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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神经内分泌肿瘤（NEN）是一类可发生于全身的罕见肿瘤，胃NEN则是胃部罕见恶

性肿瘤之一。2019年WHO第 5版消化系统NEN分类标准更新了胃NEN的分型和若干命名问题。

对胃NEN更加精准、科学的分型，也使得胃NEN的外科治疗更加个体化、精准化。一般来说，Ⅰ型

胃神经内分泌瘤（NET）常可考虑内镜下切除；Ⅱ型胃NET多因发生于十二指肠或胰腺的胃泌素瘤

而产生，需重视原发胃泌素瘤的外科治疗；Ⅲ型胃NET需根据肿瘤大小、浸润深度及淋巴结转移

情况综合考虑手术方式；而对于无远处转移的胃神经内分泌癌（NEC），应积极行外科手术治疗，其

手术切除范围及淋巴结清扫范围可参照胃腺癌标准。对于局部进展期胃NEC，能否行新辅助化

疗或新辅助放化疗以充分降期及提高根治性切除率，目前尚未见文献报道。此外，已有远处转移

的功能性胃NEN亦可选择根治性切除及姑息性减瘤手术控制激素分泌，改善患者生存。在充分

的多学科讨论基础上，综合考虑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原发灶及转移灶的范围、可切除性和功能性

是胃NEN外科治疗的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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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NEN) are rare neoplasms originating from all major
systems, in which gastr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G⁃NEN) is rarely malignant neoplasm originated in
stomach. In 2019, the 5th WHO classification of digestive system tumors updat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G ⁃ NEN and solved several naming problems. Since the classification of G ⁃ NEN has become more
specific and more scientific, 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G⁃NEN is becoming more individual and more
precise. Generally, endoscopic resection is often recommended for the treatment of type I gastr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NET). Type II gastric NET is mostly secondary to gastrinoma originating from
the duodenum or pancreas, and thus surgical treatment of primary gastrinoma deserves enough
attention. The decision of operation for type III gastric NET needs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umor size, invasive depth and lymph node metastasis. For gastric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 without
distant metastasis, aggressive surgery should be performed, and the resection range of primary site and
lymph nodes can refer to the standard of gastric adenocarcinoma. For locally advanced gastric NEC,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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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经 内 分 泌 肿 瘤（neuroendocrine neoplasm，

NEN）是一类可发生于全身的罕见肿瘤，随着筛查、

内镜及生物标志物等诊断技术的进步，近年来NEN
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均呈显著上升趋势［1］。NEN呈高

