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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是泌尿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尿路上皮癌占

90%以上。根据目前普遍采用的国际抗癌协会 1998 年的

TNM 分期，T1 期膀胱癌是指肿瘤侵犯深度不超过膀胱黏膜

下固有层的膀胱肿瘤。膀胱癌的分级则依据 1973 年 Mostofi
等提出的 G1 ～ G3 系统，G3 表示肿瘤细胞异形性大，分化差，

恶性程度高。T1G3 膀胱癌虽被称为表浅 性 膀 胱 肿 瘤，但

T1G3 膀胱癌进展和病死的危险 10 倍于其他 Ta ～ T1 期肿

瘤［1］。其较为特异的生物学行为和恶性潜能使其成为国内

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就 T1G3 膀胱癌最新诊治情况

作一综述。

1 T1G3 膀胱癌的诊断

1． 1 膀胱镜检查 目前膀胱镜检查仍然是诊断膀胱癌最可

靠的方法。T1G3 膀胱癌的诊断依赖于膀胱镜检查和病变组

织的病理评估。准确的膀胱镜检查非常重要。检查时应注

意: 膀胱缓慢充盈，以避免膀胱快速过度充盈而遗漏原位癌;

膀胱黏膜局限或弥散性充血灶应疑为 Tis，需取活检。近年

发展起来的 5-氨基乙酞丙酸和己氨乙酸丙酸( HAL) 的光动

力学膀胱镜检查，可提高膀胱肿瘤完全切除率和原位癌的诊

断率。Schmidbauer 等［2］报道 HAL 荧光膀胱镜总体阳性检出

率为 97%，而普通膀胱镜为 78%。
1． 2 分期、分级诊断 目前，膀胱癌的分期被认为是影响患

者预后的最重要因素。如何准确的分期分级将对 T1G3 膀胱

癌治疗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Van Der Meijden 等［3］在一

项多中心研究中发现，有 50% 的初诊 T1G3 膀胱癌病例最终

会改变诊断，10%将累及肌层; 在低于 T2 期而行膀胱全切术

的病例中有 34% ～ 62% 分期过低。提高膀胱癌诊断准确率

的方法包括: ( 1) 活检或切除的病理标本必须包含膀胱肌层

以获得准确的病理分期。( 2) 术前尿细胞学阳性或活检病理

诊断为高分级高分期肿瘤，应行膀胱黏膜及前列腺尿道黏膜

的随机活检，以排除是否存在多发癌灶、原位癌。( 3) 在经尿

道膀 胱 肿 瘤 切 除 ( 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
TURBT) 过程中尽量避免对被检标本的烧灼，以减少人为因

素对病理检查结果的干扰。( 4 ) 怀疑 T1G3 膀胱癌，推荐行

静脉尿路造影术检查。( 5) 推荐二次电切手术。相当一部分

患者二次 TURBT 术后的病理分期高于初次手术的病理分

期。( 6) 不同病理医生对标本可能有不同的分级、分期意见，

应重视病理切片复检，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1． 3 分子分期诊断 T1G3 膀胱癌生物学行为具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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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临床难以准确判断并制定正确的治疗方案。许多机

