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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胃肠间质瘤

（小 GIST，肿瘤直径<2 cm）
检出率逐渐增多。尽管大多

数小GIST在临床上呈良性或

惰性表现，但确有少数病例

显示出侵袭性行为，甚至可

能伴随复发转移。鉴别小

GIST的生物学行为和恶性潜

能，是规范化治疗GIST的前

提。对于非胃来源小 GIST，
一经发现即建议切除治疗；

对于胃小GIST，在没有超声内镜提示高危因素的条件下，可

以选择密切随访观察；若超声内镜提示有高危因素或随访过

程中直径增大者，建议切除治疗。在完整切除的基础上，尽

可能地保留功能，仍然是小GIST的治疗原则。在此基础上，

需谨慎地选择个体化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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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tual incidence of small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 increases gradually.
Although the biological behavior of most of small GIST is
benign or indolent, a few small GIST can develope to
recurrence and metastasis with biological invasive behavior.

Identification of biological behavior and malignant potential
is the cornerstone of treatment. For non ⁃ gastric small GIST,
surgery is always the treatment of choice. Regarding gastric
small GIST, close follow⁃up is acceptable for patients without
risk factors detected by 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Surgery
should be suggested for those with high risks, or significant
growth of tumor during follow ⁃ up. Complete resection with
function preservation is the principle of surgery. Besides,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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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
既往一直作为平滑肌瘤或平滑肌肉瘤被诊断和治

疗，在 1998年日本学者发现其具有特殊的发病机

制后，才单独成为一种疾病被逐渐认识［1］。小GIST
目前特指直径<2 cm的GIST，具有特殊的生物学行

为［2⁃4］。通过尸体及标本解剖等研究发现，1/3的老

年人可能携带小 GIST［5］。远远高于临床发现的

GIST发病率。近年来，随着无症状的小GIST检出

率逐步增加，其诊断和治疗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师的

关注。过去对这类患者缺少明确的指南和规范，部

分医师仅仅依赖自身经验或喜好来决定治疗方式。

本文基于最近的循证医学证据，对小GIST的规范

化诊断和治疗进行论述。

一、小GIST的定义经历了科学的发展

在GIST概念被提出之前，小GIST已经逐渐被

认识。Yamada等［6］对286例全胃切除的标本进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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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切片检查，发现在47例标本中检出了72个“微小

平滑肌瘤”。其后，Mikami等［7］根据细胞活性，将“微

小平滑肌瘤”分组，而细胞活性高的“微小平滑肌瘤”

免疫组织化学（免疫组化）则表达 CD34 阳性和

desmin阴性，这些“微小平滑肌瘤”也就是微小GIST。
2005年，Kawanowa等［8］对 100例因胃癌进行全胃切

除的标本进行连续切片，在35个标本上检出了50个

平均直径1.5 mm（0.2~4.0 mm）的微小GIST，50%未检

测到基因突变。对于此类微小GIST的命名开始较

为混乱，部分学者参照家族性 GIST 或 GIST 综合

征，将其命名为卡哈尔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 of
Cajal，ICC）增生或GIST微小瘤［9⁃10］。2010年，Rossi
等［11］从35家医疗中心929例GIST患者中，筛选出了

170例直径<2 cm的GIST，并且将直径≤1 cm的称为

micro GIST，直径1~2 cm的为milli GIST，两者的生物

学行为有差异。鉴于此，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

南于 2010 年起，将直径 <2 cm 的 GIST 称为 very
small GIST；我国 GIST 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13
版）将直径≤1 cm的GIST称为微小GIST。由于其特