度异质性，既可表现为惰性生长，亦可表现为侵袭

性生长，甚至早期亦可发生转移，且生物学特性可

随着疾病的进展而发生变化。NEN有多种分类标

准：按分化程度，可分为分化良好的神经内分泌瘤

（neuroendocrine tumor，NET）和分化差的神经内分泌

癌（neuroendocrine carcinoma，NEC）；按是否分泌肽

类激素，可分为功能性和无功能性NEN；按是否具

有遗传性，可分为散发性和遗传相关性肿瘤；按解

剖来源，可分为前、中、后肠等NEN［2］。

消化道来源的NEN约占全身NEN的70%，其中

的胃NEN可分为分化良好的胃NET，分化差的NEC
以及混合性神经内分泌肿瘤⁃非神经内分泌肿瘤

（mixed neuroendocrine⁃nonneuroendocrine neoplasm，

MiNEN）［2⁃3］。因此，对于胃来源 NEN，需明确其病

理生理、发病机制和生物学行为等，才能对不同类

型胃 NEN 进行合理的、个体化的治疗。本文拟从

胃NEN定义、发病机制等方面阐述其外科治疗相关

内容。

一、WHO 第 5 版消化系统 NEN 的分类和分级

标准

1980年，WHO首次发布第1版消化系统NEN的

命名和分级标准，并在 1990、2000及 2010年先后发

布了 3 次改版［4］。2019 年，WHO 发布了最新的第

5 版消化系统NEN的命名和分级标准，并对消化系

统NEN的定义、诊断、病理标准等做了进一步的明

确和更新，见表1［2］。

总体来说，第5版中特别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

对NEN的分类进行特定描述；其次，第5版标准明确

所有部位发生的NEN均应区分高分化NET和低分

化 NEC。具体来说，基因组研究数据证明 NET 与

NEC 不相关：高分化 NET 常有 MEN1、DAXX 和

ATRX的突变（尤其在胰腺，而胰腺外 NEN 常缺

乏）；NEC常有 TP53或RB1突变；此外，第 5版标准

首次引入了高增殖活性NET（G3级NET）的概念，认

为存在一部分分化良好，然而 Ki⁃67 指数>20% 和

（或）核分裂象>20个/2 mm2的肿瘤，其生物学行为

与NEC并不相同，见表2［2］。最后，第5版标准引入了

MiNEN的概念，并替代了第4版中混合性腺神经内分泌

癌（mixed adenoneuroendocrine carcinoma，MANEC）
的概念。既往认为，MANEC肿瘤基因组改变与腺癌

或NEC相似，而不是NET，但第 5版标准认为，应充

分反映肿瘤内的克隆性进化，在大多数MiNEN中，

神经内分泌成分和非神经内分泌成分的分化都很

差，神经内分泌成分的增殖指数与其他NEC的增殖

指数在同一范围内。这一概念范畴允许一种或两

种成分可能为高分化，因此在可行的情况下，每种

成分都应单独分级。

has not been reported wheth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r neoadjuvant chemoradiotherapy could
reduce tumor stage and improve radical resection rate. In addition, for functional gastric NEN with
distant metastasis, radical resection or palliative surgery can be performed to control hormone
secretion and may improve the survival. In general, it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o thoroughly
consider biological behavior, extent of primary and metastatic sites, resectability and function of
tumor before surgery of gastr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 and thus multi ⁃ disciplinary treatment
(MDT) is recommended.

【Key words】 Neuroendocrine neoplasms, gastric; Classification; Surgical treatment
Fund program: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2021A1515011327)

表1 2019年第5版世界卫生组织胃肠胰神经内分泌肿瘤

分级标准［2］

分类

神经内分泌瘤

（NET）
G1级NET
G2级NET
G3级NET

神经内分泌癌

（NEC）
SCNEC
LCNEC
MiNEN

分化程度

高分化

高分化

高分化

低分化

低分化

高或低分化

分级

低级别

中级别

高级别

高级别

高级别

不一

核分裂象

（个/2 mm2）

<2
2~20
>20

>20
>20
不一

Ki⁃67
指数 a

<3%
3%~20%

>20%

>20%
>20%
不一

注：SCNEC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CNEC为大细胞神经内分泌

癌；MiNEN为混合性神经内分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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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胃NEN分型

胃NEN的命名及分级标准与上述WHO消化系

统NEN的命名及分级标准一致，但来自肠嗜铬样细

胞（enterochromaffin⁃like⁃cell，ECL）的胃NET因其生

理病理、发病机制不同，可分为 3个临床亚型：Ⅰ型

ECL细胞NET、Ⅱ型ECL细胞NET及Ⅲ型NET［5⁃6］。

因此，病理医生诊断胃NET时，不仅要根据Ki⁃67指

数和核分裂象给出明确的病理分级（G1/G2/G3级

NET），同时还需要描述肿瘤周围背景胃黏膜是否正

常，是否有萎缩性胃炎或壁细胞增生，以及是否有

神经内分泌细胞系列增生等改变，以指导临床分

型，见表3［3］。

三、胃NEN的外科治疗

1.Ⅰ型胃NET：其在 3种胃NET中发生比例最

高，达80%~90%，多伴长期自身免疫性萎缩性胃炎，

由于长期胃酸分泌缺乏，导致胃壁ECL细胞反应性

增生活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胃壁多发、散在、息肉

样肿瘤，多由长期消化不良行胃镜检查发现。此型

NEN病理多为 G1级，少数G2级，发展相对缓慢。

由于此型NEN通常散在、多发、且大小不一，对

外科治疗造成了较大的困扰。目前相对公认的专

家意见为：（1）对于<1 cm的Ⅰ型胃NET，建议内镜

下切除加定期随访，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主张＜1 cm
的Ⅰ型胃NET单纯内镜随访即可，每12个月复查胃

