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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胸腺肿瘤是胸部肿瘤相对罕见的一种肿瘤类型，世界卫生组织病理学分类将其划分为

胸腺上皮肿瘤，包括胸腺瘤和胸腺癌。 中国胸腺肿瘤的发病率约为 ４．０９ ／ １００ 万，略高于欧美国家。
对于可手术切除的胸腺上皮肿瘤优先推荐手术完全切除，术后或辅助以放化疗。 而晚期不可切除的

胸腺上皮肿瘤，治疗方式以放化疗为主，但是缺乏标准的一、二线治疗方案。 近年来，靶向治疗药物和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胸腺上皮肿瘤中展现出了一定的治疗前景。 目前，中国胸腺上皮肿瘤的诊疗尚

无指南发布，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根据国内外胸腺上皮肿瘤的研究进展进行认

真分析和讨论，对胸腺上皮肿瘤的诊断、治疗和预后等方面进行总结，制定中国胸腺上皮肿瘤临床诊

疗指南（２０２１ 版），以供临床医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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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腺肿瘤是相对罕见的一类肿瘤，通常位于前

纵隔，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病理学分类将其划分为胸腺上皮肿瘤，其发

病率为 １．３ ～ ３．２ ／ １００ 万［１］。 ２０１９ 中国肿瘤登记年

报中，上报 ２０１６ 年肿瘤数据登记处为 ６８２ 个，质量

控制后共纳入 ４８７ 个肿瘤登记处，覆盖人口 ３．８ 亿，
年报显示，筛选胸腺恶性肿瘤（国际疾病分类 ＩＣＤ１０
编码为 Ｃ３７）的新发病例为 １ ５６２ 例，发病率约为

４．０９ ／ １００ 万，标化发病率（Ｓｅｇｉ′ｓ 世界标准人口）为

２．７３ ／ １００ 万，高于欧美国家［２］。 基于美国监测、流
行病学和最终结果数据库，北美的胸腺肿瘤发病率

为 ２．１４ ／ １００ 万， 胸腺肿瘤在亚裔人中的发病率

（３．７４ ／ １００ 万）高于高加索族裔 （１． ８９ ／ １００ 万） ［３］。
２０１６ 年中国胸腺上皮肿瘤死亡 ７１０ 例，死亡率

１．８６ ／ １００万，标化发病率（ Ｓｅｇｉ′ｓ 世界标准人口）为

１．２０ ／ １００ 万，２０００ 年始至今发病率呈波动性增高趋

势［２，４］。 根据现有文献报道，很多既往为良性的早

期胸腺肿瘤，术后亦有复发转移可能，因此，恶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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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胸腺瘤的相关术语已不再适宜，目前所有胸腺

肿瘤均已被视作恶性肿瘤［４］。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了 ＷＨＯ 胸

腺上皮肿瘤分类，分类的制定基于国际胸腺肿瘤协

作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ｙｍｉｃ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ＩＴＭＩＧ）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组织的多学科研讨会上对

胸腺肿瘤达成的共识。 胸腺肿瘤属于惰性肿瘤，即
使疾病进展后，部分胸腺瘤患者的生存时间仍较长，
５ 年生存率接近 ９０％。 因此，建议针对胸腺肿瘤开

展较长时间的随访（如 １０ 年），以便更好地了解患

者总生存时间（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Ｓ）和复发状况［５］。
而胸腺癌常伴有远处转移，患者 ５ 年生存率约为

５５％［５］。
一、诊断

（一）诊断的基本原则

１． 临床表现：胸腺肿瘤起病隐匿，当肿瘤体积

较小时，患者常无体感症状；随着肿瘤增大，患者首

发表现为纵隔局部压迫症状，如胸闷、气短、头面部

肿胀感等。 １ ／ ３ 的胸腺瘤患者伴自身免疫性疾病，
最常见的伴发疾病为重症肌无力。 重症肌无力在

ＡＢ 型、Ｂ１ 型和 Ｂ２ 型胸腺瘤中最为常见，多与抗乙

酰胆碱受体抗体有关［６⁃７］。 其他常见伴发疾病包括

纯红再生障碍性贫血 （ ５％） 和低 γ 球蛋白血症

（５％） ［６］。
因此，在最初诊断过程中，可疑诊断为胸腺瘤的

患者应对自身免疫性疾病进行检查评估。 临床诊断

需基于完整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特别是神经系统

检查以及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综合分析后得出。 当

出现自身免疫性疾病并伴有前纵隔肿块时，需考虑

胸腺瘤。 而胸腺癌患者常伴有非特异性局部刺激或

压迫症状［８］，当肿瘤侵及肺和支气管时，患者可出

现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肿瘤压迫交感神经可

引起同侧眼睑下垂、瞳孔缩小、眼球内陷、额部无汗，
出现 Ｈｏｒｎｅｒ 综合征；肿瘤压迫喉返神经可引起声音

嘶哑；当上腔静脉受压时，可引起上腔静脉阻塞综合

征。
２． 鉴别诊断：胸腺肿瘤的诊断需与前纵隔其他

类型肿瘤和非恶性胸腺病变相鉴别。 胸腺上皮肿瘤

是前纵隔肿物的最常见原因，约占前纵隔肿物的

３５％；其次为淋巴瘤（结节硬化型霍奇金淋巴瘤或弥

漫大 Ｂ 细胞型非霍奇金淋巴瘤），约占 ２５％；生殖细

胞肿瘤（畸胎瘤或精原细胞瘤或非精原细胞瘤）约

占 ２０％［９］。
淋巴瘤患者常表现为无痛性淋巴结肿大，伴或

不伴乳酸脱氢酶升高；畸胎瘤影像学上表现为密度

不均匀的肿块，呈脂肪和囊性改变［１０］。 精原细胞瘤

和非精原细胞瘤瘤体较大，精原细胞瘤常伴有血清

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升高，非精原细胞瘤则常伴

有甲胎蛋白升高。 转移癌最常见的为肺癌转移。 区

分胸腺恶性肿瘤与生理性胸腺增生存在一定难度。
应激、损伤、化疗、放疗、抗激素治疗或皮质激素治疗

后可能导致胸腺反应性增生。 胸腺淋巴增生最常见

于重症肌无力患者，但也可见于甲状腺功能亢进、结
缔组织病或血管疾病等患者。

（二）病理诊断

在病理上，胸腺肿瘤被归类为上皮肿瘤，以上皮

细胞和淋巴细胞的结合为特征。 胸腺癌具有恶性细

胞特征，而胸腺瘤在细胞学角度一般被认为是偏良

性病变。
胸腺癌是一种少见的上皮来源恶性肿瘤，较胸

腺瘤更具侵袭性。 胸腺癌占胸腺肿瘤发病率的

１５％左右，胸腺癌患者的发病率和生存时间均明显

低于胸腺瘤患者。 胸腺癌最常见的细胞组织类型为

鳞状细胞癌、淋巴上皮癌和未分化癌。
２０１５ 年 ＷＨＯ 将胸腺上皮肿瘤分为 Ａ 型、ＡＢ

型、Ｂ１ 型、Ｂ２ 型、Ｂ３ 型和 Ｃ 型（即胸腺癌，包括胸腺

神经内分泌癌），分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肿瘤的生

物学行为和预后。 根据肿瘤组织不同亚型的生物学

行为差异，将组织学分型简化为低危组（Ａ 型、ＡＢ
型和 Ｂ１ 型）、高危组（Ｂ２ 型和 Ｂ３ 型）和胸腺癌组（Ｃ
型）３ 个亚型。 不同分组之间的治疗和预后存在一

定差异。 组织病理分型和手术根治性切除是关系到

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三）影像诊断及分期系统

胸腺肿瘤影像学评估的标准检查是对胸部纵隔

和胸膜进行从肺尖到肋膈隐窝的增强 ＣＴ 扫描，ＣＴ
在前纵隔肿物诊断方面与磁共振成像 （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ＭＲＩ）相当或更优，但囊性病变除

