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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并应用诺曼图构建预测模型。方法 采

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术后病理分期为pT1期原发性早期胃癌患者；（2）临床

病理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进展期胃癌、残胃癌或既往行胃切除术的患者；（2）行新辅助化疗后病

理分期为早期的胃癌患者；（3）其他类型胃肿瘤如淋巴瘤、神经内分泌肿瘤、胃肠间质瘤等；（4）其他

脏器原发性肿瘤胃转移患者。根据以上标准，收集2005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于解放军总医

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行胃癌根治术的1 633例早期胃癌患者作为训练集；按照同样标准，

收集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同一时间段行胃癌根治术的239例早期胃癌患者临床病

理资料作为外部验证集。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式筛选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

素，将多因素分析有意义指标构建诺曼图预测模型，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
和校准曲线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结果 1 633例训练集患者中，平均淋巴结清扫数目20（13~28）枚，

209例（12.8%）出现淋巴结转移。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性别、肿瘤切除范围、肿瘤位置、肿瘤

形态、淋巴结清扫数、脉管浸润、淋巴管癌栓、肿瘤长径、肿瘤分化程度、镜下是否含有印戒细胞以

及肿瘤浸润深度与本组患者淋巴结转移有关（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女性、肿瘤形态

为溃疡型、有脉管浸润和淋巴管癌栓、肿瘤长径≥3 cm、肿瘤浸润深度较深和低分化均为早期胃癌

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绘制ROC曲线结果提示，训练集AUC为 0.818（95%CI：
0.790~0.847），外部验证集AUC为0.765（95%CI：0.688~0.843）。校准曲线显示，诺曼图预测的淋巴

结转移概率与实际情况相符（训练集C⁃index：0.818，外部验证C⁃index：0.765）。结论 训练集女

性、肿瘤形态为溃疡型、有脉管浸润和淋巴管癌栓、肿瘤长径≥3 cm，浸润黏膜下层和低分化者淋

巴结转移危险性高。通过列线图构建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临床预测模型，具有较高诊断价值，可为

临床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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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lymph node metastasis (LNM)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and to use nomogram to construct a prediction model for above LNM.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Inclusion criteria: (1) primary early gastric cancer as stage
pT1 confirmed by postoperative pathology; (2) complete clinicopathological data. Exclusion criteria: (1)
patients with advanced gastric cancer, stump gastric cancer or history of gastrectomy; (2) early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confirmed by pathology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3) other types of gastric
tumors, such as lymphoma, neuroendocrine tumor, stromal tumor, etc.; (4) primary tumors of other
organs with gastric metastasi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riteria, 1633 patients with early gastric cancer
who underwent radical gastrectomy at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of the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First Medical Center from December 2005 to December 2020 were enrolled as training set,
meanwhile 239 patients with early gastric cancer who underwent gastrectomy at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of the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 Fourth Medical Center from Dec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20 were enrolled as external validation set. Risk factors of LNM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were identified by using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A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significant factors screened by multivariate analysis.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UC) was used for assessing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model.
Calibration curve was drawn for external validation. Results Among 1633 patients in training set, the
mean number of retrieved lymph nodes was 20 (13 ⁃ 28), and 209 patients (12.8%) had lymph node
metastasi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resection range, tumor location, tumor morphology,
lymph node clearance, vascular invasion, lymphatic cancer thrombus, tumor length, tumor differentiation,
microscopic presence of signet ring cells and depth of tumor invasion were associated with LNM (all P<
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females, tumor morphology as ulcer type, vascular invasion,
lymphatic cancer thrombus, tumor length≥3 cm, deeper invasion of mucosa, and poor differentiation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LNM in early gastric cancers (all P<0.05).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indicated that AUC of training set was 0.818 (95%CI：0.790⁃0.847) and AUC of external validation
set was 0.765 (95%CI: 0.688⁃0.843). The calibration curve showed that the LNM probability predicted by
nomogram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C ⁃ index: 0.818 in training set and 0.765 in external
validation set). Conclusions Females, tumor morphology as ulcer type, vascular invasion, lymphatic
cancer thrombus, tumor length≥3 cm, deeper invasion of mucosa and poor differentiation a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LNM of early gastric cance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for LNM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has great diagnostic value and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reatment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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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020年全球 185个国家 36种癌症发病和死