构开始研究膀胱癌的分子分期系统，试图通过基因及其蛋白

产物的异常变化来预测膀胱移行细胞癌的进展趋势。研

究［4］表明 p53、pRb、p21 /WAF1 等肿瘤分子标志物与膀胱癌

关系密 切，三 者 同 时 表 达 与 T1G3 膀 胱 癌 进 展 显 著 相 关

( P ＜ 0． 01)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与非浸润性膀胱癌进展显著

相关( P = 0． 000 4) ，在预测 T1G3 膀胱癌进展中有 80% 的敏

感性和 93%的特异性。细胞周期调节因子对 T1G3 膀胱癌

的进展性有预测意义，一项多变量分析研究［5］显示，细胞周

期调节因子 cyclin D1、cyclin D3 和 p53 的过表达对膀胱癌的

肿瘤无进展生存率有预测作用，提示其异常表达与膀胱肿瘤

进展及预后密切相关。

2 T1G3 膀胱癌的治疗

对于 T1G3 膀胱肿瘤的治疗，目前国内外文献资料倾向

于 TURBT 术，术后予以卡介苗 ( BCG) 膀 胱 灌 注。但 由 于

T1G3 膀胱癌具有高复发率和浸润进展倾向，导致延期的膀

胱全切后生存率更差，因此有学者提出对 T1G3 膀胱癌行早

期膀胱全切方案。哪一种治疗方案最佳、何时行膀胱全切是

泌尿外科医生所面临的问题，目前尚缺乏随机对照试验资料

对此研究。
2． 1 保留膀胱的治疗方案

2． 1． 1 TURBT 术后即刻膀胱灌注化疗 国外研究［6］显示，

TURBT 术后 即 刻 ( 24 h ) 给 予 30 mg 丝 裂 霉 素 ( MMC ) 或

50 mg 阿霉素灌注化疗，2 年内复发率降低约 50%，5 年内复

发率降低≥15%。Sylvester 等［7］采用 Meta 方法，分析 7 项随

机对照研究的1 470 例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 Ta、T1) 病例，于

TURBT 术后预防性灌注化疗，肿瘤复发率降低 39%。目前

国内外较常用的膀胱灌注化疗药物有阿柔比星、MMC、吡柔

比星、羟喜树碱等。化疗药物过敏、膀胱切除过深或膀胱穿

孔等是 TURBT 术后即刻灌注化疗的禁忌。
2． 1． 2 膀胱肿瘤二次电切的选择 Herr［8］认为对于所有新

诊断的 T1G3 膀胱肿瘤，强烈推荐 TURBT 后 4 ～ 6 周二次电

切。( 1) 二次电切标本能提供更准确的肿瘤分期。首次电切

标本肌层缺如时降低肿瘤分期的可能性更高。即使在初次

电切标本含有肌层的情况下，二次电切标本发现 T2 期肿瘤

高达 10%。( 2) 二次电切能够检测并清除残留肿瘤。至少

27%初次电切病例的膀胱中藏匿有残余肿瘤( 报道最高残留

率达 62% ) 。Divrik 等［9］ 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研究，采用

TURBT + MMC 治疗 T1 期膀胱肿瘤( 11% T1G3) ，3 年后发现

无进展生存率( PFS) 为 37%，并且二次电切 3 年后无复发生

存率为 69%。( 3) 二次电切的结果有助于膀胱肿瘤预后判

断。二次电切标本发现残留 T1 期肿瘤预示着未来肌层浸润

的可能，提示应及早膀胱全切。
2． 1． 3 BCG 在保留膀胱治疗方案中的作用 膀胱内灌注治

疗的目的主要是预防肿瘤复发和进展。BCG 是膀胱癌灌注

治疗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在美国更是作为 T1G3 膀胱癌首选

灌注药物。单纯 TURBT 治疗 T1G3 膀胱癌，10 年复发率为

74%，进展率为 32． 5%，10 年生存率为 50%［10］。而 BCG 辅

助治疗能明显改善治疗效果，与单纯 TURBT 相比能显著降

低复发率。一项大型研究［11］表明，与对照组相比，BCG 维持

灌注治疗膀胱癌能降低进展率 27% ( P = 0． 001) 。一项专门

评估用 BCG 灌注预防 T1G3 膀胱癌进展的研究［12］指出，在

85 个 月 的 随 访 中，62． 7% ( 32 /51 ) 保 持 无 进 展，17． 6%
( 9 /51) 进展，15． 7% ( 8 /51 ) 死于其他疾病，3． 9% ( 2 /51 ) 失