镜；（2）对于Ⅰ型胃NET，当最大肿瘤≥1 cm时，须行

超声胃镜（EUS）检查，如浸润黏膜肌层或黏膜下层，

固有肌层完整，建议内镜下治疗，切除较大病灶并

定期随访，每 6~12个月复查胃镜；（3）鉴于Ⅰ型胃

NET多为散在多发，内镜切除难以清除所有病灶，

胃内复发常见［7］。因此，对于多发性病灶、内镜切除

后反复复发的患者，可考虑使用长效生长抑素类似

物（somatostatin analog，SSA）治疗，如长效奥曲肽或

兰瑞肽等。多个小样本的研究结果显示：使用 SSA
可减少Ⅰ型胃NET复发［8］。但对于此类患者，SSA
的具体用法和疗程尚缺乏前瞻性、大样本研究数据

证实；（4）Ⅰ型胃 NET 生物学行为较为惰性，转移

率仅为 1%~3%，因此需要外科手术者极少。然而，

对于肿瘤浸润固有肌层（T2）及以上，或伴淋巴结转

移的患者，仍需积极进行外科手术。可根据肿瘤的

大小、数目、最大病灶所在的部位以及是否伴有淋

巴结转移等情况，选择胃局部切除术、胃远端切除

术+淋巴结清扫或全胃切除术+淋巴结清扫等术

式［9⁃11］。

2.Ⅱ型胃NET：Ⅱ型胃NET在 3种胃 NET 中发

生比例最低，为 5%~7%，其主要发病机制为十二指

肠或胰腺（多为胃泌素三角）的胃泌素瘤长期刺激

胃壁，导致高胃酸、高胃泌素背景下ECL细胞增殖

所致。其病理分级多为G1级，少数为G2级，转移率

为10%~30%。对于Ⅱ型胃NET的外科治疗，应在术

前充分评估原发胃泌素瘤和胃NEN的位置、大小、

浸润深度和可切除性，可选择的评估手段包括生长

抑素受体显像、增强CT、MRI、超声胃镜等。

如果胃泌素瘤可以切除，应进行原发胃泌素瘤

及胃NET的切除［12］。根据患者一般情况以及原发

胃泌素瘤的情况（部位或大小）可选择不同的术式，

包括十二指肠局部切除、胰腺局部切除或肿物剜

除、胰腺节段切除、胰十二指肠切除+淋巴结清扫、

表2 G3级神经内分泌瘤（NET）与神经内分泌癌（NEC）的
鉴别［2］

项目

形态分化

增殖活性

基因突变

病程

G3级NET
保持神经内分泌肿瘤

（NEN）的器官样结构

可有小灶性坏死

Ki⁃67指数>20%，但常

<55%，核分裂象极少

>30个/2 mm2

DAXX、ATRX、MEN1

病程长，常有G1或G2级
NET病史

NEC
具有小细胞型NEC（SCNEC）

和大细胞型NEC（LCNEC）
的形态特点，常伴地图样

坏死

Ki⁃67 指数>20%，但常

>55%，核分裂象常

>30个/2 mm2

TP53、RB1、KRAS、BRAF、

APC

进展快，可合并有腺癌/鳞癌

及其他癌成分

表3 胃神经内分泌瘤（NET）3种分型的临床特征[3]

特征

男∶女
相对频率

高胃泌素血症

胃窦G细胞增生

胃酸分泌

背景胃黏膜

ECL细胞增殖

分级

转移率

5年生存率

Ⅰ型 ECL细胞

NET
0.4∶1.0

80%~90%
是

是

低分泌或无分泌

萎缩性胃炎

是

G1（最多）

G2（罕见）

G3（异常病例）
1%~3%
约100%

Ⅱ型 ECL细胞

NET
1.0∶1.0
5%~7%

是

否

高分泌

壁细胞肥大/增生

是

G1（最多）

G2（罕见）

-
10%~30%
60%~90%

Ⅲ型

NET
2.8∶1.0

10%~15%
否

否

正常分泌

无特异性变化

否

G1（罕见）

G2（最多）

G3（罕见）
50%
<50%

注：ECL为肠嗜铬样细胞；“-”示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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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体尾切除+脾切除+淋巴结清扫等；而对于胃

