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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范围膀胱癌患者每年新发病例已超过 ３０ 余
万例，目前位列人体常见肿瘤的第 ７ 位，肿瘤死亡排位
第 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 从欧美的诊疗指南
以及我国的诊疗指南的制订特点来看，循证医学已被
充分地认识和贯彻。 从临床细微的症状入手，分步骤、
先简后繁、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是循证医学的精髓所
在。 针对肿瘤疾病的诊治原则应当是预防为主，早期
诊断，早期治疗。 早期诊断强调及早进行膀胱镜活检
及术后二次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活检。 早期治疗方案
则采用外科手术切除为主、膀胱灌注以及放化疗为辅
的联合治疗措施。
一、预防问题
膀胱癌的致病原因众多，膀胱癌的发生是复杂、多

因素、多步骤的病理变化过程，既有内在的遗传因素，
又有外在的环境因素。 较为明确的两大致病危险因素
是吸烟和长期接触工业化学产品。 吸烟是目前最为肯
定的膀胱癌致病危险因素，约 ３０％ ～５０％的膀胱癌由
吸烟引起，吸烟可使膀胱癌危险率增加 ２ ～４ 倍，其危
险率与吸烟强度和时间成正比。 另一重要的致病危险
因素为长期接触工业化学产品，职业因素是最早获知
的膀胱癌致病危险因素，约 ２０％的膀胱癌是由职业因
素引起的，包括从事纺织、染料制造、橡胶化学、药物制
剂和杀虫剂生产、油漆、皮革及铝、铁和钢生产。 流行
病学证据表明化学致癌物是膀胱癌的致病因素，尤其
是芳香胺类化合物，如２唱萘胺、４唱氨基联苯，广泛存在于
烟草和各种化学工业中。 烟草代谢产物经尿液排出体
外，尿液中的致癌成分诱导膀胱上皮细胞恶变。
因此要在烟草、工业化学致癌物这些源头因素上

加强预防，防止畸变，减少膀胱癌的发病率。 正常膀胱
上皮细胞恶变开始于细胞 ＤＮＡ 的改变。 目前大多数
膀胱癌病因学研究集中在基因改变。 癌基因及抑癌基
因的研究丰富着该领域的预防以及治疗切入点。
二、膀胱癌的早期诊断
血尿是膀胱癌最常见、最早期的症状，尤其是反复

全程无痛性血尿，可表现为肉眼血尿或镜下血尿。 膀
胱癌患者亦有以尿频、尿急、尿痛即膀胱刺激征和盆腔
疼痛为首发表现，为膀胱癌另一类常见的症状，常与弥

漫性原位癌或浸润性膀胱癌有关，要求积极行诊断性
膀胱镜检查及病理活检。
我们强调，对所有考虑膀胱癌的患者均应及早行

膀胱镜检查及病理活检或诊断性经尿道电切术

（ＴＵＲ）。 对怀疑原位癌、尿脱落细胞学阳性而无明确
黏膜异常者应考虑随机活检。 对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
者根据需要可选择盆腔 ＣＴ／ＭＲＩ、骨扫描等检查确定病
变范围和严重程度。
诊断手段上同时包括体格检查、尿常规检查、超声

检查、尿脱落细胞学检查、静脉肾盂造影（ ＩＶＵ）检查及
胸部 Ｘ线片检查。 尿液肿瘤标记物的检测也是临床上
可选的手段之一。 肿瘤标记物诊断虽然敏感性较高，
但是其特异性却普遍低于尿脱落细胞学检查，特别是
对于分级低的膀胱癌。 采用合理的多种标记物的联合
检测方法，可以优势互补提高敏感性和特异性，也许会
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检测膀胱癌的无创方法，为早期
诊断以及术后随访提供有力的依据。

以上影像学、细胞学以及病理学等综合性手段的
应用，有利于临床的早期诊断，有利于肿瘤的病理分级
以及临床分期，为早期治疗提供充分的证据。
三、膀胱癌的早期治疗
按照膀胱癌的临床分期，膀胱癌的治疗分为非肌

层浸润性膀胱癌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治疗两部分。
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或表浅性膀胱癌占全部膀胱

癌的 ７５％ ～８５％，其中 Ｔａ 占 ７０％、Ｔ１ 占 ２０％、Ｔｉｓ 占
１０％。 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ＴＵＲ唱ＢＴ）是非肌层浸
润膀胱尿路上皮癌的主要治疗手段。 ＴＵＲ唱ＢＴ 有两个
目的：一是切除肉眼可见的全部肿瘤，二是切除组织进
行病理分级和分期。 ＴＵＲ唱ＢＴ 术应将肿瘤完全切除直
至露出正常的膀胱壁肌层。 肿瘤切除后，建议进行基
底部组织活检，便于病理分期和下一步治疗方案的确
定。 有报道证实，Ｔ１ 期膀胱癌术后 ２ ～６ 周后行再次
ＴＵＲ唱ＢＴ，可以降低术后复发概率，达到早期诊断及早
治疗的目的。
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早期腔内药物灌注治疗，

对低危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术后可只进行单
剂即刻膀胱灌注化疗，而无需维持膀胱灌注治疗。 对
中、高危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术后单剂即刻膀
胱灌注化疗后，应进行后续化疗药物或卡介苗（ＢＣＧ）
维持灌注治疗。 对高危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
首选 ＢＣＧ膀胱灌注治疗，且至少维持 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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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的早期积极治疗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于
膀胱灌注治疗无效的非肌层浸润膀胱尿路上皮癌，包
括肿瘤进展、肿瘤多次复发、Ｔｉｓ 期和 Ｔ１Ｇ３ 期肿瘤经
ＴＵＲ唱ＢＴ及膀胱灌注治疗无效等情况，建议立即行根治
性膀胱全切术。 目前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的方式可以分
为开放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两种。 与开放手术相比，腹
腔镜手术具有失血量少、术后疼痛较轻、恢复较快的特
点，近年来机器人辅助的腹腔镜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可
以使手术更精确和迅速，并减少出血量。
对于肌层浸润性膀胱尿路上皮癌首选根治性膀胱

