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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 ：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
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  
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若要在线查找 NCCN 成员机构进行的
临床试验，请单击此处 ：
nccn.org/clinical_trials/physician.
html。
NCCN 对证据和共识的分类 ：所有推
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请参见 NCCN 对证据和共识的分类。

NCCN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小淋巴细胞淋巴瘤专家组成员
指南更新概要

本 NCCN Guidelines®（NCCN 指南）是作者依据他们对当前所认可治疗方法的观点，对证据和共识所作的陈述。如需参考或应用 NCCN 指南，临床
医师应根据个人具体的临床情况做出独立的医疗判断，以确定患者所需的护理和治疗。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对于指南内容、使用或应用不做任何表述或担保，对于其任何方式的应用或使用不承担任何责任。本 NCCN 指南的版权归美国国
家综合癌症网络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所有。保留所有权利。未经 NCCN 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对 NCCN 指南及其
插图进行复制。©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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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接下页

NCCN CLL/SLL 指南 2017 年第 2 版相比 2017 年第 1 版的更新包括 ：

CSLL-D 1/5
• 不伴 del (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
�新增“一线后维持治疗”，“一线治疗后考虑将来那度胺维持治疗用于高危患者（MRD ≥ 10-2 或 ≥ 10-4 和 <10-2 伴非突变 IGHV）。”

CSLL-D 2/5
• 不伴 del (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
�复发 / 难治性病例治疗，伴明显合并症或年龄 ≥ 65 岁的体弱患者，伴明显合并症的较年轻患者和年龄 <65 岁无明显合并症的年轻患者

 ◊ 新增“± 利妥昔单抗”至 venetoclax 作为 2A 类推荐。
�二线后维持治疗

 ◊ 新增“来那度胺维持治疗”。 

CSLL-D 3/5
• 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
�新增“一线后维持治疗”，“一线治疗后考虑将来那度胺维持治疗用于高危患者（MRD ≥ 10-2 或 ≥ 10-4 和 <10-2 伴非突变 IGHV 或 del(17p)/TP53 突变）。”
�复发 / 难治性病例治疗

 ◊ 新增“± 利妥昔单抗”至 venetoclax 作为 2A 类推荐。
�二线后维持治疗

 ◊ 新增“来那度胺维持治疗”。

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的特别注意事项
CSLL-F 1/2
• 新增最后一条条目依鲁替尼，“测试 BTK 和 PLCG2 突变可能有助于鉴别在有临床进展风险的情况下接受依鲁替尼的患者。”

MS-1
• 对讨论章节进行了更新，以反映算法方面的改变。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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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总则
• 对伴或不伴 del(11q) 的 CLL/SLL 的推荐治疗方案从指南中删除。 
• 参考文献在整个指南中得到更新。 

CSLL-2
• 检查， 
�基本项目、第 8 条目进行了修订，“育龄期妇女进行的妊娠试验（如拟

行化疗或放疗）”
�某些情况下有助于诊断的检查，第 9 条目进行了修订，“PET/CT 扫描

对于 CLL 一般来说是无用的，但如果怀疑存在 Richter 转化，那么 
PET/CT 扫描能够引导淋巴结活检。”

CSLL-3
• 安阿伯被明确为“安阿伯分期系统的卢加诺修订版。”
• SLL/ 局限性（卢加诺 I 期），局部放疗增加剂量，“24–30 Gy。”

接下页

NCCN CLL/SLL 指南 2017 年第 1 版相比 2016 年第 3 版的更新包括 ：

CSLL-5
• “伴或不伴 11q 缺失”的 FISH 结果从此页中删除。  
• 年龄标准进行了如下修订 ： 
�年龄 ≥70 65 岁和其他小于 65 岁伴明显合并症的患者
�年龄 <70 65 岁无明显合并症

CSLL-B 1/2
• Rai 系统，第 3 列，“改良”新增至“风险分级”。

CSLL-B 2/2
• SLL 分期系统，新增“安阿伯分期系统的卢加诺修订版”。

CSLL-C
• 总则
�CLL 患者支持治疗与 NHL 患者支持治疗的适当信息相结合。

CSLL-C 1/4
• 抗感染预防性治疗
�对第 1 个条目进行修订，“... 接受嘌呤类似物、idelalisib 的患者 ...”
�对第 2 个条目进行修订，“氟达拉滨、idelalisib 或阿仑单抗 ...”
�对第 3 个条目进行修订，“.... 抗 CD20 单克隆抗体阿仑单抗、嘌呤

类似物和 idelalisib。请参见下方的单克隆抗体治疗和病毒再激活 ...”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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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CSLL-D 2/5
• 不伴 del (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
�复发 / 难治性治疗，伴明显合并症或年龄 ≥ 65 岁的体弱患者和伴明显合并症的

较年轻患者
 ◊ 新增“Venetoclax”作为 2A 类推荐。
 ◊ 新增“依鲁替尼、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作为 3 类推荐
 ◊ 新增“Idelalisib、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作为 3 类推荐

�复发 / 难治性病例治疗方案，年龄 <65 岁无明显合并症
 ◊ 新增“Venetoclax”作为 2A 类推荐
 ◊ 新增“FC + 奥法木单抗”作为 2A 类推荐
 ◊ 新增“依鲁替尼、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 作为 2B 类推荐
 ◊ 新增“Idelalisib、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作为 2B 类推荐
 ◊ 删除“氟达拉滨 + 阿仑单抗”

�新增脚注“i”，“特别是在对于被认为对 TKI 不耐受或难治性的患者。”

CSLL-D 3/5
• 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
�一线治疗

 ◊“奥比妥珠单抗 + 苯丁酸氮芥”从 2A 类改为 3 类推荐。
 ◊ 删除“氟达拉滨、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
 ◊ 删除“氟达拉滨、利妥昔单抗”

�复发 / 难治性病例治疗
 ◊ 将“Idelalisib + 利妥昔单抗”从 1 类推荐改为 2A 类推荐

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的特别注意事项
CSLL-F 1/2
• 新增第 6 条条目依鲁替尼，“依鲁替尼发生病变进展时，应停用依鲁替尼，并尽快

切换为下一治疗，因为依鲁替尼停用后可能会加速病变进展。无治疗间隔应尽可
能短。”

• Idelalisib，新增第 4 个条目，“CMV ：检测每份机构指南或就传染病进行咨询。”

NCCN CLL/SLL 指南 2017 年第 1 版相比 2016 年第 3 版的更新包括 ：

CSLL-C 2/4
• 肿瘤溶解综合征， 
�新 增 了 第 2 个 子 条 目，“ 对 于 接 受 ventoclax 的 患 者， 请 参 见 

Venetoclax ：推荐的基于肿瘤负荷的 TLS 预防和监测 (CSLL-G)。”

CSLL-C 3/4
• 添加新的部分至 ：
�非黑色素瘤皮肤癌
�单克隆抗体治疗的罕见并发症 

CSLL-C 4/4
• 疫苗接种
�对 第 2 个 条 目 进 行 修 订，“ 每 5 年 接 种 一 次 肺 炎 球 菌 疫 苗（ 首 选 

Prevnar）。”

CSLL-D 1/5
• “不伴 del(11q) 突变的 CLL”从此页中删除。
• 不伴 del (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
�一线治疗，伴明显合并症的体弱患者（不能耐受嘌呤类似物治疗）

 ◊ 利妥昔单抗从 2B 类改为 3 类推荐。
 ◊ 苯丁酸氮芥从 2B 类改为 3 类推荐。
 ◊ 删除 Pulse corticosteroids。

�一线治疗，年龄 ≥ 65 岁以及伴明显合并症的较年轻患者
 ◊ 苯丁酸氮芥从 2B 类改为 3 类推荐。
 ◊ 删除“氟达拉滨 ± 利妥昔单抗”。

�一线治疗方案，年龄 <65 岁无明显合并症 
 ◊ 新增“依鲁替尼”作为 2A 类推荐。

• 脚注
�修订了脚注“e”：“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AIHA) 患者不应放弃含氟达拉

滨的联合治疗方案 ；此类患者应被密切观察。有活动性 AIHA 或氟达拉滨
相关 AIHA 的患者应避免使用氟达拉滨。不管怎样，患者应被密切观察，
并且那些疑有氟达拉滨相关 AIHA 史的患者应该避免氟达拉滨。”对所有 
CSLL-D 页面进行了修订。 

�新增脚注“g”，“不适合 del(11q)。”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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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临床试验：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NCCN 指南 2017 年第 2 版
CLL/SLL 

CSLL-1

a CLL =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SLL = 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本指南不涉及诊断为 B-PLL 
的病例。

b 典型的免疫表型 ：CD5+、CD23+、CD43+/-、CD10-、CD19+、CD20 弱阳性、
sIg 弱阳性 + 和细胞周期蛋白 D1-。注 ：某些病例可能是 sIg 强阳性、CD23- 或弱
阳性，而某些 MCL 可能是 Cd23+ ；所有病例都应考虑进行细胞周期蛋白 D1 的免
疫组化检测或 t(11;14) 的 FISH 检测，而对具有不典型免疫表型（CD23 弱阳性或
阴性、CD20 强阳性、sIg 强阳性）的病例都应当进行细胞周期蛋白 D1 的免疫组
化检测或 t(11;14) 的 FISH 检测。

c 在无淋巴结肿大或缺乏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的临床证据的情况下，单克隆 B 淋巴
细胞绝对值计数 <5000/mm3 应诊断为单克隆性 B 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 (MBL)。反
应性淋巴结中可能见到相同表型的细胞 ；因此，只有见到淋巴结结构消失时才能做
出 SLL 的诊断。

d 请参见 CLL/SLL (CSLL-A) 预后信息。
e 对 ZAP-70 表达的评估受到质疑，除临床试验情况外不推荐 ZAP-70 检测。甲基化

状态除了临床试验外尚未广泛测到采用。

诊断 a

基本项目 ：
• 如果依据淋巴结或者骨髓活检进行诊断，应对所有切片进行血液病理学检查（至少 1 个为含肿瘤组织的

石蜡块）。如果认为所获标本不足以确诊，则需重新活检。
• 血细胞流式细胞术，其足以确诊 CLL/SLL（一般不必行活检）
�CLL 的诊断要求外周血中单克隆性 B 淋巴细胞 ≥ 5 x 109/L
�应使用流式细胞术确认 B 细胞的克隆性
�确诊必须依赖于充分的免疫表型，流式细胞术应做的细胞表面标记物 ：b、c κ/λ、CD19、CD20、

CD5、CD23、CD10 ；如果采用流式细胞术以明确诊断，还应包括用于细胞周期蛋白 D1 的细胞离心
涂片或用于 t(11;14) ；t(11q;v) 的 FISH。CD200 和 LEF1 可能有助于将其与 MCL 区分开。 
�SLL 的诊断要求存在淋巴结病变和 / 或脾肿大，且外周血存在的 B 淋巴细胞 ≤ 5 x 109/L
�应使用淋巴结活检的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认 SLL

• 如果流式细胞术不能诊断，则在接下来进行淋巴结活检。单独细针穿刺 (FNA) 或空芯针活检不宜作为
淋巴瘤初始诊断的依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当淋巴结难以切除或切取活检时，联合空芯针和 FNA 活
检并结合适当辅助鉴别诊断方法（免疫组化、流式细胞术）也可能足够确诊。
�确诊必须依赖于充分的免疫表型，IHC 抗原谱 ：b CD3、CD5、CD10、CD20、CD23、细胞周期蛋白 

D1
• 单克隆 B 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 c

有助于确定预后和 / 或治疗决策的检查 ：d

• FISH 检查，以检测 ：+12 ；del(11q) ；del(13q) ；del(17p)
• CpG 受激中期复杂核型
• 分子学分析，以检测 ：IGHV 突变情况
• 流式细胞术、甲基化或免疫组化检测 CD38 和 ZAP-70 表达 e

• TP53 测序

CLL/SLL

单克隆 B 淋巴细胞增多症 
(MBL)
• 单克隆 B 淋巴细胞绝对

值计数 <5000/mm3

• 所有淋巴结均 <1.5 cm 
• 无贫血
• 无血小板减少

观察

请参见 CLL/
SLL 检查 
(CSLL-2)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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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临床试验：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CSL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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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f 要求进行乙型肝炎病毒的检查是因为免疫治疗 + 化疗所带来的病毒再激活的风险。无风险因素的患者测定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及核心抗体。有风险因素或既往有乙型
肝炎病史的患者应加测 e 抗原。如果呈阳性，则测定病毒载量并咨询消化科医师。

检查

基本项目 ：
• 体检 ：注意带有淋巴结的区域，包括韦氏环以及肝脾的大小
• 体能状态
• B 症状
• CBC、白细胞分类、血小板计数
• 血生化全项
• 如果拟用 CD20 单克隆抗体，则行乙型肝炎相关检测 f
• 如果需要蒽环类或蒽二酮为基础的方案，行 MUGA 扫描 / 超声心动图
• 育龄期妇女进行的妊娠试验（如拟行化疗或放疗）

某些情况下有助于诊断的检查 ：
• 免疫球蛋白定量
• 网织红细胞计数、结合珠蛋白测定以及直接 Coombs 试验
• 应当在开始治疗前行胸 / 腹 / 盆腔 CT（特别是当存在浅表淋巴结肿大

和有症状提示存在巨块型淋巴结时）
• β2- 微球蛋白
• LDH
• 尿酸
• 初始治疗时骨髓活检（± 穿刺涂片）
• 讨论生育问题和精子储存
• PET/CT 扫描对于 CLL 是无用的，但如果怀疑存在 Richter 转化，那

么 PET/CT 扫描能够引导淋巴结活检

SLL/ 局限性
（卢加诺 I 期）
（请参见 CSLL-3）

CLL（Rai 0-IV 期） 
或者 
SLL（卢加诺 II–IV 期）

（请参见 CSLL-3）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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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临床试验：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CSL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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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g 请参见 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CSLL-C)。
H 请参见 Rai 和 Binet 分期系统 (CSLL-B 1/2) 以及 安阿伯分期系统的卢加诺修订版 (CSLL-B 

2/2)。
i 血液中更多的幼淋巴细胞 (>5%–<55%)（所谓的“CLL-PL”或伴幼淋巴细胞增多的 CLL）

以及存在扩大增殖中心（宽于 20 倍野）或淋巴结活检的高增殖率（或者 > 2.4 核分裂 / 增
殖中心或 Ki-67 > 40%/ 增殖中心）（所谓的“加速 CLL”）都伴随更具侵袭性的疾病和更差
的预后 ；这些结果均不被认为是表现 Richter 转化，最优治疗尚未确定。

j 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本身不是治疗指征，除非大于 200–300 x 109/L 或者出现白细胞淤滞相
关症状。

k 鉴于常规治疗不可治愈本病，考虑临床试验作为一线治疗。
l  血小板计数 > 100,000/mm3 通常与临床风险无关。
m 某些有轻度稳定血细胞减少（ANC <1000/μL，Hgb <11 g/dL，或 PLT <100,000/μL）的患者

可继续随访观察。
n 除了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中列出的治疗方案，也使用 R-HyperCVAD 方案。 
o Salvi F, Miller MD, Grilli A, et al.A manual of guidelines to score the modified cumulative 

illness rating scale and its validation in acute hospitalized elderly patients.J Am Geriatr Soc 
2008;56:1926-1931.

p 有必要重复 FISH [t(11;14); t(11q;v); +12; del(11q); del(13q); del(17p)] 检测来确定治疗方案。

表现 g

SLL/ 局限性
（卢加诺 h I 期）

CLL 
（Rai 0- 
IV 期 h） 
或 
SLL 

（卢加诺 h  
II–IV 期）

局部区域放疗
(24–30 Gy) 

（如有指征）
观察

SLL

CLL
Rai 低度 (0) 
和中度 (I-II) 
风险 h

CLL 
Rai 高危 
(III-IV) 期 h

组织学转化为弥漫大 B  
细胞 / 霍奇金淋巴瘤 i

治疗指征评估 ：j

• 符合临床试验标准 k
• 明显的疾病相关症状 ：
�乏力（重度）
�盗汗
�体重下降
�非感染性发热

• 有终末器官损害风险
• 进行性巨块型病变（脾肋下  

>6 cm，淋巴结 >10 cm）
• 进行性贫血
• 进行性血小板减少 l

进行性血细胞减少 m

无指征

有指征

处理同侵袭性淋巴瘤 ( 请参见弥漫性
大 B 细胞淋巴瘤中的方案 )n

考虑异基因干细胞移植

伴明显合并症 
体弱患者 o 

有足够功能 
状态患者 o

• 评估 FISHp 和
核型

• 必要的影像学
检查

请参见 CSLL-4
不伴 17p 缺失 
/TP53 突变 
的 CLL/SLL 

（请参见 
CSLL-5）

伴 17p 缺失 
/TP53 突变  
的 CLL/SLL 

（请参见 
CSLL-6）

注意预防肿瘤溶解综合征（请参见 
CSLL-C）

请参见单克隆抗体和病毒再激活 
(CSLL-C)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https://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pdf/nhl.pdf
https://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pdf/nhl.pdf
https://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pdf/nh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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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临床试验：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CSL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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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g 请参见 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CSLL-C)。
j 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本身不是治疗指征，除非大于 200–300 x 109/L 或者出现白细胞淤滞相关症状。
k 鉴于常规治疗不可治愈本病，考虑临床试验作为一线治疗。
o Salvi F, Miller MD, Grilli A, et al.A manual of guidelines to score the modified cumulative illness rating scale and its validation in acute hospitalized elderly patients.  

J Am Geriatr Soc 2008;56:1926-1931.

注意预防肿瘤溶解综合征（请参见 
CSLL-C）

请参见单克隆抗体和病毒再激活 
(CSLL-C)

伴明显合并症体弱患者

有严重合并症的体弱患者 o 
（不能耐受嘌呤类似物治疗）g,j,k

一线治疗 g

请参见推荐治疗方案 
(CSLL-D 1/5)

复发 / 难治性病例治疗 g

请参见推荐治疗方案 
(CSLL-D 2/5)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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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临床试验：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CSL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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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不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不伴 del(17p)/
TP53 突变的 
CLL/SLLg,j,k

一线治疗 g 复发 / 难治性病例治疗 g注意预防肿瘤溶解综合征 ( 请参见 
CSLL-C）

请参见单克隆抗体和病毒再激活 
(CSLL-C)

年龄 ≥ 65 岁和
小于 65 岁伴
明显合并症的
患者 o

年龄 <65 岁 
无明显合并症 
合并症 o

请参见推荐治疗
方案 
(CSLL-D 1/5)

有治疗指征的复发 
CLL/SLL 

（请参见 CSLL-3）

有治疗指征的复发 
CLL/SLL 

（请参见 CSLL-3）

如无明显合并症，
考虑进行异基因
干细胞移植 o

再次评估 FISH 
和核型， 
�如果伴 

del(17p)，
请参见 
CSLL-6

• 不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请参见推荐治疗方

案 (CSLL-D 2/5)

再次评估 FISH 
和核型
�如果伴 

del(17p)， 
请参见 
CSLL-6

请参见推荐治疗
方案 
(CSLL-D 1/5)

• 不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请参见推荐治疗方

案 (CSLL-D 2/5)

g 请参见 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CSLL-C)。
j 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本身不是治疗指征，除非大于 200–300 x 109/L 或者出现白细胞淤滞相关症状。
k 鉴于常规治疗不可治愈本病，考虑临床试验作为一线治疗。
o Salvi F, Miller MD, Grilli A, et al.A manual of guidelines to score the modified cumulative illness rating scale and its validation in acute hospitalized elderly patients.  

