝶呤

节段性肠炎→局限性肠炎

禁忌症→禁忌证

抗菌素→抗生素

克隆氏病→克罗恩病

淋巴腺→淋巴结

瘘道→瘘管

录象→录像

尿生殖隔→尿生殖膈

排便→排粪

盆隔→盆膈

剖腹产→剖宫产

其它→其他

牵联→牵连

石腊→石蜡

食道→食管

适应症→适应证

水份→水分

丝裂酶素→丝裂霉素

松驰→松弛

探察→探查

提肛肌→肛提肌

体重→体质量

同位素→核素

图象→图像

胃食管返流→胃食管反流

血色素→血红蛋白

血象→血常规

血液动力学→血流动力学

炎症性肠病→炎性肠病

已往→以往

轶和检验→秩和检验

应急性溃疡→应激性溃疡

影象→影像

瘀血→淤血

愈合期→恢复期

愈后→预后

粘膜→黏膜

粘液→黏液

直肠阴道膈→直肠阴道隔

指证→指征

质膜→细胞膜

转酞酶→转肽酶

姿式→姿势

综合症→综合征

纵膈→纵隔

H⁃E染色→苏木精⁃伊红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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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文稿中容易出现的错别字及不规范用语

箭头后为正确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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