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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于进展期胃癌患者，周围神经侵犯（PNI）与局部复发和预后不良有关，故建

立术前预测胃癌 PNI的风险评估模型，能够为制定更加合理、准确的个体化诊疗方案提供参考。

方法 纳入标准：（1）术前均行电子胃镜和上腹部增强CT检查；（2）行胃癌根治性手术（D2淋巴结清

扫，R0切除）；（3）术前及术中均证实无远处转移；（4）术后病理确诊为进展期胃癌（T2~4aN0~3M0），且临

床资料完整。排除同时或既往有其他恶性肿瘤、术前接受新辅助放化疗或免疫治疗者。采用回顾性

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接受根治性手术的550例进展

期胃癌患者临床资料，用于建模及内部验证，包括262例（47.6%）PNI阳性和288例（52.4%）PNI阴性

患者。按照同样标准，选取青岛市立医院2019年7—11月接受根治性手术的50例进展期胃癌患者

临床资料进行模型的外部验证。内部验证与外部验证患者临床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确定进展期胃癌PNI的独立危险因

素，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临床指标通过R软件建立列线图模型。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进行内

部验证，并计算一致性指数（C⁃index）评价模型的区分度。绘制校准曲线评估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

的一致性，使用 Hosmer⁃Lemeshow 检验判别模型的拟合效果。外部验证时，计算相应的 C⁃index
指数。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及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内部验证及外部验证组中列线

图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 全组550例患者中，PNI阳性者262例（47.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癌胚抗原水平≥5 μg/L（OR=5.870，95% CI：3.281~10.502，P<0.001）、肿瘤长径≥5 cm（OR=5.539，95%
CI：3.165~9.694，P<0.001）、Lauren分型为混合型（OR=2.611，95% CI：1.272~5.360，P=0.009）、cT3期

（OR=13.053，95% CI：5.612~30.361，P<0.001）以及存在淋巴结转移（OR=4.826，95% CI：2.729~8.533，
P<0.001）是进展期胃癌发生PNI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依据此结果，并纳入Lauren分型（弥漫

型）和cT4期，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癌胚抗原水平≥5 μg/L为68分、肿瘤长径≥5 cm为67分、Lauren分

型（混合型为 21分、弥漫型为 38分）、cT3期为 75分、cT4期为 100分、有淋巴结转移为 62分。将所有

危险因素的评分相加，得到总分对应的概率即为该模型术前预测进展期胃癌 PNI的概率。绘制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内部验证显示，列线图预测模型AUC值为 0.935，优于癌胚抗原、Lauren分

型、T分期、肿瘤长径淋巴结转移的AUC值（分别为 0.731、0.595、0.838、0.757和 0.802）；外部验证显

示，列线图预测模型AUC值为 0.828。内部验证显示模型的C⁃index值为 0.931，外部验证结果显示

模型的C⁃index值为0.828。校正曲线显示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P=0.415）。

