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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利用列线图建立胃神经内分泌肿瘤（g⁃NEN）患者的生存预测模型。方法 采

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74例）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02例）两中

心2008年7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 g⁃NEN患者的临床病理信息和生存随访资料，根据Kaplan⁃Meier
单因素生存分析和 Cox 多因素分析筛选出的独立预后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采用一致性指数

（C⁃index）、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校准曲线以及临床决策曲线（DCA）从区分度、校准度和临

床效用3个方面验证该模型的性能。结果 全组患者中男性189例，女性87例；<60岁和60岁以上

者分别为 150例和 126例；胃神经内分泌癌（g⁃NEC）175例，胃神经内分泌瘤（g⁃NET）101例；肿瘤胃

内原发部位：胃上部、胃中部和胃下部分别为 131例、98例和 47例；肿瘤TNM分期：Ⅰ期 72例、Ⅱ期

26例、Ⅲ期 93 例和Ⅳ期 85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病理类型、胃内原发部位、Ki⁃67指数、

T分期、N分期和M分期与本组 g⁃NEN患者预后有关（均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Ki⁃67
指数高、T 分期晚和 M 分期晚是影响 g⁃NEN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均P<0.05）。列线图模型

的 C⁃index为0.806（95% CI：0.769~0.863）。校准曲线证实模型与实际观测结果有较好的一致性，

ROC 曲线与 DCA 决策曲线显示，模型相比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8版 TNM分期系统具有

更好的区分度和临床效用（其中ROC曲线下面积为 0.862比 0.792）。结论 本研究建立并验证了

针对 g⁃NEN、且同时适用于 g⁃NET和 g⁃NEC的预后预测系统，以可视化的列线图模型预测 g⁃NEN患

者的3年总生存率，具有良好的预测性能和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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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opathological and follow⁃up data of patients with g⁃NEN who were treated in two academic
medical centers in Southern China between July 2008 and June 2018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including 174 patients from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and 102 patients from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Univariate survival analysis using Kaplan⁃Meier method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using Cox regression were performed to identify prognostic factors. A nomogram was
subsequently established based on prognostic factors. Harrell's concordance index (C ⁃ index),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calibration curve and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according to differentiation, calibration and clinical utility. Results A
total of 276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of whom 189 patients were male and 87 were female. The
age at diagnosis was below 60 years old in 150 patients and 60 years or older in 126 patients. There
wer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gastric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 (g ⁃ NEC) and 101 patients with gastric
neuroendocrine tumor (g⁃NET).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primary tumor locating at upper, middle and
lower parts of stomach was 131, 98 and 47, respectively. As for TNM stage, 72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as
stage I, 26 patients stage II, 93 patients stage III, and 85 patients stage IV. Un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ge, pathological type, primary site, Ki⁃67 index, T stage, N stage, and M stage were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of g⁃NEN patients (all P<0.05).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testified that high Ki⁃67
index, advanced T stage and advanced M stage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all P<0.05).
The C⁃ index of the nomogram was 0.806 (95%CI: 0.769⁃0.863). The calibration curve of the nomogram
showed that the predicted survival rate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urvival rate in g⁃NEN patients. The
ROC curves and DCA showed that the nomogram had better differentiation and clinical utility than the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 (AJCC) 8th TNM staging system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was
0.862 vs. 0.792). Conclusion The first nomogram to predict overal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g⁃NEN is
established and verified in this study, which provides individual prediction of 3⁃year overall survival rate
and is applicable to both g⁃NET and g⁃NEC patients.

【Key words】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gastric; Overall survival; Nom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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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 神 经 内 分 泌 肿 瘤（gastr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G⁃NEN）是一类来源于胃神经内分泌细胞

的罕见肿瘤。随着对 NEN 认识的完善和病理诊

断技术的进步，g⁃NEN 的诊断率和发病率逐年升

高［1］。根据分化程度的不同，WHO将 g⁃NEN分类为

分化好的胃神经内分泌瘤（gastric neuroendocrine
tumor，g⁃NET）和分化差的胃神经内分泌癌（gastric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g⁃NEC）两大类［2］。g⁃NET
和 g⁃NEC在生物学特征、肿瘤恶性程度及预后方面

差异较大［3⁃6］。因而，目前临床上对于两者的分期采

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案，分别是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

（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第 8版

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分期和AJCC第 8版胃癌分

期［7⁃8］。

相比于WHO在对 g⁃NEN进行分类时将Ki⁃67
指数等作为重要的评价因素的做法，AJCC第8版分

期系统缺乏对 g⁃NEN 分化程度和增殖活性的考

量［9］；且两套不同的分期系统也不便于临床使用。

目前，仍缺乏一套针对 g⁃NEN、且同时适用于 g⁃NET
和 g⁃NEC的预后预测系统。因此，本研究旨在构建

并验证 g⁃NEN 预后的列线图模型（nomogram），以

期解决上述临床问题，为 g⁃NEN的个体化临床决策

提供新的手段。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整理

2008年 7月至 2018年 6月期间，在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174例）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02例）