访。
BCG 诱导治疗: 标准方案采用 6 周灌注诱导免疫应答。

BCG 在膀胱肿瘤灌注治疗的效果得到国内外公认，能够降低

肿瘤复发和进展率，并提高肿瘤特异性生存率和总生存率。
Cookson 等［13］报道86 例高级别膀胱肿瘤［44% pT1，81% 原

位癌的 BCG 诱导治疗( 未行维持治疗) ，平均随访 184 个月，

5 年进展率为 31%。Shelley 等［14］在 2008 年更新了 Cochrane

系统评价 TURBT 加 BGG 辅助灌注治疗膀胱癌的治疗效果，

在 6 项随机对照研究的 585 位膀胱肿瘤患者中，TURBT 加

BCG 辅助治疗后的 1 年复发率为 26%，单纯 TURBT 治疗 1
年复发率为 51%。Sylvester 等［15］采用 Meta 分析证实了 BCG

的效果，在 24 项随机对照研究的 4 863 例膀胱癌患者中，接

受 BCG 治疗的进展率为 9． 8%，对照组为 13． 8%，相对进展

风险降低了 27%。
BCG 维持灌注: 多组资料证实了 BCG 维持灌注治疗的

作用。Lamm 等［16］对 384 例膀胱癌进行研究，评估了诱导并

维持 BCG 治疗与单纯 BCG 诱导治疗的疗效。其 BCG 维持

灌注方案采用 TURBT 术后第 3 个月及第 6 个月给予 3 周

BCG 灌注治疗，以后每 6 个月 1 次灌注满 3 年。BCG 维持灌

注治疗的 5 年无复发生存率( 60% vs 41%，P ＜ 0． 001 ) 和

PFS( 76% vs 70%，P = 0． 04 ) 都有明显提高。多组 Meta 分

析［17］表明，BCG 维持灌注在预防肿瘤进展方面明显优于单

纯 BCG 诱导治疗。。
2． 1． 4 晚期 BCG 灌注治疗失败后的选择 晚期 BCG 治疗

失败是指膀胱肿瘤对最初 BCG 灌注治疗完全反应后的复

发。6 个月内复发及 BCG 难治状态不在此之 内。Soloway

等［18］建议对复发的 Ta 期和 CIS 予以第二疗程的 BCG 灌注

治疗，而对复发的 T1 期膀胱肿瘤行膀胱全切术。此种选择

方案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Raj 等［19］对 214 例 BCG 灌注

治疗后复发的 T1 期膀胱癌研究发现，采用第二周期 BCG 灌

注治疗，5 年累计肌层浸润率为 71% ( 48% 死于该病) ，膀胱

全切术后 5 年累计肌层浸润率为 28% ( 31% 死于该病) 。由

于低达 6%的成功率，第三周期的 BCG 灌注治疗尚无明确指

征。部分学者报道了 BCG 灌注与干扰素 α 联合治疗的方

案，疗效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我们建议对于 T1 期复发的

膀胱肿瘤应尽早行膀胱全切术。
2． 1． 5 其他腔内灌注治疗方案 膀胱肿瘤腔内灌注化疗药

物较多如 MMC、阿霉素等，其预防肿瘤复发的疗效已得到大

家公认，但 对 膀 胱 肿 瘤 进 展 的 预 防 目 前 仍 有 争 议。对 于

T1G3 膀胱癌腔内灌注治疗，目前尚未见优于 BCG 的灌注药

物报道。( 1) 热化学灌注治疗: 是指将热疗与腔内灌注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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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的一种方法。Witjes 等［20］的多中心研究显示，57 例

膀胱原位癌患者( 其中 40 例为 BCG 灌注治疗失败的患者)

用热化学灌注治疗后，经活检和细胞学检查证实 94%的患者

获得缓解，而不良反应都是轻微短暂的。该研究虽缺乏长期

的随访结果，但预示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2) 电化学灌注治

疗( EMDA) : 是通过膀胱壁和膀胱内容间的电梯度，暂时提

高化疗药物对膀胱上皮屏障穿透率的治疗方法。Di Stasi
等［21］报道了 212 例 T1 期膀胱尿路上皮癌患者( 39% T1G3)

分别接受 BCG 维持灌注和 BCG 诱导、EMDA + MMC 维持灌

注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随访 88 个月，发现 BCG 灌注联合

EMDA + MMC 组的无瘤期明显长于单纯 BCG 灌注组( 21 个

月 /69 个月) ，并且复发率、进展率也都更低( 9． 3% /21． 9%、
41． 9% /57． 9% ) 。
2． 1． 6 放射治疗( RT) 方案 评估 T1G3 膀胱癌单纯放疗或

放疗联合化疗的文献报道较少。Weiss 等［22］评估了 141 例

高危 T1 膀胱癌放疗疗效。其中 84 例 T1G3 膀胱癌完全缓解

率达 89% ( 放疗完成后 6 周二次 TUR 未发现肿瘤残留) 。长

期结果发现对于 T1G3 膀胱癌，10 年进展率为 29%，10 年疾

病特异性生存率( DSS) 为 71%。但他们绝大部分对排尿功

能满意，获得较好的生活质量。在一项大规模的随机对照研

究中，Harland 等［23］比较了 T1G3 膀胱癌 RT 和保守治疗( 包

括观察和 BCG 或 MMC 灌注) 的 RFS、PFS 和总生存期，未见

明显差异。考虑到 RT 治疗的花费、不便及可能带来的损伤

等，得出 RT 不能作为一种常规使用的保留膀胱治疗策略。
2． 2 膀胱全切术 由于高复发率和高进展率，使得部分学

者建议用膀胱全切来治疗 T1G3 肿瘤。( 1) 膀胱全切提供了

最佳治愈机会，文献报道 DSS 达 80% ～ 90%。( 2) 能弥补分

期降低所带来的治疗方案失误。即使是再次电切，降低分期

仍达 13%。英国的一项研究［24］报告显示，T1G3 膀胱癌膀胱

全切后分期提高的病例中，55% 合并多病灶和( 或) 原位癌。
单一病灶不合并原位癌的 17 例膀胱癌行膀胱全切后未检出

pT0 期; ( 3) 膀胱全切术中的淋巴结切除对于肿瘤的诊断和

治疗都有很大帮助。( 4) 避免重复腔内灌注治疗并简化了随

访方案。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膀胱全切术的一些缺点:

( 1) 膀胱全切术围手术期的病死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

1% ～6%和 30%［25］; ( 2) 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包括性功能、胃
肠道功能及排尿功能等。( 3) 由于 TURBT + BCG 灌注治疗

