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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散发型与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1型（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的临床特征，

为临床诊治提供帮助。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有卓⁃艾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且经病理

确诊为神经内分泌肿瘤（NEN）的临床及随访资料完整的患者，排除仅有高胃酸分泌表现而无NEN
证据者以及合并其他非NEN肿瘤者。根据上述标准，收集2003年4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中山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52例胃泌素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符合胃泌素瘤诊断标准且满足以下

条件之一的患者，被诊断为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1）经基因检测证实存在MEN1基因致病突

变；（2）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分泌腺体的NEN，即垂体、甲状旁腺、胸腺、胰腺以及肾上腺NEN；（3）
发生NEN且至少一个一级亲属诊断为MEN1。其余胃泌素瘤定义为散发型胃泌素瘤。通过 t检验和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散发型与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内镜下表现、影像学

特征、治疗及预后情况。结果 52例胃泌素瘤患者中，散发型33例，MEN1相关型19例，散发型和

MEN1相关型的主要临床表现均为腹泻（24/33，72.7%；17/19）和腹痛（19/33，57.6%；9/19）。与散发型

胃泌素瘤相比，MEN1相关型诊断推迟时间更长［（7.4±4.9）年比（3.9±5.2）年，t=-2.355，P=0.022］；

多发肿瘤比例更高［9/19 比 15.2%（5/33），χ2=6.361，P=0.012］；肿瘤最大径更短［（1.7±1.0）cm 比

（3.1±1.8）cm，t=2.942，P=0.005］；肿瘤分级更低［G1：15/18比39.4%（13/33）；G2：2/18比54.5%（18/33）；
G3：1/18 比 6.1%（2/33），Z=-2.766，P=0.006］；血清胃泌素高于正常值 10 倍的比例更低［2/17 比

56.0%（14/25），χ2=8.396，P=0.004］；合并2型胃神经内分泌肿瘤（g⁃NET）的概率更高［6/19比3.0%（1/33），

χ2=6.163，P=0.013）；出现肝转移比例更低［4/19 比 51.5%（17/33），χ2=4.648，P=0.031］。散发型与

MEN1相关型的胃泌素瘤在内镜下无明显区别，均为高胃酸刺激下胃黏膜粗大、红肿，可见胃、十二

指肠多发溃疡。合并 2型 g⁃NET的胃泌素瘤表现为胃底、胃体多发息肉样隆起性病变。68Ga⁃SSR⁃
PET⁃CT扫描对两种类型的胃泌素瘤都有100%的检出率，但与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比较，18F⁃FDG⁃
PET⁃CT扫描对散发型胃泌素瘤检出率更高［11/19比3/15，χ2=4.970，P=0.026］。在散发型胃泌素瘤

患者中，有19例接受外科手术治疗，1例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8例行肝动脉栓塞术（TAE），另有5例

行手术联合TAE治疗。在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患者中，有13例接受外科手术治疗，另6例行保守

治疗。全部患者中位随访21.5（1~129）个月，5年总体生存率为88.4%。散发型与MEN1相关型胃泌

素瘤患者的5年总体生存率为89.5%和80.0%（P=0.949）；发生与未发生肝转移胃泌素瘤患者的5年

总体生存率为76.2%比100%（P=0.061），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与散发型胃泌素

瘤比较，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诊断延迟时间更长，肿瘤最大径更小，肿瘤分级更低，发生肝转移风