外［１１］。 从影像上看，胸腺瘤表现为前上纵隔边界清

楚、有包膜、密度均匀的肿物。 如果肿物有出血、坏
死或囊肿形成，则胸腺瘤在影像上的表现可以是多

样的。
胸腺癌常会出现局部浸润，也可出现区域淋巴

结转移和远处转移。 胸腺癌影像学上表现为大块边

界不清、易引起渗出的前纵隔肿物，常伴有胸腔积液

和心包积液。
胸腺瘤的影像学特征包括低衰减、对称和脂肪

模式，保持胸腺的双锥体形状［１０］。 很难通过 ＣＴ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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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胸腺肿物是否存在侵袭性，但是侵袭性肿物的影

像学特征表现为血管损伤和周围肺组织分界不清。
ＣＴ 诊断不明确者，可采用 ＭＲＩ 评估肿瘤对周围脂

肪的浸润情况。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ＥＴ⁃ＣＴ）不常规推荐用于胸腺肿瘤的评估，虽然 Ｂ３
型胸腺瘤和胸腺癌的摄取值可能偏高，但胸腺增生

也可表现为高代谢活性［１２］。 对于进展期、晚期肿瘤

可以选择 ＰＥＴ⁃ＣＴ 扫描用于评估远处转移情况。
胸腺上皮肿瘤分期依据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系

统［７，１３⁃１４］，且分期与患者的生存有关。 国际肺癌协

会与 ＩＴＭＩＧ 提议胸腺肿瘤在应用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

期系统的同时应采用 ＴＮＭ 分期系统。 胸腺肿瘤的

预后 与 是 否 行 根 治 性 手 术 切 除 密 切 相 关， 故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系统仍作为临床应用的主要分期

方式之一，为指导胸腺恶性肿瘤治疗提供依据。 胸

腺上皮肿瘤 ＷＨＯ 分类及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详见

表 １、２。 胸腺癌亚型包括鳞状细胞癌、基底细胞样

癌、黏液表皮样癌、淋巴上皮瘤样癌、透明细胞癌、肉
瘤样癌、腺癌（乳头状腺癌、具有腺样囊性癌样特征

的胸腺癌、黏液腺癌、腺癌未定型）、睾丸核蛋白中

线癌、未分化癌、其他罕见的胸腺肿瘤（腺鳞癌、肝
样癌和胸腺癌未定型）。

表 １　 胸腺上皮肿瘤世界卫生组织分类

胸腺上皮肿瘤亚型 诊断必备标准 诊断其他标准

Ａ 型
　

异形性不显著的梭形上皮细胞（至少局灶）；整个肿瘤中无或仅有少量未成熟
（ＴｄＴ 阳性）Ｔ 细胞

多角形上皮细胞 ＣＤ２０＋上皮细胞
　

非典型 Ａ 型变体
　

符合 Ａ 型胸腺瘤标准，同时有以下特征：粉刺型肿瘤坏死，有丝分裂计数增加（ ＞４
个细胞 ／ ２ ｍｍ２），核拥挤

多角形上皮细胞 ＣＤ２０＋上皮细胞
　

ＡＢ 型
　

异形性不显著的梭形上皮细胞（至少局灶）：局部或整个肿瘤中有丰富ａ 的未成熟
（ＴｄＴ 阳性）Ｔ 细胞

多角形上皮细胞 ＣＤ２０＋上皮细胞
　

Ｂ１ 型
　

有胸腺样结构，且有以下细胞学特征：有丰富的未成熟 Ｔ 细胞，髓样分化区（髓
岛），少有或未聚集的多角形或树突状上皮细胞（相邻上皮细胞＜３ 个）

Ｈａｓｓａｌｌ 小体，血管周间隙
　

Ｂ２ 型 单个或聚集的多角形或树突状上皮细胞数量较多，混杂着丰富的未成熟 Ｔ 细胞 髓岛，Ｈａｓｓａｌｌ 小体，血管周间隙

Ｂ３ 型
　

成片的多角形、轻度到中度不典型上皮细胞，无或仅有少量细胞间桥，无或混合少
量 ＴｄＴ 阳性 Ｔ 细胞

Ｈａｓｓａｌｌ 小体，血管周间隙
　

ＭＮＴ
　

异形性不显著的梭形或椭圆形上皮细胞结节，周围包绕无上皮细胞的淋巴基质
　

淋巴滤泡，单克隆 Ｂ 细胞和或浆细
胞（少量）

化生性胸腺瘤
　

双相肿瘤：实体区由上皮细胞组成，背景为异形性不显著的梭形细胞，缺乏未成熟
的 Ｔ 细胞

上皮细胞多形性，肌动蛋白、角蛋
白或 ＥＭＡ 阳性梭形细胞

罕见其他ｂ － －

　 　 注：ａ 丰富与少量的界限：丰富指任何区域存在拥挤的未成熟 Ｔ 细胞，或肿瘤中 １０％以上区域有中等数量的未成熟 Ｔ 细胞；　 ＭＮＴ： 伴淋巴

样基质的小结节胸腺瘤；　 ｂ 显微镜下胸腺瘤，硬化性胸腺瘤，脂纤维腺瘤等；　 ＥＭＡ： 上皮膜抗原；　 －为无此项

　 　 二、胸腺上皮肿瘤的综合治疗原则

目前，胸腺上皮肿瘤的治疗主要根据手术可切

除性以及是否完全性切除制定。 在尚未建立完善的

ＴＮＭ 分期治疗原则前，通常采用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

表 ２　 胸腺上皮肿瘤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

描述

Ⅰ期 肉眼和显微镜下未侵犯包膜

Ⅱ期

　 ⅡＡ 期 显微镜下侵犯包膜

　 ⅡＢ 期 肉眼侵犯周围脂肪组织或累及但不穿透纵隔胸
膜或心包

Ⅲ期 肉眼可见的侵犯邻近器官（如心包、大血管、肺）
　 ⅢＡ 期 未侵犯大血管

　 ⅢＢ 期 侵犯大血管

Ⅳ期

　 ⅣＡ 期 胸膜或心包播散

　 ⅣＢ 期 淋巴或血行转移

为依据指导临床治疗。 ＴＮＭ 分期与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存在一定对应关系（表 ３），可结合二者综合考

虑制定治疗策略。

表 ３　 美国癌症联合会胸腺上皮肿瘤 ＴＮＭ 分期对应表

ＴＮＭ 分期 Ｔ 分期 Ｎ 分期 Ｍ 分期
对应的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

Ⅰ期 Ｔ１ａ Ｎ０ Ｍ０ Ⅰ期、ⅡＡ 期、ⅡＢ 期、Ⅲ期
Ｔ１ｂ Ｎ０ Ｍ０

Ⅱ期 Ｔ２ Ｎ０ Ｍ０ Ⅲ期

ⅢＡ 期 Ｔ３ Ｎ０ Ｍ０ Ⅲ期

ⅢＢ 期 Ｔ４ Ｎ０ Ｍ０ Ⅲ期

ⅣＡ 期 任何 Ｔ Ｎ１ Ｍ０ ⅣＡ 期、ⅣＢ 期

任何 Ｔ Ｎ０ Ｍ１ａ

任何 Ｔ Ｎ１ Ｍ１ａ

ⅣＢ 期 任何 Ｔ Ｎ２ Ｍ０ ⅣＢ 期

任何 Ｔ Ｎ２ Ｍ１ａ

任何 Ｔ 任何 Ｎ Ｍ１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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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腺瘤 ＴＮＭ 分期推荐应用 ＡＪＣＣ 第八版。 细