亡的最新统计，胃癌是全球第5大最常见的癌症，具

有较高肿瘤相关死亡风险［1］。中国是胃癌高发国

家，其发病率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及死亡率的

第 2位［2］。根据中国胃肠联盟数据统计结果显示，

我国胃癌患者的肿瘤分期主要以进展期为主，占全

部胃癌患者的 80.3%［3］。近年来，随着我国对胃癌

筛查的逐步重视，早期胃癌患者比例逐年增加，预

后相对较好。

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早期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

险因素［4］。2018版中国胃癌诊疗指南指出，早期胃

癌伴淋巴结转移患者，胃切除联合淋巴结清扫术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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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要治疗手段［5］。而对于早期胃癌无淋巴结转移

者，在符合适应证的前提下，可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endoscopic mucosal resection，EMR）或内镜黏膜下

剥离术（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ESD），其

近、远期疗效与传统外科手术相当［6］；并可显著提高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7］。正因如此，对早期胃癌有无

淋巴结转移的预测，是指导临床合理选择手术方式

的重要前提和依据。

尽管目前已有部分研究探讨了早期胃癌淋巴

结转移危险因素及构建了预测模型，然而由于其样

本量、研究指标或入组患者的多样性，尚无明确量

化标准。本研究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医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胃癌专病数据库，筛选华

北地区于本中心就诊并行外科手术治疗的早期胃

癌患者信息，旨在基于大样本基础上评估早期胃癌

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及验证预测模型，为

预测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收集 2005年

12月至 2020年 12月期间，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

学中心普通外科医学部行胃癌根治术、术后病理分

期为早期胃癌的1 633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训练

集；按照同样标准，收集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

普通外科2015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行胃癌

根治术的 239例早期胃癌患者临床病理资料作为

外部验证集。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见表1。本研究获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通过（伦理审批号：S2021⁃533⁃01）。
二、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病例纳入标准：（1）术后病理分期为pT1期原发

性早期胃癌患者；（2）临床病理资料完整。依据第

八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
on Cancer，AJCC）和国际抗癌联盟（Union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Cancer，UICC）指南［8］对胃癌TNM分期的最

新界定标准，从胃癌专病数据库中，查找早期胃癌

患者病理信息。其中 T分期以肿瘤侵犯深度为标

准，最深处为侵及黏膜下层，未累及浅肌层。结合

病理结果，将肿瘤侵犯深度主要分为黏膜上皮及固

有层、黏膜肌层及黏膜下层，其中黏膜上皮及固有

层、黏膜肌层为T1a期，黏膜下层为T1b期。N分期以

淋巴结清扫及转移数目分期，N0表示无淋巴结转

表1 内部验证与外部验证集早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

比较［例（%）］

临床病理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55
≥55

肿瘤位置

胃底贲门

胃体

胃窦幽门

手术切除范围

近端

远端

全胃

肿瘤形态

隆起

平坦

溃疡

弥漫浸润

淋巴结转移

无

有

淋巴结清扫（枚）

<16
≥16

脉管浸润

无

有

神经侵犯

无

有

淋巴癌栓

无

有

肿瘤长径（cm）
<3
≥3

肿瘤分化程度

高

中

低

其他类型

镜下印戒细胞

无

有

浸润深度

黏膜上皮及固有层

黏膜肌层

黏膜下层

训练集
（1633例）

1198（73.4）
435（26.6）

636（38.9）
997（61.0）

346（21.2）
300（18.4）
987（60.4）

363（22.2）
1119（68.5）
151（9.2）

147（9.0）
918（56.2）
560（34.3）

8（0.5）

1424（87.2）
209（12.8）

495（30.3）
1138（69.7）

1507（92.3）
126（7.7）

1622（99.3）
11（0.7）

1596（97.7）
37（2.3）

1228（75.2）
405（24.8）

246（15.1）
772（47.3）
460（28.2）
155（9.5）

1102（67.5）
531（32.5）

345（21.1）
410（25.1）
878（53.8）

外部验证集
（239例）

185（77.4）
54（22.6）

81（33.9）
158（66.1）

37（15.5）
55（23.0）

147（61.5）

48（20.1）
170（71.1）
21（8.8）

23（9.6）
136（56.9）
80（33.5）
0（0.0）

201（84.1）
38（15.9）

59（24.7）
180（75.3）

213（89.1）
26（10.9）

235（98.3）
4（1.7）

230（96.2）
9（3.8）

179（74.9）
60（25.1）

53（22.2）
100（41.8）
66（27.6）
20（8.4）

159（66.5）
80（33.5）

69（28.9）
49（20.5）

121（50.6）

χ2值

1.767

2.255

5.726

0.691

1.318

0.750

3.167

2.796

0.105

1.957

0.010

－1.639

0.087

－1.669

P值

0.184

0.133

0.057

0.708

0.725

0.186

0.075

0.095

2.623

0.162

0.919

0.101

0.768

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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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N1为1~2个胃周淋巴结转移，N2表示3~6枚胃周