险更低，且更易合并2型g⁃NET；但两者的生存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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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oradic gastrinoma and 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type 1 (MEN1) ⁃ related gastrinoma.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Patients with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Zollinger ⁃Ellison syndrom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as
neuroendocrine neoplasm (NEN) and complete clinical and follow⁃up data were enrolled. Patients with only
high gastric acid secretion but without evidence of NEN, or with other concurrent non⁃NEN tumors were
excluded.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riteria,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of 52 cases of gastrinoma diagnosed
from April 2003 to December 2020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were collected.
Patients who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gastrinoma and met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were
diagnosed as MEN1 ⁃ related gastrinoma: (1) the presence of pathogenic mutations in the MEN1 gene
confirmed by genetic testing; (2) NENs involving two or more endocrine glands, namely, pituitary,
parathyroid, thymic, pancreatic, and adrenal NENs; (3) NEN and at least one first ⁃ degree relatives
diagnosed as MEN1. The remaining gastrinomas were defined as sporadic gastrinoma. Student's t test and
chi⁃square test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Clinico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endoscopic findings,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sporadic and MEN1⁃related gastrinoma were compared.
Results Among 52 patients with gastrinoma, 33 were sporadic gastrinoma and 19 were MEN1⁃ related
gastrinoma. The common symptoms of both sporadic and MEN1⁃related gastrinomas were diarrhea (24/33,
72.7%; 17 / 19, 89.5%) and abdominal pain (19 / 33, 57.6%; 9 / 19, 47.4%). Compared with sporadic
gastrinoma, MEN1⁃related gastrinoma needed longer time for diagnosis [(7.4±4.9) years vs. (3.9±5.2) years,
t=-2.355, P=0.022), were more likely multiple tumors [47.4% (9/19) vs. 15.2% (5/33), χ2=6.361, P=0.012],
had smaller diameter [(1.7±1.0) cm vs. (3.1±1.8) cm, t=2.942, P=0.005), presented the lower tumor grade
[G1: 83.3% (15/18) vs. 39.4% (13/33); G2: 11.1% (2/18) vs. 54.5% (18/33); G3: 5.6% (1/18) vs. 6.1% (2/33),
Z=- 2.766, P=0.006], were less likely to have serum gastrin which was 10 times higher than normal
[11.8% (2/17) vs. 56.0% (14/33), χ2=8.396, P=0.004], had higher probability of complication with type 2
gastr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g⁃NET) [31.6% (6/19) vs. 3.0%(1/33), χ2=6.163, P=0.013], and had lower
rate of liver metastasis [21.1% (4 / 19) vs. 51.5% (17 / 33), χ2=4.648, P=0.031). There wa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sporadic gastrinomas and MEN1 ⁃ related gastrinomas in endoscopic findings. Both
types presented enlarged and swollen gastric mucosa 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high gastric acid, and
multiple ulcers in the stomach and duodenum could be seen. Gastrinoma with type 2 g⁃NET presented
multiple polypoid raised lesions in the fundus and body of the stomach. 68Ga⁃SSR⁃PET/CT scan had a
100% detection rate for both types while 18F⁃FDG⁃PET/CT scan had a higher detection rate for sporadic
gastrinoma compared with MEN1⁃related gastrinoma [57.9% (11/19) vs. 20.0% (3/15), χ2=4.970, P=0.026].
Among the patients with sporadic gastrinoma, 19 received surgical treatment, 1 underwent 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8 underwent 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 (TAE), and 5 underwent surgery
combined with TAE. Among patients with MEN1 ⁃ related gastrinoma, 13 received surgical
treatment, and the other 6 received conservative treatment. The median follow ⁃up of all the patients
was 21.5 (1⁃129) months, and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was 88.4%.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with sporadic and MEN1⁃related gastrinomas was 89.5% and 80.0% respectively (P=0.949). The 5⁃year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liver metastasis was 76.2% vs. 100%, respectively (P=0.061).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sporadic gastrinoma, MEN1 ⁃ related gastrinoma has longer diagnosis
delay, smaller tumor diameter, lower tumor grading, lower risk of liver metastasis, and is more
likely to complicate with type 2 g⁃NET, while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survival between the two
tumor types.

【Key words】 Gastrinoma,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type 1(MEN⁃1); Gastrinoma, sporadic;
Neuroendocrine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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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泌素瘤是一种以难治、多发、反复消化道溃

疡和高胃酸分泌为特点的、罕见的功能性神经内分

泌肿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NEN）。1955 年，

Zollinger和 Ellison首先报道 2例以顽固性溃疡、高

胃酸分泌、胰腺非B细胞瘤为特征的病例，因此也被

称为卓⁃艾综合征［1］。国外文献报道显示，胃泌素瘤

的发病率为 0.5~21.5/100万［2］。胃泌素瘤可为散发

型，也可作为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 1 型（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type 1，MEN1）的一种表现。

功能性NEN的诊断通常会延迟数年，且大量激

素释放导致的激素综合征也会对患者生命造成严

重威胁［3］。因此，及时认识这类肿瘤，对于患者的生

活质量及预后改善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胃泌素

瘤相对少见，国内临床医生对其认识有限，胃泌素

瘤常被临床医生忽略，延误诊治的情况时有发

生［4⁃5］。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52例胃泌

素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散发型和MEN1相关型

胃泌素瘤的临床特征进行总结，希望为临床诊治提

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2003年
4月至 2020年 12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