化定义如下：（１）原发肿瘤（Ｔ）：Ｔｘ：原发肿瘤无法评

估；Ｔ０：无原发肿瘤证据；Ｔ１ａ：肿瘤未累及纵隔胸膜；
Ｔ１ｂ：肿瘤直接侵犯纵隔胸膜；Ｔ２：肿瘤直接侵犯部分

或全层心包膜；Ｔ３：肿瘤直接侵犯以下任一部位：肺、
头臂静脉、上腔静脉、膈神经、胸壁或心外肺动静脉；
Ｔ４：肿瘤侵犯以下任一部位：主动脉 （升、弓或降

支）、心包内肺动脉、心肌、气管或食管。 （２）区域淋

巴结（Ｎ）：Ｎｘ：局部淋巴结无法评估；Ｎ０：无局部淋巴

结转移；Ｎ１：胸腺前或周围淋巴结转移；Ｎ２：胸内或

颈深淋巴结转移。 （３）远处转移（Ｍ）：Ｍ０：无胸膜、
心包或远处转移；Ｍ１ａ：单一的胸膜或心包内结节；
Ｍ１ｂ：肺实质内结节或远处器官转移。 病理分期是否

累及某部位须经镜下确认。
（一）胸腺瘤的综合治疗原则

１．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Ⅰ期：手术治疗为首选。 Ⅰ期

胸腺瘤完全性（Ｒ０）切除后不建议行术后辅助治疗，
对于病灶未完全性（Ｒ１）切除者，推荐行术后放疗

（５０～５４ Ｇｙ）；术后病灶明显残留者，放疗剂量参照

根治性放疗。
２．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ⅡＡ 期：手术治疗为首选。 对

于 Ｒ０ 切除者，国际指南推荐可行术后放疗，但相关

的证据尚有争议，可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决定，通常来

说 Ａ 型和 Ｂ１ 型胸腺瘤术后辅助放疗的指征弱于 Ｂ２
型和 Ｂ３ 型。 术后辅助放疗剂量建议为 ４５ ～ ５０ Ｇｙ。
对于 Ｒ１ 切除者，推荐行术后放疗（５４～６０ Ｇｙ）。

３．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ⅡＢ 期：手术治疗为首选。 对

于 Ｒ０ 切除者，国际指南推荐可行术后放疗，但相关

的证据尚有争议，可与患者充分沟通后决定，通常来

说 Ａ 型和 Ｂ１ 型胸腺瘤术后复发风险低于 Ｂ２ 型和

Ｂ３ 型。 术后辅助放疗剂量建议为 ４５～５０ Ｇｙ。 对于

病灶 Ｒ１ 切除患者，推荐进行术后放疗（５４～６０ Ｇｙ）。
４．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Ⅲ～ⅣＡ 期：对于病灶可切除

患者，推荐直接手术治疗；尽管缺乏高级别证据，大
部分资料支持术后给予辅助放疗（４５ ～ ５０ Ｇｙ）。 对

于初始评估无法切除的患者，应先行新辅助化疗

（优选蒽环为基础的方案）、新辅助放疗 （ ４０ ～ ５０
Ｇｙ）或新辅助放化疗，如果经新辅助治疗后肿瘤转

化为可切除病灶，可选择手术治疗。 若术前未行新

辅助放疗，术后应给予辅助放疗（４５～５０ Ｇｙ）。 若病

灶为不完全（Ｒ１～Ｒ２）切除，则给予局部残留区域加

量放疗。 如果病灶经诱导治疗后仍不可切除或 Ｒ２
切除，给予根治性放疗（６０ Ｇｙ）或选择同步放化疗。
对于病灶不可切除者，也可初始选择同步放化疗

（铂类和依托泊苷，６０ Ｇｙ）。
５．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ⅣＢ 期：化疗为主的综合治疗。

如果经化疗后转化为可切除病灶，可考虑手术或放

疗。 如果原发灶和转移灶均可接受根治性放疗，建
议行同步放化疗。 若化疗后有局部残留病灶或者局

部症状较重，可给予引起症状区域病灶的姑息放疗。
（二）胸腺癌的综合治疗原则

１．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Ⅰ期：手术治疗为首选。 病灶

Ｒ０ 切除后可考虑术后辅助放疗（４５～５０ Ｇｙ）；对于病

灶 Ｒ１ 切除的患者，推荐进行术后放疗（５０～５４ Ｇｙ）。
２．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Ⅱ期：手术治疗为首选。 对于

病灶 Ｒ０ 切除的患者，可考虑术后辅助放疗（４５ ～ ５０
Ｇｙ）；对于病灶 Ｒ１ 切除的患者，推荐行术后放疗

（５０～５４ Ｇｙ），可考虑术后辅助化疗。
３．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Ⅲ～ⅣＡ 期：对于病灶可切除

患者，推荐手术治疗，术后给予辅助放疗（４５ ～ ５０
Ｇｙ）及局部区域加量，可考虑术后辅助化疗。 对于

初始评估无法切除患者，应先行新辅助化疗（优选

蒽环为基础的方案）、新辅助放疗（４０ ～ ５０ Ｇｙ）或新

辅助放化疗。 如果经治疗后肿瘤转化为可切除病

灶，再选择手术治疗，若术前未行新辅助放疗，术后

给予辅助放疗（４５ ～ ５０ Ｇｙ）。 对于 Ｒ１ ～ Ｒ２ 切除者，
可考虑给予局部残留区域加量放疗，可考虑术后辅

助化疗（Ｒ０ 或 Ｒ１ 切除）。 如果病灶经诱导治疗后

仍不可切除或为 Ｒ２ 切除者，给予根治性放疗（６０
Ｇｙ）或选择同步放化疗。 对于病灶不可切除的患

者，也可初始选择同步放化疗（铂类和依托泊苷，
６０ Ｇｙ）。

４．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ⅣＢ 期：标准化疗。 若化疗后

有局部残留病灶，或者局部症状较重，可给予引起症

状区域病灶的姑息放疗。
三、胸腺上皮肿瘤的治疗

患者的最佳治疗计划应由胸外科、放疗科、肿瘤

内科、影像科、病理科医师组成的多学科诊疗团队综

合制定。
（一）外科治疗

１． 胸腺瘤（癌）能否行手术完全切除是影响患

者术后复发和生存的重要因素［１５⁃１６］，术前应由具备

胸腺肿瘤手术经验的胸外科医师进行评估。 对于可

手术切除的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Ⅱ期及以上胸腺瘤

（癌）患者的治疗应由多学科团队讨论评估。 若临

床提示为可手术切除的胸腺瘤，为减少胸腺瘤包膜

破坏时导致肿瘤播散种植，应避免行术前组织病理

穿刺活检术。 对于不可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胸腺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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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可通过穿刺活检或开放式活检明确病理类

型，活检时应避免经胸膜入路。
２． 对于可手术切除的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Ⅰ～

ⅢＡ 期胸腺瘤（癌），外科手术为首选治疗。 外科标

准术式推荐胸腺完全切除，包括切除胸腺肿瘤、残存

胸腺和胸腺周围脂肪［１７］。 全部或部分经胸骨正中

切口为胸腺完全切除的首选入路。 对于瘤体偏向一

侧较多且边界清楚、未合并重症肌无力的患者，可选

择胸前外侧切口入路。 胸腺次全切除术（保留部分

胸腺和胸腺旁脂肪组织）为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Ⅰ～
Ⅱ期且不合并重症肌无力的胸腺瘤（癌）患者的可

选择术式［１８］。
３． 应对所有拟行手术的重症肌无力患者进行

症状评估和体格检查，并在手术前进行药物治疗。
完整的胸腺瘤（癌）切除需切除全部肿瘤及其受累

的邻近组织，包括心包、膈神经、胸膜、肺甚至大血

管；但应该尽力避免双侧膈神经切除，以避免术后出

现严重的呼吸衰竭。 对胸腺完整切除时应检查胸膜

表面是否有转移灶，如果可行，建议一并切除胸膜转

移灶。 手术标记应放置在近肿瘤切缘、术后残留病

灶或与肿瘤粘连未切除的正常组织区域，以便术后

行精准放疗定位。 因缺乏长期生存数据，不常规推

荐微创手术，荐微创手术仅作为临床Ⅰ期及部分

Ⅱ期胸腺瘤（癌）患者的可选择术式［１９⁃２２］。
４． 术中保留膈神经不会影响术后生存，但会增

加胸腺瘤（癌）术后局部复发率，尤其对于合并重度

重症肌无力的胸腺肿瘤患者，术前需要对保留膈神

经的手术方式与胸腺完全切除进行衡量［２３⁃ ２４］。 冰

冻病理切片假阴性率较高，不推荐通过术中冰冻病

理取代经验丰富的外科医师来评估胸腺肿瘤术后切

缘的情况［２５］。
５． ＩＴＭＩＧ 建议对所有类型胸腺肿瘤行切除时进

行区域淋巴结切除，并推荐常规清扫前纵隔淋巴结

和颈前区淋巴结［２６］。 对于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分期Ⅲ～
Ⅳ期的胸腺瘤（癌），根据肿瘤所在具体部位，鼓励

