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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余磊，赵亚军，宁忠良
安徽省立医院西区 安徽省肿瘤医院胃肠肿瘤外科（合肥 230001）

【摘要】 目的 探讨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相关危险因素，为合理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对安徽
省肿瘤医院腹部肿瘤外科于 2013 年 2 月至 2017 年 11 月期间行胃癌根治术的 148 例早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
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对患者的年龄、性别，肿瘤的大小、位置、大体分型、组织学类型、浸润深度及是否有脉管神
经侵犯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

148 例患者中有 15 例发生淋巴结转移（10.14%），

其中黏膜内癌的淋巴结转移率为 1.43%（1/70），黏膜下层癌的淋巴结转移率为 17.95%（14/78）。单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早期胃癌患者的年龄、肿瘤大体类型、肿瘤大小、肿瘤浸润深度及脉管神经侵犯情况与早期胃癌患者的淋
巴结转移有关（P<0.050）；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浸润深度和脉管神经侵犯是早期胃癌发生淋巴结转移
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0）。结论 肿瘤浸润深度及脉管神经侵犯与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术前正确评
估淋巴结转移情况对治疗方式选择及患者预后至关重要。
【关键词】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治疗方式

Risk factors of lymphatic metastasis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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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risk factors of lymphatic metastasis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in order to discuss
reasonable therapeutic regime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48 patients with early gastric cancer surgically treated in
the AnHui Tumo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3 to November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lymphatic metastasis with the clinico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 with the early gastric cancer was analyzed by
the univariate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Results The lymphatic metastasis was observed in 15 of 148 patients
(10.14%), 1 in 70 (1.43%) the mucosal lesions and 14 in 78 (17.95%) the submucosal le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atients’ age, size of tumor, macroscopic type, invasion depth, and vascular
invasion were related to the lymphatic metastasis in the early gastric cancer (P<0.050),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vasion depth and vascular invasion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the
lymphatic metastasis in the early gastric cancer (P<0.050). Conclusions Invasion depth and vascular invas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lymphatic metastasis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Precise evaluation of lymphatic metastasis before treatment is very
important to patient with early gastric cancer.
【Keywords】 early gastric cancer; lymphatic metastasis; risk factor; therapeutic option

早期胃癌是指在无远处转移病灶的前提下，肿

镜下黏膜下剥离术对早期胃癌的治疗也得到了越

瘤局限于黏膜层或者黏膜下层，不论病灶的大小以

来越广泛的应用，但采用其治疗的前提是肿瘤不伴

[1]

[2]

及是否有淋巴结转移 。国外有研究 报道，早期胃

有淋巴结转移，并且胃周淋巴结是否存在转移是影

癌的 5 年生存率可高达 95% 以上。但我国的早期

响早期胃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旨在探

[3]

胃癌检出率却远远低于日本报道的 60% 。同时，

讨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因素，为根据临床病

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诸如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及内

理特征情况选择更好的治疗方式及评估患者的预
后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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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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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安徽省肿瘤医院腹部肿瘤外科

表 1 早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与淋巴结转移的单因素
分析结果［例（%）］

2013 年 2 月至 2017 年 11 月期间行标准胃癌根治术

临床及病理特点

的 148 例早期胃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 109

性别

例，女 39 例；年龄 29～80 岁，中位年龄 61 岁。黏
膜内癌 70 例，黏膜下层癌 78 例。所有入组病例均
[1]

符合日本胃癌学会提出的早期胃癌定义 并均接受

n

淋巴结转移

男

109

11（10.09）

女

39

4（10.26）

<60 岁

67

11（16.42）

1.2 研究方法

≥60 岁

81

4（4.94）

分析患者的年龄、性别以及肿瘤部位、大体类

肿瘤部位

型、肿瘤大小、组织学类型、浸润深度及脉管神经

胃上区

54

2（3.7）

侵犯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因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胃中区

31

3（9.68）

的操作规范要求肿瘤小于 2 cm ，故肿瘤大小以

胃下区

63

10（15.87）

2 cm 为界；将胃大弯和胃小弯分别进行 3 等分，其

大体类型

连线将胃分为上、中、下三区；肿瘤的大体分型分

隆起型

3

为隆起型、平坦型和凹陷型；组织学类型根据我院

平坦型

61

1（1.64）

凹陷型

84

14（16.67）

≤2 cm

88

3（3.41）

>2 cm

60

12（20.00）

高分化腺癌

35

1（2.86）

中分化腺癌

57

5（8.77）

低分化腺癌

47

8（17.02）

印戒细胞癌

9

1（11.11）

黏膜内

70

1（1.43）

黏膜下

78

14（17.95）

病理报告的肿瘤分化程度划分为高分化、中分化、
低分化及印戒细胞癌；浸润深度分为黏膜层和黏
膜下层。

1.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临床病理因素与淋巴结转移之间的单因素分析采
2
用 χ 检验或 Fisher 检验。按 α=0.050 的标准，将单
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0。

