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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mall

WCJD|www.wjgnet.com

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SISTs) and identify
factors related to their misdiagnosi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104 patients with pathologically
proved SIS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t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January
2015, with regard to clinical features, tumor
location, tumor size, diagnostic methods, and
risk classification.

RESULTS

Common clinical symptoms included abdominal
mass (67/104, 64.5%),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47/104, 52.8%), and abdominal pain (47/104,
52.8%). The lesions were seen mainly in the
jejunum (45.2%), followed by the ileum (29.8%)
and duodenum (25%). The misdiagnosis rate
was as high as 34.6%, and SISTs were often
misdiagnosed as gynecological tumors (15/36),
digestive tract leiomyomas (6/36) and other
diseases. The misdiagnosis was rela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o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umor
location, tumor size, growth mode, examination
methods and other factors, bu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sex, age of onset, risk classification, or
metastasis.

■背景资料

胃肠道间质瘤
(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IST)是一种胃
肠道的间叶组织
肿瘤, 发病率约
为1/10万. 小肠作
为常见发病部位
之一, 国内外对
小肠间质瘤(small
intestine stromal
tumors, SIST)研究
较少, 尤其在误诊
方面研究更少. 相
关文献表明SIST
发病率逐年上升,
所以探究其误诊
因素以期减少误
诊率有重要意义.

CONCLUSION

SISTs frequently occur in the jejunum, with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nd abdominal mass
being comm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ts
clinical misdiagnosis rate is high. Therefore, for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and abdominal mass that cannot be clearly
diagnosed b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CT and
digestive endoscopy, timely surgical biopsy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examination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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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评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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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SIST的误诊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 国
内外相关研究主
要考虑其发病率
较低导致医师及
患者对该疾病认
识不足等因素, 关
于间质瘤自身临
床特点对误诊的
影响分析较少, 且
影响机制仍需要
大规模的临床随
机研究.

performed to achieve early diagnosis and avoid
misdiagnosis.
© The Author(s) 2016.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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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胃肠道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s,
G I S T)产生于胃肠道壁卡哈尔间质细胞或与
其同源的间叶干细胞, 两者均表达Ⅲ型酪氨
酸激酶受体. 酪氨酸激酶受体c-KIT或相关的
酪氨酸激酶受体的突变导致细胞生长失控和
间质瘤形成[1]. GIST是胃肠道中最常见的间叶

摘要
目的
探讨小肠间质瘤(small intestine stromal
tumors, SIST)的临床特点及误诊因素.

源性肿瘤, 过去多被误诊为平滑肌瘤、平滑肌
肉瘤和神经鞘膜瘤等, 其中小肠间质瘤(small
intestine stromal tumors, SIST)占胃肠道肿瘤的
0.1%-0.3%, 占GIST的20%-30%, 由于其解剖
部位隐匿、早期的临床症状及体征缺乏特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0-01/2015-01收治的104例经病理证实为
SIST患者的临床表现、病变部位、肿瘤大
小、诊断方法、危险度分级等临床资料.

性, 故临床工作中很容易被忽略[2], 目前国内外
对于SIST误诊因素分析的报道较少. 本文拟对
104例SIST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研究SIST的临床特点及误诊的危险因素, 以期
提高对SIST的认识和诊断水平, 从而降低临床

结果

误诊率.

临床常见症状主要包括腹部包块67例
(64.5%)、消化道出血47例(52.8%)、腹痛47
例(52.8%). 病变部位以空肠多见, 占45.2%,
其次是回肠(29.8%)、十二指肠(25.0%). 本
研究中该病误诊率高达34.6%, 极易误诊为
妇科肿瘤(15/36)、消化系平滑肌瘤(6/36)等
疾病, 其误诊与临床表现、肿瘤部位、肿瘤
大小、生长方式、检查方法等因素有关.

SIST是多发于空肠且以腹部包块、消化道
出血等为常见临床表现的胃肠道间质瘤, 其
临床误诊率较高, 故对于彩超、CT及消化内
镜不能明确诊断的反复消化道出血、腹部
包块患者及时行手术活检及免疫组化等检
查, 以便早期诊断, 避免误诊.
马丽娜等通过检
索国内外发表的
相关文献得出
GIST被误诊成的
疾病高达28种, 误
诊原因主要由于
其临床表现缺乏
特异性有关, 临
床表现与肿瘤的
部位、大小、性
质、生长类型等
有关.

© The Author(s) 2016.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010-01/2015-01收治的104例经病理证实为
SIST患者, 其中男50例, 女54例, 发病年龄21-79
岁, 平均年龄为54.9岁±11.0岁, 病程为17 d至
11年, 平均4.7年.
包括性别、发病年龄、肿瘤部位、肿瘤大
小、生长方式、检查方法、是否转移等项目.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统计分析应用SPSS17.0
统计软件, 将纳入患者分成确诊组和误诊组进
行统计描述. 将计量资料用mean±SD描述, 两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 计数资料以例数
(百分比)的形式进行表示, 双向无序联列表检
验方法为χ2检验. 将肿瘤部位、临床表现和生
长方式纳入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评估每个
变量与误诊发生之间的关系. P <0.05为差异具

关键词： 小肠间质瘤； 临床特点； 误诊
核心提要： 小肠间质瘤由于其解剖部位隐匿、早
期的临床症状及体征缺乏特异性, 故临床误诊率
高, 本文主要分析其自身临床特点对临床误诊率
的影响.