对其他胸腔内淋巴结（气管旁、主动脉旁及隆突下）
进行系统淋巴结采样。

６． 胸腺上皮肿瘤合并重症肌无力的手术指征，
主要为病情进展迅速药物治疗不理想的患者，手术

指征包括：（１）年轻，病程短，肌无力严重，药物治疗

不易控制；（２）对药物耐受，调整治疗方案后症状无

明显改善。
（二）放射治疗

１． 胸腺瘤（癌）的放射治疗计划需要由有相关

治疗经验的放疗科医师制定。 明确的放疗指征包括

无法手术切除的胸腺瘤（癌）（包括术前新辅助治疗

后疾病进展）和不完全手术切除后的胸腺瘤（癌），
应行根治性放疗；局部晚期胸腺瘤（癌）术后应行辅助

治疗；晚期胸腺瘤（癌）化疗后可行姑息手术治疗。
２． 放疗科医师需要与外科医师沟通术中发现，

以协助确定目标靶区范围，与病理科医师沟通病灶

组织学形态、侵袭程度（如包膜外浸润程度）和手术

切缘病理情况［２７⁃２８］。
３． 放疗靶区和放疗剂量的确定需要参考术前

影像学检查，放疗剂量和分割方案取决于放疗适应

证和术后肿瘤切除的完整性。 对于不可手术切除病

灶者，放疗剂量应给予 ６０ ～ ７０ Ｇｙ；对于术后肿瘤切

缘阴性者，放疗剂量应给予 ４５ ～ ５０ Ｇｙ；而显微镜下

术后切缘阳性者，放疗剂量应给予 ５４ Ｇｙ；肉眼术后

切缘阳性者，放疗剂量应给予 ６０ ～ ７０ Ｇｙ（等同于不

可切除病灶者的放射剂量）。 术后辅助放疗剂量一

般为 ４０～５０ Ｇｙ，常规放疗分割计划为每次 １．８ ～ ２．０
Ｇｙ，持续 ４～６ 周［２９⁃３０］。 因胸腺瘤一般不会发生区域

淋巴结转移，不推荐扩大野选择性淋巴结照射［３１］。
对于转移性胸腺瘤，由于其平均自然病史相对

较长，根据姑息治疗目标值的高低，可选用姑息剂量

（例如，８ Ｇｙ，分 １ 次完成；２０ Ｇｙ，分 ５ 次完成；３０
Ｇｙ，分 １０ 次完成）至根治性剂量（６０～７０ Ｇｙ，常规分

割），以实现更持久的局部控制。 对于体积有限的转

移灶建议采用高度适形放疗技术，情况允许可行立

体定向放疗。
４． 放疗的肿瘤靶区（ｇｒｏｓｓ ｔｕｍｏ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ＧＴＶ）

应包括所有肉眼可见肿瘤范围，术中放置的放疗标

记应被包括在术后辅助放疗的 ＧＴＶ 中。 术后辅助

放疗的临床靶区应包括整个瘤床、部分切除者包括

切除瘤床和残留胸腺、手术夹标记和所有潜在的残

留病灶部位，并参考患者术前影像资料、手术记录所

见来定义临床靶区。 计划靶区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ＰＴＶ）应该基于临床靶区本身、照射中患者

呼吸及器官的运动和由于日常摆位、治疗中靶位置

和靶体积的变化等因素综合考虑。
５． 推荐基于 ＣＴ 的放疗计划，ＣＴ 扫描应根据肿

瘤位置，常见的前上纵隔肿物可考虑头颈肩网罩固

定，双手置于体侧；若病变头脚跨度广，可采用手臂

上抬置于额部的治疗体位，并用体膜固定。 鼓励对

靶区运动进行模拟，靶区运动应依据美国国立综合

癌症网络指南（非小细胞肺癌）中的放射治疗原则

进行处理。 放疗应采用三维适形放疗技术以减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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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正常组织的损伤（如心脏、肺、食管和脊髓）。
调强 放 疗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ＭＲＴ）可以进一步优化放疗剂量的分布并减少正常

组织的辐射剂量。 有研究显示，与 ＩＭＲＴ 相比，质子

放疗（ｐｒｏｔｏｎ ｂｅａｍ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ＢＴ）可以改善放疗剂量

分布， 从而更好地保护正常器官 （肺、 心脏、 食

管） ［３２］。 此外，ＰＢＴ 在局部控制和不良反应方面均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３３］。 基于此，在某些情况下可考

虑使用 ＰＢＴ［３４］。
（三）内科治疗

１． 化疗：Ⅲ期或Ⅳ期术后完全切除的胸腺瘤和

胸腺癌，不推荐单纯的术后辅助内科化疗，因为此时

术后单纯化疗无证据提示生存获益［３５⁃３６］，单纯化疗

应仅为不可手术切除和不可放疗的转移性（ⅣＢ
期）胸腺瘤的推荐治疗。 因胸腺癌在手术不完全切

除后存在较高的局部和全身复发转移风险，对 Ｒ１
切除的Ⅱ～Ⅳ期胸腺癌患者，术后可考虑辅助化疗，
尤其是术前未经诱导治疗的患者［３７⁃３８］。

对于局部晚期（Ⅲ～ⅣＡ 期）胸腺瘤（癌），如果

根据影像学评估无法手术完全切除，应在活检明确

病理后，先进行诱导化疗，继而根据病灶转归情况决

定后续手术或放疗［３９⁃４１］。 胸腺瘤诱导化疗方案尚

未统一，但现有证据推荐顺铂为基础的联合方案，包
括 ＣＡＰ 方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顺铂）和 ＥＰ 方

案（依托泊苷＋顺铂）。 对于胸腺癌患者，诱导治疗

也可选择依托泊苷和铂类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４２］。
通常，２～４ 个周期诱导化疗后重新进行手术评估，若
病灶可完全切除，推荐进行手术治疗。

对于晚期或转移性（ⅣＢ 期）胸腺瘤（癌），应行

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 此时，化疗的目的是通

过缩小肿瘤缓解肿瘤相关症状，其是否可延长生存

时间目前有待确定。 因缺乏随机对照研究数据，目
前胸腺瘤（癌）的标准化疗方案尚不确定。既往研

究显示，含蒽环类药物及多药联合方案相较含依托

泊苷方案改善了患者的肿瘤缓解率［４３⁃４７］。 ＣＡＰ 方

案可作为胸腺瘤一线化疗的首选方案［４３，４８⁃５１］，胸腺

瘤其他一线治疗方案包括 ＣＡＰ 方案联合泼尼

松［４４］、顺铂＋多柔比星＋长春新碱＋环磷酰胺［４５］、依
托泊苷＋顺铂［４６］和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顺铂［４７］。
胸腺癌一线化疗首选紫杉醇＋卡铂［５２⁃５３］。 胸腺瘤

（癌）的二线化疗方案可选择依托泊苷单药、氟尿嘧

啶＋亚叶酸钙、吉西他滨±卡培他滨、异环磷酰胺、奥
曲肽±泼尼松、单药培美曲塞、单药紫杉醇等［５４⁃６０］。
胸腺上皮肿瘤的一线、二线全身治疗方案详见表 ４。
胸腺上皮肿瘤常用的一线联合化疗方案见表 ５。

表 ４　 胸腺上皮肿瘤内科治疗方案推荐

疾病类型 治疗线数 优选方案 其他方案

胸腺瘤ａ 一线治疗 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顺铂 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顺铂＋泼尼松、顺铂＋多柔比星＋长春新碱＋环磷酰胺、
依托泊苷＋顺铂、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顺铂、紫杉醇＋卡铂

二线或后线治疗 无优选方案推荐 依托泊苷、依维莫司、氟尿嘧啶＋亚叶酸钙、吉西他滨±卡培他滨、异环磷酰
胺、奥曲肽（包括长效奥曲肽）±泼尼松、培美曲塞、紫杉醇

胸腺癌ａ 一线治疗 紫杉醇＋卡铂 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顺铂、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顺铂＋泼尼松、顺铂＋多柔
比星＋长春新碱＋环磷酰胺、依托泊苷＋顺铂、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顺铂