淋巴结转移，N3a表示7~15枚胃周淋巴结转移，N3b表

示>15枚胃周淋巴结转移。

排除标准：（1）进展期胃癌、残胃癌或既往行胃

切除术的患者；（2）行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分期为早

期的胃癌患者；（3）其他类型胃肿瘤如淋巴瘤、神经

内分泌肿瘤、胃肠间质瘤等；（4）其他脏器原发性肿

瘤胃转移患者。

三、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临床资料包括患者性别、年龄以及手术情况

（切除范围、淋巴结清扫情况）等。

术后组织病理学指标包括对肿瘤浸润深度、神

经侵犯、脉管侵犯、肿瘤大小、分化程度及是否存在

区域淋巴结转移进行评估。（1）肿瘤部位：上部为食

管胃结合部、贲门和胃底部，中部为胃体部，下部为

胃窦、胃角和幽门部；（2）肿瘤大体形态：包括隆起

型、平坦型（表浅隆起型，表浅平坦型，表浅凹陷型）

和溃疡型（又称凹陷型）以及弥漫浸润型；（3）组织

学分化程度：记录主要分化程度，包括高、中、低分

化及其他类型癌，其中其他类型癌包括印戒细胞

癌、黏液腺癌、淋巴上皮样癌等特殊组织学分型癌；

（4）镜下有无印戒细胞。

四、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6.0、MedCalc（v19.6.3）及 R 语言

（version 3.4.1）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 χ2 检验

来确定分类变量的差异。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确定与淋巴结转移相关的独立危险

因素。

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诺曼图），用

于评估淋巴结转移的个体风险；并通过受试者工作

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ROC）曲线下面积

（area under curve，AUC）和校准曲线对其有效性进

行评价。校准曲线建立在 1 000次 bootstrap方法重

复的基础上，计算比值比（OR）和 95% 置信区间

（CI）。P<0.05定义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淋巴结转移情况

训练集 1633 例患者中，209 例（12.8%）出现

淋巴结转移。其中 pT1N1期 111例，pT1N2期 71例，

pT1N3期27例（pT1N3a期22例，pT1N3b期5例）。

外部验证集 239例患者中，38例（15.9%）出现

淋巴结转移，其中pT1N1期26例，pT1N2期7例，pT1N2
期5例（均为pT1N3a）。

训练集与外部验证集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6）。
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

单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训练 1 633例早

期胃癌患者的性别、肿瘤切除范围、肿瘤位置、肿瘤

形态、淋巴结清扫数比例、脉管浸润、淋巴管癌栓、

肿瘤长径、肿瘤分化程度、是否为印戒细胞癌以及

肿瘤浸润深度与其淋巴结转移有关（均P<0.05）；而

患者的年龄（P=0.316）和有无神经侵犯（P=0.933）则
与之无关。见表2。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纳

入多因素分析中，结果显示，女性、肿瘤形态为溃疡

型、有脉管浸润和淋巴管癌栓、肿瘤长径≥3 cm、浸

润深度在黏膜下层以及低分化均为早期胃癌淋巴

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5）。见表3。
三、预测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根据患者性别、肿瘤形态、有无脉管浸润、有无

淋巴管癌栓、肿瘤长径、肿瘤浸润深度和肿瘤分化

程度计算总评分，通过将每个个体的得分相加，计

算出总分，并将总分投影到较低的总分量表中建立

的预测淋巴结转移发生概率的诺曼图见图1。根据

方程运算结果绘制联合诊断的ROC曲线，训练集的

AUC为 0.818（95%CI：0.790~0.847），外部验证集的

AUC 为 0.765（95%CI：0.688~0.843），提示诺曼图

有较高的联合诊断能力。见图2A和图2B。训练集

C⁃index：0.818，外部验证集C⁃index：0.765，显示诺曼

图预测的淋巴结转移发生概率与实际情况相符。

见图2C和图2D。

讨 论

近年来，随着内镜下 EMR 及 ESD 手术的逐步

普及应用，早期胃癌患者的临床诊治已逐渐由

单纯外科手术向内镜下切除或手术治疗双向选择

的方向发展。早期胃癌内镜下切除相比外科手术

切除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生活质量高，远期

肿瘤学疗效相当［9⁃10］。然而，内镜下切除的主要缺

陷在于无法实现胃周淋巴结清扫，对于存在淋巴

结转移的早期胃癌患者仍需通过外科手术达到肿

瘤根治性切除效果。因此，对早期胃癌淋巴结转

移的有效预测，是指导临床合理选择治疗方式的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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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大样本研究结果显示，早期胃癌淋巴结转