J Am Geriatr Soc 2008;56:1926-1931.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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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临床试验：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CSL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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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g 请参见 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CSLL-C)。
j 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本身不是治疗指征，除非大于 200–300 x 109/L 或者出现白细胞淤滞相关症状。
q 受激核型有助于识别高危患者，尤其适用于布鲁顿酪氨酸激酶 (BTK) 抑制剂治疗。
r 检测结果为弱阳性的患者应该再次检测，因为有可能是假阳性结果。 
s 请参见缓解标准 ：CLL/SLL (CSLL-E)。
t 对于 BTK 抑制剂治疗后得到缓解的有复杂核型的患者（≥ 3 个异常），考虑进行异基因移植的讨论，尽管现有数据并不能表明这种治疗非

常有效 (Jaglowski et al.Br J Haematol 2012;159:82-87)。 

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一线治疗 g 治疗疗效 复发 / 难治性病例 
治疗 g

注意预防肿瘤溶解综合征（请参见 
CSLL-C）

请参见单克隆抗体和病毒再激活 
(CSLL-C)

伴 del(17p)/
TP53 突变的 
CLL/SLLg,j,q,r

• 临床试验
�17p 缺失 /TP53 突变与化学

免疫疗法的低缓解率相关。
• 请参见推荐治疗方案 

(CSLL-D 3/5)

疗效 s,t 

未缓解

考虑异基因 
干细胞移植
或
临床试验
或 
观察

进展

临床试验
或
请参加复发 / 难治性 
病例的推荐治疗方案 
(CSLL-D 3/5)

表现复杂
核型

不表现复杂
核型 进展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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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临床试验：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CS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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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a 本表提供的预后信息有助于预测疾病进展至治疗所需的时间和患者的生存时间。出现 del(11q) 和 / 或 del(17p) 与化疗和化学免疫疗法后无进展生存期短相关。阿仑单抗
或大剂量类固醇对伴 del(17p) 患者有效。

b 涉及到 VH3-21 基因的 IGHV 重排，无论是否突变，预后均不佳。 
c 关于确定经 FISH 鉴定到的异常细胞百分比的正式研究正在进行 ；如上表所述，异常细胞 < 10% 似乎不具有临床意义。
d 复杂核型基于受激 CLL 细胞的常规核型分析结果。

CLL/SLL 预后信息 a

免疫球蛋白重链可变 (IGHV) 区基因突变以及流式细胞术检测的指标

相关预后
预后良好                   预后不良

DNA 测序 b

   IGHV >2% 突变 ≤ 2% 突变

流式细胞术
   CD38
   Zap 70

<30%
<20%

≥ 30%
≥ 20%

间期细胞遗传学 (FISH)c 复杂核型 d

预后不良 预后中性 预后良好

del(11q)
del(17p)

正常
+12

del(13q)（无其他细胞
遗传异常）

预后不良

超过一个细胞在核型上有  
≥ 3 个无关染色体异常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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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临床试验：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CSLL-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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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 分期系统

a 本研究最初发表于《Blood》。Rai KR, Sawitsky A, Cronkite EP, Chanana AD, Levy RN, Pasternack BS.Clinical staging of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Blood 
1975;46(2):219-234.(c)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

b 来源 ：Binet JL, Auquier A, Dighiero G, et al.A new prognostic classification of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derived from a multivariate survival analysis.Cancer 
1981;48:198-206.

c 免疫介导的血细胞减少不作为这些分期标准的依据。

Rai 系统 a Binet 系统 b

分期 描述 改良风险分级

0 淋巴细胞增多，血淋巴细胞 >15,000/mcL 
且骨髓淋巴细胞 >40%

低危

I 0 期伴淋巴结肿大 中危

II 0-I 期伴脾大、肝大或肝脾大 中危

IIIc 0-II 期伴血红蛋白 <11.0 g/dL 或红细胞压
积 <33%

高危

IVc 0-III 期伴血小板 <100,000/mcL 高危

分期 描述

A 血红蛋白 ≥ 10 g/dL 和血小板 ≥ 100,000/mm3

以及肿大淋巴结区 <3 个

B 血红蛋白 ≥ 10 g/dL 和血小板 ≥ 100,000/mm3 
以及肿大淋巴结区 ≥ 3 个

Cc 血红蛋白 <10 g/dL 和 / 或血小板 <100,000/mm3 
以及无论肿大淋巴结区数量多少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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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亲和淋巴瘤的疾病程度由 PET/CT 确定，非亲和淋巴瘤的疾病程度由 CT 确定。
e A 类与 B 类对比已从安阿伯分期系统的卢加诺修订中删除。
f II 期巨块型按局限性还是进展疾病治疗可由组织学和多种预后因素来确定。
g 注 ：扁桃体、韦氏环、脾被视为淋巴结组织。

经许可转载。© 2014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保留所有权利。Cheson B, Fisher R, 
Barrington S, et al.Recommendations for Initial Evaluation, Staging and Response Assessment of Hodgkin 
and Non-Hodgkin Lymphoma – the Lugano Classification.J Clin Oncol 2014;32:3059-3067.

分期 e 受累 g 结外 (E) 状态

限制性

  I 期 
  

累及一个或一组相邻淋巴结 单一结外病变，无淋巴结受累

  II 期 累及横隔同侧的两组或多组淋巴结 I 或 II 期结节范围，限制性连续结外 
受累

  II 期巨块型 f 同上述 II 期，但有“巨块型”病变 不适用

晚期 
  III 期

 
淋巴结在横隔两侧

 
不适用

淋巴节在横隔上方，伴脾受累

  IV 期 附加非连续性淋巴外受累 不适用

安阿伯分期系统的卢加诺修订版 d 
（针对原发结内淋巴瘤）

SLL 分期系统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NCCN 指南索引
目录
讨论

2017 年第 2 版， 2017 年 2 月 21 日 ©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Inc. 2017， 保留所有权利。 未得到 NCCN® 明确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 NCCN Guidelines® （NCCN 指南） 及其插图进行复制。

注：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临床试验：NCCN 认为任何癌症患者都可以在临床试验中得到最佳治疗。因此特别鼓励患者参与临床试验。 CSLL-C 

1/4

NCCN 指南 2017 年第 2 版 

CLL/SLL
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抗感染预防性治疗
• 如可耐受，建议患者在治疗期间及治疗后接受嘌呤类似物、idelalisib 

和 / 或阿仑单抗治疗
�疱疹病毒（阿昔洛韦或类似药物）
�卡氏肺囊虫肺炎（复方新诺明 / 甲氧苄氨嘧啶或类似药物）

• 氟达拉滨、idelalisib 或阿仑单抗临床医生必须知道巨细胞病毒激活的
高风险。目前对何种治疗更合适存在争议 ；一些医生在病毒血症存在
时便预防性使用更昔洛韦（口服或静脉注射），而另外一些医生仅在病
毒载量增加时才这么做。CMV 病毒血症应该使用 PCR 方法至少每 2-3 
周定量检测一次。必要时，请传染病专家协助诊治。

• 建议接受抗 CD20 单克隆抗体阿仑单抗、嘌呤类似物和 idelalisib 的
高危患者进行乙肝预防和监测。请参见下方的单克隆抗体治疗和病毒
再激活，查阅关于感染治疗的详细资料。

单克隆抗体治疗和病毒再激活
抗 CD20 抗体治疗
乙型肝炎病毒 (HBV) ：
• 所有接受抗 CD20 抗体治疗的患者均应进行乙肝表面抗原 (HBsAg) 和

核心抗体 (HBcAb) 检测
�仅在有一项筛查试验阳性时，才用 PCR 和表面抗体定量检测乙肝病

毒载量
• 注 ：接受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IVIG) 的患者可能由于 IVIG 治疗而成

为 HBcAb 阳性。

单克隆抗体治疗和病毒再激活（续）
抗 CD20 抗体治疗
• 建议所有 HBsAg 阳性并且接受抗淋巴瘤治疗的患者采用恩替卡韦预防性抗病

毒治疗。如果有活动性疾病（PCR 阳性），则考虑治疗 / 处理而不是预防性治疗。
如果 HBcAb 呈阳性，首选预防性抗病毒治疗 ；然而，若同时存在高水平乙肝
表面抗体，可进行乙肝病毒载量连续监测。 
�Entecavir is preferred based on Huang YH, et al.J Clin Oncol 

2013;31:2765-2772; Huang H et al.JAMA 2014;312:2521-2530.
�避免使用拉米夫定，因为存在耐药风险。 
�包括阿德福韦、替比夫定和替诺福韦在内的其他抗病毒药物已被证明是有效

的治疗，可作为替代治疗。
�治疗期间应每月 1 次对乙肝病毒载量进行 PCR 检测，治疗结束后每 3 个月 1 

次
 ◊ 如病毒载量持续检测不出，可考虑改为预防性治疗
 ◊ 如病毒载量未能下降或既往检测不出的 PCR 变为阳性，咨询肝病科医生并
停止抗 CD20 抗体治疗

�抗肿瘤治疗结束后，乙肝预防性治疗应至少维持 12 个月
 ◊ 乙肝病毒仍处于激活状态的患者，治疗的持续时间应咨询肝病科医生

丙型肝炎病毒 (HCV) ：
• 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分子生物学研究以及临床观察资料的新证据，支持 HCV 与 

B 细胞 NHL 有关。最近批准的针对基因 1 型丙型肝炎病毒慢性携带者的直接
作用抗病毒 (DAA) 药物表现出很高的持续病毒应答率。
�低分级 B 细胞 NHL

 ◊ 美国肝病研究协会表示，伴 HCV 基因 1 型无症状患者应考虑采用含 DAA 
联合治疗，因为该治疗可引起淋巴瘤消退。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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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肿瘤溶解综合征 (TLS)
• 伴巨块型病变且具有患 TLS 高风险患者考虑采取肿瘤预防措施。
�对于接受 ventoclax 患者，请参见 Venetoclax ：推荐的基于肿瘤负荷的 

TLS 预防和监测 (CSLL-G)。
• TLS 的实验室特点 ：
�高钾
�高尿酸 
�高磷
�低钙 

• TLS 的症状 ：
�恶心呕吐、呼吸短促、心律不齐、尿液混浊、嗜睡和 / 或关节不适。 

• 高危特征
�组织学类型为伯基特淋巴瘤和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偶尔出现于 DLBCL 和 

CLL 患者 
�自发性 TLS
�WBC 升高
�骨髓受累
�已经存在尿酸升高
�别嘌呤醇无效
�肾脏疾病或肿瘤肾脏转移

a 有数据支持固定剂量的拉布立酶对成年患者非常有效。

• TLS 的治疗 ：
�如果能在化疗前预期到 TLS 的可能并开始治疗，那么就能很好

的防治 TLS。
�关键治疗包括

 ◊ 严格输液
 ◊ 治疗高尿酸血症 
 ◊ 严密监测电解质，积极纠正电解质紊乱 

�高尿酸血症一线治疗及再治疗
 ◊ 化疗开始前 2-3 天开始给予别嘌呤醇，持续 10-14 天 
或 
有以下任何一种风险因素的患者予以拉布立酶 ：

 - 有任何高危特征存在
 - 大肿块病人迫切需要开始治疗
 -  充分输液可能很困难或不可能的情况下
 - 急性肾衰竭 

 ◊ 一个剂量的拉布立酶通常就已足够。3-6 mg 剂量通常是有效
的。a 再次给药要遵循个体化原则。 

�TLS 如未得到治疗，可进一步发展成急性肾功能衰竭、心律失常、
癫痫、肌肉失控以及死亡。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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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症
•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AIHA) ：通过网织红细胞计数、结合珠蛋白、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DAT) 诊断
�对于氟达拉滨治疗期间发生的 AIHA，应立即停药，给予治疗并避免再次使用氟达拉滨

•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ITP) ：检查骨髓以明确血小板减少原因
• 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 (PRCA) ：检测微小病毒 B19 和骨髓
• 治疗 ：皮质类固醇、利妥昔单抗、IVIG、环孢素 A、脾切除，艾曲波帕或罗米司亭 (ITP)

血制品支持
• 根据所在机构标准或公布的标准进行输注
• 所有血制品均应进行照射，以防止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非黑色素瘤皮肤癌
• CLL/SLL 患者有更高风险患非黑色素瘤皮肤癌
• 风险因素包括白人和年轻时强烈阳光照晒经历
• 对于有风险的患者，建议定期进行皮肤病学筛查

单克隆抗体治疗的罕见并发症
• 罕见并发症如粘膜皮肤反应，包括副肿瘤性天疱疮、史蒂芬强森症候群、苔藓样皮炎、水泡性皮炎和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可能发生。建议咨询皮肤科医

师以治疗这些并发症。

反复鼻窦肺感染（需静脉用抗生素或住院治疗）
• 必要的抗微生物治疗
• 检测血清 IgG，如 <500 mg/dl
�开始每月 IVIG 0.3-0.5 g/kg，
�调整用药剂量 / 间隔时间，维持 IgG 最低浓度为约 500 mg/dL

利妥昔单抗快速输注
• 如果以前采用利妥昔单抗疗程中未出现输注反应，可采用快速输注治疗（90 分钟）。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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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预防血栓形成
• 建议接受来那度胺患者预防血栓栓塞性事件 ： 
�若血小板高于　50　x　1012/L，每日给予阿司匹林 81 mg
�如患者已经使用华法林等抗凝血剂，则不需要阿司匹林

• 注意上述内容与 NCCN 静脉血栓性疾病指南的内容不同，后者关于来那度胺的建议仅适用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燃瘤反应
• 接受来那度胺患者发生燃瘤反应的推荐治疗
• 燃瘤反应 ：
�痛性淋巴结肿大或淋巴结肿大伴局部炎症证据，在治疗开始时发生 ；也可伴有脾脏肿大、低烧和 / 或皮疹

• 治疗 ：
�类固醇（如强的松 25-50 mg，口服 5-10 天）
�抗组胺药治疗皮疹和瘙痒（西替利嗪 10 mg，口服，每日四次 ；或氯雷他定 10 mg，口服，每日一次）

• 预防 ：
�考虑用于伴巨块型淋巴结患者 (>5 cm)
�类固醇（如强的松 20 mg，口服 5-7 天，随后 5-7 天迅速减量）

小分子抑制剂的使用
• 请参见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的特别注意事项 (CSLL-F)。

疫苗接种
•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b

• 每 5 年接种一次肺炎球菌疫苗
• 避免所有活疫苗，包括带状疱疹病毒疫苗 (Zoster)

b 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B 细胞在大约 9 个月时恢复。在 B 细胞恢复前接种流感疫苗，患者多无反应。在此期间接种疫苗应视为无效接种。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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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方案的参考文献请参见 CSLL-D 4/5 和 CSLL-D 5/5。
b 请参见 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CSLL-C)。
c 请参见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的特别注意事项 (CSLL-F)。
d 来自 CLL10 研究的数据证实 FCR 在年轻患者中优于 BR。对于 65 岁以上的患者，

两种方案的结局类似，但是 BR 的方案毒性较小。对于还适合化学免疫疗法的老年
患者来说，BR 可能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并且相关骨髓抑制毒性也较小。

e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AIHA) 患者不应放弃含氟达拉滨的联合治疗方案 ；然而，
此类患者应被密切观察，并且那些疑有氟达拉滨相关 AIHA 史的患者应该避免氟达
拉滨。

f 请参见讨论章节中关于口服氟达拉滨的更多信息。 
g 不适合 del(11q)。

请参见伴 del(17p) 的 CLL/SLL 推荐治疗方案 (3/5)

推荐治疗方案 a,b

（按优先顺序排列）

• 伴明显合并症的体弱患者 
（不能耐受嘌呤类似物治疗）
�奥比妥珠单抗 + 苯丁酸氮芥（1 类推荐）
�依鲁替尼 c（1 类推荐）
�奥法木单抗 + 苯丁酸氮芥
�利妥昔单抗 + 苯丁酸氮芥
�奥比妥珠单抗（2B 类推荐）
�利妥昔单抗（3 类推荐）
�苯丁酸氮芥（3 类推荐）

• 年龄 ≥ 65 岁和小于 65 岁伴明显合并症的患者
�奥比妥珠单抗 + 苯丁酸氮芥（1 类推荐）
�依鲁替尼 c（1 类推荐）
�奥法木单抗 + 苯丁酸氮芥 
�利妥昔单抗 + 苯丁酸氮芥 
�苯达莫司汀（如可耐受，第一疗程中的 70 mg/m2 

升至 90mg/m2）± 利妥昔单抗 d

�奥比妥珠单抗（2B 类推荐）
�苯丁酸氮芥（3 类推荐）
�利妥昔单抗（3 类推荐）

请参见不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复发 / 难治性 CLL/SLL 的推荐治疗 
方案 (2/5)注意预防肿瘤溶解综合征（请参见 

CSLL-C）

请参见单克隆抗体和病毒再激活
（请参见 CSLL-C）

不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 年龄 <65 岁无明显合并症
�化学免疫疗法 

 ◊ FCRe （氟达拉滨、f 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
（1 类推荐）d

 ◊ FRe （氟达拉滨、f 利妥昔单抗）g

 ◊ PCR（喷司他丁、环磷酰胺、利妥昔单抗）
 ◊ 苯达莫司汀 ± 利妥昔单抗 d

�依鲁替尼 c

一线治疗 一线治疗 一线治疗

一线后维持治疗
• 一线治疗后考虑将来那度胺维持治疗用于

高危患者（MRD ≥ 10-2 或 ≥ 10-4 和 <10-2 
伴非突变 IGHV）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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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方案的参考文献请参见 CSLL-D 4/5 和 CSLL-D 5/5。
b 请参见 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CSLL-C)。
c 请参见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的特别注意事项 (CSLL-F)。
e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AIHA) 患者不应放弃含氟达拉滨的联合治疗方案 ；然而，此类

患者应被密切观察，并且那些疑有氟达拉滨相关 AIHA 史的患者应该避免氟达拉滨。
f 请参见讨论章节中关于口服氟达拉滨的更多信息。
h 适用于由于其他合并症（肾功能降低，衡量标准为肌酐清除率 <60 mL/min，或由于既

往使用细胞毒性制剂治疗的骨髓毒性效应所造成 NCI CTCAE ≥ 3 级中性粒细胞减少或 
≥ 3 级血小板减少）而将利妥昔单抗单药治疗作为适当方案的患者。

i 特别是被认为对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 不耐受或难治性患者。
j 请参见 Venetoclax ：推荐的基于肿瘤负荷的 TLS 预防和监测 (CSLL-G)。 
k CLL 患者可采用来那度胺连续或间歇给药。生长因子和 / 或剂量调整需重点监测血细胞

减少情况，而不需暂停治疗。请参见 Badoux XC, Keating MJ, O'Brien SM, et al.Blood 
2011;118:Abstract 980.Badoux XC, Keating MJ, Wen S, et al.Blood 2011;118:3489-
3498.Chanan-Khan A, Miller KC, Musial L, et al.J Clin Oncol 2006;24:5343-5349.