2 结果
2.1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胃癌患者的年龄、
肿瘤大体类型、肿瘤大小、肿瘤浸润深度及脉管神
经侵犯情况与其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0），而患
者的性别、肿瘤部位及组织学类型与其淋巴结转移

P值

0.001

0.977

5.306

0.021

4.737*

0.094

9.107*

0.011

年龄

标准 D2 根治术。

[4]

χ2 值

0（0）

肿瘤大小
10.782

0.001

组织学类型
4.543*

0.170

浸润深度
11.055

0.001

21.706

0.001

脉管神经侵犯
有

9

无

139

5（55.56）
10（7.19）

*：Fisher 精确检验

无关（P>0.050），见表 1。

中可见，黏膜内癌中仅有 1 例发生淋巴结转移，系

2.2 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早期胃癌发生淋巴
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为肿瘤浸润深度和脉管神
经侵犯（P<0.050），见表 2。
2.3 分层分析结果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且结合文献选
择关注度较高的几项进一步进行分层分析。按患

溃疡凹陷型，肿瘤直径<2 cm；黏膜下层癌中有脉

者年龄进一步细化，结果见表 3，从表 3 中可见，经
双变量相关性分析（Pearson 相关系数）结果显示，
随着年龄的上升，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率呈下降趋
势（rs=0.263，P=0.001）。依据浸润深度、肿瘤大小
和脉管神经侵犯进行分层分析，结果见表 4，从表 4

管神经侵犯的病例中肿瘤≤2 cm 者无淋巴结转移，
2

而 >2 cm 者 发 生 淋 巴 结 转 移 者 5 例 （ χ =3.214，
P=0.073），无脉管神经侵犯的病例中肿瘤≤2 cm 者
发生淋巴结转移 2 例，而>2 cm 者发生淋巴结转移
2

者 7 例（χ =3.031，P=0.082）。

3 讨论
3.1 早期胃癌的淋巴结转移情况
早期胃癌是否有淋巴结转移直接影响了患者
的预后并对其治疗方式的选择具有重大意义
文献

[8-10]

[5-7]

。

报道，早期胃癌的淋巴结转移率与肿瘤浸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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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早期胃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临床及病理特点

β值

SE

Wald χ2 值

年龄

1.556

0.676

5.292

肿瘤大体类型

1.362

0.541

6.344

肿瘤大小

0.174

0.205

浸润深度

2.327

1.102

脉管神经侵犯

2.072

0.832

OR 95% CI

P值

4.741

1.259–17.850

0.210

3.612

2.763–11.375

0.621

0.716

1.190

0.796–1.778

0.397

4.457

10.213

1.18–83.33

0.035

6.206

7.942

1.561–40.071

0.013

本研究中发现的年龄因素与早期胃癌淋巴结

表 3 年龄与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年龄

OR 值

转移有关在既往文献报道中并不多见，然而在本研

淋巴结转移［例（%）］

rs 值

P值

2

1（50.00）

0.263

0.001

41～50 岁

28

7（25.00）

51～60 岁

41

3（7.32）

的代谢水平较低、肿瘤生长及浸润速度慢有关

61～70 岁

57

4（7.02）

分层后各年龄段患者数量较少可能也对统计结果

>70 岁

20

0（0）

有影响。研究中 50 岁以下的病例仅占 1/5，这与我

n

<41 岁

究中发现随着早期胃癌患者年龄的增加，其淋巴结
转移率却逐步下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与老年患者
[11]

，

院消化内镜统计的数据相符：50 岁以下门诊消化
内镜数仅占不到 1/6，40 岁以下更不足 1/15，因此，

表 4 不同特征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情况（例）

肿瘤特征

直径≤2 cm 者的
淋巴结转移

直径>2 cm 者的
淋巴结转移

无

无

有

有

后续仍需继续扩大病例数以得出可靠结论，并加强
防癌宣传，建议可适当增加年轻患者行消化内镜检
查的数量，以提高早期胃癌的检出率。
本研究中发现，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与浸润深