的52例胃泌素瘤患者，并根据以下条件，分为MEN1
相关型和散发型胃泌素瘤。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患

者，被诊断为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19］：（1）经基因检

测证实存在MEN1基因致病突变；（2）含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内分泌腺体的NEN，即垂体、甲状旁腺、胸腺、

胰腺以及肾上腺NEN；（3）发生NEN且至少一个一级

亲属诊断为MEN1。不满足MEN1相关型诊断标准

的胃泌素瘤定义为散发型胃泌素瘤。本研究通过中

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审批号：

2018181），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二、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有卓⁃艾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且经

病理证实为NEN；（2）临床资料较为完整，包括确诊

年龄、病理分级、转移情况及家族史；（3）具有完整

的随访信息。

排除标准：（1）仅有高胃酸分泌表现而无NEN
证据的患者；（2）合并其他非NEN肿瘤。

三、观察指标

本研究观察比较散发型和MEN1相关型胃泌素

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内镜下表现和影像学特征、治

疗及预后情况。

1. 临床病理特征：包括性别、年龄、确诊年龄、

诊断推迟时间（患者从出现胃泌素瘤症状至首次明

确诊断为胃泌素瘤所经历的时间）、临床表现及实

验室检查（包括血清胃泌素水平。）胃泌素免疫组织

化学染色均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病理科进行；

胃神经内分泌肿瘤（gastric neuroendocrine tumor，
g⁃NET）由内镜检查时发现，且经病理证实。肿瘤分

级根据 2019年第 5版WHO病理分类标准［6］进行病

理分级诊断。

2. 内镜下和影像学特征：检查内容包括肿瘤部

位、血供、数目、最大径以及肿瘤转移灶。影像学检

查方式包括胸部和腹部CT、头部和腹部MRI、甲状旁

腺超声、糖代谢扫描［18F标记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

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18F⁃flu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18F⁃FDG⁃
PET⁃CT）］和 68Ga标记生长抑素类似物正电子发射

计算机断层显像（68Ga ⁃ somatostatin receptor ⁃ PET ⁃
CT，68Ga⁃SSR⁃PET⁃CT）。

3. 治疗及预后：所有患者治疗信息从医院病历

系统中查询获得。将患者从明确诊断为胃泌素

瘤至最后随访或死亡所经历的时间定义为总体生

存期。

四、随访方法

采用电话及门诊方式进行随访，每 3个月随访

1次，了解患者术后的生存状态和死亡时间等。随

访时间截至2021年5月1日。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

的连续性定量资料用 x̄±s表示，采用Student′ s t检
验进行组间对比。定性资料结果以例（%）表示，采用

χ2检验或校正χ2检验进行组间对比。等级资料比较

采用非参数秩合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

存曲线，并使用 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率的比较。

双侧P<0.05被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临床表现和病理特征

本组 52例胃泌素瘤患者中，散发型胃泌素瘤

33例，MEN1相关型19例。散发型胃泌素瘤位于胰

腺者19例，十二指肠9例，幽门管、胃窦、腹膜后、小

肠及小肠系膜根部各1例；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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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十二指肠者9例，胰腺者5例，同时发生在十二指

肠和胰腺者3例，位于胃窦及腹膜后各1例。

与散发型胃泌素瘤相比，MEN1相关型诊断延迟

时间更长（P=0.022），多发肿瘤比例更高（P=0.012），肿
瘤最大径更短（P=0.005），肿瘤分级更早（P=0.006），

血清胃泌素高于正常值10倍的比例更低（P=0.004），
合并2型 g⁃NET比例更高（P=0.013），出现肝转移比

例更低（P=0.031），见表 1。18例（54.5%）的散发型

胃泌素瘤病理分级属于G2级，其中 9例（50.0%）的

Ki⁃67指数>5%；MEN1相关型则以G1级（15/18）为

主，2例G2级患者的Ki⁃67指数均≤5%。15例MEN1
相关型胃泌素瘤患者行基因检测，11 例检测到

MEN1致病突变，3例检测到良性突变，1例未检测到

突变。

二、内镜下表现和影像学特点

散发型与MEN1相关型的胃泌素瘤在内镜下无

明显区别，均为高胃酸刺激下胃黏膜粗大、红肿，为

胃泌素瘤患者典型内镜下表现，可见胃、十二指肠

多发溃疡。发生在十二指肠及胃窦部位的胃泌素

瘤，在内镜下可观察到十二指肠及胃窦黏膜或黏膜

下隆起性病灶。合并 2型 g⁃NET的MEN1相关型胃

泌素瘤表现为胃底、胃体多发息肉样隆起性病变，见

图1。
45例患者行腹部CT或MRI，其中 42例肿瘤动

脉增强期时呈现不同程度的强化，两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96.2%（25/26）比17/19，χ2=0.080，P=0.778］。