l 虽然阿仑单抗不再市售用于 CLL 治疗，但可取得用于临床用途。对巨块型淋巴结肿大 (>5 
cm) 治疗效果不佳 ；监测 CMV 再激活。

请参见伴 del(17p) 的 CLL/SLL 推
荐治疗方案 (3/5)

推荐治疗方案 a,b

（按优先顺序排列）
不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复发 / 难治性病例治疗

注意预防肿瘤溶解综合征（请参见 
CSLL-C）

请参见单克隆抗体和病毒再激活
（请参见 CSLL-C）

• 伴明显合并症或年龄 ≥ 65 岁的体弱患者和伴明显合并症
的较年轻患者
�依鲁替尼 c（1 类推荐）
�Idelalisib + 利妥昔单抗 c,h （1 类推荐）
�Idelalisibc

�Venetoclaxi,j ± 利妥昔单抗
�化学免疫疗法

◊ 苯达莫司汀 ± 利妥昔单抗
◊ 减量 FCRe,f

◊ 减量 PCR
◊ 大剂量甲泼尼龙 (HDMP) + 利妥昔单抗
◊ 利妥昔单抗 + 苯丁酸氮芥
◊ 依鲁替尼、c 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3 类推荐） 
◊ Idelalisib、c 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3 类推荐）

�奥法木单抗
�奥比妥珠单抗 
�来那度胺 k ± 利妥昔单抗 
�阿仑单抗 l ± 利妥昔单抗 
�剂量密集的利妥昔单抗（2B 类推荐）

• 年龄 <65 岁无明显合并症
�依鲁替尼 c（1 类推荐）
�Idelalisib + 利妥昔单抗 c,h （1 类推荐）
�Idelalisibc

�Venetoclaxi,j ± 利妥昔单抗
�化学免疫疗法 

◊ FCRe,f

◊ FC + 奥法木单抗
◊ PCR
◊ 苯达莫司汀 ± 利妥昔单抗
◊ RCHO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

强的松） 
◊ OFARe（奥沙利铂、氟达拉滨、f 阿糖胞苷、利妥昔单抗）
◊ 依鲁替尼、c 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2B 类推荐）
◊ Idelalisib、c 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2B 类推荐） 

�奥法木单抗
�奥比妥珠单抗
�来那度胺 ek ± 利妥昔单抗 
�阿仑单抗 bl ± 利妥昔单抗
�HDMP + 利妥昔单抗

复发 / 难治性病例治疗 二线后维持治疗

（适用于复发或难治性病例治疗后完全或部分缓解）

• 来那度胺维持治疗
• 奥法木单抗维持治疗
（2B 类推荐）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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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预防肿瘤溶解综合征（请参见 
CSLL-C）

请参见单克隆抗体和病毒再激活
（请参见 CSLL-C）

a 方案的参考文献请参见 CSLL-D 4/5 和 CSLL-D 5/5。
b 请参见 CLL/SLL 患者的支持治疗 (CSLL-C)。
c 请参见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的特别注意事项 (CSLL-F)。
e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AIHA) 患者不应放弃含氟达拉滨的联合治疗方案 ；然而，

此类患者应被密切观察，并且那些疑有氟达拉滨相关 AIHA 史的患者应该避免氟达
拉滨。

f 请参见讨论章节中关于口服氟达拉滨的更多信息。
h 适用于由于其他合并症（肾功能降低，衡量标准为肌酐清除率 <60 mL/min，或由

于既往使用细胞毒性制剂治疗的骨髓毒性效应所造成 NCI CTCAE ≥ 3 级中性粒细
胞减少或 ≥ 3 级血小板减少）而将利妥昔单抗单药治疗作为适当方案的患者。

j 请参见 Venetoclax ：推荐的基于肿瘤负荷的 TLS 预防和监测 (CSLL-G)。 
k CLL 患者可采用来那度胺连续或间歇给药。生长因子和 / 或剂量调整需重点监测

血细胞减少情况，而不需暂停治疗。请参见 Badoux XC, Keating MJ, O'Brien SM, 
et al.Blood 2011;118:Abstract 980.Badoux XC, Keating MJ, Wen S, et al.Blood 
2011;118:3489-3498.Chanan-Khan A, Miller KC, Musial L, et al.J Clin Oncol 
2006;24:5343-5349.

l 虽然阿仑单抗不再市售用于 CLL 治疗，但可取得用于临床用途。对巨块型淋巴结
肿大 (>5 cm) 治疗效果不佳 ；监测 CMV 再激活。

m 对淋巴结 >5 cm 的患者无效。

请参见不伴 del(17p) 的 CLL/SLL 推荐治疗
方案 (1/5)

推荐治疗方案 a,b

（按优先顺序排列）
伴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SLL 

一线治疗 复发 / 难治性病例治疗 
• 依鲁替尼 c

• HDMP + 利妥昔单抗
• 奥比妥珠单抗 + 苯丁酸氮芥
（3 类推荐）
• 阿仑单抗 l ± 利妥昔单抗

• 依鲁替尼 c

• Venetoclaxj ± 利妥昔单抗
• Idelalisib + 利妥昔单抗 c,h

• Idelalisibc

• HDMP + 利妥昔单抗
• 来那度胺 k ± 利妥昔单抗
• 阿仑单抗 l ± 利妥昔单抗
• 奥法木单抗 m

• OFARe,f

二线后维持治疗

（适用于复发或难治性病例治疗后完全或部分缓解）

• 来那度胺维持治疗
• 奥法木单抗维持治疗（2B 类推荐）

一线后维持治疗
• 一线治疗后考虑将来那度胺维持治疗

用于高危患者（MRD ≥ 10-2 或 ≥ 10-4 
和 <10-2 伴非突变 IGHV 或 del(17p)/
TP53 突变）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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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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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的疗效定义 a,b

A 组标准定义了肿瘤负荷。B 组标准中明确了造血系统功能（或骨髓）。 
完全缓解 (CR) ：应符合所有标准，并且患者不应存在疾病相关的全身症状。 
部分缓解 (PR) ：要求 1) 如果存在 2 项或更多，则必须有两项 A 组标准。有一个 A 组标准的患者（不包括骨髓）也被认为可进行缓解评价 ；2) 一项 B 组标准，无论开始治疗前
的基线是否正常。
病情稳定是指无疾病进展 (PD) 并且至少未取得部分缓解。 
PD ：出现任何新的病变 ；至少必须符合上述 1 项 A 组标准或 1 项 B 组标准。
† 多个淋巴结的最长径乘积之和（在临床试验中经 CT 扫描评价，或在一般临床实践中经体检评价）。
‡ 这些参数对于某些疗效类别是不相关的。

参数 CR PR PR-Ld PD

A 组 
  淋巴结肿大 † 无淋巴结 >1.5 cm 减少 ≥ 50% 减少 ≥ 50% 增加 ≥ 50%

  肝大 无 减少 ≥ 50% 减少 ≥ 50% 增加 ≥ 50%

  脾大 c 无 减少 ≥ 50% 减少 ≥ 50% 增加 ≥ 50%

  骨髓 ‡
细胞增生正常，淋巴细胞  
< 30%，无 B 淋巴细胞结节 ；
骨髓细胞减少定义为 CR 伴骨
髓恢复不完全 (CRi)

骨髓浸润 50% 降低，或存在  
B 淋巴细胞结节

骨髓浸润 50% 降低，或
存在 B 淋巴细胞结节

  血淋巴细胞 <4000/µ/L 减少 ≥ 50%（较基线值） 增加或减少 <50%（较基
线值） 增加 ≥ 50% （较基线值）b

B 组
   未使用生长因子的血小板
计数 >100,000/µ/L >100,000/µ/L 或增加 

≥ 50%（较基线值）

>100,000/µ/L 或增加 
≥ 50%（较基线值） 减少 ≥ 50%（较 CLL 二线治疗

基线值）

   未输血及未使用生长因子
的血红蛋白值 >11.0 g/dL >11 g/dL 或增加

≥ 50%（较基线值）
>11 g/dL 或增加
≥ 50%（较基线值）

较 CLL 二线治疗基线值减少 
>2 g/dL

   未使用生长因子的中性粒
细胞 s‡ >1500/µ/L >1500/μ/L 或较基线值升高 

>50%
>1500/μ/L 或较基线值 
升高 >50%

a Hallek M, Cheson BD, Catovsky D, et al.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A re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updating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Working Group 1996 
Guidelines.Blood 2008;111:5446-5456.

b 在淋巴结体积减少、脏器肿大或者血红蛋白 / 血小板增加时发生的孤立进展性淋巴细胞增多
不能认为是进展性病变。

c 外周血 (PB) MRD 阴性状态与更好的 PFS 相关联。来自 GCLLSG 研究的分析表明，如
果 PB 为 MRD 阴性，残留脾肿大不具有临床意义。Kovacs G, Boettcher S, Bahlo J, et 
al.Blood 2014;124:Abstract 23.

d Cheson BD, Byrd JC, Rai KR, et al.Novel targeted agents and the need to refine clinical end 
points i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J Clin Oncol 2012;30:2820-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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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1. 完整处方信息和不良反应监测请参考包装说明书，其可在 www.fda.gov 找到。   
2. 依鲁替尼包装说明书。可见于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4/205552s001lbl.pdf。 
3. Idelalisib 包装说明书。可见于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4/205858lbl.pdf。 

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的特别注意事项 1,2,3

依鲁替尼
• 剂量
�CLL ：依鲁替尼的推荐剂量为每日 420 mg 口服，连续服用，并应持续

到出现进展时。
• 淋巴细胞增多
�CLL ：开始依鲁替尼用药后，预计在大多数患者中会有绝对淋巴细胞计

数短暂升高，这并不意味疾病进展。孤立淋巴细胞增多开始发生在依鲁
替尼治疗的最初几周，治疗时可能持续数周时间。

• 在 6% 使用依鲁替尼患者中观察到 >2 级出血事件，其机制尚不清楚。对
需要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的患者中，要考虑依鲁替尼在的效益和风险。临
床试验排除同步使用华法林的患者。依鲁替尼在小外科手术前后应暂停  
3 天，大外科手术前后应暂停 7 天。依鲁替尼不应与法华林同时给予。

• 新发房颤的报告见于 6%–9% 的患者，与依鲁替尼用药相关。2

�考虑非华法林抗凝
�细致监测
�考虑切换为替代治疗
�不可药物控制的房颤复发患者应改用 idelalisib。

• 与依鲁替尼相关的高血压不常被作为停药的依据报道，应根据实际情况
通过降压药物处理。仅在高血压不可控制时才应停用依鲁替尼。 

• CLL 中，依鲁替尼发生病变进展时，应停用依鲁替尼，并尽快切换为下一
治疗，因为依鲁替尼停用后可能会加速病变进展。无治疗间隔应尽可能短。

• 测试 BTK 和 PLCG2 突变可能有助于鉴别在有临床进展风险的情况下接受依鲁
替尼的患者。

IDELALISIB 
• 按建议的处方量，Idelalisib 的推荐剂量为 150mg 口服、一日两次。
• 使用 Idelalisib 治疗的患者中已观察到致命和 / 或严重肝毒性、严重腹泻或

肠炎、肺炎和肠穿孔。
�肝毒性 ：监测治疗之前和治疗期间的肝功能。暂停（如果 ALT/AST> 5 x 

ULN（正常上限）），缓解后可重新减量服用（100 mg 口服，一日两次）。
�腹泻或结肠炎 ：监测是否出现重度腹泻或结肠炎。暂停，直至缓解，然后减

量使用或停用 Idelalisib。重度腹泻和肠炎可用全身或非吸收性类固醇治疗。 
�肺炎 ：监测肺部症状和双侧间质性浸润。中断 Idelalisib。
�肠穿孔 ：如果怀疑肠穿孔，中断 Idelalisib。

• 淋巴细胞增多
�CLL ：开始 Idelalisib 用药后，预计在大多数患者中会有绝对淋巴细胞

计数短暂升高，这并不意味疾病进展。孤立淋巴细胞增多开始发生在 
Idelalisib 治疗的最初几周，治疗时可能持续数周时间。

• 巨细胞病毒 (CMV) ：检测每份机构指南或就传染病进行咨询。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www.fda.gov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4/205552s001lbl.pdf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4/205858lb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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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L/SLL

1. 完整处方信息和不良反应监测请参考包装说明书，其可在 www.fda.gov 找到。   
2. 依鲁替尼包装说明书。可见于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4/205552s001lbl.pdf。 
3. Idelalisib 包装说明书。可见于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4/205858lbl.pdf。 

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的特别注意事项 1,2,3

与 CYP3A 抑制剂和诱导剂联合用药 2,3

• 避免依鲁替尼 /idelalisib 与强或中度 CYP3A 抑制剂同时用药。 
�对于短期使用的强 CYP3A 抑制剂（例如用药不超过 7 天的抗真菌剂和抗生素 ；如酮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泊沙康唑、克拉霉素、泰利霉素），

考虑在使用抑制剂期间中断依鲁替尼 /idelalisib 治疗。避免需要长期使用的强 CYP3A 抑制剂。 
�如果必须使用中度 CYP3A 抑制剂，则降低依鲁替尼 /idelalisib 剂量。伴随服用强或中度 CYP3A4 抑制剂的患者，应更严密监测依鲁替尼 /idelalisib 

毒性症状。
• 避免同时使用强 CYP3A 诱导剂（如卡马西平、利福平、苯妥英钠、圣约翰草）。考虑 CYP3A 诱导作用更低的替代药物。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www.fda.gov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4/205552s001lbl.pdf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4/205858lb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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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ETOCLAX ：推荐的基于肿瘤负荷的 TLS 预防和监测 a

肿瘤负荷 b 预防 c 血液生化监测 e,f

低危
所有淋巴结均 <5 cm 
以及
绝对淋巴细胞计数 (ALC) <25 x109/L

• 口服水化 (1.5–2 L)
• 别嘌呤醇 d

门诊
• 第一剂 20 mg 和 50 mg，用药前 6 到 8 个小时、

24 小时
• 后续递增剂量用药前

中危
任何淋巴结 5 cm 至 <10 cm 
或
ALC ≥ 25 x109/L

• 口服水化 (1.5–2 L) 并考虑额外静脉水化
• 别嘌呤醇 l

门诊
• 第一剂 20 mg 和 50 mg，用药前 6 到 8 个小时、

24 小时
• 后续递增剂量用药前
• CrCl <80 mL/min 的患者第一剂 20 mg 和 

50 mg 时考虑住院 ；住院监测见下述

高危
所有淋巴结均 ≥ 10 cm
或
ALC ≥ 25 x109/L 以及所有淋巴结 
≥ 5 cm

• 口服水化 (1.5–2 L) 和静脉水化（根据耐受情况 150-
200 mL/h）

• 别嘌呤醇
• 如果基线尿酸升高，考虑拉布立酶

第一剂 20 mg 和 50 mg 时住院
• 用药前 4、8、12 和 24 小时
后续递增剂量时门诊
• 用药前 6 到 8 小时、24 小时

• 以 20 mg 剂量开始使用 venetoclax 一周，并在 5 周内逐步递增，达到 400 mg 的每日目标剂量
• 在最终确定预防和监测计划前需考虑患者所有的合并症 

a venetoclax 处方信息。可见于 ：http://www.accessdata.fda.gov/drugsatfda_docs/label/2017/208573s000lbl.pdf
b 淋巴结大小应由 CT 扫描评估。
c 任何不耐受口服水化的患者应静脉水化给药。
d 在开始 venetoclax 前 2 到 3 天开始别嘌呤醇或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
e 评估血生化指标（钾、尿酸、磷、钙和肌酐）；实时检查。
f  对于有 TLS 风险的患者，每次后续递增剂量后在第 6-8 和 24 小时监测血生化指标。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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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N 对证据和共识的分类 

1 类：基于高水平证据，NCCN 一致认为此项治疗合理。 

2A 类：基于低水平证据，NCCN 一致认为此项治疗合理。 

2B 类：基于低水平证据，NCCN 基本认为此项治疗合理。 

3 类：基于任何水平证据，NCCN 对此项治疗是否合理存在重大分歧。  

所有推荐均为 2A 类，除非另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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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SLL) 约占新诊断非霍奇

金淋巴瘤 (NHL) 病例的 7%。1CLL 仍然是西方国家最流行的成年白血病，

但在东亚等地区则认为比较罕见。2017 年，美国预计将有 20,110 人确

诊患上 CLL，并将有 4,660 人死于该病。2在形态学上，白血病细胞外观

似小型、成熟淋巴细胞，有时可与较大或非典型细胞或者幼淋巴细胞混

合。3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小淋巴细胞淋巴瘤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

治疗在很大程度上也相同。4CLL/SLL 的特征为这些白血病细胞在外周血、

骨髓及淋巴组织中逐步累积。主要区别在于，如果除骨髓和淋巴组织外，

血液中也发现大量异常淋巴细胞，则诊断为 CLL；如果外周血几乎没有

异常淋巴细胞，并且病变主要在淋巴结、骨髓以及其他淋巴组织，则诊

断为 SLL。 

文献检索标准和指南更新方法 

在更新此版本的 NCCN Guidelines® for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 small lymphocytic lymphoma (SLL)（NCCN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 (CL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SLL) 指南）之前，对 PubMed 数据库进行

了电子检索，以获取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10 月之间在“慢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方面发表的关键文献，搜索使用下面的术语：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Richter syndrome 和 histologic transformation。

之所以选择 PubMed 数据库，是因为它一直都是应用最广泛的医学文献

资源，而且仅索引同行评审的生物医学文献。5 

通过选择以英文发表的人体研究缩小检索结果范围。结果限制为以下文

章类型：临床试验，II 期；临床试验，III 期；临床试验，IV 期；指南；

随机对照试验；荟萃分析；系统性回顾；以及验证研究。 

PubMed 检索获得 65 条引文，并检查其潜在的相关性。关键 PubMed 

文章，以及被视为与本指南相关的其他来源的文章，其数据均被纳入本

版本的“讨论”章节中。对于缺乏高水平证据的内容，其推荐基于专家

组对低水平证据和专家意见的审核。 

NCCN 指南的所有编写和更新详情请参阅 NCCN 网页。 

分期 

安阿伯分期系统的卢加诺修订版适用于 SLL。6无论是在常规临床实践中

还是在临床试验环境下，Rai 和 Binet 系统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广泛用于

评估 CLL 患者的两种分期系统。7,8这两种分期系统都只靠体检（淋巴结

受累、脾和/或肝增大存在与否）和血液参数（贫血或血小板减少存在与

否）来评估肿瘤负荷程度。修订的 Rai 分类将患者分为 3 个风险组。7

低危（Rai 0 期；中位生存 150 个月）患者的生存率与对应年龄对照组

生存率基本相同。中危（Rai I-II 期；中位生存 71-101 个月）患者的生

存期较短，特别是当并存有其他不良因素（例如淋巴细胞倍增时间短于 

1 年）时。高危（Rai III-IV 期；中位生存 19 个月）患者的预后差。

Binet 分期系统基于受累区域的数目及血红蛋白和血小板的水平，和 Rai 

系统相似，与临床结局也有良好的相关性。8 

预后因素 

血清标记物如胸苷激酶和 β-2 微球蛋白、流式细胞术预后参数（CD38、

CD49d 和 ZAP-70）、免疫球蛋白重链可变重链区基因 (IGHV) 突变情

况以及荧光原位杂交 (FISH) 检测的细胞遗传学异常（如 del(13q)、

del(11q)、del(17p）），可在临床分期之外提供有用的预后信息。传统

临床和实验室预后因素的生存预期以及较新的预后因素是在化疗或化学

免疫治疗期间产生。新型小分子抑制疗法显著改善了包括高危病变患者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developm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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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生存率，并且这些治疗的随访期较短。因此，解读这些生存数据