对约 50% T1G3 膀胱癌有效，膀胱全切术对于该部分 T1G3

肿瘤患者属过度治疗。
累计资料得出“三分定律”，即对于 T1G3 膀胱癌，约有

1 /3 将不再复发，1 /3 会延迟膀胱全切，1 /3 最终死于转移。
一系列研究表明延迟膀胱全切会带来更坏的结果。所以对

T1G3 膀胱癌患者行危险分级显得非常重要，包括评估其进

展可能性和局部保守治疗失败可能性，以确定适合早期行膀

胱全切 病 例。Wiesner 等［26］ 研 究 了 非 肌 层 浸 润 性 膀 胱 癌

( 81% T1) ，发现随着 TUR 治疗次数的增加，肿瘤病理结果

发现的肿瘤分期和更高淋巴结阳性率。从而推测，延迟膀胱

全切而采用反复的腔内 TUR 治疗会增加肿瘤进展恶化可

能。Herr 等［27］研究了 307 例高危膀胱癌，其中 90 例于肿瘤

复发后行膀胱全切术，同 TURBT 术后 BCG 诱导治疗 2 年后

行膀 胱 全 切 相 比，2 年 内 行 膀 胱 全 切 的 DSS 是 最 高 的。
Denzinger 等［28］研究了 105 例行膀胱全切伴不良病理特点的

T1G3( ≥2 个病灶，肿瘤 ＞ 3 cm 或伴原位) 膀胱癌患者，54 例

早期行膀胱全切，51 例在 TURBT 术后平均 11． 2 个月行膀胱

全切术，两者的 10 年 CSS 分别是 78% 和 51% ( P ＜ 0． 01 ) 。
Lambert 等［29］回顾分析了 1998 年之前和之后的 T1G3 行膀

胱全切的无瘤生存率和 DSS，发现后者疗效明显差于前者。
他们推断可能是由于 1998 年之后的泌尿学界主张不适当地

延长腔内治疗时间所致。这些研究都提示应分选出具有高

度浸润倾向的 T1G3 膀胱癌尽早行膀胱全切术。
目前国际专家达成共识，依椐是否多灶性、是否伴发

CIS、肿瘤位置( 顶壁或前壁) 、再次分期 T1 期与否，把 T1G3
膀胱癌细分为高危组和低危组。具有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即

可分为高危组，有 2 个或 2 个以上危险因素的 T1G3 建议行

早期膀胱全切。同样地，BCG 抵抗和前列腺尿道受累的患者

也应行早期膀胱全切。肿瘤标志物如 Rb、p53 等对高危浅表

性膀胱癌预后的判断作用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对于计划行

保留膀胱治疗的患者，再次电切和适当的影像学检查是必要

的，以确保准确分期。无上述危险因素的 T1G3 膀胱癌行

BCG 诱导和维持灌注能降低风险和进展率。同时患者应被

告知 30%无进展可能，30%由于进展而须行膀胱全切术。对

于大部分患者，合并原位癌，肿瘤体积较大，多灶性，我们倾

向于采用膀胱全切术。但 BCG 治疗也是合理的，BCG 治疗

后早期复 发 和 进 展 ( ＜ 3 个 月) ，淋 巴 血 管 浸 润，不 能 经

TURBT 完全治疗，T1b 期和组织病理学多样性是从保守治疗

转向膀胱全切的合适指征。
多种多样的治疗和随访方案，使得膀胱癌从诊断到病死

成为美 国 治 疗 费 用 最 贵 的 癌 症，由 1995 年 的 每 人 费 用

57 629 美元升至 2001 年的 187 241 美元，这不仅提醒我们该

肿瘤的顽固性和进展特性，同时提醒我们目前仍不能研制有

效的方法来预防其复发和进展。对进展性 T1G3 膀胱癌而

言，比经济现实更令我们关心的是晚期确诊所带来的更糟糕

预后。5 年生存率由局限于膀胱的 78% 下降到浸润到膀胱

外的 47%，淋巴结阳性患者的生存率会更低。很明显，我们

需要早期挑选出有高度浸润进展倾向的 T1G3 膀胱癌，并早

期治疗。国内外一些医学研究机构正在对尿液肿瘤分子标

志物进行研究，以能够诊断膀胱癌。在不久的将来，T1G3 膀

胱癌分子分型以及细胞周期调节因子、生长因子受体和染色

体改变的检测将能改变这种现状，可望能够从分子水平筛选

出具有高度浸润倾向的 T1G3 膀胱癌。依据肿瘤病理学特

点，尿液肿瘤标志物和分子分型来最终准确决定哪些患者需

要膀胱全切，而哪些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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