表1 散发型胃泌素瘤与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1（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患者临床病理特征资料的比较

临床病理特征

性别［例（%）］

男

女

确诊年龄（岁，x± s）

诊断延迟时间（年，x± s）

临床表现［例（%）］

腹泻

腹痛

呕吐

反酸、烧心

呕血、黑粪

消化道穿孔

肿瘤部位［例（%）］

胰腺

十二指肠

其他

肿瘤数目［例（%）］

单发

多发

肿瘤最大径（cm，x± s）

肿瘤分级［例（%）］a

G1
G2
G3

胃泌素免疫组织化学阳性［例（%）］b

血清胃泌素高于正常值3倍［例（%）］c

血清胃泌素高于正常值10倍［例（%）］c

合并2型胃神经内分泌肿瘤［例（%）］

淋巴结转移［例（%）］

肝转移［例（%）］

散发型（33例）

12（36.4）
21（63.6）
49.2±12.6
3.9±5.2

24（72.7）
19（57.6）
5（15.2）
6（18.2）
5（15.2）
2（6.1）

19（57.6）
9（27.3）
5（15.2）

28（84.8）
5（15.2）
3.1±1.8

13（39.4）
18（54.5）
2（6.1）

26（89.7）
20（80.0）
14（56.0）

1（3.0）
17（51.5）
17（51.5）

MEN1相关型（19例）

12/19
7/19

45.7±9.8
7.4±4.9

17/19
9/19
7/19
6/19
1/19
3/19

5/19
9/19
5/19

10/19
9/19

1.7±1.0

15/18
2/18
1/18
13/15
11/17
2/17
6/19
8/19
4/19

统计值

χ2=3.483

t=1.020
t=-2.355

χ2=1.148
χ2=0.506
χ2=2.091
χ2=0.581
χ2=0.389
χ2=0.432
χ2=4.803

χ2=6.361

t=2.942
Z=-2.766

χ2=0.000
χ2=0.561
χ2=8.396
χ2=6.163
χ2=0.428
χ2=4.648

P值

0.062

0.313
0.022

0.284d

0.477
0.148d

0.446d

0.533d

0.511d

0.100d

0.012

0.005
0.006

1.000d

0.454d

0.004
0.013d

0.513
0.031

注：aMEN1相关型1例分级不明确；b散发型与MEN1相关型分别有29例和15例接受胃泌素免疫组织化学检查；c散发型与MEN1相关型分别

有25例和17例接受血清胃泌素水平检测；d校正χ2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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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例行 18F⁃FDG⁃PET/CT扫描，散发型胃泌素瘤糖代