时应持谨慎态度。 

血清 β-2 微球蛋白水平升高已被证实是无治疗间隔、治疗反应和整体生

存率 (OS) 的强独立预后预测指标，其中包括使用一线化学免疫治疗的

患者。9,10在多变量分析中，包括基线 β-2 微球蛋白、病变分期、氟达

拉滨难治性疾病和 del(17p)，经过 6 个月治疗未能达到正常 β-2 微球蛋

白与依鲁替尼治疗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 (PFS) 相关。10β-2 微球蛋白的

优点之一是仅需通过血液样本的标准实验室检测方法，就能够很快进行

检测。然而，它以一种与 CLL 疾病无关的方式受肾功能不全的影响。 

在基于流式细胞术的预后参数（CD38、CD49d 和 ZAP-70）中，

CD49d 似乎是最有力的一项，只有它独立于 FISH 和 IGHV。11CD38

（≥7% B 淋巴细胞）12-17和/或 ZAP-70（≥20% B 淋巴细胞）表达也

与较短的无进展生存率 (PFS) 和整体生存率 (OS) 相关。18-23CD38 和 

ZAP70 阳性均与非突变 IGHV 相关，并被建议作为 IGHV 突变状态的潜

在替代标记物。但是在一项研究中，多达 28% 的患者出现 CD38 阳性

结果和 IGHV 突变状态不一致的情况；而且在疾病的发病过程中，CD38 

的表达水平也不尽相同。24同样的，ZAP-70 阳性和 IGHV 突变状态也在 

20-25% 的病例中出现不一致。17,21此外，与 IGHV 突变状态或 CD38 

表达水平相比，ZAP-70 阳性被认为可能是疾病结局（例如至首次治疗

生存期）更强的预测因素。21-23可以用免疫组化 (IHC) 或流式细胞术检

测 CD38 和/或 ZAP-70 的表达。但是，在实验室间对 ZAP-70 表达进行

标准化和提高可重复性仍然是个难题。除临床试验外，不建议对 

ZAP-70 表达进行检测。ZAP-70 甲基化分析（ZAP-70 表达和 IGHV 突

变状态密切相关）也被报道是 CLL 患者的有用预后检测。25-27 

IGHV 突变状态是生存结局的重要预测因素。与突变 IGHV 相比，无论

是疾病的哪个阶段，非突变 IGHV（与生殖细胞基因序列的同源性 ≥

98%）均与预后不良和生存期显著减低相关联。12,28此外，VH3-21 基因

取用，无论是否突变（通过与生殖细胞基因序列同源性的百分比进行确

定），预后均不佳。29非突变 IGHV 或者利用 VH3-21 被证明是更短的

无治疗间隔和/或生存结果的独立预测因素，即使高风险基因异常也被列

入多变量回归模型。15,17,30,31因为可重复性以及可随时获得的原因，推荐

使用 IGHV 突变检测。 

FISH 检测发现 80% 以上的 CLL 初治患者患有细胞遗传学异常。最为常

见的异常为单独发现的 del(13q) (55%)，其次是 del(11q) (18%)、12 号

染色体三体 (16%)、del(17p) (7%) 以及 del(6q) (7%)。32Del(13q) 作为

单独的异常预后较好，并且中位生存期最长（133 个月）。Del(11q) 经

常与广泛的淋巴结病变、疾病进展和中位生存期较短（79 个月）相关。
32 基于氟达拉滨的化学免疫治疗方案加烷化剂可有助于克服初治 CLL 患

者 del(11q) 的不利预后意义。17,33Del(17p) 反映出 TP53 基因缺失，通

常与残留 TP53 等位基因中的异常有关，预后通常很差，伴短无治疗间

隔，短中位生存期（32 个月）及对化疗反应差。32Del(17p) 更常见于既

往接受过治疗的 CLL 患者，表明在治疗期间可能发生伴 del(17p) CLL 

克隆细胞的出现和蔓延。34无 del(17p) 时亦可发现 TP53 异常，并且发

现 TP53 突变是生存率差和基于氟达拉滨方案耐药的预测因素，独立于 

17p 染色体状态。-35-37生存预期很可能已经过时，因为它们在化疗或化

学免疫治疗期间已确定。 

一些大型前瞻性的随机研究对这些影响临床结局的细胞遗传学异常进行

了评估。17,38,39在 CLL4 试验中，对比一线治疗与苯丁酸氮芥或氟达拉

滨或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 (FC)，发现 TP53 缺失是预后不佳最强的预测

因素。17在没有 TP53 缺失的患者亚组中，非突变 IGHV（或 VH3-21 使

用）和 β-2 微球蛋白 水平升高 (>4mg/L) 是 PFS 和整体生存率 (OS) 

两者的重要独立预测因素。17此外，del(11q) 和治疗分组为 PFS 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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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因素，年龄是 OS 的独立预测因素。在 CALGB9712 研究的长期随

访中，评估了一线治疗同步对序贯联用氟达拉滨和利妥昔单抗，发现非

突变 IGHV 是缩短 PFS 和总体生存率 (OS) 的重要独立预测因素，而具

有不良风险特征的细胞遗传学异常 del(17p) 或 del(11q) 仍是生存期较短

的独立预测因素。38在一项比照 FC 与 FC 联合利妥昔单抗 (FCR) 作为

一线治疗的 III 期随机试验研究 (CLL8) 中，TP53 突变、del(17p) 以及

非突变 IGHV 的存在，是缩短 PFS 和 OS 的最强预测因素。-39FCR 治

疗的突变 IGHV 患者的中位 PFS 明显长于 FC 治疗（FCR 组未达到中

位值，对比而言，FC 组为 41.9 个月；P < 0.001），并且 5 年 OS 率

分别为 86.3% 和 79.8%。-在突变 IGHV 患者中，除伴 del(17p) 患者外，

所有细胞遗传学亚组均存在生存期改善。 

del(17p) 的预后意义可能依赖于存在该异常的恶性肿瘤细胞比例，并且

当 del(17p) 的细胞百分比比较低时，预后更为有利。17,40在 CLL4 试验

中，伴 del(17p) 缺失细胞 ≥10% 或更多是预后不佳的最强预测因素。17

伴 del(17p) 缺失细胞 ≥10% 的患者，缓解率为 29%，中位生存期 <6 

个月。17然而，伴 del(17p) 缺失细胞占 5-10% 的患者亚组结局与伴 

del(17p) 缺失细胞 <5％ 的患者亚组相似。伴 del(17p) 缺失细胞占 10% 

- 20% 的患者结局与伴 del(17p) 缺失细胞 >20% 的患者相似。最近一份

报告评估了 FISH 检测的细胞遗传学异常对 1585 例 CLL 患者临床结局

的影响，伴 del(17p) 缺失细胞 ≤20％ 的患者更有可能患有突变 IGHV，

至首次治疗的中位时间更长，以及从首次 FISH 研究之日起的 OS 更长。
41 

根据常规临床和实验室参数（年龄、β-2 微球蛋白、绝对淋巴细胞计数、

性别、Rai 分期、受累淋巴结数目）制定了预后列线图和更为简化的预

后指数，以便基于中位生存期以及 5 年或 10 年生存率，将初治 CLL 患

者分为 3 个不同的危险组（低、中和高）。42低危组无法获得预计中位

生存率。中危组和高危组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10 年和 5 年。低危组 5 

年生存率为 97%，中危组为 80%，高危组为 55%；10 年生存率分别为 

80%、52% 和 26%。42一些研究已经独立地证实该项预后指数能够估计 

CLL 初治患者的生存概率和至首次治疗时间，其中包括疾病早期（Rai 0 

分期）患者。43,44在最近基于多变量模型制定出的预后列线图中，纳入

了传统临床和实验室参数以及较新的预测因素（如 FISH 细胞遗传学、

IGHV 突变状态及 ZAP-70 表达水平），用以估计治疗几率（2 年和 4 

年时间）以及至首次治疗时间。45颈部淋巴结尺寸增大，3 个受累淋巴

结部位，del(17p)或 del(11q)，非突变 IGHV 状态及升高的血清 LDH 水

平这些因素被确定为至首次治疗时间更短的独立预测因素。45此列线图

可帮助确定新诊断的伴疾病进展高风险患者中，可能需要早期治疗的患

者。最近，国际组制定出一个全面的预后指数 (CLL-IPI)，基于 OS 进行

患者分层，归入 4 个危险组。在这个模型中，性别、年龄、ECOG 状态，

del(17p)、del(11q)、IGHV 突变状态、血清 β-2 微球蛋白和血清胸苷

激酶被确定为初诊患者 OS 的独立预测因素。46 

过去几年里，已确定 NOTCH1、SF3B1 和 BIRC3 基因中具有预后意义

的频发突变。47-51约 4% 到 15% 的 CLL 初诊患者观察到 NOTCH1、

SF3B1 和 BIRC3 突变，在氟达拉滨难治性 CLL 患者中，发生率则要高

得多 (15%–25%)。47,49,51Messina 等人最近报告，包括 TP53 (27.5%)、

NOTCH1 (24.1%)、SF3B1 (18.9%) 和 BIRC3 (15.5%) 在内的一种或多

种基因中的频发突变存在于 70% 以上氟达拉滨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患者中。52Rossi 等人提出一个综合预后模型，模型包括 NOTCH1、

SF3B1 和 BIRC3 突变以及由 FISH 检测的细胞遗传学异常，将患者分为 

4 个不同的预后亚组：高危（TP53 和/或 BIRC3 异常）；中危

（NOTCH1 和/或 SF3B1 突变和/或 del11q）；低危（三体 12 和野生型

所有的遗传病变）和甚低危（仅 del13q）。534 个亚组的 10- 年生存率分

别为 29%、37%、57% 和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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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前瞻性临床试验的数据也证实，NOTCH1 和 SF3B1 突变是初诊以

及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较短生存期的预测因素。54-56在德国 CLL2H 研

究中，NOTCH1 突变相对野生型病例而言与较长的 PFS 相关，SF3B1 

突变对 PFS 或 OS 没有影响。55在一项多变量分析中，发现 NOTCH1 

突变是氟达拉滨难治性 CLL 患者中有利 PFS 的独立预测因素。英国 

CLL4 试验中，NOTCH1 和 SF3B1 突变均与较短的 OS 相关，并且对基

于多变量分析的生存结局来说都保留了独立的预后意义。56在 CLL8 试验

中，TP53 和 SF3B1 突变在接受当前标准一线治疗药物的患者中是最强

的预后标志物，而 NOTCH1 突变被确定为 FC 中加入利妥昔单抗的受益

减少的预测性标志物。NOTCH1 突变同样与 Richter 转化独立相关。57,58

在一项基于来自初诊 CLL 患者大型多中心系列数据的研究中，在确诊时

有 NOTCH1 突变的患者，其 Richter 转化的累积概率显著高于无突变患

者（15 年 45% 对 5%；P < 0.001）。57 

总而言之，以上研究表明，这些突变的预后意义可能因患者人群、治疗

方案和被评估的临床结局而发生变化。虽然这些预后因素可提供有用的

预后信息，但开始治疗或治疗方案的选择不应受这些因素的驱动。这些

突变相对于新的靶向疗法治疗的影响尚不确定。此外，在一般临床实践

背景中，除了 del(17p) 和 del(11q) 外，其他预后因素不应决定治疗的选

择。 

缓解标准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资助的 CLL 工作组 (NCI-WG) 在 1988 年和 1996 

年发表了诊断和治疗 CLL 的指南，主要用于促进临床试验设计和实施的

一致性。大部分 CLL 临床试验在报告疗效时一直使用（直到最近）

1996 年 NCI-WG 指南中所列缓解标准。59在 2008 年，慢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国际研讨会 (IWCLL) 对 NCI-WG 指南进行修订以反映最新的进展，

如我们对新的预后标记物、诊断参数及治疗的理解。3尤其是 2008 年 

IWCLL 指南为适用于日常临床实践背景或临床试验的评价和疗效评估提

供了进一步建议。3 

在临床实践中，疗效评估涉及体检和血液参数的评估。对于完全缓解 

(CR)，应满足以下所有标准（治疗结束后至少 2 个月）：外周血淋巴细

胞计数 <4×109/L；无淋巴结肿大（即可扪及的淋巴结直径应 ≤

1.5cm）；无脾大或肝大；无全身症状（即体重减轻、明显疲劳、发热、

夜间盗汗）；以及无生长因子支持下的血细胞计数正常（即中性粒细

胞 >1.5×109/L，血小板 >100×109/L，血红蛋白 >11g/dL）。3CR 确认

需要进行骨髓穿刺活检，证明淋巴细胞 <30％，无 B 淋巴细胞结节。对

于部分缓解 (PR)，应满足以下至少 2 条标准并持续至少 2 个月：外周血

淋巴细胞计数与基线相比下降至少 50%，淋巴结肿大（根据多处受累淋

巴结总和），肝大和/或脾大；此外，至少有 1 项血细胞计数应达正常或

与基线相比增加 ≥50%，至少持续 2 个月。疾病进展包括以下各项中的

任何一项：淋巴细胞计数从基线水平升高至少 50%，淋巴结肿大，肝大

或脾大，出现任何新的病变，或发生疾病所致的血细胞减少（即血小板

计数与基线相比下降 ≥50%，血红蛋白水平与基线相比下降 >2g/dL）。
3患者未发生疾病进展，但也未达到 CR 或 PR 标准，被认为是病情稳定。

复发被定义为在初始 CR 或 PR 之后 6 个月或更长时间后，出现疾病进

展的证据。难治性疾病被定义为最后一次治疗后 6 个月内，未能取得疾

病缓解或疾病出现进展。3 

在临床试验中，CT 扫描是检查腺病和器官受累以及用于某些临床试验

外患者的理想方法。此外，如果临床 CR（如上述定义）的所有其他标

准均符合，应进行骨髓检查，以确认 CR（淋巴细胞 <30%，细胞增生正

常，无淋巴细胞结节）。对于符合 CR 标准（包括骨髓检查）但存在治

疗相关毒性导致的持续血细胞减少的患者，应被视为实现了不完全骨髓

恢复的 C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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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WCLL 缓解标准最近得到修订，以更精确地预测免疫调节剂和小分子激

酶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治疗的 CLL 患者的结局。60使用来那

度胺等免疫调节药物的治疗可导致燃瘤反应，其特征是疼痛性淋巴结增

大和淋巴细胞增多、皮疹和骨痛。燃瘤反应与采用来那度胺治疗的 CLL 

患者的临床反应相关。61 

使用涉及许多关键信号通路的靶向激酶的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会引起从淋巴结区到外周血的白血病细胞重新分布或释放所造

成的初始短暂性淋巴细胞增多。62,63 在大多数使用依鲁替尼治疗的患者中，

淋巴细胞增多在 8 个月内得到解除，但在一个淋巴细胞增多的患者亚群

中持续了 12 个月以上。依鲁替尼治疗后的长期淋巴细胞增多据报道代表

静止克隆的持久性，并不预测可能发生早期进展的患者亚组。62鉴于这些

结果，对于接受 idelalisib 和依鲁替尼的患者，Cheson 等人最近提出的

修订版缓解标准将一个新的缓解类别“有淋巴细胞增多的 RP”考虑在内，

将具有临床缓解（淋巴结和脾脏肿大缩小）伴持久性淋巴细胞增多（没

有其他进展性疾病的指征）的类别包括进来。60 

在治疗结束后在外周血中确定的微小残留病变 (MRD) 转阴正在成为疗效

的重要预测因素。64,65在对 GCLLSG（CLL8 和 CLL10）的两项随机 III 

期研究的合并分析中，在达到 CR 和 PR 的患者中，与 MRD 阳性 CR 和 

MRD 阳性 PR（分别为 35 个月和 21 个月）患者相比，MRD 阴性 CR 

和 MRD 阴性 PR （分别为 61 个月和 54 个月）的患者 PFS 更长。64作

为唯一的异常，MRD 阴性患者中治疗后持续性的脾大对 PFS 无负面影

响。一线 FCR 化学免疫治疗结束后的 MRD 阴性也与 PFS 相关。65这些

结果支持使用 MRD 进行疗效评估。 

诊断 

诊断 CLL 要求每微升外周血中至少含 5000 个克隆性 B -淋巴细胞(5 x 

109/L)，其通过流式细胞术定量检测来确定。3如果 B 细胞较少，并且无

可扪及淋巴结病变或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的其他临床特征，则诊断为单

克隆性 B 淋巴细胞增多症 (MBL)。MBL 是一种相对较新的诊断类别，患

者有 CLL 免疫表型的异常 B- 细胞群，但是不符合 CLL 的诊断标准。66

估计每年有 1.1% 的 MBL 患者进展到 CLL。患有 MBL 的个体中常见

“有利的”分子损伤、突变 IGHV 和 del(13q) 或正常细胞遗传。67 

目前该指南包括 CLL/SLL 和 MBL（绝对 B 淋巴细胞计数小于 

5000/mm3，淋巴结小于 1.5cm，无贫血或血小板减少）之间的初步分类。

建议对所有患有 MBL 的个体进行观察。诊断 CLL 要求每微升外周血中

至少含 5000 个单克隆 B 淋巴细胞 (5 x 109/L)，B 细胞的克隆性应通过

流式细胞术确认。SLL 的诊断要求存在淋巴结病变和/或脾肿大和/或外

周血中不到每微升 5000 B 淋巴细胞/ MCL (5 x 109/L)。3反应性淋巴结

患者的样本中可能见到 CLL/SLL 表型的 B 细胞；但是，只有在活检样

本中见到淋巴结结构消失时才能做出 SLL 的诊断。 

确诊 CLL/SLL 必须依赖于充分的免疫分型。外周血细胞流式细胞术足以

确诊 CLL，一般不需要骨髓活检。SLL 的确诊理想情况下应使用淋巴结

活检的检查确认。流式细胞术检查所做的细胞表面标志物应包括 κ/λ、

CD19、CD20、CD5、CD23 和 CD10。t(11;14) 的流式检查细胞周期

蛋白 D1 或 FISH 分析也应包括在检查内，以排除套细胞淋巴瘤 (MCL)。

如果依靠流式细胞术无法确诊，可行切除或切开淋巴结活检材料的石蜡

切片 IHC。推荐的 IHC 抗原谱包括 CD3、CD5、CD10、CD20、CD23 

和细胞周期蛋白 D1。这些方法可能很有用，对于诊断没有循环白血病细

胞的 CLL/SLL 类型尤其是这样。 

CLL/SLL 典型的免疫表型包括 CD5+、CD10-、CD19+、CD20 弱阳性表

达、表面免疫球蛋白弱阳性表达、CD23+、CD43+/- 以及细胞周期蛋白 

D1-。对 CLL/SLL 和 MCL 进行区分很有必要，因为它们均为 CD5+ B 细

胞肿瘤。虽然 CD23 在区分肿瘤类型中通常有帮助，但至关重要的是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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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周期蛋白 D1 表达缺少与否。对 t(11;14) 进行受激细胞遗传学检测或 