结论 由癌胚抗原、肿瘤大小、Lauren分型（混合型、弥漫型）、cT分期和淋巴结转移构建的列线图模

型可在术前预测进展期胃癌P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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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Peripheral nerve invasion (PNI) is associated with local recurrence and
poor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 risk⁃assessment model based on preoperative
indicators for predicting PNI of gastric cancer may help to formulate a more reasonable and accurate
individualiz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n. Methods Inclusion criteria: (1) electronic gastroscopy and
enhanced CT examination of the upper abdomen were performed before surgery; (2) radical gastric cancer
surgery (D2 lymph node dissection, R0 resection) was performed; (3) no distant metastasis was confirmed
before and during operation; (4)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showed an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T2 ⁃ 4aN0 ⁃
3M0), and the clinical data was complete. Those who had other malignant tumors at the same time or in the
past, and received neoadjuvant radiochemotherapy or immunotherapy before surgery were excluded. In this
retrospective case ⁃ control study, 550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who underwent curative
gastrectomy between September 2017 and June 2019 were selected from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for modeling and internal verification, including 262 (47.6%) PNI positive and 288 (52.4%) PNI
negative patients. According to the same standard, clinical data of 50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who underwent radical surgery from July to November 2019 in Qingdao Municipal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or external verification of the model.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linical
data of internal verification and external verification (all P>0.05).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PNI in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nd the clinical indicators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used to establish a
preoperative nomogram model through R software. The Bootstrap method was applied as internal
verification to show the robustness of the model.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nomogram was determined by
calculating the average consistency index (C ⁃ index). The calibration curv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consistency of the predicted results with the actual results. The Hosmer ⁃ Lemeshow test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goodness of fit of the discriminant model. During external verification, the corresponding
C⁃index index was also calculated. The area under ROC curve (AUC)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the nomogram in the internal verification and external verification groups. Results A total of
550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in this study, 262 (47.6%) of which had PNI.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level ≥ 5 μg /L (OR=5.870, 95% CI: 3.281 ⁃
10.502, P<0.001), tumor length ≥5 cm (OR=5.539, 95% CI: 3.165 ⁃ 9.694, P<0.001), mixed Lauren
classification (OR=2.611, 95%CI: 1.272⁃5.360, P=0.009), cT3 stage (OR=13.053, 95% CI: 5.612⁃30.361,
P<0.001) and the presence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OR=4.826, 95% CI: 2.729 ⁃8.533, P<0.001) were
significant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PNI in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all P<0.05). Based on these results,
diffused Lauren classification and cT4 stage were included to establish a predictive nomogram model.
CEA ≥ 5 μg/L was for 68 points, tumor length ≥ 5 cm was for 67 points, mixed Lauren classification was for
21 points, diffused Lauren classification was for 38 points, cT3 stage was for 75 points, cT4 stage was for
100 points,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was for 62 points. Adding the scores of all risk factors was total
score, and the probability corresponding to the total score wa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model predicted PNI
in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before surgery. The internal verification result revealed that the AUC of
nomogram was 0.935, which was superior than that of any single variable, such as CEA, Lauren
classification, cT stage, tumor length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AUC: 0.731, 0.595, 0.838, 0.757 and
0.802, respectively). The external verification result revealed the AUC of nomogram was 0.828. The C⁃ndex
was 0.931 after internal verification. External verification showed a C⁃ index of 0.828 from the model.
The calibration curve showed that the predictive results were goo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ctual results
(P=0.415). Conclusion A nomogram model constructed by CEA, tumor length, Lauren classification (mixed,
diffuse), cT stage,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can predict the PNI of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befor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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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胃癌发病率呈持续下降趋势，但我

国每年仍有超过 423 000例新发病例，近 30万人死

于胃癌［1］。早期胃癌多无明显症状，多数患者一经

发现已处于进展期，常伴有淋巴结转移和神经侵

犯［2］。周围神经侵犯（perineural invasion，PNI）是癌

细胞侵袭神经束及束膜的过程，是肿瘤侵袭和转移

途径之一［3］。对于进展期胃癌患者，PNI与局部复发

和预后不良有关［4］。故术前预测胃癌患者PNI的发

生风险，可筛选出从新辅助或辅助化疗受益的患

者，以减少复发并改善预后。

列线图是基于多因素统计模型预测个体临床

事件发生概率的可视化图形工具，已广泛应用于预

测肿瘤的预后并量化神经侵犯的风险［5⁃6］。目前胃

癌PNI只能通过术后病理进行评估，但随着电子胃

镜、计算机断层扫描（CT）等技术的发展和普遍使

用，外科医生可在术前获得病变区域以外的信息。

因此，术前应用非创伤性方法准确判断胃癌组织细

胞有无神经侵犯，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本研究旨

在探讨进展期胃癌PNI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而建立

术前预测胃癌PNI的风险评估模型，优化胃癌术前

评估体系，为制定更加合理、准确的个体化诊疗方

案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纳入标准：

（1）术前均行电子胃镜和上腹部增强CT检查；（2）行
胃癌根治性手术（D2淋巴结清扫，R0切除）；（3）术前

及术中均证实无远处转移；（4）术后病理确诊为进

展期胃癌（T2~4aN0~3M0），且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

（1）同时或既往有其他恶性肿瘤；（2）术前接受新辅

助放化疗或免疫治疗；（3）未行根治性手术。

依据以上标准，收集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17年
9月至2019年6月接受根治性手术的550例进展期胃