谢阳性率更高（11/19 比 3/15，χ2=4.970，P=0.026），

36 例行 68Ga⁃SSR⁃PET⁃CT 扫描，两组均表现为生

长抑素受体阳性，典型胃泌素瘤的影像学表现见

图 2。
三、治疗及预后

在散发型胃泌素瘤患者中，局限性肿瘤 15例

（45.5%），晚期肿瘤 18 例（54.5%）；19 例行外科手

术，1例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8例行肝动脉栓塞术

（transcatheter arterial embolization，TAE），另有 5 例

行手术联合TAE治疗。MEN1相关型中局限性肿瘤

14 例，晚期肿瘤 5 例；13 例行外科手术治疗，另外

6例行保守治疗。无论散发型还是MEN1相关型胃

泌素瘤，围手术期均使用奥曲肽控制胃泌素分泌及

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PPI）抑制胃酸

分泌；而对于无法切除的胃泌素瘤，采用长效奥曲

肽或长效奥曲肽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控制激素分

泌及肿瘤生长。

52 例患者中位随访 21.5（1~129）个月，5 年总

体生存率为 88.4%。散发型和 MEN1 相关型胃泌

素瘤患者的 5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89.5% 和

80.0%（P=0.949），而全组患者有无肝转移的 5 年

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76.2% 和 100%（P=0.061）。见

图3。

图1 胃泌素瘤患者内镜下表现 1A. 十二指肠球后多发霜斑样溃疡；1B. 胃体黏膜粗大肥厚，红肿糜烂，表面多发息肉样隆起（2型胃NET）；

1C. 十二指肠多发胃泌素瘤 图2 胃泌素瘤的影像学表现，本例为胰腺胃泌素瘤肝转移，G2级（Ki⁃67指数：15%） 2A.肝转移瘤CT增强扫描

期明显强化（红色箭头所示）；2B.肝转移瘤糖代谢轻度升高（红色箭头所示）；2C.肝转移瘤 68Ga⁃SSR⁃PET⁃CT扫描生长抑素受体表达明显阳性

C2A2 B2

C1A1 B1

C3

A3

B3

图 3 本组胃泌素瘤患者总体生存曲线 3A.全组52例胃泌素瘤患
者；3B.散发型与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1型（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患
者；3C.发生与未发生肝转移的胃泌素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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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胃泌素瘤是一种罕见的功能性NEN，在本研究

中，无论散发型还是MEN1相关型均以腹泻、腹痛等

非特异性临床表现为主，长期被误诊为消化性溃

疡，而且由于PPI类药物的使用，疾病症状很容易被

掩盖，因此患者的病程可达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

从而延误治疗。本研究中观察到散发型胃泌素瘤

多发生于女性，而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则多发生

于男性，虽然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2），但

这一现象与之前一项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一致，

鉴于MEN1的常染色体显性的特征，显然性别以不

同的方式影响着胃泌素瘤的发展［7］。有研究证实，

MEN1基因编辑的menin蛋白可作为雌激素受体α
（estrogen receptor α，ERα）的激活剂，而menin的失

活则导致ERα转录的中断［8］。由MEN1基因的缺陷

造成的ERα和雄激素受体激活的不平衡，可能解释

了MEN1患者中胃泌素瘤患病率的性别差异。散发

型和MEN1相关型的确诊年龄差异虽然未达统计学

意义，但后者的诊断延迟时间明显高于前者，由此

提示，MEN1相关型患者的发病年龄更小。Groupe
等［9］团队的研究也发现，MEN1的各种病变经常在

21岁前发生。因此，及早诊断和管理，对胃泌素瘤

患者有着重要意义。

胃泌素瘤的诊治重点在于找到原发肿瘤的位

置。绝大多数的胃泌素瘤发生在一个由十二指肠、

胰头和肝十二指肠韧带构成的“胃泌素瘤三角”［9］。

本研究观察到，散发型胃泌素瘤多位于胰腺且肿瘤

较大，而MEN1相关型则多位于十二指肠且肿瘤较

小，既往多项研究也观察到相同情况［10⁃11］。因此，怀

疑胃泌素瘤的患者，应首先检查该三角区。

本研究提示，散发型胃泌素瘤的恶性程度可能

更高。首先，散发型胃泌素瘤胃泌素水平更高，肿

瘤更大，病理分级更高。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两

种胃泌素瘤的细胞来源不同：MEN1相关型胃泌素

瘤多位于十二指肠，这类胃泌素瘤起源于G细胞，散

发型胃泌素瘤则多位于胰腺，肿瘤起源于异质的内

分泌干细胞，更容易发生恶变［12］。其次，散发型胃

泌素瘤更容易发生肝转移。研究认为，直径>2 cm
的肿瘤发生肝转移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与散发型胃

泌素瘤较大相吻合［13］。最后，散发型胃泌素瘤在

FDG⁃PET⁃CT扫描中糖代谢更为活跃，而FDG⁃PET⁃
CT的阳性率与肿瘤的分级与增殖指数正相关［14］。

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FDG⁃PET⁃CT 被认为是较

Ki⁃67指数更好的预后指标，故糖代谢更活跃的散

发型胃泌素瘤恶性度可能更高［15］。本研究中散发

型与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预后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可能与随访时间相对较短有关，有待更长时间

随访观察来证实。由于散发型胃泌素瘤恶性程度

更高，因此这部分患者在肿瘤切除后，需要更为密

切的随访。

本研究还观察到，部分患者在胃泌素瘤的基础

上会发生 2 型 g⁃NET，本研究中的 7 例 2 型 g⁃NET
中，6 例发生于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且MEN1突