切除术，并同时进行淋巴结清扫。 可根据标本切缘情
况决定是否行尿道切除术。 特殊情况下行保留膀胱的
手术必须经过仔细选择，同时应辅以放疗与化疗，并密
切随访。
四、根治性膀胱全切术的尿流改道问题
泌尿外科医师应与患者充分沟通，取得一致意见

后再决定尿流改道术式，应重视保护肾功能、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 尿流改道术尚无标准治疗方案。 目前有多
种方法可选，包括不可控尿流改道、可控尿流改道、膀
胱重建（ｂｌａｄｄｅ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等。
原位新膀胱术或膀胱重建由于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高，近 １０年内已被很多的治疗中心作为尿流改道的首
选术式。 此术式主要优点是不需要腹壁造口，患者可
以通过腹压或间歇清洁导尿排空尿液。 缺点是夜间尿
失禁和需要间歇性的自我导尿。 原位新膀胱术推荐使
用回肠行原位新膀胱术。 原位新膀胱术术前男性患者
应常规行前列腺尿道组织活检，女性应行膀胱镜活检，
或者术中行冷冻切片检查，术后应定期行尿道镜检和
尿脱落细胞学检查。
可控性尿流改道推荐采用可控贮尿囊。 在无原位

新膀胱术适应证的情况下，可控贮尿囊为一种可选术
式。 可控贮尿囊必须满足肠道去管重建成高容量低压
贮尿囊、抗反流和控尿、能自行插管导尿的原则。

如行不可控性尿流改道术推荐使用回肠膀胱术

（ｂｒｉｃｋ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回肠膀胱术是一种简单、安全、有
效的术式。 主要缺点是需腹壁造口、终身佩戴集尿袋。

五、化疗和放疗主要作为膀胱癌的辅助性治疗
全身化疗是转移性膀胱癌的标准治疗。 化疗应选

择含铂类的联合化疗方案，ＭＶＡＣ方案和 ＧＣ方案为一
线化疗方案。 化疗或放疗可作为根治性手术的选择性
替代方式，但疗效次于根治性手术。 联合放化疗有可
能提高保留膀胱的可能性，但应密切随访。
六、膀胱癌的随访
膀胱癌患者治疗后随访的目的是尽早发现局部复

发和远处转移，如果有适应证且有可能，应及早开始补

救治疗。 膀胱癌的随访方案应该由预后评估和所采取
的治疗方式（如 ＴＵＲ唱ＢＴ、膀胱切除术、尿流改道方式
等）来决定。
在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随访中，膀胱镜检查目

前仍然是金标准，泌尿外科医师应该尽可能地帮助患
者克服恐惧心理而接受膀胱镜检查。 同时一旦发现异
常则应该行病理活检。 超声、尿脱落细胞学以及 ＩＶＵ
等检查在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随访中亦有一定价

值，但均不能完全代替膀胱镜检的地位和作用。
所有的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都必须在术后 ３

个月接受第一次膀胱镜检查，但是如果手术切除不完
整、创伤部位有种植或者肿瘤发展迅速则需要适当提
前。 以后的随访应根据肿瘤的复发与进展的危险程度
决定。 一旦患者出现复发，则治疗后的随访方案必须
重新开始。
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患者应该进行终身随访。 随

访间隔：ｐＴ１期每年一次，ｐＴ２ 期每 ６ 个月一次，ｐＴ３ 期
每 ３ 个月一次。 随访内容应包括体格检查、血液生化
检查、胸部 Ｘ线片检查和超声检查（包括肝、肾、腹膜后
等）。 对于 ｐＴ３期肿瘤患者可选择每半年进行一次盆
腔 ＣＴ检查。 可选择上尿路影像学检查以排除输尿管
狭窄和上尿路肿瘤的存在。 尿流改道术后患者的随访
主要围绕手术相关并发症、代谢并发症、泌尿道感染以
及继发性肿瘤等几方面进行。

七、膀胱非尿路上皮癌的诊断与治疗
非尿路上皮细胞癌在膀胱恶性肿瘤中的比例较

少，但一旦确诊，往往治疗效果欠佳。 膀胱非尿路上皮
细胞癌包括鳞状细胞癌、腺癌、小细胞癌以及混合细胞
癌。 膀胱非尿路上皮癌的治疗原则是选择根治性膀胱
切除术。 高分级、高分期的膀胱鳞状细胞癌术前放疗
可改善预后。 膀胱脐尿管腺癌可选择扩大性膀胱部分
切除术，非脐尿管腺癌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后可选择辅
助放疗或（和）化疗。 病理分期为 Ｔ３、Ｔ４期膀胱小细胞
癌可选择术后辅助化疗。
由于膀胱癌的生物学行为的异质性及不可预测

性，临床诊治较为棘手。 目前国际上强调早期诊断，早
期行 ＴＵＲ唱ＢＴ联合膀胱灌注治疗，防止非肌层浸润性膀
胱癌的肿瘤进展与复发，保留膀胱，长期膀胱镜随访，
提高生活质量。 对于进展期尿路上皮膀胱癌，肌层浸
润性尿路上皮膀胱癌以及非上皮细胞膀胱癌，主张积
极行腹腔镜下的根治性膀胱全切术以及原位新膀胱

术，结合新辅助化疗或放疗，达到根除治愈的目的。 同
时术后的密切随访至关重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唱１０唱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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