殊的生物学行为，NCCN、欧洲肿瘤学会（European
Society of Medical Oncology，ESMO）和我国目前的指

南均对小GIST有特殊的处理建议［2⁃4］。

GIST年发病率为 1~2/10万［2⁃4］。而通过先前所

述解剖学研究，目前认为，30%的老年人可能携带

微小 GIST［5］。不同部位小 GIST 发病率差异较大。

绝大多数小GIST源发于胃，发生于小肠和结直肠的

比例不足0.2%［12］。

二、研究小GIST的生物学行为是规范化治疗的

关键

既往我们认为，所有 GIST 均有一定的恶性潜

能。然而，来自尸体解剖或者手术标本解剖的许多

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微小GIST生物学行为均呈

良性表现。目前认为，尽管微小GIST有恶性潜能，

但仅有<0.1% 有可能发展为恶性，KIT/PDGFRA基

因突变是GIST发生的早期原因，疾病进展可能与

染色体畸变的累积、抑癌基因的失活、细胞周期的

改变等分子事件相关［5］。临床上有关小GIST长期

预后的研究较少。Fletcher等［13］最早于2002年提出

的GIST危险度分级中，认为直径<2 cm的GIST复发

或转移风险为0。2006年，Miettinen和Lasota［14］回顾分

析了1 939例GIST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发现核分裂

象<5/50高倍视野的小GIST，其复发转移风险为 0；

核分裂象>5/50高倍视野的胃小GIST，其复发转移风

险为0，小肠和直肠的小GIST，其复发转移风险>50%。

该数据一直为NCCN引用，并且作为临床判断的依据。

同样，最近一项基于人群的研究，回顾了美国 SEER
数据库 2001—2011 年小 GIST 患者 378 例的资料，

在 204 例不伴随其他恶性肿瘤的小GIST患者中，

13.7%（28/204）伴随着复发转移；且相对于局限性疾

病患者，复发转移患者的小肠GIST比例更高（15.3%比

39.3%，P=0.003）［15］。可见，非胃来源小GIST恶性潜

能较高，建议积极处理。

胃小GIST生物学行为偏向良性，如何识别其恶

性潜能较为重要。一项来自我国的较大样本的多

中心研究，回顾了 1998—2015年间 276例原发性胃

小GIST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发现，只有2例（0.7%）

疾病复发，且直径 1~2 cm较直径 0~1 cm的胃GIST
患者，其核分裂象>5/50 高倍视野者多（10.1% 比

2.2%，P=0.002），对这类患者建议积极手术切除［16］。

部分研究认为，对胃小GIST应当密切随访观察，但

目前观察的指标仅仅只是肿瘤直径是否增大，被

动地等待肿瘤增大后进行手术切除。Lachter等［17］

回顾性分析了超声内镜（endoscopic ultrasonography，
EUS）监测的 70 例肿瘤平均直径为 20.5 mm 的

GIST患者临床资料，中位随访时间 23.2个月，结果

发现，对于肿瘤直径>17 mm的患者，GIST更易生长

（P<0.05）。Fang等［18］对 50例肿瘤直径<30 mm的胃

GIST 患者通过 EUS 检查，进行了中位随访时间为

24.0个月的随访，结果发现，直径>14 mm的小GIST
更易出现肿瘤增大并伴有临床症状。Gao 等［19］对

69 例胃小 GIST 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对于直径

<9.5 mm的肿瘤，可每 2~3年复查 1次；然而对直径

≥9.5 mm的肿瘤，则需每6~12个月复查1次。

笔者认为，对于不同部位的小GIST应当区别对

待，位于胃的小GIST，其生物学行为多呈惰性；但位

于其他部位的病灶，特别是十二指肠、小肠和直肠

的病灶，常表现侵袭性，其病灶出血的风险也更大。

因此，对于上述非胃部位的小GIST应持积极态度，

考虑早期完整切除。其次，尽管病理活组织检查对

于评价GIST恶性潜能至关重要，甚至有学者认为，

EUS引导下细针穿刺活组织检查有助于鉴别诊断具

有恶性潜能的GIST。然而临床实践工作中，由于小

GIST直径较小，穿刺难度大，且通过穿刺所取活组

织常无法获得足够的肿瘤组织，其标本量不足，难

以通过病理检查评估肿瘤组织核分裂象或进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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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突变检测。由于通过活组织检查评估小GIST的