就诊、且经病理或组织学确诊为g⁃NEN的共计276例
患者的临床病理信息和生存资料。本研究的原始

数据已在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研究数据备案

系统（www.researchdata.org.cn）平台上备案，备案号

为RDDA2021002059。

884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1年 10月第 24卷第 10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October 2021，Vol.24，No.10

二、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具有比较完整的 g⁃NEN临床病

理信息，包括年龄、肿瘤病理类型、胃内原发部

位、G分级、Ki⁃67指数以及T、N、M分期（基于AJCC
第 8版 TNM分期系统［7⁃8］）等；（2）具有完整的随访

资料。

排除标准：（1）其他器官原发的NEN胃转移的

患者；（2）合并其他肿瘤；（3）合并有重要脏器功能

不全。

三、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观察指标：g⁃NEN患者的预后相关临床病理参

数（包括性别、年龄、肿瘤病理类型、肿瘤胃内原发

部位和肿瘤分期以及Ki⁃67指数等）、生存随访时间

和存活状态数据。主要研究终点是患者的3年总生

存率（overall survival，OS）。
评价标准：本组 g⁃NEN 患者的 T、N、M 分期及

TNM 整体分期均按照第 8 版 TNM 分期系统，包括

g⁃NET的分期和 g⁃NEC分期。3年生存时间定义为

3 年随访结束时患者的生存状态，随访日期截至

2021年6月30日。

四、统计学方法及生存预测列线图模型的建立

和验证

使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对研究中纳入的可能影响与 g⁃NEN患者预后相关

的年龄、性别、病理类型、胃内原发部位、Ki⁃67指数、

T分期、N分期、M分期共 8个临床病理变量，采用

Kaplan⁃Meier 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 Log⁃rank 检验

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 Cox 比例风险

模型。

采用与本组 g⁃NEN患者预后显著相关的独立

危险因素，用R软件（R version 4.1.0）构建 g⁃NEN患

者的预测模型并绘制列线图，在列线图上各个自变

量的取值处作垂直线与得分轴相交，获得各变量的

分数，相加即获得患者的总分，再在总得分轴上根

据总分作垂直线与 3年生存率轴相交，即可得到患

者的3年生存率。通过计算一致性指数（C⁃index）及
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urve，ROC），
计算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验证

模型的区分度，绘制校准曲线验证模型的校准度，

以及绘制临床决策曲线（decision curve analysis，
DCA）评价模型的临床效用。最后，绘制 AJCC 第

8版TNM分期系统的ROC曲线及DCA决策曲线，以

比较所建模型与AJCC第8版TNM分期系统在预测

g⁃NEN患者生存状态的优劣。检验水准为α=0.05。
结 果

一、临床病理资料

本组 276 例 g⁃NEN 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见

表 1。

二、与g⁃NEN患者预后相关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肿瘤类型、胃内原

发部位、Ki⁃67指数、T分期、N分期、M分期7个变量

表1 276例胃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临床病理信息

临床病理特征

年龄（岁）

<60
≥60

性别

男

女

肿瘤病理类型

神经内分泌癌（NEC）
单纯 NEC
混合性NEC

神经内分泌瘤（NET）
G1
G2
G3

肿瘤胃内原发部位

胃上部

胃中部

胃下部

Ki⁃67指数（%）

≤2
3~20
21~55
＞55

肿瘤T 分期

T1
T2
T3
T4

肿瘤N 分期

N0
N1
N2
N3

肿瘤M分期

M0
M1

肿瘤TNM分期

Ⅰ
Ⅱ
Ⅲ
Ⅳ

例数（%）

150（54.3）
126（45.7）

189（68.5）
87（31.5）

175（63.4）
130（47.1）
45（16.3）

101（36.6）
59（21.4）
40（14.5）
2（0.7）

131（47.5）
98（35.5）
47（17.0）

59（21.4）
40（14.5）
51（18.5）

126（45.6）

72（26.1）
41（14.9）
87（31.5）
76（27.5）

106（38.4）
117（42.4）
32（11.6）
21（7.6）

191（69.2）
85（30.8）

72（26.1）
26（9.4）
93（33.7）
8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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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g⁃NEN 患者的预后有关（均 P<0.05），而性别与

g⁃NEN患者生存时间无关（P=0.120）。此外，对胃单一

肿瘤类型的NEC和胃混合性NEC的生存分析也显示，

后者相比单纯 g⁃NEC 具有更好的预后（P=0.043）。

见表2。

三、与 g⁃NEN患者预后相关的多因素Cox回归

分析结果

将年龄、肿瘤类型、胃内原发部位、Ki⁃67指数、

T 分期、N 分期、M 分期这 7 个单因素分析有统计

学意义的变量纳入Cox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Ki⁃67指数高、T分期晚和M分期晚这3个因素是影响

g⁃NEN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均P<0.05），见表3。
四、列线图模型的建立及验证