黏膜内癌
无脉管神经侵犯

51

1

18

0

度及肿瘤大小有关，黏膜下层癌的淋巴结转移率是

有脉管神经侵犯

0

0

0

0

黏膜内癌的 12.55 倍，这可能是因为黏膜下层具有
丰富的毛细淋巴管，肿瘤侵犯此层后即具备了向周

黏膜下层癌

[15]

无脉管神经侵犯

32

2

28

7

围淋巴结发生转移的条件 ；笔者推测肿瘤的浸润

有脉管神经侵犯

2

0

2

5

深度与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患者的细胞从发
生癌变到确诊的时间长短，肿瘤直径越大、浸润越

深度关系密切，其中黏膜内癌淋巴结转移率为 0～

深则说明患者未接受治疗的时间越长，因此发生淋

7%，黏膜下层癌淋巴结转移率为 10%～25%。本研

巴结转移的机会可能也越大。

究统计安徽省肿瘤医院腹部肿瘤外科 4 余年间早

本研究中发现，肿瘤大体类型中的凹陷型胃癌

期胃癌的病理资料发现，早期胃癌的淋巴结转移率

淋巴结转移率是非凹陷型的 10.17 倍，并且发现凹

为 10.14%，其中黏膜内癌为 1.43%，黏膜下癌为

陷型发生淋巴结转移的病例中大多数都已侵犯至

17.95%，结果与文献

[8-10]

报道基本一致。

3.2 早期胃癌的淋巴结转移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
特征的关系
目前，关于早期胃癌淋巴结转移危险因素的研
究仍未有统一意见。虽然不同中心所得出结果差
异较大，但肿瘤浸润深度对淋巴结转移的影响已有
[12-14]
共识。另也有大宗数据的研究结果
提示，早期
胃癌的淋巴结转移与肿瘤大小、浸润深度、大体类
型、组织学类型、脉管侵犯等相关。本研究中的单
因素分析结果也发现，患者的年龄、肿瘤大小、肿
瘤浸润深度、肿瘤的大体类型及脉管神经侵犯与早
期胃癌淋巴结转移有关，且肿瘤浸润深度及脉管神
经侵犯为其独立危险因素。

黏膜肌层，这使癌细胞不仅更接近黏膜下层，也获
得了通过黏膜肌内毛细血管、淋巴管转移的可能。
因脉管侵犯未找到较为一致的文献支持，且笔
者对这一块研究较浅，目前仍在与我们病理科合作
进行进一步研究，后续进行相关研究。

3.3 早期胃癌治疗方式的选择
目前我国对于早期胃癌的治疗主要是通过内
镜下黏膜切除术、内镜下黏膜下剥离术以及胃癌根
[16-18]
治术 ，且因为条件所限，患者治疗方式的选择与
其首诊科室极为相关，这无形中使一部分有淋巴结
转移的早期胃癌患者丧失了行胃癌根治术清扫淋
[19]
巴结的机会，对生存期的延长影响较大 ，同时又
使很大一部分无淋巴结转移的早期胃癌患者承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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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了不必要的创伤和手术风险 。

214-218.

是否有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早期胃癌手术方式
选择的重要因素，具备上述危险因素越多的早期胃
[21-24]

癌发生淋巴结转移的风险就越高
，如黏膜下层
癌中直径>2 cm 且具有脉管神经侵犯的淋巴结转移
率高达 71.43%。虽然相关因素众多，但意义较大且
术前可以准确判断的只有大体类型、肿瘤大小及浸
润深度，因此术前通过胃镜及超声胃镜进行准确评
估就对早期胃癌患者治疗方式的选择十分重要并
[25-27]

直接影响患者的预后及生存质量 。
日本胃癌学会规定内镜下黏膜切除术仅适用
于黏膜内癌且肿瘤分化良好、肿瘤直径≤2 cm 并无
溃疡病灶形成；内镜下黏膜下剥离术则适用于可
[28]

被整块切除且不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早期胃癌 。基
于本研究，因分化良好的黏膜内癌淋巴结转移率低
（本研究中未见转移），可行胃镜下切除，≤2 cm 者
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2 cm 者可行内镜下黏膜下
剥离术，而伴有溃疡的低分化甚至是印戒细胞癌即
使局限于黏膜内或≤2 cm 也有较高的转移率，建议
行胃癌根治术。黏膜下层癌中直径≤2 cm 或无溃疡
形成者（本研究中未见转移）可行内镜下黏膜下剥
离术，而肿瘤直径>2 cm 或伴溃疡形成则具有较高
的淋巴结转移率，建议行胃癌根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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