FISH 分析，可以帮助区分 MCL 和 CLL，单独使用流式细胞术来检查免

疫表型时也应采用。对 del(11q)、del(13q)、12 号染色体三体和 del(17p) 

进行 FISH 检测，受激中期核型和分子遗传学分析（通过聚合酶链反应或

测序）来检测 IGHV 突变状态以及 TP53 突变，能够提供有用的预后信

息，并指导对治疗的选择。 

由于白血病细胞在体外的增殖活性很低，传统中期细胞遗传学诊断 CLL 

比较困难。因此，用 FISH 进行间期细胞遗传学分析是检测具有重要预后

意义的染色体异常的标准方法。但是，FISH 仅能检测对所用探针有特异

性的异常。细胞因子或 CpG 寡核苷酸刺激已被用于促进中期分析。68最

近研究表明，对于 CLL 染色体异常的检测，CpG 寡核苷酸和白介素-2 的

刺激作用比 12-氧-十四烷酰-佛波醇-13-乙酸酯 (TPA) 更为有效。69,70CLL 

研究协会进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证实，CpG 寡核苷酸刺激与传统 B-细胞

丝裂原刺激相比，更能检测到 CLL 的异常克隆。而且，用 CpG -寡核苷

酸刺激中期细胞遗传学分析，所显示的克隆异常与间期 FISH 检测的结果

一致，并且在不同细胞遗传学实验室间具有可重复性。71但是，用 CpG 

刺激进行 CLL 细胞遗传学分析尚未普及。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胞遗传学

异常可能会发展变化，因此如果患者出现治疗指征，则需再次进行 FISH 

与核型检测，以指导进行相应治疗。 

检查 

CLL/SLL 的检查与其他淋巴组织肿瘤的检查相似。对于反复感染的患者，

免疫球蛋白定量测定能提供有益的信息。测量 β-2 微球蛋白可能会提供

有用预后信息。42,72虽然骨髓受累的形式（弥漫性或结节性）传统上具

有预后意义，但是在使用更可靠的预后标记物时这不再是一个因素，如

使用 IGHV 突变状态和 FISH 检测的细胞遗传学异常，所有这些标记物

可以通过分析外周血淋巴细胞获得。因此，尽管寻找血细胞减少原因时

骨髓活检仍有用，但已不再是评估疑似 CLL 患者的必需检查。 

当不存在浅表淋巴结肿大时，计算机断层 (CT) 扫描有助于随访和监测疾

病进展。对于无症状患者，不推荐连续 CT 扫描。贫血患者应进行网织

红细胞计数和直接 Coombs 试验，以评估发生溶血和纯红细胞再生障碍

性贫血 (PRCA) 的可能性。一般来说，PET 扫描对于 CLL 并无用处，

但如果怀疑存在 Richter 转化，那么 PET 扫描能够引导淋巴结活检。
73,74开始治疗的骨髓活检 ± 穿刺涂片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用。 

治疗选择 

在最近的几十年中，CLL 的治疗方案已有显著发展。免疫调节剂（例如

来那度胺）和 Cd20（利妥昔单抗、obinutuzumab 以及奥法木单抗）以

及 Cd52（阿仑单抗）单克隆抗体 (mAbs) 的出现，使得有效的和新联合

化学免疫疗法得以发展。最近，涉及许多关键信号通路（例如，布鲁顿

酪氨酸激酶 [BTK]、磷脂酰肌醇 3-激酶 [PI3K] 以及脾酪氨酸激酶 [SYK]）

的靶向激酶的新型小分子抑制剂，以及具有强效抗白血病疗效的 BCL-2 

蛋白的小分子抑制剂，在治疗 CLL/SLL 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75,76

大量进行中的临床试验正在评估新的组合方案，包括具有不同的作用机

制的药物。 

一线治疗 

CALGB 9712 研究比较了氟达拉滨同步或序贯联用利妥昔单抗治疗初治 

CLL 患者的疗效。38,77同步治疗组有更高的总缓解率（ORR；90% 对序

贯治疗组的 77%）和 CR 率（47% 对 28%），但同时以发生 3 或 4 级

毒性（主要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输液相关事件）的几率升高为代价。
77中位随访 117 个月后，两治疗组的中位 PFS（42 个月）和 OS （85 

个月）相似，并且估算的 5 年 PFS 率为 27%。38比较 CALGB 9011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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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中单用氟达拉滨治疗患者的结局和 CALGB 9712 研究中的汇总结

果，提示在氟达拉滨基础上加用利妥昔单抗可延长 PFS 和 OS。78 

在 CLL 初治适合患者的特定亚组中，尤其是患有突变 IGHV 的患者，氟

达拉滨、环磷酰胺和利妥昔单抗 (FCR) 可达到高缓解率并改善 OS 率。
39,79在一项对 300 名 CLL 初治患者的 II 期研究中，中位随访 12.8 年后，

ORR 为 95％（CR 为 72%）。79 中位 PFS 为 6.4 年，12.8 年总 PFS 

率为 30.9%（突变 IGHV 患者为 53.9% 和非突变 IGHV 患者为 8.7%）。

50.7% 的突变 IGHV 患者为 MRD 阴性，12.8 年时的 PFS 率为 79.8%。

在一项多变量分析中，进行常规核型分析的非突变 IGHV 和 del(17p) 与

不利的 PFS 显著相关。突变 IGHV 患者的长期 PFS 尤其值得注意，有 

10 年以上其 PFS 曲线呈平稳走势。一项大规模国际随机 III 期临床试验

（CLL8 研究）中，817 名身体条件适合的初治 CLL 患者（中位年龄 61 

岁）随机接受最多 6 疗程的 FCR (n = 408)或 FC (n = 409) 方案。
39FCR 治疗方案与 FC 相比，具有较高的 ORR(90% 对 80%；P < 

0.001)和 CR 率(44% 对 22%； P < 0.001)。中位随访 5.9 年发现，

FCR 和 FC 的中位 PFS 分别是 56.8 个月和 33 个月(P < 0.001)；FCR 

组未达到中位 OS，FC 组为 86 个月 (P = 0.001)。39对于 65 岁以下患

者，FCR 组比 FC 组具有统计学显著存活期获益（5 年 OS 率分别为 

80.9% 和 69.2%；P = 0.002）年龄 ≥65 岁患者相应的 5 年 OS 率分别

为 73.9% 和 61.6% (P = 0.288)。FCR 方案中长期嗜中性白细胞减少的

发病率明显高于治疗后第一年的 FC 方案。（16.6% 对 8.8%；P = 

0.007） 

已经将喷司他丁评估为一线化学免疫治疗方案的一部分。80-82在一项 II 

期试验中，具不良风险预后因素（例如，高风险 Rai 期、非突变 IGHV 

以及 FISH 检测的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患者经喷司他丁、环磷酰胺和利

妥昔单抗 (PCR) 治疗后，ORR 为 91%（CR 为 41%），中位 PFS 约

为 33 个月。80同 FCR 方案相比，PCR 方案引起的骨髓毒性也较低。随

后一项试验在初治患者 (n=33) 中对增大喷司他丁剂量（通过 PCR 方案

不加环磷酰胺来降低毒性）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较高剂量喷司他丁联用

利妥昔单抗 (PR) 的 ORR 为 76%（CR 为 27%）。81但是，观察到的 

PR 缓解率相对 PCR 方案较低，中位无治疗生存时间也降低（16 个月，

对比 PCR 的 30 个月以上），表明环磷酰胺是化疗免疫方案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在一项基于社区的多中心 III 期随机试验 (n=184) 中，对比研

究了 PCR （使用高剂量喷司他丁）与 FCR 方案对初治患者（占 80%）

或仅经轻度治疗患者的疗效，PCR 组和 FCR 组之间的 ORR 相似（49% 

对 59%），PCR 组的 CR 率较低（7% 对 17%；P = 0.04）。82两个治

疗组中，3 或 4 级感染事件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相似，但是在 

FCR 组中，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较高。82总体上，PCR 方

案与 FCR 相比，在疗效或毒性方面并未显示出优势。 

苯达莫司汀，一种与其他烷化剂具有低交叉抗性的烷化剂，被评估为一

线治疗并联用利妥昔单抗。83-86一项 III 期随机试验研究证实，苯达莫司

汀比苯丁酸氮芥对 CLL 初治患者 (n = 319) 更安全和有效。中位随访 54 

个月时，与苯丁酸氮芥相比，苯达莫司汀显著改善 CR 率（21.0% 对 

10.8%），中位 PFS（21.2 个月对 8.8 个月；P < 0.0001），以及下次

治疗时间（31.7 个月对 10.1 个月；P < 0.0001）。83两组之间在 OS 方

面的结果没有差异。在年龄 ≥65 岁的患者亚组中，使用苯达莫司汀也表

现出较高缓解率和 PFS 获益。与苯丁酸氮芥相比，苯达莫司汀发生 3 或 

4 级血液系统毒性、感染及胃肠道事件的几率更高。苯达莫司汀与苯丁酸

氮芥之外一线治疗药物的疗效比较尚无定论。在 GCLLSG 进行的一项多

中心 II 期试验（CLL2M 研究）中，苯达莫司汀和利妥昔单抗 (BR) 对初

治患者（n=117；26% 的患者在 70 岁以上）表现出高缓解率（ORR 为 

88%；CR 为 23%），并在老年患者亚组中（年龄 >70 岁）表现出相似

的缓解率和生存结局。84中位观察 27 个月，所有患者中位 PFS 为 34 个



   

2017 年第 2 版，2017 年 2 月 21 日 ©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Inc. 2017 保留所有权利。未得到 NCCN® 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 NCCN Guidelines®（NCCN 指南）及其插图进行复制。MS-8  

NCCN 指南索引 
目录 
讨论  

NCCN 指南 2017 年第 2 版 

CLL/SLL  
 

月，OS 率为 90.5%。BR 方案似乎对伴 del(17p) 患者小型亚组 (n=8) 的

疗效有限，ORR 为 37.5%（所有部分缓解）,中位 PFS 仅为 8 个月。84

血小板减少症 (22%)、中性粒细胞减少 (20%)、贫血 (20%)、过敏/输液

反应 (9%) 和感染 (8%) 是最常见的 3 或 4 级毒性。 

CLL10 研究最终分析将 BR 与 FCR 作为不伴 del(17p) CLL 适合患者（n 

= 567；CIRS 评分 ≤ 6，肌酐清除率 > 70 ml/min）的一线治疗进行比较，

证实在年龄 ≤65 岁的患者中，FCR 的 PFS 相比苯达莫司汀加利妥昔单

抗更有优越性，无明显合并症。85所有患者中位年龄为 61.6 岁，但 BR 

组年龄 > 65 岁患者的比例明显较高（39% 对 30%）。中位随访 37.1 个

月后，FCR 组的 ORR 为 95%，BR 组的为 96% (P = 1.0)，OS 方面无

差别（FCR 组 3 年 OS 率为 91%，BR 组为 92%；P = 0.89）。相比 

BR，FCR 得到更高的 CR 率（40% 对 31%）、更高的 MRD 阴性率

（12 个月时为 59% 对 26%；P < 0.0001；18 个月时为 55% 对 27%；

P = 0.002）和更长的中位 PFS（55.2 个月对 43.2 个月；P = 0.0003）。

在身体条件适合的年龄 <65 岁和突变 IGHV 患者中，FCR 组的 PFS 获

益最明显。年龄 ≤65 岁患者中 FCR 组和 BR 组中位 PFS 分别为 53.6 

个月和 38.5 个月 (P = 0.0004)，年龄 >65 岁患者治疗组间的 PFS 无明

显差异（FCR 组未达到中位值，BR 组为 48.5 个月；P = 0.172）。在突

变 IGHV 患者中，FCR 组未达到中位 PFS，BR 组为 55.4 个月 (P = 

0.089)。FCR 组中，尤其是 65 岁以上的患者，严重中性粒细胞减少和感

染的发病率明显更频繁（39% 对 25%）。该研究的最新结果表明，BR 

组也与继发性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AML) 或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 的

风险降低相关。87中位随访 58.2 个月后，FCR 组和 BR 组中继发性 

AML 和 MDS 的发病率分别为 3% 和 1%。研究结果证实，对于身体条件

适合的初治 CLL 患者，尤其是突变 IGHV 患者，FCR 仍然是标准的一线

治疗。BR 是身体条件适合的老年患者或有既往感染患者的替代治疗方案。 

进行中的一项 III 期随机试验正在对比一线治疗或二线治疗采用苯丁酸氮

芥（R-苯丁酸氮芥）和 BR 方案对不宜行基于氟达拉滨化学免疫治疗的 

CLL 患者（由于年龄较大或伴合并症）的疗效。86在该试验的中期分析

中（126 名可评估患者；58 名患者使用 BR 治疗，68 名患者使用 R-苯

丁酸氮芥；中位年龄 74 岁，范围为 44-91 岁），中位随访 24 个月时，

接受一线治疗的患者中，BR 组的 ORR 为 91%（24% 获 CR），R-苯丁

酸氮芥组的 ORR 为 86%（9% 获 CR）。86BR 组患者的中位 PFS 明显

比 R-苯丁酸氮芥组的更长（40 个月对 30 个月；P = 0.003），但中位 

OS 无显著差异（44 个月对不可计算）。两治疗组间的严重不良事件发

病率相似（BR 组为 98%，R-苯丁酸氮芥组为 97%），但 BR 组的 3 级

不良事件发病率比 R-苯丁酸氮芥组的更高（分别为 75% 和 64%）。 

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 (HDMP) 联用利妥昔单抗对小部分不良风险因素 

CLL 初治患者有效 (n = 28)。88中位年龄 65 岁，且很大一部分患者伴有

基线水平的不利危险因素（如高危 Rai 分期占 48%；非突变 IGHV 占 

57%；细胞遗传学异常占 39%）。使用 HDMP 与利妥昔单抗治疗后，

患者的 ORR 达 96%，CR 率为 32%。中位随访 36 个月，中位 PFS 为 

30.5 个月，OS 率为 96%。88在年龄 ＞70 岁 (n=8) 的小型亚组中，所

有患者出现缓解，且 3 名患者达到 CR (38%)。 

来那度胺是一种免疫调节剂，在多项研究中作为单药治疗和联用利妥昔

单抗被评估为一线治疗方案。89-91II 期研究评估的来那度胺（初始剂量 

5mg/日，逐渐增加至 25mg；28 天周期中每日一次持续 28 天）对 65 

岁或以上初治患者 (n = 60) 的长期随访数据表明，58% 的患者达到持续 

36 个月或更长时间的缓解，这些患者中有 25 人仍然接受治疗；长期缓

解者中未发生死亡病例。89 未达到治疗失败的中位时间，OS 率为 82%。

长期缓解者具有较低的 β-2-微球蛋白基线血浆水平，并且更可能患有 

12 号染色体三体，且不太可能患 del（17p）。所有长期缓解者 (n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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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 12 个月的治疗期间内发现中性粒细胞减少（其中 12 例患者达到 3 

级或 4 级；34％），29 例患者 (83％) 随后康复，主要是通过剂量减少。

在另一项初治 CLL 患者 (n=25) 的 II 期研究中，延长中位随访 53.2 个月

后，来那度胺（初始剂量每日 2.5 mg，剂量递增最高达到每日 10 mg ，

在 28 天周期中的 21 天给予）得到 72% 的 ORR（CR 为 20%）。903 

年 PFS 和 OS 率分别为 65% 和 85%。治疗第一年，骨髓抑制很常见

（分别有 76% 和 28% 的患者出现 3-4 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

少），并且长期治疗的复发率降低。88% 患者发生燃瘤反应 (TFR)，但

均为 1 或 2 级反应。疲劳 (76%)、皮疹 (60%)、肌肉抽筋 (40%)、以及

腹泻 (40%) 是其他最常见的非血液学毒性反应。CLL 研究协会的一项多

中心 II 期研究中，初治 CLL 患者（n = 69；年龄 < 65 岁，n = 40；年

龄 ≥65 岁，n = 29）采用来那度胺（初始剂量 2.5 mg/日，递增至 10 

mg/日）联用利妥昔单抗（第 1 周期中剂量递增至 375 mg/m2；然后每

周一次 375mg/m2，持续 4 周；）治疗。91老年患者组仅有 59% 完成了

计划的 7 个周期治疗，而年龄小于 65 岁的患者有 88% 完成治疗。83% 

年龄 <65 岁的患者发生燃瘤反应（主要是 I-II 级），年龄 ≥65 岁的患

者中有 66% 发生 TFR。最常见 3 或 4 级毒性反应为中性粒细胞减少，

被报告发生于 76% 的患者。可被评估患者中 (n = 65)，不到 65 岁患者

组 (n = 38) 中 ORR 为 95%（CR 占 20%，结节性 PR 占 20%），大于 

65 岁的患者 (n = 27) 中 ORR 为 79%（CR 占 10%）。中位随访超过 

20 个月后，年轻患者和老年人群中位 PFS 分别为 19 个月和 20 个月；

两个组中均未达到中位 OS。91一项评估来那度胺单药治疗与苯丁酸氮芥

作为 65 岁以上老年 CLL 患者初始治疗的随机 III 期研究（ORGIN 试

验），最近因担心来那度胺组相对于苯丁酸氮芥组的死亡风险更高而被 

FDA 叫停。92 来那度胺作为老年 CLL 患者初始治疗的评估应该仅在基

于这些结果的临床试验背景下进行。 

利妥昔单抗联用苯丁酸氮芥对 CLL 初治患者的合理 ORR 率和 CR 率分

别为 82.5% 至 84% 和 10% 至 16.5%。93,94然而，在对比氮芥与利妥昔

单抗或 obinutuzumab 联合治疗的 CLL11 试验（下文讨论）中，在 

PFS 方面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用 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治

疗的患者相比利妥昔单抗 + 苯丁酸氮芥 OS 有得到改善的趋势。95,96因

此，使用利妥昔单抗和苯丁酸氮芥的一线治疗应仅适用于无法耐受 

obinutuzumab 的患者。  

obinutuzumab 是一种以 CD20 为靶向的糖基工程化、人源化 II 型抗体，

已被证明对初治 CLL 患者有效。95-97CLL 11 研究的结果将 

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确定为无 del(17p) 的老年患者以及合并症

患者的新治疗标准。95,96在该研究中，781 例有合并症（定义为 CIRS 

评分 >6 或估计肌酐清除率 [CrCl] 为 30 到 69 mL/min）的患者随机接受

苯丁酸氮芥 (n = 118)、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 (n = 333) 或利妥昔

单抗 + 苯丁酸氮芥 (n = 330)。95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和利妥昔

单抗 + 苯丁酸氮芥的组合相比单用苯丁酸氮芥其中位 PFS 显著提高

（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利妥昔单抗 + 苯丁酸氮芥和单用苯丁

酸氮芥分别为 26.7 个月、16.3 个月和 11.1 个月；P < 0.001）。95除伴 

del(17p) 患者外，所有亚组中均能发现生存获益。中位观察 39 个月后，

与利妥昔单抗 + 苯丁酸氮芥相比，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显著延

长中位 PFS（28.7 个月对 15.7 个月；P <0.001），以及下次治疗的中

位时间（51 个月对 38.2 个月；P < 0.0001）。obinutuzumab 也存在 

OS 改善的趋势。96使用 obinutuzumab-苯丁酸氮芥时最常见的 3 级或

以上毒性反应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 (35%)、输液相关反应 (21%)、血小