癌患者临床资料，用于建模及内部验证，包括262例
（47.6%）PNI阳性和288例（52.4%）PNI阴性患者。按

照同样标准，选取青岛市立医院2019年7—11月接

受根治性手术的50例进展期胃癌患者临床资料进行

模型的外部验证。内部验证与外部验证患者临床资

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本研

究经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审批号：QYFYWZLL25601）
和青岛市立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20临

审字第070号），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1 内部验证与外部验证进展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特征

比较［例（%）］

临床特征

年龄（岁）

<60
≥60

性别

女

男

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贫血

白蛋白（g/L）
≤40
>40

甲胎蛋白（μg/L）
≤7.02
>7.02

癌胚抗原（μg/L）
<5
≥5

糖类抗原19⁃9（kU/L）
≤39
>39

体质指数（kg/m2）

<24
24~30
>30

肿瘤长径（cm）
<5
≥5

肿瘤cT分期 a

T2

T3

T4

幽门螺杆菌感染

淋巴结转移

肿瘤部位

胃上部

胃中部

胃下部

肿瘤分化程度

高分化

中分化

低分化

肿瘤Lauren分型

肠型

混合型

弥漫型

内部验证组

（550例）

219（39.8）
331（60.2）

163（29.6）
387（70.4）
142（25.8）
58（10.5）
56（10.2）

233（42.4）

216（39.3）
334（60.7）

526（95.6）
24（4.4）

364（66.2）
186（33.8）

497（90.4）
53（9.6）

286（52.0）
201（36.5）
63（11.5）

337（61.3）
213（38.7）

239（43.5）
217（39.5）
94（17.1）
84（15.3）

223（40.5）

59（10.7）
229（41.6）
262（47.6）

35（6.4）
209（38.0）
306（55.6）

239（43.5）
188（34.2）
123（22.4）

外部验证组

（50例）

19（38.0）
31（62.0）

13（26.0）
37（74.0）
14（28.0）
7（14.0）
2（4.0）

23（46.0）

18（36.0）
32（64.0）

49（98.0）
1（2.0）

28（56.0）
22（44.0）

45（90.0）
5（10.0）

33（66.0）
14（28.0）
3（6.0）

32（64.0）
18（36.0）

18（36.0）
17（34.0）
15（30.0）
6（12.0）

23（46.0）

4（8.0）
20（40.0）
26（52.0）

3（6.0）
18（36.0）
29（58.0）

20（40.0）
13（26.0）
17（34.0）

χ2值

0.063

0.292

0.113
0.566
2.006
0.248
0.206

0.641

2.098

0.007

3.863

0.144

5.149

0.385
0.564
0.536

0.104

3.702

P值

0.801

0.589

0.736
0.452
0.157
0.619
0.650

0.423

0.148

0.934

0.145

0.704

0.076

0.535
0.453
0.765

0.949

0.157

注：aT分期依据国际抗癌联盟（UICC）及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
第 8版胃癌TNM分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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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胃癌PNI的诊断

手术切除的胃癌组织用 10%中性缓冲甲醛固

定液固定和石蜡包埋，将标本切成4 μm厚制成切片

并采用苏木精⁃伊红染色。当光镜检查发现癌细胞

浸润神经纤维的任何一层（包括神经外膜、神经束

膜及神经内膜）或包绕神经周径≥33％，同时免疫组

织化学染色特异性标记神经束 S⁃100阳性时，则判

断为PNI阳性［7⁃8］。

三、资料收集

根据第 4版日本《胃癌治疗指南》［9］的建议，所

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胃切除术。记录患者术前临

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合并基础疾病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术前血红蛋白及白蛋白

水平、术前血清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癌胚抗原、

糖类抗原 19⁃9）水平、术前胃镜结果（肿瘤位置、大

小、分化程度、Lauren分型及幽门螺旋杆菌）、术前腹

部增强CT结果（cT分期、有无淋巴结转移）。

四、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因

素分析：将临床指标中的计量资料根据各组数据的

中位数，转化为二分类变量，然后采用Pearson χ2检

验对所有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的临床指标纳入Logistic多因素回归模型分

析［逐步回归法（纳入标准=0.05，排除标准= 0.10）进

行变量筛选］，明确进展期胃癌PNI的独立危险因素。

（2）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通过R软件的“rms”包构

建进展期胃癌PNI列线图预测模型，将所有危险因

素的评分相加，得到总分对应的概率即为该模型术

前预测进展期胃癌 PNI 的概率，得分越高表明患

者发生 PNI 的风险越高。（3）模型的评价：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1 000次对列线图模型进行内