WCJD|www.wjgnet.com

1.1 材料 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104例SIST的临床资料,

结论

■相关报道

1 材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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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SIST临床误诊特点 104例患者中共被误诊
36例, 其中被误诊男性为17例, 女性为19例, 男
2016-11-18|Volume 24|Issu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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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创新盘点

影响SIST误诊的单因素分析

确诊

误诊

P值

６８

３６

年龄（岁）

５５．３±１１．９

５４．２±９．０

０．６０４

男

３３（６６．０％）

１７（３４．０％）

０．８９９

肿瘤部位

既往文章多较为
关注SIST的诊
断、治疗及新的
靶向药物的研究,
很少去探究临床
上引起SIST误诊
的原因, 本文着重
分析104例患者的
临床表现、肿瘤
大小、肿瘤生长
类型等多方面与
误诊的关系.

０．００７

十二指肠

２２

４

空肠

３２

１５

回肠

１４

１７

消化道出血

２５

２２

０．０１８

腹部包块

５４

１３

＜０．００１

腹痛

３１

１６

临床症状

生长方式

０．９１１
＜０．００１

腔内型

７

１５

腔外型

３２

６

壁内型

１９

５

腔内腔外肠系膜型

１０

１０

彩超

２４

１５

０．０１３

ＣＴ

２５

６

０．０３６

ＭＲＩ

２７

４

０．２５１

消化系统造影

２２

７

０．７２２

消化内镜

１６

５

０．６１３

检查方式

危险度分级
极低度

０．３２９
６

５

低度

２１

１２

中度

２２

９

高度

１９

１０

肿瘤大小（ｃｍ）

０．０２７

＜５

２８

２１

５－１０

２７

１１

＞１０

１３

４

２４

１２

有无转移

０．６１３

转移

ＳＩＳＴ： 小肠间质瘤．

女误诊比例为1∶1.2. 其中, 被误诊为卵巢肿

为84.6%、33.6%、11.5%、6.7%.

瘤11例、消化系平滑肌瘤6例、神经纤维瘤

2.2 不同临床特点对SIST误诊的影响 根据104

及子宫肌瘤各3例, 肝癌、肠易激综合征、阑

例SIST患者临床资料: 包括性别、发病年龄、

尾炎及胃息肉各2例, 十二指肠恶性肿瘤、腹

肿瘤部位、临床症状、生长方式、检查方

腔软组织肉瘤、宫浆膜下肌瘤、前列腺平滑

式、危险度分级、肿瘤大小、是否转移, 统计

[3]

肌瘤、结肠癌等疾病各1例, 与段绍毅等 研

患者误诊影响因素. 单因素分析显示SIST患者

究结果基本一致. S I S T的最终诊断要依靠组

的临床表现、肿瘤部位、肿瘤大小、生长方

织学及免疫组化指标的联合检测, 部分可能

式、检查方式等因素与其误诊有关(P <0.05);

还需要基因突变检测. 本组在免疫组化方面

性别、发病年龄、危险度分级、有无转移等

主要检测指标CD117阳性率为96.1%和DOG1

因素与其误诊无关(P >0.05, 表1). 其中临床表

阳性率92.3%, 且两者具有高度一致性, 其次

现中的腹部包块及消化道出血, 肿瘤发生部位

CD34、SAM、S-100、Desmin的阳性率分别

是SIST误诊的独立危险因素(表2).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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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要点

SIST患者早期可
无任何症状, 中
晚期症状及体征
多与消化系常见
病、多发病的相
似, 往往难以鉴
别. 对于临床上遇
到腹部包块, 持续
贫血或消化道出
血患者不能明确
诊断时要考虑到
SIST的可能. 同时
对于临床上怀疑
SIST的患者要首
选腹部CT及MRI
检查.

表 2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104例S I S T患者的病例资

影响SIST误诊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

料, 探究其临床特点及导致误诊的因素, 以期
P值

降低SIST的误诊率, 改善其预后.