板减少 (11%) 以及感染 (11%)。使用利妥昔单抗 + 苯丁酸氮芥时最常见

的 3 级或以上毒性反应是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28%) 和感染 (14%)。根据

该研究的结果，obinutuzumab 与苯丁酸氮芥联用得到 FDA 用于初治 

CLL/SLL 治疗的批准。在 II 期研究 (GAGE) 中评估了 80 名器官功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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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且 ECOG PS <3 的患者接受两种不同剂量（1,000 mg 对 2,000 mg）

的 obinutuzumab 单一疗法的疗效。97中位年龄为 67 岁。2000 mg 的 

Obinutuzumab 得到比 1000 mg 的 Obinutuzumab 更高的 ORR（67% 

对 49%；P = 0.08）、CR 或不完全血球减少反应的 CR （20% 对 

5%）。97两个治疗组中最常见的输液相关反应都是 3 或 4 级不良事件。

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 obinutuzumab 单药治疗在初治 CLL 患

者中缓解的持久性以及长期副作用。 

奥法木单抗是一种完全人源性的 CD20 单克隆抗体，最初批准是为了用

于氟达拉滨和阿仑单抗耐药性 CLL 的治疗。一项 III 期多中心开放标签

研究对一线治疗因年龄偏大和/或合并症而不适合氟达拉滨为基础治疗的

初治 CLL 患者疗效也进行了评估；447 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奥法木单抗 

+ 苯丁酸氮芥对苯丁酸氮芥单药治疗。98中位随访 29 个月后，与苯丁酸

氮芥单药治疗的患者相比，奥法木单抗 + 苯丁酸氮芥组的中位 PFS 明

显更长（22.4 个月对 13.1 个月；P < 0.001）。98两组均未达到中位 

OS。奥法木单抗 + 苯丁酸氮芥也带来与单用苯丁酸氮芥相比更高的 

ORR（82% 对 69%，P = 0.001）和优越的 CR 率（12% 对 1%）。根

据该研究的结果，FDA 批准奥法木单抗 + 苯丁酸氮芥用于初治 CLL 患

者以氟达拉滨为基础的治疗被认为并不恰当。 

阿仑单抗（一种人源化抗 CD52 单克隆抗体）最初批准是为了用于氟达

拉滨耐药性 CLL 的治疗，自此以后，无论是单药治疗还是联合方案，均

显示出作为 CLL 患者一线治疗的疗效。99-101在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 III 

期研究 (CAM307) 中，初治 CLL 患者 (n = 297) 随机接受阿仑单抗或苯

丁酸氮芥治疗。100与苯丁酸氮芥相比，用阿仑单抗得到明显更高的 

ORR（83% 对 55%；P < 0.0001）和 CR 率(24% 对 2%；P < 0.0001)；

此外，与苯丁酸氮芥相比，使用阿仑单抗观察到适度（但具有统计学意

义）PFS 受益（中位 15 个月对 12 个月；P = 0.0001)。在 21 名伴 

del(17p) 患者的较小亚组中，阿仑单抗显示较高的 ORR（64% 对 20%）

和较长的中位 PFS（11 个月对 2 个月）。中位随访 25 个月后，治疗组

均未达到中位 OS；治疗组间的生存期未报告有明显差异。100与苯丁酸

氮芥相比，阿仑单抗伴有更高的输液相关不良反应、巨细胞病毒 (CMV) 

感染以及 3 级或 4 级中性粒细胞减少（41% 对 25%）发生率。虽然不

再有市售的阿仑单抗，但可取得用于临床用途。除了被认为不适用依鲁

替尼的伴 del(17p) CLL/SLL 外，不推荐将阿伦单抗作为一线治疗选择。 

依鲁替尼（一种 BTK 不可逆抑制剂）最初得到批准是用于治疗复发性或

难治性 CLL（接受至少一种既往治疗的患者），这种药物在包括有 

del(17p) 患者在内的初治 CLL/SLL 患者中也得到了评估。102-106包括 31 

名年龄 ≥65 岁初治 CLL 或 SLL 患者在内的多中心 Ib/II 研究的 5 年随访

数据，证实依鲁替尼可使所有亚组达到持久缓解，其中包括年龄 ≥65 岁

伴 del17p、del11q 或非突变 IGHV 初治 CLL/SLL 患者。103中位随访 5 

年后，依鲁替尼 (420 mg) 得到 84% 的 ORR（CR 为 29%）。未到达中

位 PFS，且 60 个月的 PFS 预估率为 92%。缓解与是否存在高危特征无

关；但是，在该研究中伴 del(17p)、del(11q)、12 号染色体三体或高 

β-2-微球蛋白的患者较少。在另一项包含 35 名使用依鲁替尼的伴 

del(17p) 初治患者（≥18 岁；中位年龄 62 岁）的 II 期试验中，中位随

访 24 个月，依鲁替尼对 33 名被评估患者（55% 的患者为 PR，42% 的

患者为伴淋巴细胞增多的 PR）中的 32 名有明确疗效，且 24 个月的 OS 

率估算值为 84%。10424 个月病变进展的累积发生率为 9%。分别有 24％、

14％ 和 10％ 的患者出现 ≥3 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贫血和血小板减少

症。分别有 6% 和 2％ 的患者出现 3 级肺炎和皮疹。在随机 III 期研究中

证实了依鲁替尼对年龄 ≥65 岁不伴 del(17p) 初治 CLL 或 SLL 患者的疗

效和安全性（RESONATE-2；269 名患者随机接受依鲁替尼或苯丁酸氮

芥作为一线治疗）。105中位随访 28.6 个月后，与苯丁酸氮芥相比，依鲁

替尼组得到明显更高的 ORR（92% 对 36%；P < 0.0001）以及明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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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 PFS（24 个月时 89% 对 34%；P < 0.0001）。41% 的患者转用依

鲁替尼，在接受依鲁替尼和苯丁酸氮芥治疗的患者中，意向治疗人群 2 

年 OS 预估率分别为 95％ 和 84％。106  依鲁替尼已被批准为适用所有患

者的一线治疗，尽管在随机临床试验中尚未确定依鲁替尼作为一线治疗

对年龄 <65 岁不伴 del(17p) 患者的疗效。 

一线巩固治疗 

CLLM1 研究证实了一线治疗后来那度胺维持治疗的可行性和疗效。107在

该研究中，89 名接受一线化学免疫治疗后预后差的患者（经一线化学免

疫治疗后至少达到 PR，MRD 水平 ≥10-2 或 ≥10-4 至 <10-2，且伴有非

突变 IGHV、del(17p) 或基线 TP53 突变）随机接受来那度胺维持治疗 (n 

= 69) 或安慰剂 (n = 20)。中位观察 17.7 个月后，安慰剂组中位 PFS 为 

14.6 个月，来那度胺组未达到中位 PFS。来那度胺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

发生率（例如，中性粒细胞减少症（30.4% 对 3.4%）、肠胃疾病（55.4% 

对 27.6%）、神经系统疾病（30.4% 对 13.8%）、呼吸系统疾病（35.7% 

对 13.8%）以及皮肤病（60.7% 对 27.6%））更为频繁。 

复发或难治性病例治疗 

对复发或难治性伴 del(17p) CLL/SLL 患者，当前治疗标准是依鲁替尼、

idelalisib，以及 idelalisib 与利妥昔单抗和 venetoclax ± 利妥昔单抗。 

依鲁替尼对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有显著的单药疗效，同时在毒性方面

也较为有利。108-110在 III 期随机研究 (RESONATE) 中，391 名经过既往

治疗的 CLL 患者被随机分为使用依鲁替尼单药（420 mg，每天一次）或

奥法木单抗。108绝大多数患者患有晚期疾病并具有高危特征，包括 

del(17p)、del(11q) 或 β-2 微球蛋白 (>3.5 mg/L)。在 9.4 个月的中位

随访时，依鲁替尼显著延长了 PFS（未达到中位值，奥法木单抗相比为 

8.1 个月）和 OS（依鲁替尼组中死亡 HR 为 0.43；P = 0.005；死亡风

险降低 57%）。在伴 del(17p) 患者中，依鲁替尼组未达到中位 PFS，奥

法木单抗相比其中位 PFS 为 5.8 个月。10812 个月时，依鲁替尼组和奥法

木单抗组的 OS 率分别为 91% 和 81%。依鲁替尼组的 ORR 也明显更高

（42% 对 4%；P < 0.001）。最常见的非血液学不良事件为轻度（1-2 

级）腹泻、疲劳、发热，以及依鲁替尼组的恶心呕吐和疲劳、输液相关

反应，以及奥法木单抗组的咳嗽。这项研究的最新结果也证实，与既往

已接受过至少一次奥法木单抗治疗的 CLL/SLL 患者相比，依鲁替尼组显

著改善了 ORR、PFS 和 OS109中位随访 16 个月，依鲁替尼组的 ORR

（90％ 对 25％；P < 0.0001），中位 PFS（未达到中位值，奥法木单抗

组相比为 8.1 个月，P < 0.0001）和 OS 率（18 个月的 OS 率分别为 85％ 

和 78％）明显更好。II 期研究结果 (RESONATE-17) 进一步证实依鲁替

尼在 145 名伴 del (17p) 的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中的安全性和疗效。
110中位随访 11.5 个月时，ORR（由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为 83%。在

中位随访 27.6 个月的扩展分析中，研究者评估 ORR、24 个月的 PFS 和 

OS 率分别为 83％、63％ 和 75％。110 

在几项复发或难治性 CLL 或 SLL 患者的 I-II 期研究中，证实了 idelalisib

（PI3K-δ 的异构体选择性口服抑制剂）无论是单药治疗还是联用利妥昔

单抗都具有可喜的临床疗效。111-113在一项多中心 III 期随机研究中，220 

名复发性 CLL 患者随机接受利妥昔单抗联用 idelalisib (150 mg) 或安慰

剂。111绝大部分患者 (78%) 年龄在 65 岁或以上，40% 有中度肾功能不

全（肌酐清除率 <60 mL/min），35% 骨髓功能低下（3 级或以上血细胞

减少症），85% 的 CIRS 评分 >6。在第一次计划的中期分析时，研究因 

idelalisib + 利妥昔单抗压倒性的疗效而提前终止。111在 24 周，idelalisib 

组和安慰剂组的 PFS 率分别是 93% 和 46%。在患有并发病情的复发 

CLL 患者中，与利妥昔单抗 + 安慰剂相比，idelalisib + 利妥昔单抗显著

提高了 ORR（81% 对 13%；P < 0.001）、PFS（idelalisib 组未达到，

安慰剂组相比为 5.5 个月）和 12 个月时 OS 率（92% 对 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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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3 或 4 级不良事件（肺炎、发热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见于 idelalisib 组 40% 的患者，在安慰剂组中为 35%。该研究的第二次

中期分析也证实了 idelalisib + 利妥昔单抗出众的安全性和在 ORR、PFS 

和 OS 方面的疗效。114Idelalisib + 利妥昔单抗在具有高危特征的患者中

同样有疗效，如 del(17p) 或 TP53 突变、未突变 IGHV、ZAP70 和 

CD38 表达以及 β-2 微球蛋白 (>4 mg/L)。112对参与 I 期（n = 11）和 II 

期（n = 28）研究的 39 名复发或难治性 SLL 患者进行事后探索性分析

（评估了 idelalisib 在复发或难治惰性 NHL 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表

明 idelalisib 单药治疗在复发或难治性 SLL 患者亚组中具有显著临床疗效。
113ORR 分别为 55%（11 人中的 6 人）和 61%（28 人中的 17 人）。中

位缓解持续时间分别为 2.3 个月和 12.5 个月。中位 PFS 分别为 3.7 个月

和 11.4 个月。 

Idelalisib 单药治疗被批准可用于治疗既往已接受至少两次全身性治疗的

复发性 SLL 患者。Idelalisib 联用利妥昔单抗被批准在由于存在其他合并

症（肾功能降低，衡量标准为肌酐清除率 <60 mL/min，或由于既往使用

细胞毒性制剂治疗的骨髓毒性效应所造成 NCI CTCAE ≥ 3 级中性粒细

胞减少或血小板减少）而将利妥昔单抗单药治疗作为适当方案的患者中

用于复发性 CLL 治疗。由于 III 期临床试验中 CLL 初治患者使用 

idelalisib 出现感染相关的毒性和死亡，因此 idelalisib 不得用于一线治

疗。处方医师应注意复发/难治性 CLL 患者感染增加的风险。对接受 

idelalisib 治疗的患者，推荐 HSV、PJP 和 CMV 常规监测用于感染预防。 

Venetoclax（一种诱导 CLL 细胞死亡的小分子 BCL2 抑制剂）已被证实

对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有效。115,116在 II 期临床研究中，有 107 名

（61 例患者年龄 ≥65 岁；46 例年龄 <65 岁）伴 del(17p) 复发或难治

性 CLL 患者，中位随访 12.1 个月时，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出 

venetoclax 的 ORR 为 79.4％。115在所有亚组患者中，venetoclax 得到

高 ORR (>70%)，具有额外风险特性（例如，氟达拉滨耐药状态、巨块

型病变、del(17p)、TP53 突变）。预期的 12 个月 PFS 和 OS 率分别为 

72% 和 86.7%。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40%)、感染 (20%)、贫血症 (18%) 

以及血小板减少症 (15%) 是最常见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根据该研究的

结果，venetoclax 被批准用于伴 del(17p) 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的治疗。

对依鲁替尼或 idelalisib 无效或不耐受的复发或难治性患者，venetoclax 

显示出令人满意的疗效。116在对既往接受依鲁替尼（A 组；n = 43；39 

例依鲁替尼难治性患者）或 idelalisib（B 组；n = 21；14 例 idelalisib 难

治性患者）治疗的 64 例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的 II 期研究中，

venetoclax 得到的 ORR 为 70%（A 组）和 48%（B 组）。116在依鲁替

尼或 idelalisib 难治性 CLL 患者亚组中，ORR 分别为 67%（A 组 39 例

患者中的 26 例）和 57%（B 组 14 例患者中的 8 例）。所有患者的预期 

12 个月 PFS 和 OS 分别为 72% 和 90%。分析时尚未达到中位 PFS 和 

OS。推荐以较低剂量（每周 20 mg）开始并在 5 周内逐步递增至目标剂

量（每日 400 mg），同时预防肿瘤溶解综合征 (TLS)，以减少接受 

venetoclax 治疗患者的 TLS 风险和几率。115,117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可能是

长期毒性，需要生长因子支持和/或 venetoclax 剂量调整。Venetoclax 联

用利妥昔单抗对复发或难治性 CLL/SLL 患者同样有效，其 ORR 为 86%

（CR 为 51%）且估算 ２ 年 PFS 率为 82%。118 

FCR 方案在复发/难治性疾病的背景下表现出高水平缓解率。
119,120REACH 随机 III 期试验比较了 CLL 患者（n = 552；排除既往接受

过 FC 方案或利妥昔单抗的患者，此外，患者需对氟达拉滨敏感）首次复

发时采用 6 个周期 FCR 和 6 个周期 FC 的疗效。119中位随访 25 个月后，

FCR 组的中位 PFS（基于研究者的评估）显著优于 FC 组（31 个月对 

21 个月；P < 0.001），尽管两治疗组间的 OS 无明显差异。根据独立评

审委员会评估结果，FCR 方案在中位 PFS（27 个月对 22 个月；P = 

0.022）、ORR（61% 对 49%；P < 0.005）以及 CR 率（9% 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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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05）方面均明显更高。119一项 II 期研究的最终分析评估了 FCR 

方案对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n = 284；中位既往治疗次数为 2 次）的

疗效，证实了该方案对于无高风险特征（在既往治疗中表现出难治性或 

17 号染色体异常）患者的安全性和疗效。120ORR 为 74％，CR 率为 

30％，中位 PFS 为 21 个月。中位随访 43 个月后，预计中位生存期为 

47 个月。FCR 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血液学毒性，包括 56% 治疗周期中

出现 3 或 4 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19.5% 周期中出现 3 或 4 级血小板减

少症。肺炎或脓毒血症被报告发生于 16% 的患者。与氟达拉滨敏感组相

比，氟达拉滨难治性患者亚组 (n = 54) 的 ORR（56% 对 79%； P < 

0.001) 和 CR 率（7% 对 39%；P < 0.001）显著较低；氟达拉滨难治性 

CLL 患者组的中位 PFS（8 个月对 28 个月；P < 0.001)和 OS (38 个月

对 52 个月；P < 0.05）也显著较低。120此外，伴 17 号染色体异常（基

于标准染色体核型）患者亚组 (n = 20) 结局更差，其 ORR 为 35%（无 

CR），中位 PFS 为 5 个月，中位生存期仅为 10.5 个月。研究者的结论

为最适合采用 FCR 治疗的患者为对氟达拉滨敏感、不伴 17 号染色体异

常及既往治疗较少（<4 个前方案）的患者。120 

喷司他丁在氟达拉滨难治性患者中得到评估。在人数较少的复发或难治

性 CLL 患者中，PC 组和 PCR 组在氟达拉滨难治性患者中有着相近 

ORR（分别为 74％ 和 75％）。121,122但是，根据与 PC 方案进行的历

史回顾性比较，PCR 方案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较长（25 个月对 7 个

月），中位生存期也较长（44 个月对 16 个月），表明环磷酰胺是 PCR 

方案甚至是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1 

奥沙利铂、氟达拉滨、阿糖胞苷和利妥昔单抗 (OFAR) 显示出复发或难

治性 CLL （包括伴 del(17p) 或 del(11q) 等高危特征的患者）和 Richter 

转化中的显著疗效。123,124在一项氟达拉滨难治性 CLL 患者 (n = 30) 以及

伴 Richter 转化患者 (n = 20) 的 I-II 期试验中，OFAR 在伴 Richter 转化

的患者和氟达拉滨难治性 CLL 患者中分别带来 33% 和 50% 的 ORR。
123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 10 个月。70 岁及以上患者 (n = 14) 的 ORR 为 

50%。此外，20 位 del(17p) 患者中的 7 位 (35%)、7 位 del(11q) 患者中

的 2 位 (29%) 出现缓解。123在随后的 I-II 期研究中（67 例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和 35 例 RS 患者），阿糖胞苷剂量减少的改良 OFAR 方案同

样得到 RS 患者 38.7% 的 ORR（CR 占 6.5%）和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

者 50.8% 的 ORR（CR 占 4.6%）。中位生存持续时间分别为 6.6 和 

20.6 个月。124血细胞减少症是最常见的血液学毒性反应。异基因干细胞

移植 (SCT) 作为使用改良 OFAR 治疗患者的缓解后治疗与更长的生存期

相关。124 

在 GCLLSG 的 II 期试验中，给予 CLL 复发患者（n = 78；中位既往治

疗为 2 种）苯达莫司汀联用利妥昔单抗治疗，得到 ORR 为 59%（CR 

为 9%）。125其中氟达拉滨难治性患者 (n = 22) 亚组中的 ORR 为 

45.5%。中位随访 24 个月后，所有患者的中位 PFS 和 OS 分别是 15 

个月和 34 个月。其中，伴 del(17p) 患者的预后更差，中位 PFS 和中位

生存期分别仅为 7 个月和 16 个月。125最常见的 3 或 4 级不良事件包括

血液学毒性（50% 患者）和感染（13%，均为 3 级事件）。125正在进

行中的一项 III 期随机试验，对比评估了一线治疗或二线治疗采用 BR 方

案或 R-苯丁酸氮芥方案对不宜行基于氟达拉滨化学免疫治疗的 CLL 患

者（由于年龄较大或伴合并症）的疗效。该试验的中期分析中，可用 

126 例患者（中位年龄 74 岁，范围为 44-91 岁）的数据来进行评估

（BR，n = 58；R-苯丁酸氮芥，n = 68）。126在接受二线治疗患者中

（n = 51；复发时间 > 一线治疗末次给药后 12 个月）BR 组 ORR 为 89%

（11% 获 CR），R>苯丁酸氮芥组 ORR 为 83%（4% 获 CR）。126 

最近 III 期试验结果表明，依鲁替尼或 ibrutinib 辅助 BR 可显著改善复发

或难治性 CLL 患者的 PFS。127,128一项拥有 416 例复发或难治性 C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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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42% 的患者年龄 ≥65 岁）的 III 期随机研究中，中位随访 21 个