恶性潜能度受到限制，目前多通过EUS来评估GIST
的恶性潜能。有限的临床证据显示：对于EUS检查

提示边界不规则、囊性变或存在强回声灶以及具有

回声不均匀等表现的病灶，应高度怀疑其有较大恶

性潜能，建议积极外科干预［20⁃22］。

三、EUS是诊断和评估小GIST的主要手段

绝大多数小GIST无明显临床症状［23］。相当一

部分病例通过体检、其他疾病引起的症状行内镜检

查或常规内镜筛查发现［24］。普通内镜检查可以直

观地找到消化道内黏膜下肿瘤，但是对于区分黏膜

下肿瘤与壁外压迫的能力有限。有研究结果显示：

普通内镜对于诊断黏膜下肿物的敏感度为 87%，但

是其特异度仅有 29%［25］。EUS是目前诊断小GIST
最常用及最有效的手段［26］。其最大的优势是，发现

黏膜下低回声肿物来源层次，并通过超声形态进一

步明确诊断［27］。EUS下小GIST通常起源于固有肌

层，少数起源于黏膜肌层，通常呈现均一的低回声

结果，边界清晰。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普通内镜，

EUS对GIST的检出率有较大提升，但是其对其他常

见黏膜下肿物如脂肪瘤、异位胰腺、平滑肌瘤和施

万细胞瘤等的鉴别诊断仍有一定困难。一项最近的

Meta分析纳入了4篇研究共187例行EUS造影检查

的黏膜下肿物患者，结果发现，EUS造影对GIST诊

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分别为 89%、82%和

89%［28］。增加造影剂对比的方法虽然提高了EUS的

诊断准确率，但仍有10%的患者无法明确诊断。其

次，由于设备因素的制约，小肠部位的小GIST较少应

用EUS检查。因病灶较小，增强CT对于小GIST的

诊断价值较低。大部分小GIST细胞分裂不活跃，

PET⁃CT也不作为主要检查手段。

四、小GIST的治疗需在循证医学的基础上注意

个体化差异

1.胃小GIST：胃是小GIST最好发的部位。大部

分胃小GIST生物学行为惰性，恶性潜能低。对于没

有EUS高危因素的患者，可以选择密切随访观察；

一旦EUS检查结果提示肿瘤直径增加，回声特点提

示恶性、或者出现临床症状，均应果断进行手术干

预。完整切除是外科治疗小GIST的基础。一些观

点认为，胃小GIST偏向良性，更加适合用微创手段

治疗。很多研究同样显示，对于胃小GIST而言，微

创手术无论是在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术后疼痛和

术后肠功能恢复等方面，均较开放手术有相对的优

势，并且在长期疗效上与开放手术一致［29］。然而，

肿瘤破裂是GIST 复发与转移的绝对危险因素［30］。

因此，仅建议在有经验的单位对适宜部位的胃小

GIST进行微创手术。

内镜下切除不失为治疗胃小GIST的另一种选

择。最近的一篇荟萃分析，纳入12篇文献共计1 292例
胃小GIST患者，该研究发现，内镜下切除者手术时

间与术后进食时间较腹腔镜切除者短，两者在术中

出血、术后住院时间、术后排气时间及术后并发症

发生率上没有差异；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同样发现，

内镜下切除切缘阳性率较腹腔镜下切除者高，但是

两组患者在 5 年无病生存率（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上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31］。出血和穿孔

是内镜下切除胃小GIST最常见且棘手的并发症，浆

膜面、甚至腹腔内出血，内镜处理可能较棘手；其次，

为了达到完整切除病变，内镜切除可能会造成穿孔，

即使现在内镜技术对于创面全层缺损后的封口一般

难度不大，但是可能带来肿瘤种植等风险。因此，应

用内镜下切除尚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2.非胃来源小GIST：非胃来源小GIST均有一定

的恶性潜能，一经发现，即建议切除治疗。

对于食管小GIST，内镜下切除具有创伤小、恢

复快的优点。一项系统综述回顾了 28篇研究包含

108例食管GIST患者发现，对于直径<2 cm的食管

GIST，实施内镜下切除术是安全的，并且远期预后

不劣于食管切除术［32］。

十二指肠小GIST由于其特殊的解剖结构及与

周围脏器的毗邻关系，外科治疗对于不同部位的十

二指肠小GIST区别较大。一项研究回顾了48例分

别行局部切除和胰十二指肠切除治疗十二指肠

GIST的患者，结果发现，在完整切除的条件下，局部

切除与胰十二指肠切除 3年DFS相当，但胰十二指

肠切除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明显延长［33］。另一项

研究回顾了20例十二指肠GIST与27例空肠起始段

GIST患者临床资料，结果发现，相比于十二指肠其

他部位，水平部GIST直径最大、且术后并发症最多，

联合脏器切除及消化道重建者严重并发症发生率

较高［34］。因此笔者建议，十二指肠GIST在完整切除

的基础上，应尽量保留器官功能，减少行联合脏器

切除及消化道重建。

小肠小GIST 生长比较隐匿，无法经一般的胃

镜、肠镜检查发现，其恶性程度较高，相当一部分

病例确诊时伴随着转移［15，35］。一项Meta分析纳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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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比较微创手术与开放手术治疗小肠GIST的研

究，其中微创手术 170例，开放手术 221例，结果发

现，相对于开放手术，微创手术伴随着更短的手术

时间、更少的术中出血量和更少的术后并发症，并

且在长期预后方面，微创手术与开放手术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36］。虽然该Meta分析结果似乎更支持

微创手术，但其所纳入研究的最大样本量为 95例，

最小样本量为20例，且均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考

虑到小肠GIST恶性程度较高，故笔者认为，对于小

肠小GIST患者，不建议常规行腹腔镜下切除治疗，

但可借助腹腔镜技术暴露及定位肿瘤。

结肠小GIST罕见，绝大多数无临床症状，相当

一部分为行腹腔手术时偶然发现。对于直肠小

GIST而言，不同部位的外科治疗方式千差万别，如

经肛或经腹局部切除、前切除、腹会阴联合切除等

均有报道［37］。但此类研究多为病例报道，尚缺乏大

样本的数据。需要注意的是，直肠毗邻泌尿生殖系

统，对于直肠GIST的治疗应在完整切除的基础上尽

量保留功能。

五、结语

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领域循证医学证据，对小

GIST的诊断和治疗进行了初步探讨。然而，对于小

GIST的恶性潜能，尤其是发生疾病进展相关的分子

生物学事件，我们仍知之甚少。并且作为人口最多

的国家，尚缺少中国人群的小GIST流行病学数据及

对生物学行为特点的认识。相信学界对于小GIST
的密切关注必然会带来新的研究发现，从而使更多

的患者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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