RR

95%CI

０．００３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SIST患者的临床

空肠

１１．４１６

２．４３０－５０．７５９

０．００１

回肠

４．５４９

１．５１０－５０．５９４

０．０１１

表现、肿瘤部位、肿瘤大小、生长方式、检

８．１０４

２．０９０－２０．５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４３０

０．０５４－０．２４０

０．０１９

１．０５６

－０．８４０－４０．５１２

０．８２２

肿瘤部位

临床表现： 包块
临床表现： 消化
道出血
生长方式

查方式等因素与其误诊有关(P <0.05). SIST患
者早期可无任何症状, 中晚期症状呈多样性,
且症状及体征与消化系常见病、多发病的表
现相似, 往往难以鉴别. 该组病例中出现消化
道出血47例, 误诊22例(46.8%); 腹部包块67例,

ＳＩＳＴ： 小肠间质瘤．

其中误诊13例(19.4%). 以消化道出血为首发症
状或主要症状的患者最易发生误诊. 不同发病
部位误诊率不同, 本组发生在回肠的间质瘤误
诊率明显高于十二指肠部位, 可能与回肠位置
较低, 较接近子宫及卵巢等器官, 且普通的胃
肠镜多不能观察到肿瘤的形态及生长情况有
关, 多误诊成妇科肿瘤, 与周立学等[7,8]研究大
致相符. 肿瘤大小对SIST的误诊也有一定的影

图 1 42岁患者, 女, 空肠间质瘤的超声下呈均匀低回声
改变.

响, 本研究显示瘤体直径越小误诊率越高, 可
能由于早期S I S T患者肿瘤直径较小, 且生长
较为缓慢, 临床工作中容易忽略有关. 随着肿
瘤的进展, 肿瘤体积不断增大, 并出现腹部包
块、腹痛、消化道出血等一系列症状后临床
医师多考虑到SIST的可能, 从而提高诊断率.
本组病例中各种诊断方法的误诊率依次
是彩超(38.5%)、消化系统造影(24.1%)、消化
内镜(23.8%)、CT(19.4%)、MRI(12.9%). 彩超
在诊断SIST上误诊率明显高于其他诊断方法.
彩超下SIST大致呈均匀低回声改变(图1), 但

图 2 66岁患者, 男, 回肠间质瘤的造影下类圆形改变,
黏膜受压改变.

瘤体过小彩超下很难与软组织瘤区别, 瘤体过
大彩超不能探测全貌, 这可能是彩超误诊率高
的重要因素. 造影显示瘤体呈圆形或类圆形改

3 讨论

变(图2), 瘤体区黏膜受压或弧形充盈缺损表

G I S T是近年来随着免疫组化及电镜技术的

现, 对于腔内型患者诊断率较高, 但对于其他

发展而提出的新的病理学概念, 是胃肠道间

生长类型的诊断率低. 内镜下能清晰观察病变

叶组织中多向分化潜能细胞来源的一种肿

的形态及范围(图3), 同时能取组织行病理检测

瘤. 国外报道GIST发病率约1-2/10万, 多发于

以明确诊断, 但普通胃肠镜因消化道检查范围

胃(60%-70%)和小肠(20%-30%), 其次是直肠

有限, 对于部位较深的瘤体无法探及, 故阳性

(10%)和食管(<5%), 原发于网膜、肠系膜、腹

检出率相对较低CT下瘤体成边界清晰、密度

膜后的偶见报道

[4,5]

. 男女发病率基本相似, 发
[6]

大致均匀的低密度影(图4), 且在良恶性肿瘤表

病年龄集中在50-70岁 . 由于SIST由于其发病

现上区别不大, 但增强后良性肿瘤大致成均匀

率较低, 早期患者缺乏典型的症状及体征, 临

性强化, 恶性肿瘤强化不均匀, 可见片状低密

床医师对SIST认识不足, 极易出现误诊及漏诊

度坏死灶或不规则钙化影. MRI下T1WI呈稍

情况, 影响患者预后. 且目前关于肿瘤本身特

低信号, T2WI呈高信号, 增强后大多均匀强化,

征对该病误诊率的影响国内外鲜见报道, 因此

以恶性肿瘤强化较明显. CT和MRI在肿瘤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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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15]. 以往伊马替尼主要用于肿瘤无法切
除、复发、转移的C-kit阳性的患者, 现也用于
肿瘤过大无法切除时的术前治疗后切除以及
中、高危患者的术后辅助治疗[16].
总之, SIST发病率相对较低, 临床医师往
往认识不足, 各种原因导致其误诊率较高. 关
于误诊的预防首先要提高临床医师对本病的
认识、注意积累该病的临床经验. 对于临床上
遇到腹部包块, 持续贫血或消化道出血患者,
图 3

53岁患者, 男, 回肠近空肠段间质瘤的内镜下表现.

要仔细询问病史综合分析病情, 不要仅仅满足
于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 应考虑GIST的可
能, 必要时行穿刺活检或手术病理及免疫组化
检查.

图 4 37岁患者, 男, 空肠间质瘤CT下呈边界清晰、密度
大致均匀的低密度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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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氨酸激酶受体:
由细胞外、跨膜
及细胞内三部分
组成, 细胞外侧与
配体结合, 由此接
受外部信息, 与之
相连的是一段跨
膜结构, 细胞内侧
为酪氨酸激酶活
性区域, 能促进自
身酪氨酸残基的
磷酸化而增强此
酶活性, 再催化细
胞内各种底物蛋
白磷酸化, 激活胞
内蛋白激酶, 从而
将细胞内信息传
递到细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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