1.模型建立：纳入Ki⁃67指数、T分期和M分期

这3个影响g⁃NEN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构建

了预测 g⁃NEN患者3年OS的列线图模型，见图1。

2.模型验证：（1）区分度：首先通过计算C⁃index
及ROC的AUC验证模型的区分度，结果显示，该模

型的 C⁃index 为 0.806（95% CI：0.769~0.863），具有

良好的预测价值（一般认为C⁃index≥0.7的模型即具

有较好的预测区分度）；随时间变化的ROC曲线显

示，列线图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62，而
AJCC 第8版TNM的ROC的AUC为0.792，列线图模

型的预测区分度优于 AJCC 第 8 版 TNM 分期系

统，见图 2。（2）校准度：列线图模型预测g⁃NEN患者

3年OS的校准度良好，模型与实际观测结果有较好

的一致性，见图3。（3）临床应用：绘制DCA决策曲线

表2 影响276例胃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预后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年龄（岁）

<60
≥60

性别

男

女

肿瘤类型

神经内分泌瘤

神经内分泌癌

神经内分泌癌（NEC）
单纯 NEC
混合性NEC

肿瘤胃内原发部位

胃上部（包括贲门、胃底）

胃中部（包括胃体、胃角）

胃下部（包括胃窦、幽门）

Ki⁃67指数（%）

≤2
3~20
21~55
>55

肿瘤T 分期

T1
T2
T3
T4

肿瘤N 分期

N0
N1~3

肿瘤M分期

M0
M1

HR（95% CI）

1.000
2.033（1.399~2.953）

1.000
0.716（0.470~1.091）

1.000
6.043（3.506~10.415）

1.000
0.597（0.362~0.985）

1.000
0.390（0.231~0.656）
0.713（0.409~1.244）

1.000
19.056（2.478~146.570）
28.355（3.813~210.835）
66.427（9.234~477.846）

1.000
17.928（4.138~77.680）
25.622（6.216~105.618）
38.207（9.285~157.219）

1.000
4.990（2.978~8.362）

1.000
3.634（2.514~5.251）

P值

<0.001

0.120

<0.001

0.043

<0.001
0.234

0.005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图1 胃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3年总体生存率的列线图预测模型

表3 影响276例胃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预后的多因素分析

项目

年龄（岁，≥60/<60）
肿瘤病理类型（NEC/NET）
肿瘤胃内原发部位（上/中/下）

Ki⁃67指数（%，>55/21~55/3~20/≤2）
肿瘤T分期（T4/T3/T2/T1）

肿瘤N 分期（N1~3/N0）

肿瘤M 分期（M1/M0）

b值
0.099
0.085

-0.162
0.864
0.297
0.054
0.889

标准误

0.226
0.482
0.137
0.240
0.149
0.320
0.228

Wald值
0.192
0.031
1.410

12.990
3.989
0.029

15.171

HR
1.104
1.088
0.850
2.374
1.346
1.056
2.434

95% CI
0.709~1.720
0.423~2.802
0.650~1.111
1.483~3.798
1.006~1.801
0.564~1.975
1.556~3.808

P值

0.661
0.861
0.235

<0.001
0.046
0.866

<0.001
注：NEC为神经内分泌癌；NET为神经内分泌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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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模型的临床效用，结果显示，列线图模型具有