二线或后线治疗 无优选方案推荐 依维莫司、氟尿嘧啶＋亚叶酸钙、吉西他滨±卡培他滨、仑伐替尼、奥曲肽
（包括长效奥曲肽）±泼尼松、紫杉醇、帕博利珠单抗、培美曲塞、舒尼替尼、
依托泊苷ｂ、异环磷酰胺ｂ

　 　 注：ａ 推荐级别均为 ２Ａ 级；　 ｂ 特定情况下可选择

　 　 胸腺瘤二线全身治疗方案包括依托泊苷、依维

莫司、氟尿嘧啶＋四氢叶酸、吉西他滨±卡培他滨、异
环磷酰胺、奥曲肽（包括长效奥曲肽）±强的松（需进

行核医学扫描，以评估奥曲肽高摄取疾病）、培美曲

塞、紫杉醇。 胸腺癌二线全身治疗方案包括依维莫

司、氟尿嘧啶＋四氢叶酸、吉西他滨±卡培他滨、仑伐

替尼（该方案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可能需频繁减

量）、奥曲肽±强的松（需进行核医学扫描，以评估奥

曲肽高摄取疾病）、紫杉醇、帕博利珠单抗、培美曲塞、
舒尼替尼，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在特定情况下有效。

２． 靶向治疗：胸腺瘤（癌）缺乏有效的靶向治疗

药物，循证医学证据有限，其疗效预测标志物及预后

尚不明确。 抗 ＶＥＧＦＲ ／ ＫＩＴ ／ ＰＤＧＦＲ 多靶点口服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舒尼替尼治疗化疗后复发的胸腺瘤

（癌）的Ⅱ期临床研究数据表明，经舒尼替尼治疗的

１６ 例胸腺瘤患者中，１ 例部分缓解（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Ｒ），１２ 例疾病稳定（ｓｔ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Ｄ），３ 例疾病进

展（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Ｄ），客观有效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 ＯＲＲ）为 ６％（１／ １６），疾病控制率（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ａｔｅ， ＤＣＲ）为 ８１％（１３／ １６），中位无进展生存

时间（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 ＰＦＳ ） 为 ８．５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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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胸腺上皮肿瘤常用的一线联合化疗方案ａ

疾病类型 推荐方案 用药方法 用药周期

胸腺瘤 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顺铂ｂ 环磷酰胺 ５０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 天 每 ３ 周 １ 次

多柔比星 ５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 天

顺铂 ５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 天

胸腺癌 卡铂＋紫杉醇ｃ 卡铂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为 ５，静脉滴注，第 １ 天 每 ３ 周 １ 次

紫杉醇 １７５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 天

胸腺癌和胸腺瘤 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顺铂＋泼尼松ｄ 环磷酰胺 ５０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 天 每 ３ 周 １ 次

多柔比星 ２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３ 天

顺铂 ３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３ 天

泼尼松 １００ ｍｇ ／ ｄ，第 １～５ 天

顺铂＋多柔比星＋长春新碱＋环磷酰胺ｄ 顺铂 ５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 天 每 ３ 周 １ 次

多柔比星 ４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 天

长春新碱 ０．６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３ 天

环磷酰胺 ７０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４ 天

依托泊苷＋顺铂ｄ 依托泊苷 １２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３ 天ｅ 每 ３ 周 １ 次

顺铂 ６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 天

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顺铂ｄ 依托泊苷 ７５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４ 天 每 ３ 周 １ 次

异环磷酰胺 １．２ 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４ 天

顺铂 ２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４ 天

　 　 注： ａ若患者无法耐受一线联合治疗，可考虑二线治疗；　 ｂ 胸腺瘤的首选方案，可作为胸腺癌的其他可选方案；　 ｃ 胸腺癌的首选方案，可

作为胸腺瘤的其他可选方案；　 ｄ 胸腺癌和胸腺瘤的其他可选方案；　 ｅ 国内常采用顺铂总剂量为 ７５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分第 １～ ２ 天给药，依托

泊苷 １００ 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第 １～３ 天，每 ３ 周 １ 次

中位 ＯＳ 为 １５．５ 个月，１ 年生存率为 ８６％；而 ２３ 例

胸腺癌患者中 ６ 例 ＰＲ，１５ 例 ＳＤ，２ 例 ＰＤ；ＯＲＲ 为

２６％（６ ／ ２３），ＤＣＲ 为 ９１％（２１ ／ ２３）， 中位 ＰＦＳ 为 ７．２
个月，中位 ＯＳ 数据未达到，１ 年生存率为 ７８％［６１］。
舒尼替尼治疗相关的最常见不良反应为淋巴细胞减

少、疲劳和口腔黏膜炎［６１］。
ｍＴＯＲ 抑制剂依维莫司治疗既往含铂化疗失败

的 ５０ 例胸腺瘤（癌）Ⅱ期临床研究数据表明，在 ４４
例可评价疗效的患者中，１ 例（胸腺癌）完全缓解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Ｒ），５ 例 ＰＲ（３ 例胸腺瘤，２ 例

胸腺癌），３８ 例 ＳＤ（２７ 例胸腺瘤，１１ 例胸腺癌）；
ＤＣＲ 为 ８８％（胸腺瘤 ９３．８％，胸腺癌 ７７．８％），中位

ＰＦＳ 为 １０．１ 个月（胸腺瘤 １６．６ 个月，胸腺癌 ５．６ 个

月），中位 ＯＳ 为 ２５．７ 个月（胸腺瘤数据未达到，胸
腺癌 １４．７ 个月） ［６２］。 依维莫司治疗的最常见不良

反应为胃炎、乏力、黏膜炎和肺炎［６２］。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对胸腺肿瘤尤其是胸

腺瘤具有一定治疗作用。 ２５ 例胸腺瘤患者接受贝

利司他治疗，２ 例 ＰＲ，１７ 例 ＳＤ，５ 例 ＰＤ，１ 例无法评

估疗效，ＯＲＲ 为 ８％，ＤＣＲ 为 ７９％，中位 ＰＦＳ 为 １１．４
个月，至数据报告时，中位 ＯＳ 尚未达到（中位 ＯＳ＞
２９．２ 个月）， １ 年生存率为 ７７％， ２ 年生存率为

６６％［６３］。 而 １６ 例胸腺癌患者中，８ 例 ＳＤ，８ 例 ＰＤ，
ＯＲＲ 为 ０，ＤＣＲ 为 ５０％，中位 ＰＦＳ 为 ２．７ 个月，中位

ＯＳ 为 １２．４ 个月，１ 年生存率为 ５５％，２ 年生存率为

０［６３］。 贝利司他治疗胸腺瘤（癌）的主要不良反应为

ＱＴ 间期延长，注射部位疼痛、淋巴细胞减少等［６３］。
３． 免疫治疗：多项研究表明，胸腺肿瘤上皮细

胞存在较高的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 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Ｌｉｇａｎｄ １， ＰＤ⁃Ｌ１）表达，在胸腺瘤中 ＰＤ⁃Ｌ１ 表

达可达 ２３％ ～ ６８％［６４⁃６６］，提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

序性死亡受体 １（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１， ＰＤ⁃１） ／
ＰＤ⁃Ｌ１ 单抗治疗胸腺瘤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一项

ＰＤ⁃Ｌ１ 单抗 Ａｖｅｌｕｍａｂ 治疗晚期胸腺瘤的Ⅰ期临床

研究结果表明，７ 例复发性晚期胸腺瘤患者中，４ 例

观察到疾病缓解（其中 ２ 例确认 ＰＲ，２ 例为未经确

认的 ＰＲ），２ 例 ＳＤ，１ 例 ＰＤ，ＯＲＲ 为 ５７．１％，缓解持

续时间为 ４～１７ 周，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多为 １～２ 级，
２～４级不良反应主要为免疫系统不良反应［６７］。