月时，BR 加 idelalisib 组未达到中位 OS，BR 加安慰剂组中位 OS 为 

41 个月 (P = 0.036)。127在所有风险组中观察到 OS 改善；然而，机体

性感染和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病率在 idelalisib 组中更为常见。一项对既往

接受过治疗的 CLL 或 SLL 患者（年龄 ≥18 岁）评估 BR 加依鲁替尼方

案的 HELIOS 试验中，BR 加依鲁替尼方案患者的 PFS 明显优于接受 

BR 加安慰剂方案治疗患者的 PFS（未达到对 13.3 个月；P < 0.0001）。
12818 个月时 PFS（由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分别为 79% 和 24%。 

大剂量甲泼尼龙 (HDMP) 联用利妥昔单抗显示出能够被难治性 CLL 患者

（包括预后不良患者）很好耐受，并且治疗有效。在几项小型研究中，

HDMP 联用利妥昔单抗的 ORR 为 78%-93%，CR 占 14%-36%；中位 

PFS（或至进展时间）为 7-15 个月，且一项研究的中位生存期为 20 个

月。129-131此外，该方案对氟达拉滨难治性和/或 del(17p) 患者也具有疗

效。129,130经该方案治疗后，约 30% 的患者出现感染并发症（包括机会

性真菌感染），因此治疗期间可能需要进行充分抗感染预防，并密切监

测早期感染迹象。129,131 

来那度胺单药治疗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的初步 II 期研究显示 ORR 为 

32%-47%，CR 占 7%-9%。132,133在伴 del(11q) 的患者亚组中，ORR 

为 39%-47%；而伴 del(17p) 患者小型亚组的 ORR 仅为 13%。132,133骨

髓抑制和燃瘤反应是最常见的 3-4 级不良事件。对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

者，初始治疗时采用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所采用的来那度胺“标准”

25-mg 给药方案，存在过强的毒性反应（燃瘤反应、肿瘤溶解和骨髓抑

制）。134最近一项前瞻性研究的结果表明，来那度胺采用较低起始剂量

（每日 5、10 或 15 mg），随后由 5 mg 逐渐增加剂量至最多每日 25 

mg，与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 (n = 103) 的可接受耐受范围有关。
135,136中位随访 24 个月时，ORR、中位 PFS 以及中位 OS 分别为 

40.4%、9.7 个月和 33 个月。136 缓解者与疾病稳定的患者之间 PFS 和 

OS 有显著差异（中位 PFS：26.5 个月对 7.2 个月，P < 0.001；中位 

OS：未达到对 19.8 个月；P = 0.011）。来那度胺对伴不良细胞遗传学

特征的患者有适度疗效，TP53 突变、非突变 IGHV 和伴 del(17p) 的 

ORR 分别为 36.1％、39.1％ 和 21.7％。136 

一项 II 期研究评估了来那度胺（自第 1 周期第 9 天起给药，初始剂量每

日 10 mg；给药 28 天/28 天周期）联用利妥昔单抗（第 1 周期每周给予 

375 mg/m2，持续 4 周，在第 3-12 周期的第一天继续给药）对复发或难

治性 CLL 患者（N = 59；中位两次既往治疗）的疗效。137ORR 为 66%，

CR 占 12%；所有 CR 发现于治疗超过 12 或更长周期的患者。所有患

者中位至治疗失败时间为 17 个月。未达到中位 OS，预期 3 年 OS 率为 

71%。伴 del(17p) 患者亚组中 (n = 15)，ORR 为 53%，与不伴 del(17p) 

患者亚组的 70% 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然而，氟达拉滨难治性患者

亚组 (n = 12) 的 ORR 低于氟达拉滨敏感组（33% 对 70%；P = 0.04）。

此外，伴 del(17p) 且氟达拉滨难治性患者组的生存结局更差，中位 OS 

低于 10 个月。最常见的 3 或 4 级毒性反应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74%)，血小板减少症 (34%) 及感染或发热事件 (24%)。燃瘤反应发生

于 27% 的患者，但均为 1 或 2 级反应。137 

奥法木单抗已证明对氟达拉滨 + 阿仑单抗耐药性或因为巨块型淋巴结肿

大不适用阿仑单抗治疗的 CLL 患者有效。138在枢纽性国际临床试验的最

终分析中（n = 207；95 例氟达拉滨 + 阿仑单抗耐药 CLL 患者 (FA-ref 

CLL) 和 112 例氟达拉滨难治性 + 巨块型淋巴结肿大 CLL 患者（BF-ref 

CLL）），奥法木单抗治疗在 FA-ref CLL 和 BF-ref CLL 患者中 ORR 分

别为 49% 和 43% 。138FA-ref CLL 患者和 BF-ref CLL 患者的中位 PFS 

分别为 4.6 个月和 5.5 个月。FA-ref 患者和 BF-ref 患者的中位 OS 分别

为 14 个月和 17.4 个月。最常见 ≥3 级的不良事件是感染 (24%) 和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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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细胞减少症 (12%)。奥法木单抗被批准用于治疗氟达拉滨 + 阿仑单抗

难治性 CLL。对 FA-ref CLL 患者 (n = 96) 和 BF-ref CLL 患者 (n = 112) 

的一项临时回顾性分析显示，奥法木单抗在既往有利妥昔单抗用药的 

FA-ref CLL 患者中也有疗效并且有很好的耐受。139有既往利妥昔单抗用

药的 CLL、利妥昔单抗难治性 CLL 以及利妥昔单抗初治 CLL 的 ORR 分

别为 43%、44% 和 53%。中位 PFS 分别为 5.3、5.5 和 5.6 个月，中位 

OS 分别为 15.5、15.5 和 20.2 个月。COMPLEMENT 2 研究评估了 FC 

加奥法木单抗组与单用 FC 组对 CLL 复发患者 (n = 365) 的疗效。140FC 

+ 奥法木单抗组与改善 PFS 相关，且安全范围可控。FC + 奥法木单抗组

和 FC 组的中位 PFS（主要终点；由独立评审委员会评估）分别为 28.9 

个月和 18.8 个月(P = 0.0032)。各治疗组间的 OS 没有显著差异。两个治

疗组的 3 级或以上不良事件的发病率分别为 74% 和 69%。中性粒细胞

减少症是最常见的不良事件，其中 49％ 的患者接受 FC + 奥法木单抗治

疗，36％ 的患者接受 FC 治疗。根据该研究的结果，FDA 批准 FC + 奥

法木单抗联用治疗复发性 CLL 患者。 

Obinutuzumab 在有既往大剂量治疗的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中具有单

药治疗的疗效。在一项有 20 例患者的 II 期研究（GAUGIN 研究）中，

1000 mg 固定剂量的 obinutuzumab 得到 30% 的最佳 ORR；中位 PFS 

和缓解持续时间分别为 10.7 个月及 8.9 个月。141CLL11 研究的亚组分析

表明，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联用在既往苯丁酸氮芥难治性 CLL 患

者中也有很好的疗效。14230 例交叉接受 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治

疗的患者中，有 87% 的患者出现临床缓解（PR 占 77%，CR 占 7%，

不完全 CR 占 3%）。交叉治疗开始后的中位 PFS 为 17.2 个月。 

作为单药治疗或与利妥昔单抗联用的阿仑单抗已被证明对具有 del (17p) 

或 TP53 异常的氟达拉滨难治性 CLL 患者有效。143-145在一项 II 期研究

中，阿仑单抗在氟达拉滨难治性 CLL 患者 (n = 93) 中带来显著缓解，具

有 33% 的 ORR（CR 占 2%）。143所有患者中位至进展时间为 4.7 个月

（缓解者为 9.5 个月），中位 OS 为 16 个月（缓解者为 32 个月）。143

在一项包括 202 名既往治疗过并伴 del(17p) CLL 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中，

阿仑单抗与较有利的 ORR（32%）、中位 PFS 和 OS（分别 6.2 个月和 

21 个月）相关。145骨髓抑制和感染是最常见的 3-4 级毒性反应。值得注

意的是，单用阿仑单抗治疗难治性 CLL 患者时，巨块型淋巴结肿大通常

不出现缓解。143,145阿仑单抗治疗晚期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时，皮下注

射的疗效和安全性与静脉注射相同。146-149阿仑单抗治疗的患者中，约 

10%-25% 出现 CMV 激活。143,145-147,150在给予含阿仑单抗方案的用药期

间，有必要进行充分的抗感染预防，并密切监测早期感染并发症和 CMV 

激活迹象。 

二线巩固治疗 

III 期随机试验 (PROLONG) 评估了二线治疗后缓解 CLL 患者在奥法木单

抗维持治疗组及观察组的疗效和安全性。151在该研究中，474 例二线或

三线治疗后 CR 或 PR 复发的 CLL 患者随机分配接受奥法木单抗维持治

疗或观察。中位随访 19.1 个月时，与观察组相比，奥法木单抗维持治疗

组的 PFS 显著改善（29.4 个月对 15.2 个月；P < 0.0001）。中性粒细

胞减少症（24％）和感染（13％）是奥法木单抗维持治疗最常见的 3 级

及以上不良事件。奥法木单抗维持治疗被批准用于经过二线或多线治疗

后部分缓解 (CR) 或完全缓解 (PR) 的复发或进展性 CLL 患者。 

在 III 期随机多中心试验（CONTINUUM 试验）中评估了二线治疗后的来

那度胺维持治疗。152在该试验中，314 例至少接受过一次二线治疗后部

分缓解 (PR) 的患者被随机分配接受来那度胺维持治疗或安慰剂治疗。中

位随访 31.5 个月后，与安慰剂治疗的患者相比，来那度胺组的中位 PFS 

明显更长（33.9 个月对 9.2 个月）。中性粒细胞减少症（66.2% 对 

30.5%）和腹泻（40.8% 对 16.2%）分别是来那度胺组和安慰剂组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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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不良事件。与安慰剂组相比，来那度胺组的发热性中性白细胞减

少（1.9％ 对 0％）、深静脉血栓（1.9％ 对 0％）和肺栓塞（2.5％ 对 

0.6％）的发病率较高。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回顾性研究显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HCT) 可克服与 del(17p) 有关

的不良预后并得到长期 PFS。153-158在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组 (EBMT) 进

行的一项回顾性分析中，异基因 HCT 可使 del(17p) 患者得到长期缓解。
154中位随访 39 个月，3 年 PFS 和 OS 率分别为 37% 和 44%。前瞻性

多中心试验（GCLLSG CLL3X 研究）结果也显示，非清髓性异基因 

HCT 能够在大部分有不良风险 CLL（定义为氟达拉滨难治性或出现细胞

遗传学异常）患者中提供长期疾病控制，独立于 TP53、SF3B1 和 

NOTCH1 突变的存在与否。156本研究中接受异基因 HCT 患者 (n = 90) 

的 6 年 EFS、OS 和非复发死亡率分别为 38％、58％ 和 23％；HCT 后 

12 个月，54％ 的患者无复发且 MRD 阴性。156在一项针对 52 例 CLL 和

伴 del(17p) 患者（21 例患者为初治，31 例患者既往接受过化疗或免疫

治疗）更近期的回顾性分析中，在转诊后 2 年，接受异基因 HCT 患者的 

OS 率比未接受的患者高（分别为 64% 和 25%）。158 

据了解，异基因 HCT 研究存在显著的选择性偏差。然而，非随机研究的

现有证据表明，异基因 HCT 可能是高危 CLL 患者（嘌呤类似物化学免

疫治疗难治性疾病或嘌呤类似物化学免疫治疗后 2 年内病情复发疾病和/

或伴 del (17p) 或 TP53 突变疾病）的一种有效治疗选择。159目前，鉴于

对伴 del(17p) 患者用依鲁替尼作为 102,104一线治疗的非常有利的结果和 

venetoclax 作为伴 del (17p) 复发或难治性 CLL 的有效治疗方案的可行

性，即使对于伴 del(17p)115,116 或 TP53 突变患者，异基因 HCT 也不被

认为是一线治疗后缓解患者的合理治疗方案。 

治疗建议 

功能状态和合并症的评估 

CLL 诊断主要见于老年人，中位确诊年龄为 72 岁。约 70% 患者确诊时 

≥65 岁，40% 患者确诊时 ≥75 岁。160在老年患者中常出现合并症。此

外，随着年龄的增大，器官功能和骨髓储备也会下降。治疗方案相对于

患者体质的耐受性是 CLL 治疗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疾病累计评分表 

(CIRS)、Charlson 合并症指数和 NCI 合并症指数是一些可用于评估 

CLL 患者合并症的评分体系。GCLLSG 使用 CIRS 配合 CrCl 来评估临

床试验入组患者的整体体质状况。161,162在一项研究中，评估了合并症负

荷，并调查了其对 555 例参与过两项 GCLLSG 试验的初治 CLL 患者的

治疗效果，其中 26% 的患者伴有代谢/内分泌系统的合并症，21％ 的患

者血管系统有并发症以及 12% 的患者有心脏并发症。162多种合并症

（≥2 种合并症）的存在是临床结果独立于患者年龄或疾病分期的独立

预测因素。162与少于 2 种合并症的患者相比，≥2 种合并症患者的中位 

OS（71.7 个月对 90.2 个月；P < 0.001）和 PFS （21.0 个月对 31.5 

个月；P < 0.01）明显较短。在一项多变量分析中，在对其他预后因素

和治疗进行调整后，合并症保持独立预后价值。 

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在治疗选择前，除考虑患者年龄和体能状态，需要

评估合并症情况。有足够功能状态的老年患者可采用更积极或更强烈的

治疗，163并应通过 FISH 检测是否存在细胞遗传学异常。患者年龄以及 

del(17p) 及 TP53 突变存在与否将有助于指导治疗选择，如下文所示。 

局灶性 SLL（卢加诺 I 期） 

对有全身局部病变患者来说，局部放疗 (RT; 24–30 Gy) 是合适的诱导治

疗。在极少数患者中放疗可能是禁忌的，或是由于合并症或可能的长期

毒性存在而成为次优的治疗选择。初始放疗后出现进展的局灶性 SLL 患

者，应按照针对 SLL 患者（卢加诺 II-IV 期）的下述内容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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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L（卢加诺 II-IV 期）或 CLL（Rai 0-IV 期） 

一些患者中，疾病在早期可能有一个缓慢的发病过程；而在另外一些患

者中，疾病快速进展至晚期，需要立即进行治疗。若出现症状或疾病进

展证据，SLL II-IV 期、低风险 CLL（Rai0 期；Binet A）或中度风险 

CLL（Rai I-II 期；Binet B）的患者可能会在治疗中获益。3在无疾病症状

的情况下，“观察等待”方法通常适用。存在进行性血细胞减少的晚期

或高危 CLL（Rai III-IV 期；Binet C）患者需要治疗。血细胞减少温和、

稳定的选定患者可继续接受观察。 

绝对淋巴细胞计数本身不是治疗指征，除非大于 200-300x109/L 或者出

现白细胞淤滞相关症状。3初始治疗指征包括重度疲劳、体重减轻、盗汗

和无感染发热；危及终末器官功能；进行性巨块型病变（脾或淋巴结增

大）；进行性贫血或血小板减少症；或皮质类固醇治疗无效的自身免疫

性贫血/血小板减少症。3无症状患者应接受观察，直到出现（如上文提

到的）明显指征。对于具有治疗指征患者的建议是根据年龄或功能状态

（合并症指数/体能状态）以及 del(17p) 及 TP53 突变存在与否。 

大多数的临床试验，包括 GCLLSG 进行的研究，均使用 65 岁的临界点。

在回顾性分析中，评估了年龄对初次使用不同化疗免疫治疗和化疗方案

治疗后参与 CALGB 试验的 CLL 患者的影响，氟达拉滨与苯丁酸氮芥相

比，其获益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65 岁、70 岁和 75 岁的预估风险比分

别为 0.70、0.76 和 0.81。164氟达拉滨相对苯丁酸氮芥的 OS 获益相比 

PFS 在早期会减少，65 岁、70 岁和 75 岁的预估风险比分别为 0.88、

1.01 和 1.15。此外，年龄 >65 岁的患者中约 44% 有一定程度的慢性肾

脏疾病，这也增加了氟达拉滨方案相关的毒性可能性。165 基于这些结果，

专家组决定将年龄临界点从 70 岁改为 65 岁。 

不伴 del(17p) 或 del(17p)/TP53 突变的 CLL： 

一线治疗 

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1 类推荐）、95,96依鲁替尼（1 类推荐）
105和奥法木单抗 + 苯丁酸氮芥 98是伴严重合并症体弱患者（不能耐受嘌

呤类似物治疗）或年龄 ≥65 岁及以下但有明显合并症患者的首选治疗

选择。在 CLL11 试验中，PFS 方面存在有临床意义的改善，用 

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治疗的患者相比利妥昔单抗 + 苯丁酸氮芥

有 OS 得到改善的趋势。95,96因此，利妥昔单抗加苯丁酸氮芥应仅适用

于无法耐受 obinutuzumab 的患者。对于不适合化学免疫治疗的年龄 ≥

65 岁患者来说，苯达莫司汀 ± 利妥昔单抗是种合理的备选方案。83,85 

多项随机研究显示，与这两种药物的单一疗法相比，苯丁酸氮芥或利妥

昔单抗的联合方案更具有生存优势，95,98大多数专家组成员承认，即使

是对于合并症体弱患者而言，苯丁酸氮芥或利妥昔单抗单一疗法同样不

是有效的一线治疗方案。然而，一些专家组成员认为，因具有良好的耐

受范围，利妥昔单抗或苯丁酸氮芥单药方案可作为一小部分不适于采用

更强方案且伴严重合并症或身体状况欠佳的年龄 ≥65 岁患者合适的治

疗选择。166,167Obinutuzumab（2B 类推荐）、97 利妥昔单抗（3 类推荐）
166或苯丁酸氮芥（3 类推荐）167可作为备选治疗方案。 

在年龄 <65 岁无明显合并症的患者中，尤其是患有突变 IGHV 的患者，

基于氟达拉滨的化学免疫治疗已成为标准治疗方案。39,79CLL10 研究的

最终分析数据证实，在年龄 ≤65 岁患者中 FCR 与苯达莫司汀加利妥昔

单抗相比具有优越性，无明显合并症。85FCR 化学免疫治疗是年龄 <65 

岁无明显合并症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1 类推荐）。FR、PCR 或苯达莫

司汀 ± 利妥昔单抗可作为化学免疫疗法的替代方案。氟达拉滨治疗口服

制剂已得到研究，并且已得到 FDA 批准用于治疗 CLL 患者（使用至少 

1 种烷化剂治疗无缓解或出现进展的患者）。168-170但是，其在 CLL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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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联合治疗方案中的使用尚未明确。此外，尚没有前瞻性随机试验对氟