移率为9.8%~16.7%［11⁃13］。本研究训练集1 633例早

期胃癌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为 12.8%，与既往结果

相似。影响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较多，

根据既往研究报道、性别、年龄、肿瘤浸润深度、肿

瘤长径、脉管浸润及淋巴管癌栓，肿瘤分化程度等

指标均与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相关［12，14］。此外，部

分研究证明，术前腹部CT、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指标、

肿瘤学标记物也可预测淋巴结转移［15⁃16］。本研究结

果显示，患者性别、肿瘤形态、有无脉管浸润、有无

淋巴癌栓、肿瘤长径、肿瘤浸润深度和肿瘤分化程

表2 本组1 633例早期胃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

单因素分析结果

临床病理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55
≥55

肿瘤位置

胃底贲门

胃体

胃窦幽门

手术切除范围

近端

远端

全胃

肿瘤形态

隆起

平坦

溃疡

弥漫浸润

淋巴结清扫（枚）

<16
≥16

脉管浸润

无

有

神经侵犯

无

有

淋巴癌栓

无

有

肿瘤长径（cm）
<3
≥3

肿瘤分化程度

高

中

低

其他类型

镜下印戒细胞

无

有

肿瘤浸润深度

黏膜上皮及固有层

黏膜肌层

黏膜下层

例数

1 198
435

636
997

346
300
987

363
1 119

151

147
918
560

8

495
1 138

1 507
126

1 622
11

1 596
37

1 228
405

246
772
460
155

1 102
531

345
410
878

淋巴结转移

（209例）

135（11.3）
74（17.0）

88（13.8）
121（12.1）

17（4.9）
41（13.7）

151（15.3）

20（5.5）
173（15.5）
16（10.6）

24（16.3）
53（5.8）

131（23.4）
1（1/8）

50（10.1）
159（14.0）

154（10.2）
55（43.7）

207（12.8）
2（2/11）

183（11.5）
26（70.3）

119（9.7）
90（22.2）

7（2.8）
96（12.4）
87（18.9）
19（12.3）

122（11.1）
87（16.4）

10（2.9）
21（5.1）

178（20.3）

χ2值

9.430

1.006

25.008

25.040

98.553

4.631

116.448

0.007

112.042

42.855

37.377

9.065

95.902

0.002

0.316

<0.001

<0.001

<0.001

0.031

<0.001

0.933

<0.001

<0.001

<0.001

0.003

<0.001

P值

表3 本组1 633例早期胃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

多因素分析结果

临床病理特征

性别

男

女

手术切除范围

近端

远端

全胃

肿瘤位置

胃底贲门

胃体

胃窦幽门

肿瘤形态

隆起

平坦

溃疡

弥漫浸润

淋巴结清扫（枚）

<16
≥16

脉管浸润

无

有

淋巴管癌栓

无

有

肿瘤长径（cm）
<3
≥3

主要分化程度

高

中

低

其他类型

镜下印戒细胞

无

有

肿瘤浸润深度

黏膜上皮及固有层

黏膜肌层

黏膜下层

回归系数

-0.507

0.198
0.332

-0.936
-0.222

-1.117
0.110

-1.420
0.137

0.935

2.050

0.834

0.945
1.315
1.277

-0.056

0.490
1.618

OR（95% CI）

Ref
1.660（1.151~2.393）

Ref
1.219（0.451~3.295）
1.393（0.668~2.904）

Ref
0.392（0.133~1.154）
0.801（0.478~1.343）

Ref
0.327（0.178~0.601）
1.117（0.629~1.983）
0.242（0.027~2.190）

Ref
1.147（0.776~1.695）

Ref
2.548（1.595~4.072）

Ref
7.766（3.274~18.425）

Ref
2.303（1.617~3.279）

Ref
2.573（1.085~6.103）
3.725（1.496~9.277）
3.584（1.237~10.383）

Ref
0.946（0.604~1.480）

Ref
1.633（0.737~3.616）
5.044（2.525~10.075）

P值

0.007

0.674

0.234

<0.001

0.492

<0.001

<0.001

<0.001

0.035

0.807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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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为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独立预测因子（均P<
0.05），提示早期胃癌患者存在以上因素，应高度警