一项抗 ＰＤ⁃１ 抗体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含铂化疗

失败后胸腺瘤（癌）的Ⅱ期临床研究表明，７ 例胸腺

瘤患者经治疗后， ２ 例达 ＰＲ， ５ 例 ＳＤ， ＯＲＲ 为

２８．６％，ＤＣＲ 为 １００％，中位 ＰＦＳ 为 ６．１ 个月，中位随

访 １４．９ 个月，胸腺瘤组患者的中位 ＯＳ 尚未达到；而
２６ 例胸腺癌患者经治疗后，５ 例 ＰＲ，１４ 例 ＳＤ，ＯＲＲ
为 １９．２％，ＤＣＲ 为 ７３．１％，中位 ＰＦＳ 为 ６．１ 个月，中
位 ＯＳ 为 １４．５ 个月；３ ～ ４ 级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包括免疫相关性肝炎、心肌炎、甲状腺炎、结肠炎、结
膜炎和肾炎［６８］。 １４ 例 ＰＤ⁃Ｌ１ 高表达（≥５０％）患者

中，５ 例治疗达到了 ＰＲ；而 １０ 例 ＰＤ⁃Ｌ１ 低表达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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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未见 ＰＲ，免疫治疗不良反应与 ＰＤ⁃Ｌ１ 表达状态

无关［６８］。 另一项帕博利珠单抗治疗化疗后进展的

胸腺癌单中心Ⅱ期研究表明，４０ 例可评价疗效的胸

腺癌患者中，１ 例 ＣＲ，８ 例 ＰＲ，２１ 例 ＳＤ，总体 ＯＲＲ
为 ２２．５％；最常见的 ３ ～ ４ 级不良反应为转氨酶升

高，６ 例患者（１５％）出现了严重的自身免疫性不良

反应，其中包括 ２ 例心肌炎［６９］。
总体而言，胸腺瘤（癌）中 ＰＤ⁃Ｌ１ 高表达的患者

接受免疫治疗具有较好疗效，但目前研究结果仅限

于单药免疫治疗，需要开展更多免疫联合治疗的研

究。 此外，需密切关注胸腺瘤（癌）免疫治疗过程中

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尤其存在自身免疫综合

征的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前需衡量获益与治疗的风

险。 ＰＤ⁃Ｌ１ 表达可能是抗 ＰＤ⁃１ ／ ＰＤ⁃Ｌ１ 单抗治疗胸

腺瘤（癌）的疗效预测标志物，未来仍需大样本研究

来证实以及探索其他的疗效预测标志物。
四、随访

１． 术后 ３～４ 个月行胸部 ＣＴ 检查作为基线检查。
２．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Ⅰ期胸腺瘤（癌） Ｒ０ 切除后，

术后前 ２ 年每 ６～１２ 月行 １ 次胸部增强 ＣＴ 检查，随
后每年行 １ 次胸部增强 ＣＴ 检查。

３． Ｍａｓａｏｋａ⁃Ｋｏｇａ Ⅱ～Ⅳ期胸腺瘤（癌）Ｒ０ 切除

后，经规范术后治疗，前 ２ 年每 ６ 个月行 １ 次胸部增

强 ＣＴ 检查，随后每年行 １ 次胸部增强 ＣＴ 检查。
４． 无论分期，胸腺瘤（癌） Ｒ１ 切除或 Ｒ２ 切除

后，经规范术后治疗，前 ２ 年每 ６ 个月行 １ 次胸部增

强 ＣＴ 检查，随后每年行 １ 次胸部增强 ＣＴ 检查。
５． 潜在可切除胸腺瘤（癌） （局部晚期、孤立转

移灶或同侧胸膜转移）经治疗降期、并将原发灶及

转移病灶均手术切除后，经规范术后治疗，前 ２ 年每

６ 个月行 １ 次胸部增强 ＣＴ，随后每年行 １ 次胸部增

强 ＣＴ 检查。
６． 不可切除局部晚期或晚期胸腺瘤（癌），根据

所选治疗方式安排规范随访。
７． 胸腺癌和胸腺瘤术后应分别进行 ５ 年和

１０ 年的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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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Ｙａｎｏ Ｍ， Ｓａｓａｋｉ Ｈ， Ｍｏｒｉｙａｍａ Ｓ，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ｒｅｎ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ｂｙ ｓｔａｇｅ Ⅲ ｔｈｙｍｏｍａ［Ｊ］ ．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０，
８９（５）：１６１２⁃１６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２０１０．０１．０５７．

［２４］ Ｈａｍｄｉ Ｓ， Ｍｅｒｃｉｅｒ Ｏ， Ｆａｄｅｌ Ｅ， ｅｔ ａｌ． Ｉｓ ｓａｃ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ｒｅｎ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 ［Ｊ］． Ｅｕｒ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４， ４５（５）：ｅ１５１⁃ｅ１５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 ｅｊｃｔｓ ／ ｅｚｕ０２５．

［２５］ Ｄｅｔｔｅｒｂｅｃｋ ＦＣ， Ｍｏｒａｎ Ｃ， Ｈｕａ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ｙ ｉｓ ｕｐ？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ｏｆ ｔｈｙｍｉｃ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Ｊ］．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１，
６（７ Ｓｕｐｐｌ ３）：Ｓ１７３０⁃Ｓ１７３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ＪＴＯ．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１ｅａ５６７．

［２６］ Ｂｈｏｒａ ＦＹ， Ｃｈｅｎ ＤＪ， Ｄｅｔｔｅｒｂｅｃｋ ＦＣ，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ＴＭＩＧ／ ＩＡＳＬＣ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 ｍａｐ
ｆｏｒ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８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ＮＭ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 ［Ｊ］．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４， ９（９
Ｓｕｐｐｌ ２）：Ｓ８８⁃Ｓ９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ＪＴＯ．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３．

［２７］ Ｇｏｍｅｚ Ｄ， Ｋｏｍａｋｉ Ｒ， Ｙｕ Ｊ，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ｙｍｉｃ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 Ｊ］ ．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１， ６（７ Ｓｕｐｐｌ ３）：Ｓ１７４３⁃Ｓ１７４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ＪＴＯ．
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２１ｅａ６０ｃ．

［２８］ Ｇｏｍｅｚ Ｄ， Ｋｏｍａｋｉ 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ｙｍｉｃ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 ．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０， ５（１０ Ｓｕｐｐｌ ４）：
Ｓ３３６⁃Ｓ３４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ＪＴＯ．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１ｆ２０ｅａ２．

［２９］ Ｍｏｒｎｅｘ Ｆ， Ｒｅｓｂｅｕｔ Ｍ， Ｒｉｃｈａｕｄ Ｐ，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ｔｈｙｍｏｍａ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ｉｃ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９０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ＮＣＬＣＣ 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ｃｅｎｔｒｅｓ ｄｅ ｌｕｔｔｅ ｃｏｎｔｒｅ ｌｅ ｃａｎｃｅｒ［Ｊ］ ． 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
１９９５， ３２（３）：６５１⁃６５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０３６０⁃３０１６（９５）０００７９⁃ｅ．

［３０］ Ｍｙｏｊｉｎ Ｍ， Ｃｈｏｉ ＮＣ， Ｗｒｉｇｈｔ ＣＤ，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ｇｅ Ⅲ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Ｊ］ ． Ｉｎｔ Ｊ Ｒａｄｉａｔ Ｏｎｃｏｌ Ｂｉｏｌ Ｐｈｙｓ，
２０００， ４６（４）：９２７⁃９３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３６０⁃３０１６（９９）００５１４⁃３．

［３１］ Ｒｕｆｆｉｎｉ Ｅ， Ｍａｎｃｕｓｏ Ｍ， Ｏｌｉａｒｏ Ａ，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Ｊ］ ．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 １９９７， １１３（１）：５５⁃６３．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００２２⁃５２２３（９７）７０３９９⁃４．

［３２］ Ｐａｒｉｋｈ ＲＲ， Ｒｈｏｍｅ Ｒ， Ｈｕｇ Ｅ， ｅｔ ａｌ．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ｐｒｏｔｏｎ ｂｅａｍ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 ｄ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ｕｔｅ ｔｏｘｉｃｉｔｉｅｓ［ Ｊ］ ． Ｃｌｉｎ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６， １７（ ５）：３６２⁃
３６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ｌｌｃ．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９．