部验证，并计算一致性指数（C⁃index）确定模型区分

度。绘制校准曲线评估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一致

性。使用Hosmer⁃Lemeshow检验判断模型的拟合优

度。在外部验证时，计算C⁃index评价该列线图模型的

准确度。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和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评估内部验证及外部验证组中列线图

模型的预测效能。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进展期胃癌PNI的危险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有无贫血、白蛋

白、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9⁃9、体质指数、肿瘤长径、

肿瘤分化程度、Lauren分型、cT分期和淋巴结转移

与进展期胃癌 PNI 发生有关（均 P<0.05），见表 2。
将上述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均纳入多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显示，癌胚抗原≥5 μg/L、肿瘤长径

≥5 cm、Lauren分型（混合型）、cT3期、有淋巴结转移是

进展期胃癌发生PNI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

见表3。
二、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

运用R软件，将上述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的

预测变量以及Lauren分型（弥漫型）和 cT4期代入列

线图模型，结局指标选取进展期胃癌PNI的发生风

险，从而建立进展期胃癌PNI的术前列线图预测模

型，见图1。癌胚抗原≥5 μg/L为68分、肿瘤长径≥5 cm
为67分、Lauren分型（混合型为21分、弥漫型为38分）、

cT3期为75分、cT4期为100分、有淋巴结转移为62分。

根据每个危险因素对应列线图上方的标尺得到该

因素分数，通过对各因素评分相加得到总分，总分

对应的值即为列线图模型术前预测胃癌PNI的发生

概率。

三、列线图预测模型的评价

对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

1 000次进行内部验证后，C⁃index值为 0.931，外部

验证结果显示，模型的C⁃index值为0.828，说明模型

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绘制ROC曲线，内部验证显示，列线图预测模

型 AUC 值为 0.935，而癌胚抗原、Lauren 分型、T 分

期、肿瘤长径和淋巴结转移的AUC值分别为0.731、
0.595、0.838、0.757和 0.802，见图 2；外部验证显示，

列线图预测模型AUC值为 0.828，见图 3，说明该预

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性。

校正曲线显示，该列线图模型的预测结果和实

际结果之间具备很好的一致性，见图4。用Hosmer⁃
Lemeshow 检验判别模型的拟合优度，结果显示，

P=0.415，说明该列线图模型拟合优度较好。

讨 论

近年来，PNI被视为除直接蔓延、淋巴转移、血

行转移和腹腔种植转移外，独立的胃癌转移方式［3］。

最近的一项Meta分析显示，胃癌具有高度异质性，其

PNI发生率为 6.8％~75.6％［10］。本研究纳入 550例

患者的PNI发生率为 47.6%（262/550）。PNI可作为

反映胃癌生物学行为的重要参考指标，对于改进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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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分期、合理选择治疗方案和评估预后具有重要意