明显的正向净收益，该模型在预测 g⁃NEN患者 3年

OS方面拥有良好的临床实用性；不仅于此，在广泛

死亡风险范围内，列线图模型都取得了相比AJCC
第8版TNM分期系统更高的净收益，显示出更好的

临床效用，见图4。

讨 论

g⁃NEN因其发病率低、对医疗机构诊断水平要

求高，曾长期得不到临床医生和患者的重视。当下，

g⁃NEN的诊断率和发病率正在不断升高，而在实际

临床工作中，针对 g⁃NET和 g⁃NEC的两套不同 TNM
分期系统的存在，却成为困扰临床医生的一大难

题。近年来，有研究者针对胃肠胰NEN（GEP⁃NEN）

和 g⁃NEC 构建列线图模型以预测对应患者的

预后，并取得了良好的预测效果［10⁃11］。但迄今为止

仍缺乏有效的针对 g⁃NEN且同时适用于 g⁃NET和

g⁃NEC的列线图模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纳

入两个中心 2008—2018年 10年间就诊的共 276例

g⁃NEN患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开发并验证了一个有

效地预测g⁃NEN患者3年OS的列线图模型。

本研究的单因素分析发现，共有 7 个变量与

g⁃NEN 的预后有关。其中，Ki⁃67 指数作为反应

g⁃NEN 增殖活性的重要指标，本研究 4个分组之间

的生存情况均存在差异（均P<0.05），生存曲线显示

出很好的分层。Ki⁃67指数是反映肿瘤增殖活性的

重要指标［12］。在我们的分组中，Ki ⁃67≤2% 对应

WHO分类中的NET G1患者，3%~20%对应NET G2，
20%~55%对应较高增殖活性的NET G3和部分NEC
患者，>55%则为分化差的高恶性度NEC患者［2］。有

研究显示，Ki⁃67指数>55%的G3级患者对铂类药

物化疗表现出更好的化疗反应，但却比增殖活性较

低（Ki⁃67 指数 20%~55%）的 G3 级患者具有更短

的中位生存期［13］。由于 g⁃NEN、尤其 g⁃NEC常有高

于75%的Ki⁃67指数［14］。提示我们，可将Ki⁃67指数

作为 g⁃NEN 预后预测因子的可行性，而且 55% 的

Ki⁃67指数应当作为一个必要的界值纳入分析。后

续的Cox多因素分析结果也证明了这一想法。

随着更多的肿瘤混合方式的发现，2019 年

WHO在对绝大部分NEN的分类中取消了自2010年
开 始 使 用 的 混 合 性 腺 神 经 内 分 泌 癌（mixed
adenoneuroendocrine carcinoma，MANEC）分类［15］；并

采用了一个独立于NET和NEC之外的类别——混合性

神经内分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mixed neuroendocrine⁃
noneuroendocrine neoplasm，MiNEN）来定义NEN中常

见的混合性肿瘤［2，16］。同时，由于g⁃NEN的特殊性，几

乎所有的MiNEN均为NEC与腺癌的混合方式，胃混

合性腺神经内分泌癌（g⁃MANEC）的术语得到保

留，并仍然归在 g⁃NEC这一分类中［17］。在本研究纳

入的患者中，MiNEN患者占16.30%（45/276），且均为

g⁃MANEC。我们对单纯 g⁃NEC和G⁃MANEC的生存

分析结果显示，g⁃MANEC 相比单纯 g⁃NEC 具有更

好的预后（P=0.043）。生存曲线也直观地体现了这

一结果。

本研究的多因素结果显示，Ki⁃67指数、T分期、

M分期这3个因素是影响 g⁃NEN患者生存的独立预

后因素（均P<0.05）。值得注意的是，Fang等［10］针对

图 2 列线图模型和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 8版TNM分期

系统的随时间变化的受试者工作曲线（ROC）

图3 列线图模型的校准曲线

图 4 列线图模型和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 8版TNM分期

系统的临床决策曲线（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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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P⁃NEN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和N分期也是统

计学有意义的独立预后因素。这提示我们，g⁃NEN
相对于原发于其他消化道部位的NEN具有不同的

独立预后因素。因此，建立针对 g⁃NEN的生存预测

列线图模型是相当有必要的。

由于本研究纳入的患者最新的随机化开始时间

为2018年6月，因此我们选择3年OS作为研究的主

要终点，建立预测g⁃NEN患者3年OS的列线图模型。

模型验证显示，该模型的C⁃index为 0.806（95% CI：
0.769~0.863），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18］；ROC曲线显

示，列线图模型的预测区分度较好，且优于AJCC第

8版TNM分期系统（ROC曲线AUC 0.862 比0.792）；

校准曲线显示，模型与实际观测结果有较好的一

致性；DCA决策曲线显示，该模型在预测g⁃NEN患者

3年OS方面拥有良好的临床实用性，且表现出相比

AJCC 第8版TNM分期系统更高的净收益。

总而言之，本研究着眼临床实际问题，建立了

第1个针对g⁃NEN、且同时适用于g⁃NET和g⁃NEC的

预后预测系统，并以列线图的方式将模型可视化，

便于临床应用。我们将Ki⁃67指数这一反映肿瘤增

殖活性的指标也纳入模型。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

和临床效用验证都显示了良好的预测性能，并有着

相比AJCC第8版TNM分期系统更好的准确性和临

床效用。此外，本研究由于患者数量的限制没有进

行外部验证，需要进一步在其他患者队列中进行反

复的外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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