［３３］ Ｖｏｇｅｌ Ｊ， Ｂｅｒｍａｎ ＡＴ， Ｌｉｎ Ｌ，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ｏｎ
ｂｅａｍ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６， １１８（３）：５０４⁃５０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ｒａｄｏｎｃ．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３．

［３４］ Ｏｍａｓａ Ｍ， Ｄａｔｅ Ｈ， Ｓｏｚｕ Ｔ， 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ｂｕｔ ｎｏｔ ｆｏｒ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ｉｎ ｓｔａｇｅ Ⅱ ａｎｄ
Ⅲ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ｙｍｕ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５， １２１（７）：１００８⁃
１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２ ／ ｃｎｃｒ．２９１６６．

［３５］ Ｒｕｆｆｉｎｉ Ｅ， Ｄｅｔｔｅｒｂｅｃｋ Ｆ， Ｖａｎ Ｒａｅｍｄｏｎｃｋ Ｄ， ｅｔ ａｌ． Ｔｕｍｏｕ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ｙｍｕｓ： ａ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Ｊ］ ． Ｅｕｒ Ｊ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４， ４６（３）：３６１⁃３６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 ／ ｅｊｃｔｓ ／ ｅｚｔ６４９．

［３６］ Ａｔｔａｒａｎ Ｓ，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Ｄ， Ｐｉｌｌｉ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ｆｒｏｍ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ｏｓｔ⁃ｔｈｙｍｅｃｔｏｍｙ？ ［Ｊ］．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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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２， １５（２）：２７３⁃２７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 ｉｃｖｔｓ ／
ｉｖｓ１３３．

［３７］ Ｇｉｒａｒｄ Ｎ， Ｍｏｒｎｅｘ Ｆ， Ｖａｎ Ｈｏｕｔｔｅ Ｐ， ｅｔ ａｌ．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０９， ４
（１）：１１９⁃１２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ＪＴＯ．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１８ｅ１０５ｃ．

［３８］ Ｇｉｒａｒｄ Ｎ， Ｒｕｆｆｉｎｉ Ｅ， Ｍａｒｘ 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ｕｒｓ：
ＥＳＭＯ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Ｊ］ ． Ａｎ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５， ２６（Ｓｕｐｐｌ ５）：ｖ４０⁃ｖ５５．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９３ ／ ａｎｎｏｎｃ ／ ｍｄｖ２７７．

［３９］ Ｋｉｍ ＥＳ， Ｐｕｔｎａｍ ＪＢ， Ｋｏｍａｋｉ Ｒ， 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ｓｅ Ⅱ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ｕｎ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ｈｙｍｏｍａｓ：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Ｊ］ ．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４， ４４ （ ３）： ３６９⁃３７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ｌｕｎｇｃａｎ．２００３．１２．０１０．

［４０］ Ｌｏｅｈｒｅｒ ＰＪ Ｓｒ， Ｃｈｅｎ Ｍ， Ｋｉｍ Ｋ， ｅｔ ａｌ．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ｍｉｄｅ ｐｌｕｓ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ｓｔａｇｅ ｕｎ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ｔｒｉａｌ［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１９９７， １５（９）：３０９３⁃３０９９．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 ＪＣＯ．１９９７．１５．９．３０９３．

［４１］ Ｂｅｒｒｕｔｉ Ａ， Ｂｏｒａｓｉｏ Ｐ， Ｇｅｒｂｉｎｏ Ａ， ｅｔ 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 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ｖｉｎｃｒｉｓｔ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ｍｉｄｅ ｉｎ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ｍｏｍａ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 ． Ｂ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１９９９， ８１（５）：８４１⁃８４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 ／ ｓｊ．ｂｊｃ．６６９０７７３．

［４２］ Ｗｒｉｇｈｔ ＣＤ， Ｃｈｏｉ ＮＣ， Ｗａｉｎ ＪＣ， ｅｔ ａｌ．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ｓａｏｋａ ｓｔａｇｅ Ⅲ ａｎｄ ⅣＡ ｔｈｙｍｉｃ ｔｕｍｏｒｓ［ Ｊ］ ．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０８， ８５（２）：３８５⁃３８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２００７．０８．０５１．

［４３］ Ｌｏｅｈｒｅｒ ＰＪ Ｓｒ， Ｋｉｍ Ｋ， Ａｉｓｎｅｒ ＳＣ， ｅｔ ａｌ．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ｐｌｕｓ
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ｐｌｕｓ ｃｙｃｌ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ｍｉｄｅ ｉｎ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ｔｒｉａｌ．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１９９４， １２
（６）：１１６４⁃１１６８．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 ＪＣＯ．１９９４．１２．６．１１６４．

［４４］ Ｋｉｍ ＥＳ， Ｐｕｔｎａｍ ＪＢ， Ｋｏｍａｋｉ Ｒ， 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ｓｅ Ⅱ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ｕｎｒｅｓｅｃｔａｂｌｅ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ｈｙｍｏｍａｓ： ｆ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Ｊ］ ．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４， ４４ （ ３）： ３６９⁃３７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ｌｕｎｇｃａｎ．２００３．１２．０１０．

［４５］ Ｆｏｒｎａｓｉｅｒｏ Ａ， Ｄａｎｉｅｌｅ Ｏ， Ｇｈｉｏｔｔｏ Ｃ， ｅｔ ａｌ．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 １３⁃ｙｅａ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１９９１， ６８
（１）：３０⁃３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２ ／ １０９７⁃０１４２ （ １９９１０７０１） ６８：１ ＜ ３０：：
ａｉｄ⁃ｃｎｃｒ２８２０６８０１０６＞３．０．ｃｏ；２⁃４．

［４６］ Ｇｉａｃｃｏｎｅ Ｇ， Ａｒｄｉｚｚｏｎｉ Ａ，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Ａ， ｅｔ ａｌ．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ａｎｄ
ｅｔｏｐｏｓｉｄ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ｏｒ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 ｐｈａｓｅⅡ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 Ｊ］．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１９９６， １４（３）：８１４⁃８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ＪＣＯ．１９９６．１４．３．８１４．

［４７］ Ｌｏｅｈｒｅｒ ＰＪ Ｓｒ， Ｊｉｒｏｕｔｅｋ Ｍ， Ａｉｓｎｅｒ Ｓ，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ｔｏｐｏｓｉｄｅ，
ｉｆｏｓｆａｍｉｄｅ， ａｎｄ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ｔｒｉａｌ［ 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１， ９１（１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４８］ Ｍｅｒｖｅｉｌｌｅｕｘ ｄｕ Ｖｉｇｎａｕｘ Ｃ， Ｄａｎｓｉｎ Ｅ， Ｍｈａｎｎａ Ｌ， ｅｔ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ＹＴＨ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 Ｊ ］ ．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３
（１１）：１７６２⁃１７７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ｔｈｏ．２０１８．０８．００５．

［４９］ Ｏｋｕｍａ Ｙ， Ｓａｉｔｏ Ｍ， Ｈｏｓｏｍｉ Ｙ， ｅｔ ａｌ．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ｙｍｉｃ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ｐｏｏ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ｈ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 ｃａｒｂｏｐｌａｔｉｎ⁃ｏｒ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ｂａｓｅｄ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５， １４１（２）：３２３⁃
３３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４３２⁃０１４⁃１８００⁃６．

［５０］ Ｒａｊａｎ Ａ， Ｇｉａｃｃｏｎｅ Ｇ．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ｔｈｙｍｉｃ ｔｕｍｏｒｓ：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ｐａｌｌｉａｔｉｏｎ［Ｊ］ ．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 Ｃｌｉｎ， ２０１１，
２１（１）：１０７⁃１１４，ｖｉｉｉ．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ｔｈｏｒｓｕｒｇ．２０１０．０８．００３．

［５１］ Ｓｃｈｍｉｔｔ Ｊ， Ｌｏｅｈｒｅｒ ＰＪ Ｓ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ｍｏｍａ［Ｊ］ ．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０， ５（１０ Ｓｕｐｐｌ ４）：Ｓ３５７⁃Ｓ３６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ＪＴＯ．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１ｆ２１１２９．