义。Jiang等［11］认为，PNI可能预示肿瘤复发和转移，

PNI阳性率随肿瘤进展及临床分期增加而升高，并

推荐将 PNI纳入 TNM分期系统。尽管目前针对胃

癌PNI尚无特别有效的治疗手段，但美国国立综合

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指南明确指出，PNI是胃癌术后复发高风险

因素，建议将其作为术后辅助治疗的指征之一［12］。

现阶段对新辅助化疗的适应证不尽相同，日本胃癌

指南推荐，将复发高风险因素（包括PNI）作为新辅

助化疗的适应证之一［13］。因此，该列线图模型可能

提供一种新的治疗策略，用于鉴定PNI的高风险因

素，且可能受益于新辅助化疗的胃癌患者。此外，

PNI还可能与手术切缘阳性有关，如果术前能判断

是否发生PNI，术中适当扩大肿瘤切除范围，可降低

切缘阳性率，进而减少复发［14］。由此可见，术前准

确预测进展期胃癌PNI，对围手术期治疗方案的选

择至关重要。

本研究发现，术前癌胚抗原≥5 μg/L、肿瘤长径

≥5 cm、Lauren分型（混合型）、cT3期、有淋巴结转移

是进展期胃癌PNI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纳入大宗

研究PNI的独立相关因素，并据此建立列线图预测

模型，ROC 的 AUC 为 0.935，内部验证 C⁃ index 为

0.931，外部验证 C⁃index为 0.828，说明该列线图模

型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能够可靠地评估进展期胃癌

PNI的效能。癌胚抗原是一种细胞黏附分子，在临

床上被作为无症状复发的指示因子，与肿瘤浸润和

转移有关。研究表明，术前血清癌胚抗原水平升高

被证明是结直肠癌PNI的独立预测因素［15⁃16］。本研

究同样也发现，术前癌胚抗原≥5 μg/L是胃癌PNI的
独立危险因素，故临床上需高度重视癌胚抗原水

平，对于癌胚抗原升高的胃癌患者，应密切监测其

变化趋势。肿瘤大小是评价肿瘤恶性程度的重要

指标，肿瘤越大，浸润深度越深，肿瘤侵袭性越强，

发生PNI的风险越高。在本研究中，肿瘤长径≥5 cm
是胃癌PNI的重要危险因素，与之前的报道是一致

的［11］。Lauren分型被认为是最具预后价值的组织学

分型，弥漫型胃癌比肠型胃癌的侵袭能力强，预后

差［17］。De Franco等［18］研究结果显示，胃癌PNI阳性

与淋巴血管侵犯、Lauren弥漫型和肿瘤大小密切相

关，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在临床工作中，术前无

法预知患者的病理学分期（pT分期），故本研究纳入

临床分期（cT分期）进行预测模型构建，结果提示，

表2 550例进展期胃癌发生周围神经侵犯（PNI）的
单因素分析［例（%）］

临床因素
年龄（岁）

<60
≥60

性别
女
男

高血压
无
有

糖尿病
无
有

冠心病
无
有

贫血
无
有

白蛋白（g/L）
≤40
>40

甲胎蛋白（μg/L）
≤7.02
>7.02

癌胚抗原（μg/L）
<5
≥5

糖类抗原19⁃9（kU/L）
≤39
>39

体质指数（kg/m2）
<24
24~30
>30

肿瘤长径（cm）
<5
≥5

肿瘤cT分期 a

T2
T3
T4

幽门螺杆菌感染
无
有

淋巴结转移
无
有

肿瘤部位
胃上部
胃中部
胃下部

肿瘤分化程度
高分化
中分化
低分化

肿瘤Lauren分型
肠型
混合型
弥漫型

例数

219
331
163
387
408
142
492
58

494
56

317
233
216
334
526
24

364
186
497
53

286
201
63

337
213
239
217
94
84

466
327
223
59

229
262
35

209
306
239
188
123

PNI阳性

84（38.4）
178（53.8）
69（42.3）

193（49.9）
191（46.8）
71（50.0）

232（47.2）
30（51.7）

236（47.8）
26（46.4）

123（38.8）
139（59.7）
82（38.0）

180（53.9）
249（47.3）
13（54.2）

110（30.2）
152（81.7）
225（45.3）
37（69.8）

151（53.0）
91（45.3）
20（31.7）
90（26.7）

172（80.8）
26（10.9）

156（71.9）
80（85.1）
42（50.0）

220（47.2）
73（22.3）

189（84.8）
31（52.5）

101（44.1）
130（49.6）

5（14.3）
90（43.1）

167（54.6）
90（37.7）

100（53.2）
72（58.5）

χ2值
12.564

2.614

0.429

0.434

0.036

23.416

13.343

0.429

130.891

11.562

9.881

152.823

233.537

0.222

207.156

2.127

23.266

17.727

P值
<0.001

0.106

0.559

0.510

0.849

<0.001

<0.001

0.512

<0.001

0.001

0.007

<0.001

<0.001

0.637

<0.001

0.345

<0.001

<0.001

注：aT分期依据国际抗癌联盟（UICC）及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
第 8版胃癌TNM分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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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550例进展期胃癌发生周围神经侵犯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项目