惕淋巴结转移风险。

列线图是近年来预测模型中较为常用的表示

方式。多项研究显示，应用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影

响因素的列线图，预测 AUC 为 0.803~0.860［11，17⁃18］。

我们依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的列线图直观显示

淋巴结转移风险率，并经 ROC 曲线验证预测能

C2

A2 B2

D2

图1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预测诺曼图

图2 诺曼图预测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校准曲线 2A.诺曼图预测模型内部验证集ROC曲线；2B.应用校准

曲线进行内部验证；2C.诺曼图预测模型外部验证集ROC曲线；2D.应用校准曲线进行外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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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结果表明，训练集AUC为 0.818（95%CI：0.790~
0.847），外部验证集 AUC 为 0.765（95%CI：0.688~
0.843），证明该模型预测淋巴结转移具有较高的准

确性。校准曲线说明，淋巴结转移的预测概率与实

际概率符合较好，可尝试临床推广应用。

肿瘤位置一定程度决定胃癌患者远期预后［19］。

Amini等［20］的研究结果显示，早期胃癌中，贲门癌患

者临床预后较差。对于早期胃癌患者，肿瘤位置是

否影响淋巴结转移风险仍存在争议。Du等［21］研究

结果显示，早期胃贲门癌淋巴结转移风险显著低于

非贲门癌。而Yang等［22］基于 SEER数据库的大样

本研究结果表明，肿瘤位置不是早期胃癌患者淋巴

结转移的预测指标。转移淋巴结分组与肿瘤位置

有一定关系。周潮平等［23］的研究结果显示早期胃

癌淋巴结转移多集中于第3、4和6组淋巴结。王力

等［24］的研究结果表明，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多集中

于第3、7组淋巴结。以上两项研究均提示胃窦胃体

部肿瘤更易转移至特定区域淋巴结。本研究发现，

尽管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位置不是早期胃癌

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P=0.234），但单因素

结果表明，肿瘤位于胃体和胃窦幽门相比贲门胃底

淋巴结转移风险较高。此结果提示，外科医生应重

视肿瘤位置在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中的潜在预测

价值。

淋巴结清扫数目是决定胃癌N分期的重要依

据，也是反映规范化淋巴结清扫及提升患者远期预

后的关键因素［25⁃26］。为适应 pN3b期的需要，第八版

AJCC指南建议，胃癌根治术淋巴结清扫数目应至少

为 16枚［25］。对早期胃癌淋巴结清扫范围，日本胃

癌诊疗指南指出，对于 cT1N0患者可行 D1或 D1+淋
巴结清扫，而对于 cT1N+患者有必要行规范D2淋巴

结清扫［27］。既往研究均表明，淋巴结清扫数目与

患者远期预后呈正相关［28］；甚至对于 pN0的胃癌病

例，淋巴结数目仍可视为反应其术后远期生存的潜

在影响因素［29］。尽管早期胃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率

相对偏低，但如何合理选择适宜的淋巴结清扫范围

及其数目，仍存在争议。Son等［30］的研究结果表明，

对于早期胃癌患者，淋巴结清扫数量不足是一个独

立的预后影响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淋巴结清扫

数目≥16枚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为14.0%，而<16枚

者淋巴结转移率为 1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31）。提示，淋巴结清扫数目是早期胃癌淋巴

结转移的潜在预测因子，即便对于早期胃癌患

者，若其存在高淋巴结转移风险，仍需彻底规范进

行D2淋巴结清扫。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1）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存在一定选择偏倚；（2）入组患者时间跨度大，随着

胃癌综合诊疗模式的不断更新，在手术根治程度、

淋巴结清扫范围及病理报告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

差异；（3）本研究立足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

素分析，其与远期预后是否相关仍需随访结果进一

步证实；（4）由于影像学（术前CT）、特异性肿瘤标记

物、超声内镜报告等术前临床数据部分缺失，无法

纳入本项研究分析。随着我中心规范化胃癌数据

库的建立完善，可尝试纳入更多指标在此基础上提

高预测模型诊断效能［31］。

综上，本研究基于单中心胃癌专病数据库探究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危险因素，结果显示女性、

肿瘤形态、脉管浸润、淋巴管癌栓、肿瘤长径≥3 cm、

肿瘤浸润程度较深和分化程度较差，均为早期胃癌

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此外，通过列线图构

建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临床预测模型，具有较高诊

断价值，可为临床指导治疗方式（手术或内镜切除）

的选择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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