NEN，同样应基于肿物的大小、浸润深度及有无淋

巴结转移选择内镜下切除、胃局部切除和部分切

除±淋巴结清扫等；由于Ⅱ型胃NET在内镜下多表

现为多发息肉样病灶，因此在原发胃泌素瘤切除以

后，胃内病灶常会好转或萎缩。此外，由于Ⅱ型胃

NET少见，且胃泌素瘤往往与多发性内分泌腺瘤 1
型（multiple endocrine neoplasia type 1，MEN⁃1）相关，

患者可能伴发甲状旁腺、垂体、肾上腺等病变，建议

对该类患者进行充分多学科讨论以明确治疗方

案［13⁃14］。

3.Ⅲ型胃 NET：占胃 NET 的 10%~15%，无基础

胃黏膜病变，胃酸分泌及胃泌素均正常，病理分级

多为G2级，胃镜下多为单发隆起性或溃疡性病变，

转移率约50%。对于Ⅲ型胃NET的外科治疗，同样

应于术前充分评估肿瘤大小、部位、浸润深度、有无淋

巴结转移及远处转移情况。对于肿瘤<1 cm、G1级、

浸润深度未超过固有肌层（T2），可考虑行内镜下切

除［15］；而对于肿瘤>1 cm、G2或G3级、浸润深度超过

T2以上、伴有淋巴结转移的肿瘤，应行根治性切除+
淋巴结清扫术［12］。

4.胃NEC：目前，胃NEC发病机制未明，常因上

腹痛、腹胀、反酸和嗳气等非特异性临床表现行胃

镜发现，其生物学行为恶性程度高，肿瘤进展迅速。

鉴于此，对于术前未发现明显远处转移的患者，经

充分肿瘤评估后应积极行外科手术治疗。关于手

术切除范围及淋巴结清扫范围可参照胃腺癌标准

（如远端胃大部切除+D2淋巴结清扫、全胃切除+D2
淋巴结清扫等），要求手术清扫淋巴结数目≥15枚以

确保清扫范围及精确分期［16］。而对于局部进展期

胃NEC，能否行围手术期治疗（如新辅助化疗或新

辅助放化疗）以充分降期及提高根治性切除率，尚

未见文献报道。

5.转移性胃NEN：如上所述，胃NEN的生物学

行为各异，从惰性生长到高侵袭性生长。目前，尚

无大型随机对照研究比较系统治疗与姑息手术对

于转移性胃NEN的生存获益，现有的治疗原则主要

依赖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如大小、部位、侵犯范围、

增殖指数等）。因此，对于转移性胃NEN的外科治

疗，应充分考虑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原发灶及转移

灶的范围及可切除性、功能性等，建议在充分的多

学科讨论基础上进行。

原则上，针对功能性胃NEN（如胃泌素瘤），基

于控制激素分泌及潜在生存获益，根治性切除及姑

息性减瘤手术均可作为选择方案；而针对无功能性

胃NEN，若通过全身治疗疾病稳定控制 6个月以上

或存在肿瘤相关急症症状（如上消化道大出血、穿

孔、幽门梗阻等）者，可考虑行手术治疗，尤其是可

达90%以上减瘤者；而针对恶性度高的远处转移性

胃NEC患者，如无明确急症情况，不建议行原发灶

及（或）转移灶的局部治疗［10，12，17］。

四、小结

胃NEN的生理病理、发病机制、生物学行为各

异，对于无远处转移的胃NEN，应首选积极的手术

治疗。随着新型外科技术和器械的发展，有经验的

医师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传统的开放手术及内镜下

切除、腹腔镜手术及腹腔镜内镜联合手术、机器人

手术等微创外科技术。值得注意的是，鉴于部分肿

瘤较小、分化良好（如G1级）的胃NEN生物学行为

相对惰性，在注重肿瘤根治性的同时，应强调保留

器官功能。针对分化差的胃NEC，鉴于其较高的肿

瘤恶性度，应严格参照相应部位的腺癌，行根治性

手术及彻底的区域淋巴结清扫。针对伴有远处转

移的胃NEN，在外科治疗原则上，应充分考虑肿瘤

生物学行为（如大小、增殖指数等）、功能性、浸润

深度和远处转移情况等进行综合判断，建立健全多

学科诊疗机制，以期在延长生存的同时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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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胃肠新视野”栏目征稿启事

“胃肠新视野”栏目为本刊特设的视频栏目。视频内容通过“e⁃Surgery伊索云/医路有伴平台”为我刊设置的“专区”呈

现，大家可通过手机进行观看。同时，视频内容的相关文字内容（包括手术方式的介绍、新技术的创新背景、病例介绍、手术

相关并发症的处理要点等）会在相应的杂志上刊登并附二维码。诚挚欢迎各位同道积极投稿，具体投稿要求如下。

1. 内容：主要为手术视频，侧重展示胃肠新技术、新术式以及术中并发症的处理等；并附相应的文字介绍（1000 字

左右）。

2. 视频：视频时长不超过 9 min，视频附带解说，大小< 350 MB，格式：MPEG、MOV、MP4、AVI 或 WMV。请注明解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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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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