变率为 100%，这表明 2型 g⁃NET可能与MEN1基因

突变有着密切关系。Debelenko等［16］曾观察到在75%
的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合并 2型 g⁃NET中检测到

11q13的杂合性缺失，这提示2型g⁃NET可能与其他

MEN1相关的肿瘤有着相同的致癌机制。而2020版
美 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也指出，2型g⁃NET多发

生在MEN1相关的胃泌素瘤中［17］。因此，MEN1相

关型胃泌素瘤患者应警惕2型g⁃NET的发生。

目前，指南推荐使用CT、MRI、PET⁃CT及超声内

镜等进行胃泌素瘤的检查，不同检查方式的敏感性

和特异性也有所不同［18⁃19］。既往研究提示，胃泌素

瘤是一种血供丰富的恶性肿瘤［20⁃21］。在本研究中，

无论是散发型还是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绝大多

数在增强 CT 或 MRI 扫描时可以看到肿瘤强化。

因此，在采用 CT 或 MRI 进行影像学检查时，不应

遗漏动脉期扫描。肿瘤的大小限制了影像的检出

率，常规影像检查如 CT、MRI及超声内镜等，对于

直径<1 cm的胃泌素瘤漏诊率超过 50%［22］；相较于

传统影像学检查手段而言，PET⁃CT对NEN的诊断

和分期均有着重要价值，尤其是 68Ga⁃SSR⁃PET⁃CT。
本研究中，无论是对散发型还是MEN1相关型胃泌

素瘤，68Ga⁃SSR⁃PET⁃CT 都达到了 100%的检出率，

这与 85%~100%的胃泌素瘤高表达生长抑素受体

有关，因此对于临床怀疑胃泌素瘤的患者，均建议

行 68Ga⁃SSR⁃PET⁃CT 检查［23］。

虽然胃泌素瘤在行为学上表现恶性，但普遍预

后较好，肝转移是影响其预后最重要的因素，也是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20，23⁃24］。本研究中，发生肿瘤

相关性死亡的 3例患者，均存在肝转移。外科手术

不仅是降低肝转移率的重要方式，也是提高生存率

的重要方式［25⁃26］。如果在发生肝转移之前诊断出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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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素瘤，这些患者将有 50% 的概率可获得外科治

愈［27］。而对于已经发生肝转移的晚期患者，外科手

术、TAE以及肽受体⁃放射性核素治疗甚至肝移植，

均有着重要价值［20，28］。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研究是一

项回顾性研究，具有回顾性研究固有的局限性，如

部分资料缺失等。其次，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但由

于该疾病十分罕见，本研究所纳入的 52例患者，是

该疾病相对较大的样本量；最后，本研究随访时间

相对较短。因此，本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大样本、

多中心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散发型和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的

临床特征存在一定差异。散发型胃泌素瘤多发于

胰腺，发病年龄较晚；而MEN1相关型多发于十二指

肠，发病年龄更早，更易合并 2型 g⁃NET，但诊断延

迟时间较长。与MEN1相关型胃泌素瘤相比，散发

型恶性度更高，具体表现为肿瘤直径更大，病理分

级更高，肝转移更常见且 FDG PET⁃CT扫描中葡萄

糖代谢更高。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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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改动。

5. 在二次发表的文题页脚注中，要让读者、同行和文献检索机构知道该论文已全文或部分发表过，并标引首次发

表的文献。如：“本文首次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2015，54（1）：18⁃21”，英文为“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a study first
reported in the Chin J Intern Med，2015，54（1）：18⁃21”。

6. 必要时，不同期刊的编辑可共同决定同时或联合发表某篇论文（含指南共识类文章），编辑应在文中告知读者该

论文是同时发表。

7. 不同期刊的编辑可共同决定同时发表某个学术会议的新闻报道等消息，但如果附加图表等较多专业内容，宜

在一种期刊首先发表，再次发表需遵循二次发表的相关规定。

8.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发表的文章授权其他杂志二次发表后，可用于学术交流目的，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9. 图书拟收录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发表的指南共识等学术论文，除征得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同意外，需在首次发

表的 6 个月之后收录。

10. 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不提倡对翻译文章二次发表，如果文章首次发表在被 Medline 收录的杂志中，将不再标引

翻译文章。如果同一期刊以多种语言同时发表某篇论文，Medline 在收录时标注该论文多种语言发表。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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