癌胚抗原（μg/L，≥5/<5）
肿瘤cT分期 a

T2

T3

T4

淋巴结转移（有/无）

肿瘤长径（cm，≥5/<5）
肿瘤Lauren分型

肠型

混合型

弥漫型

回归系数

1.770

-
2.569
0.660
1.574
1.712

-
0.960
0.438

标准误

0.297

-
0.431
0.387
0.291
0.286

-
0.367
0.373

Wald值
35.568
46.276

-
35.583
2.910

29.284
35.936
7.242
-

6.845
1.378

OR（95% CI）
5.870（3.281~10.502）

1
13.053（5.612~30.361）
1.935（0.906~4.133）
4.826（2.729~8.533）
5.539（3.165~9.694）

1
2.611（1.272~5.360）
1.550（0.746~3.220）

P值

<0.001
<0.001

-
<0.001
0.088

<0.001
<0.001
0.027
-

0.009
0.240

注：aT分期依据国际抗癌联盟（UICC）及美国癌症联合会（AJCC）第 8版胃癌TNM分期系统

图 2 各危险因素及列线图预测模型内部验证的受试者工作特征

（ROC）曲线

图1 进展期胃癌周围神经侵犯的列线图预测模型

图3 列线图预测模型外部验证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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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分期亦是PNI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先前的文献

报道基本相符［19］。究其原因，可能是胃癌浸润深度

越深，与腹腔神经丛接触概率越高，而且进展期胃癌

PNI阳性率显著高于早期胃癌，说明肿瘤临床分期是

胃癌发生 PNI 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中由于

Lauren分型（弥漫型）和cT4期组样本量少，致使其结

果未能达到统计学筛查标准（P<0.05），但结合既往

研究和临床专业角度进行变量筛选，故将Lauren分

型（弥漫型）和 cT4期纳入列线图预测模型。既往研

究表明，淋巴结转移与胃癌PNI密切相关，转移淋巴

结的数量和大小与PNI呈正相关［20］；而本研究亦发

现，淋巴结转移是影响进展期胃癌PNI的独立危险

因素。

本研究通过列线图来证实影响进展期胃癌PNI
的高危因素，以期临床诊治重视该类患者的治疗和

预后。目前已成功构建多个胃癌相关的列线图预

测模型，但针对胃癌 PNI 列线图模型尚未见报

道［21⁃22］。本研究建立了评估进展期胃癌PNI的列线

图模型，且更多关注胃癌患者术前某些参数与

PNI 的关系，有利于在治疗前建立真实的预测模

型，辅助临床医生作出精准的临床决策，同时有助

于患者家属了解病情进展，提高依从性，易于临床

应用推广。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1）PNI是否属于影响胃

癌预后的危险因素，目前仍存在争议，本中心回顾

分析近两年胃癌患者手术及病理资料，未随访此类

患者术后生存情况，未能显示其对预后的阳性结

果；（2）列线图中的 Lauren分型是由胃镜及镜下活

检所确定，而活检和手术标本之间可能存在Lauren
分型不一致，同时因活检点局限，无法精准评估肿

瘤内部和浆膜层受侵等情况；（3）本预测模型虽结

合多个临床指标，但仍不完善，未来期待影像组学

技术或人工智能技术引入列线图模型中，进一步丰

富胃癌PNI的术前预测指标；（4）本研究纳入的样本

量较少，尚未得出Lauren分型（弥漫型）、cT4期与进

展期胃癌PNI 具有显著相关性，因此需扩大样本量

做进一步研究分析。

总之，术前出现癌胚抗原≥5 μg/L、肿瘤长径

≥5 cm、Lauren分型（混合型、弥漫型）、cT3~4期和淋巴

结转移，是胃癌患者发生PNI的高危因素，临床上需

高度重视。基于该危险因素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

型，有助于围手术期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优化肿

瘤分期体系，提高进展期胃癌患者生存时间及生活

质量。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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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无背景音乐，避免“花俏”转场。已发行的具有著作权的视频资料DVD不宜。

3. 本栏目的视频及文字内容请以“胃肠新视野栏目投稿”为主题，发至我刊Email：china_gisj@vip.163.com。

·读者·作者·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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