［５２］ Ｌｅｍｍａ ＧＬ， Ｌｅｅ ＪＷ， Ａｉｓｎｅｒ ＳＣ， 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ｓｅ Ⅱ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ｐｌａｔｉ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１， ２９（１５）：２０６０⁃２０６５． ＤＯＩ：１０．
１２００ ／ ＪＣＯ．２０１０．３２．９６０７．

［５３］ Ｈｉｒａｉ Ｆ， Ｙａｍａｎａｋａ Ｔ， Ｔａｇｕｃｈｉ Ｋ， ｅｔ ａｌ．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ｐｈａｓｅ Ⅱ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ｐｌａｔｉ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ＷＪＯＧ４２０７Ｌ［Ｊ］ ． Ａｎ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５， ２６（２）：３６３⁃３６８．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９３ ／ ａｎｎｏｎｃ ／ ｍｄｕ５４１．

［５４］ Ｂｌｕｔｈｇｅｎ ＭＶ， Ｂｏｕｔｒｏｓ Ｃ， Ｆａｙａｒｄ Ｆ， ｅｔ 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ｏｒａｌ ｅｔｏｐｏｓｉｄｅ ｉｎ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 ＴＥＴ）： ａ 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 ．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６， ９９：１１１⁃１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ｌｕｎｇｃａｎ．
２０１６．０６．０２０．

［５５］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Ｒ， Ｗｒｉｇｈｔ ＣＤ， Ｌｏｅｈｒｅｒ ＰＪ．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１９９９， １７（７）：２２８０⁃２２８９．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 ＪＣＯ．
１９９９．１７．７．２２８０．

［５６］ Ｐａｌｍｉｅｒｉ Ｇ， Ｍｅｒｏｌａ Ｇ，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Ｐ，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ｈａｓｅⅡ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ａｐｅｃｉｔａｂｉｎｅ ａｎｄ 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 （ＣＡＰ⁃ＧＥＭ）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ＴＥＴｓ）［Ｊ］． Ａｎ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０， ２１（６）：１１６８⁃１１７２．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 ａｎｎｏｎｃ ／ ｍｄｐ４８３．

［５７］ Ｈｉｇｈｌｅｙ ＭＳ， Ｕｎｄｅｒｈｉｌｌ ＣＲ， Ｐａｒｎｉｓ ＦＸ， ｅｔ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ａｇｅｎｔ ｉｆｏｓｆａｍｉｄｅ［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１９９９， １７（９）：２７３７⁃２７４４．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 ＪＣＯ．１９９９．１７．９．２７３７．

［５８］ Ｌｏｅｈｒｅｒ ＰＪ Ｓｒ， Ｗａｎｇ Ｗ，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ＤＨ， ｅｔ ａｌ． Ｏｃｔｒｅｏｔｉｄｅ ａｌｏｎｅ ｏｒ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ｄｎｉｓｏｎ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ｐｈａｓｅ Ⅱ ｔｒｉａｌ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０４， ２２（２）：２９３⁃２９９．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 ＪＣＯ．
２００４．０２．０４７．

［５９］ Ｇｂｏｌａｈａｎ ＯＢ， Ｐｏｒｔｅｒ ＲＦ， Ｓａｌｔｅｒ ＪＴ， ｅｔ ａｌ． Ａ ｐｈａｓｅ Ⅱ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ｅｍｅｔｒｅｘｅｄ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３（１２）：１９４０⁃１９４８．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ｔｈｏ．２０１８．０７．０９４．

［６０］ Ｕｍｅｍｕｒａ Ｓ， Ｓｅｇａｗａ Ｙ， Ｆｕｊｉｗａｒａ Ｋ， ｅｔ ａｌ．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ｍａｒｋ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
ｍｏ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 Ｊｐｎ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０２， ３２（７）：２６２⁃２６５．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３ ／ ｊｊｃｏ ／ ｈｙｆ０５９．

［６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Ｒａｊａｎ Ａ， Ｂｅｒｍａｎ Ａ， ｅｔ ａｌ． Ｓｕｎｉｔｉｎｉｂ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 ｏｐｅｎ⁃
ｌａｂｅｌ ｐｈａｓｅ ２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５， １６ （ ２）：１７７⁃１８６．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Ｓ１４７０⁃２０４５（１４）７１１８１⁃７．

［６２］ Ｚｕｃａｌｉ ＰＡ， Ｄｅ Ｐａｓ Ｔ， Ｐａｌｍｉｅｒｉ Ｇ， 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ｓｅ Ⅱ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ｖｅｒｏｌｉｍｕ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ｂａｓｅｄ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８， ３６
（４）：３４２⁃３４９．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ＪＣＯ．２０１７．７４．４０７８．

［６３］ Ｇｉａｃｃｏｎｅ Ｇ， Ｒａｊａｎ Ａ， Ｂｅｒｍａｎ Ａ， 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ｓｅ Ⅱ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ｅｌｉｎｏｓｔａ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ｒ 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１， ２９（１５）：２０５２⁃２０５９．
ＤＯＩ：１０．１２００ ／ ＪＣＯ．２０１０．３２．４４６７．

［６４］ Ｐａｄｄａ ＳＫ， Ｒｉｅｓｓ ＪＷ，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ＥＪ，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ｅ 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Ｄ⁃Ｌ１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ｒｓ［ Ｊ］ ． Ｊ Ｔｈｏｒａｃ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５， １０（３）：５００⁃５０８．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 ／ ＪＴＯ．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９．

［６５］ Ｋａｔｓｕｙａ Ｙ， Ｆｕｊｉｔａ Ｙ， Ｈｏｒｉｎｏｕｃｈｉ Ｈ， ｅｔ ａｌ．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Ｄ⁃Ｌ１ ｉｎ ｔｈｙｍ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 Ｌｕｎｇ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５， ８８（２）：１５４⁃１５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ｊ．ｌｕｎｇｃａｎ．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３．

［６６］ Ｙｏｋｏｙａｍａ Ｓ， Ｍｉｙｏｓｈｉ Ｈ， Ｎｉｓｈｉ Ｔ，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ｄｅａｔｈ ｌｉｇａｎｄ 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ｙｍｏｍａ［Ｊ］ ． 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 Ｓｕｒｇ， ２０１６， １０１（４）：１３６１⁃１３６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２０１５．１０．０４４．

［６７］ Ｒａｊａｎ Ａ， Ｈｅｅｒｙ ＣＲ， Ｔｈｏｍａｓ Ａ，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ｄｅａｔｈ⁃ｌｉｇａｎｄ １ （ ＰＤ⁃Ｌ１）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Ａｖｅｌｕｍａ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ｈｙｍｏｍａ［Ｊ］ ． Ｊ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 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９，
７（１）：２６９．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４０４２５⁃０１９⁃０７２３⁃９．

［６８］ Ｃｈｏ Ｊ， Ｋｉｍ ＨＳ， Ｋｕ ＢＭ， ｅｔ ａｌ． Ｐｅｍｂｒｏｌｉｚｕｍａｂ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 ｏｒ ｒｅｌａｐｓｅｄ ｔｈｙｍｉｃ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ｔｕｍｏｒ： ａｎ 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 ｐｈａｓｅ
Ⅱ ｔｒｉａｌ［Ｊ］ ． Ｊ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９， ３７（２４）：２１６２⁃２１７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２００ ／ ＪＣＯ．２０１７．７７．３１８４．

［６９］ Ｇｉａｃｃｏｎｅ Ｇ， Ｋｉｍ Ｃ，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Ｊ， ｅｔ ａｌ． Ｐｅｍｂｒｏｌｉｚｕｍａｂ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ｙｍ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 ｓｉｎｇｌｅ⁃ａｒｍ， 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ｒｅ， ｐｈａｓｅ ２ ｓｔｕｄｙ
［Ｊ］． 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８， １９（３）：３４７⁃３５５．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Ｓ１４７０⁃２０４５
（１８）３００６２⁃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１３）

·４０４· 中华肿瘤杂志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第 ４３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ｎｃｏｌ，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 Ｖｏｌ．４３， 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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