达拉滨口服制剂与静注制剂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过比较。因此，NCCN 

指南当前并不能对氟达拉滨口服制剂的合适使用提供建议。 

专家组认为没有数据支持将依鲁替尼列入针对年龄 <65 岁患者的 1 类推

荐，因为在 RESONATE-2 试验（基于 FDA 批准依鲁替尼在所有 

CLL/SLL 患者中用于一线治疗）中，仅证实了依鲁替尼作为一线治疗对

年龄 ≥65 岁且不伴 del(17p) 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105然而，根据近期 

FDA 批准，一些专家组成员认为，在参加临床试验的非突变 IGHV 年轻

患者中，依鲁替尼可作为合适治疗方案，而不是化学免疫疗法。因此，

根据最近的 FDA 批准，专家组已将依鲁替尼纳入针对年龄 <65 岁且不

伴 del(17p) 患者的一线治疗 2A 类推荐。 

一线治疗后的来那度胺维持治疗被推荐用于高风险患者（非突变 IGHV，

MRD ≥10-2 或 ≥10-4 以及 <10-2）。107 

复发或难治性病例治疗 

依鲁替尼（1 类推荐）、108,109idelalisib +利妥昔单抗（1 类推荐）、
111idelalisib 113以及 venetoclax ± 利妥昔单抗（特别是被认为对依鲁替

尼和 idelalisib 不耐受或难治性患者）116,118可作为复发或难治性疾病患者

（不论其年龄和合并症）的首选治疗选择。不论患者年龄和合并症状况

如何，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以及 idelalisib 或依鲁替尼亦可作为化疗

免疫治疗的替代方案。127,128 

 

对于严重合并症体弱患者或年龄 ≥65 岁和年轻合并症患者，减量 FCR 

或 PCR、苯达莫司汀 ± 利妥昔单抗、HDMP 或苯丁酸氮芥 ± 利妥昔单

抗，奥法木单抗或 obinutuzumab 单药治疗、来那度胺或阿仑单抗 ± 利

妥昔单抗或者剂量密集型利妥昔单抗可作为备选治疗方案。对于年龄 

<65 岁无明显合并症的患者，化学免疫治疗（FCR、FC + 奥法木单抗、

PCR、苯达莫司汀 ± 利妥昔单抗、CHOP + 利妥昔单抗、OFAR）、奥

法木单抗或 obinutuzumab 单药治疗、来那度胺或阿仑单抗 ± 利妥昔单

抗或者 HDMP + 利妥昔单抗可作为备选治疗方案。 

来那度胺维持治疗或奥法木单抗维持治疗（2B 类推荐）被推荐用于经过

二线治疗后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 (PR) 的患者。151,152某些患者（无明显

合并症）可在再次诱导缓解之后考虑异基因 HCT。 

伴 del(17p) 或 TP53 突变的 CLL 

采用现有的化学免疫治疗方案结局仍然很差。建议伴 del(17p) 患者参加

适合的临床试验。如果患者所在地区没有适合的临床试验，依鲁替尼是

一线治疗的首选治疗方案。102,104HDMP + 利妥昔单 129,130 obinutuzumab 

+ 苯丁酸氮芥 95以及阿仑单抗 ± 利妥昔单抗 143-145可作为备选治疗方案。

基于氟达拉滨的化学免疫治疗方案不再推荐用于伴 del(17p) CLL 患者的

一线化疗免疫治疗。120 

依鲁替尼在伴 del(17p) 患者中的疗效在先期和补救治疗情况下超过替代

方案，在这种治疗不存在禁忌的情况下应被视为最佳选择。近期报告表

明，在使用基于依鲁替尼的治疗方案的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中，复杂

核型（在 CLL 细胞 CpG 受激核型上超过一个细胞有 ≥3 个无关染色体

异常）相比 del(17p) 是临床结局较差的一种更有力的预测因素。171,172

在一项对使用基于依鲁替尼治疗方案的 88 例复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的

多变量分析显示，复杂核型仅与较差的 EFS 显著相关 (P = 0.006)，而氟

达拉滨难治性 CLL (P = 0.005) 和复杂核型 (P = 0.008) 与较差的 OS 无

关。172 复杂核型同样被确定为距首次治疗时间更短的一项独立预测因素。
173CPG-受激核型有助于识别高危患者，尤其适用于依鲁替尼治疗。 

如果存在复杂核型（≥3 个异常），一线治疗后出现缓解的患者应考虑进

行异基因 HCT 治疗。然而可用数据表明，在高风险间期细胞遗传学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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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用降低强度调节异基因 SCT 后，复杂核型（≥5 个异常）与较差的 

OS 和 EFS 相关。174如果不存在复杂核型，对使用依鲁替尼进行一线治

疗有效的伴 del (17p) 患者不推荐异基因 HCT。一线治疗后的来那度胺维

持治疗被推荐用于高风险患者（非突变 IGHV，MRD ≥10-2 或 ≥10-4 以

及 <10-2）。107 

一线治疗无效的患者应当被纳入临床试验，或是用治疗复发或难治性疾

病的二线治疗进行治疗。依鲁替尼、108-110venetoclax ± 利妥昔单抗、
115,118idelalisib + 利妥昔单抗 112以及 idelalisib 113是复发或难治性疾病的

首选治疗选择。来那度胺维持治疗或奥法木单抗维持治疗（2B 类推荐）

被推荐用于经过二线治疗后完全缓解 (CR) 或部分缓解 (PR) 的患者。
151,152 

组织学转化 

大约 2-10%的 CLL 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 Richter 综合征（组织学转

化为 DLBCL 或霍奇金淋巴瘤）。175-177组织学转化的发生率随着既往治

疗方案数目的增加而增加。NOTCH1 失活和 TP53 混乱以及 CDKN2A/B 

已被识别为 Richter 转化发病机制中可能涉及的遗传学途径。178,179 

Richter 转化应使用最初为治疗 DLBCL 开发的化学免疫联合治疗方案。
180,181OFAR 和 hyper-CVAD + 利妥昔单抗也被用于出现 Richter 转化患

者的治疗。123,124,182出现 Richter 转化的患者在初始治疗出现缓解后可以

考虑行异基因 HCT。180在一项非随机对比分析中，初始治疗达到 CR 或 

PR 后接受异基因 HCT 的患者，其估计累计 3 年生存率 (75%) 显著高于

初始治疗有缓解但未接受异基因 HCT 或因复发或难治性 Richter 转化接

受异基因 HCT 的患者（75% 对 27% 和 21%；P = 0.019）。180对于初

始治疗有缓解但因为年龄、合并症或缺乏合适供体而不适合异基因 HCT 

的 Richter 转化患者，HDT/ASCR 也可能是一种适合的治疗方案。 

有霍奇金淋巴瘤组织学转化特征的患者应接受霍奇金淋巴瘤治疗所用的

标准方案。其他组织学转化（如，伴幼淋巴细胞升高的 CLL (CLL-PL) 或

加速 CLL（存在扩增中心或高增殖率））与更严重的病程相关，最优治

疗尚未确定。 

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的特别注意事项 

依鲁替尼和 idelalisib 使得淋巴细胞早期动员进入血液，造成在大多数患

者中会有绝对淋巴细胞计数短暂升高，这并不意味疾病进展。62,63孤立淋

巴细胞增多开始发生在依鲁替尼治疗的最初几周，治疗时可能持续数周

时间。虽然淋巴细胞增多有时可能很严重，但临床后果（即白细胞淤滞）

极为罕见，一般应继续进行治疗。淋巴细胞增多减缓或不完全解除看来

并不影响以 PFS 衡量的结局。62 

据报告，分别有 6% 和 4% 使用依鲁替尼治疗的患者发生房颤（≥3 级）

和大出血（定义为严重或 3 级或以上出血事件或任何级别的中枢神经系

统出血）。102,105对需要抗血小板或抗凝治疗的患者中，要评估依鲁替尼

的效益和风险。需要华法林治疗的患者被评估依鲁替尼的临床试验排除

在外。依鲁替尼不应与法华林同时给予。与依鲁替尼相关的高血压（3 级

及以上，报告发生于 20% 的患者）不常被作为停药的依据，应根据实际

情况通过降压药物处理。102特别是对无法使用药物控制的高血压患者，

应考虑切换为替代治疗。依鲁替尼发生病变进展时，应停用依鲁替尼，

并尽快切换为替代治疗，因为依鲁替尼停用后可能会加速病变进展。无

治疗间隔应尽可能短。近期报告表明，依鲁替尼耐药主要通过 BTK  和 

PLCG2 基因的突变介导。184,185一项单机构队列研究中，有 46 例进行性 

CLL 患者接受依鲁替尼治疗，其中 39 例患者 (84.8%) 患有 BTK 和/或 

PLCG2 突变。185这些结果表明，这些突变的检测可能有助于预测接受依

鲁替尼治疗患者的临床复发情况。 



   

2017 年第 2 版，2017 年 2 月 21 日 ©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Inc. 2017 保留所有权利。未得到 NCCN® 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本 NCCN Guidelines®（NCCN 指南）及其插图进行复制。MS-20  

NCCN 指南索引 
目录 
讨论  

NCCN 指南 2017 年第 2 版 

CLL/SLL  
 

使用 idelalisib 治疗的患者中已观察到致命和/或严重肝毒性（转氨酶升

高）、严重腹泻或肠炎、肺炎和肠穿孔。186对以 idelalisib 方案为一线治

疗的年轻患者来说，肝毒性是主要问题。187对转氨酶水平的密切监测至

关重要，应避免同时使用 idelalisib 与其他肝毒性药物。Idelalisib 也与机

会性感染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有关。卡氏肺囊虫肺炎 (PJP) 和 CMV 

激活在接受 idelalisib 治疗的患者中有过报道，并且在治疗的前 6 个月发

生机会性感染的风险最大。127在 idelalisib 治疗中增加 CD20 单克隆抗体

或化疗免疫治疗，会提高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风险。对于使用 

idelalisib 治疗的患者，有必要进行充分的抗感染预防，并密切监测早期

感染并发症和 CMV 激活迹象（如下所述）。 

支持治疗 

感染 

CLL 患者由于基础疾病和使用免疫抑制化疗药物治疗的原因，容易出现

感染性并发症。感染性并发症是因免疫球蛋白水平进行性下降造成的，

在既往治疗过的患者中更为普遍。188在诊断为 CLL 之前的 3 年内，40% 

的患者已有低球蛋白血症。189既往接受过大量治疗的氟达拉滨难治性患

者特别容易出现严重感染。在一项回顾性分析中，89% 的氟达拉滨难治

性 CLL 患者出现需要住院治疗的感染并发症。190在随机研究中，静脉注

射免疫球蛋白 (IVIG) 能够显著减少感染发生率，但是 OS 没有改善。
191-195研究显示，与单纯多糖疫苗相比，蛋白和联合疫苗能诱导出更好的

反应。196,197减少感染性并发症发生的现有主要方案包括 IVIG 用药（用

于反复感染及 IgG 水平 <500 mg/dL）、抗感染预防性治疗和疫苗接种。 

在（血清 IVIG <500 mg/dL）需要静脉输注抗生素或住院的所选复发性窦

肺感染患者中，NCCN 指南推荐监测 IVIG 水平，每月给予 IVIG（0.3-

0.5 g/kg）以维持约 500mg/dL 的最低水平。对于因给定治疗方案而对特

定感染易感的患者，抗感染预防性治疗也适合用于其治疗。建议对治疗

过程中和之后接受嘌呤类似物、idelalisib、皮质类固醇类药物和/或阿仑

单抗的患者进行抗病毒和肺囊虫预防性治疗。建议用阿昔洛韦或等效药

物预防疱疹病毒感染，用磺胺甲基异噁唑-甲氧苄氨嘧啶或等效药物进行

卡氏肺囊虫肺炎 (PCP) 的预防治疗。建议对所有患者每年注射流感疫苗

和每 5 年注射肺炎球菌疫苗。198所有活疫苗均应避免使用。CLL 患者对

流感疫苗的反应较差，应当告知他们即使进行过疫苗接种，也应当在流

感季节多加小心。 

乙型肝炎病毒 (HBV) 再激活 

已报告称接受化疗 ± 免疫制剂的患者中发生乙型肝炎病毒 (HBV) 再激活。
199,200HBV 携带者发生 HBV 激活的风险较高。已有采用含 CD20 mAb 方

案（包括利妥昔单抗、obinutuzumab 或奥法木单抗）的患者发生与 HBV 

再激活相关的暴发型肝炎、肝功能衰竭和死亡。201已报告称接受阿仑单

抗和 idelalisib 治疗的患者中发生 HBV 再激活。建议接受抗 CD20 mAb

（利妥昔单抗、obinutuzumab 或奥法木单抗）、阿仑单抗、嘌呤类似物

以及 idelalisib 的高危患者进行乙肝预防和监测。 

建议所有接受 CD20 mAb 治疗的患者进行 HBsAg 和 HBcAb 检查。对

于 HBsAg 和/或 HBcAb 检查阳性的患者，应对 HBV DNA 进行基线定

量聚合酶链反应 (PCR) 测定以确定病毒载量。但是，基线 PCR 阴性并

不能排除病毒再激活的可能性。接受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 (IVIG) 的患者

可能由于 IVIG 治疗而变为 HBcAb 阳性，尽管推荐进行 HBV 病毒载量

监测。202 

建议 HBsAg 阳性并接受抗淋巴瘤治疗的患者采用恩替卡韦预防性抗病

毒治疗。恩替卡韦在预防利妥昔单抗相关 HBV 再激活方面比拉米夫定

更有效。203,204由于产生耐药性的风险，应避免拉米夫定预防性治疗。在

治疗期间应当通过 PCR 每月对病毒载量进行监测，并在治疗结束后每 3 

个月进行一次。如果病毒载量始终测不到，应继续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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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如病毒载量未能下降或既往检测不出的 PCR 变为阳性，则建议

咨询肝病科医生并停止 CD20 mAb 治疗。合适的预防性治疗持续时间还

没有确定，但是专家组建议至少持续到治疗结束之后最多 12 个月。205 

巨细胞病毒再激活 

CMV 再激活在使用阿仑单抗治疗的患者中很常见，发生率高达 25%。206

临床医生应知道 CLL 患者接受 idelalisib 和阿仑单抗治疗后 CMV 再激活

的较高风险。用 PCR 检测定期监测是否存在 CMV 抗原是 CMV 再激活

治疗中的一个有效措施。207当前 CMV 再激活的治疗惯例包括，若先于

阿仑单抗治疗前出现 CMV 病毒血症，则采用预防性更昔洛韦治疗，206

若在治疗过程中发现病毒载量增加，则先驱性使用这些药物。
208,209NCCN 指南推荐 idelalisib 或阿仑单抗治疗期间和治疗完成后 2 个

月内，常规监测 CMV 病毒血症（每 2-3 周 1 次）。必要时，请传染病专

家协助诊治。 

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症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AIHA)、免疫介导的血小板减少症，也被称为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ITP) 和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 (PRCA)，是 

CLL 患者中最为常见的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症。建议患者进行骨髓检

查，以验证对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症的诊断。 

AIHA 是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症最常见的形式。尽管直接抗球蛋白试验 

(DAT) 已被用于诊断 AIHA，但是大多数 AIHA 患者的 DAT 为阴性，所

以需要另外的标记物，如低结合珠蛋白、网织红细胞升高和 LDH 来确认 

AIHA 的诊断。212晚期疾病、非突变 IGHV、血清 β-2 微球蛋白水平升高

和 ZAP-70 高表达的患者也有发生 AIHA 的较高风险。212-215嘌呤类似物

为基础的治疗与 AIHA 的发生相关。最近的研究报告，氟达拉滨或苯丁酸

氮芥治疗的患者 AIHA 发病率高于接受以氟达拉滨为基础的联合方案的患

者。212,216AIHA 患者并没有被禁止使用含氟达拉滨的联合治疗方案。不

管怎样，患者应得到密切观察，并且那些怀疑具有氟达拉滨相关 AIHA 史

的患者应避免氟达拉滨治疗。 

无论常见的临床预后指标如何，CLL 患者发生 ITP 后的生存率均较低。
217高白细胞 (WBC) 计数、非突变 IGHV、阳性 DAT 和 ZAP-70 阳性与 

CLL 患者发生 ITP 相关。217 

在大多数情况下，AIHA 和 ITP 均可用皮质类固醇进行治疗。对于皮质类

固醇难治性的病例，应进行 IVIG、环孢素 218和脾切除治疗。利妥昔单抗

对治疗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症患者同样有效。219-225合成的血小板生成

素样药物，如罗米司亭 (romiplostim) 和艾曲波帕在治疗 ITP 相关的血小

板减少症时显示可喜的结果。226-229罗米司亭和艾曲波帕均已被 FDA 批

准用于治疗皮质类固醇、IVIG 和脾切除术难治性 ITP 患者的血小板减少

症。 

PRCA 在 CLL 患者中不太常见。PRCA 可以用皮质类固醇、环磷酰胺、

环孢素或抗胸腺细胞球蛋白进行治疗。211皮质类固醇在 PRCA 治疗方面

往往逊于 ITP 或 AIHA。对于难治性患者，必要时进行异基因 HCT 治疗。

同样建议所有 PRCA 患者对细小病毒 B19 进行检测，因为 IVIG 对有细

小病毒 B19 感染证据的患者通常有效。211 

燃瘤反应 

来那度胺相关的燃瘤反应通常表现为痛性淋巴结增大，可伴有脾脏增大、

低热、皮疹和/或骨痛。燃瘤反应被报告发生于约 80% 的初治 CLL 患者

中（尽管这些反应仅限于 1 或 2 级事件），90,91其中约有 30%-60% 的复

发或难治性 CLL 患者。132,133燃瘤反应更常发生于基线伴有淋巴结增大的

患者 (＞5 cm)。133 对于采用含来那度胺方案治疗时出现燃瘤反应的患者，

专家组建议采用类固醇治疗淋巴结肿大和炎症，使用抗组胺药治疗皮疹/

瘙痒。可考虑对伴巨块淋巴结 (>5 cm) 的患者在治疗的前 10-14 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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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固醇预防燃瘤反应。如果在开始使用来那度胺前先开始使用抗 CD20 

单克隆抗体至少一周，采用联合治疗方案患者中严重的燃瘤反应通常比

较罕见。 

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 

在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中，尤其在联用地塞米

松或化疗药物时，来那度胺与更高的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 (VTE) 风险相

关。92,230-234CLL/SLL 患者采用来那度胺治疗也可伴有 VTE 事件 132,133,235 

对基线时有极高血小板计数的患者，可考虑每日少量服用阿司匹林（每

日 81 mg）进行预防。如患者已经使用华法林等抗凝血剂，则不需要阿

司匹林。但是，应注意的是，这些建议与 NCCN 静脉血栓性疾病指南的

内容不同，后者关于 VTE 与来那度胺相关的建议仅适用于多发性骨髓瘤

患者。 

肿瘤溶解综合征 

WBC 计数高的 CLL 患者可能会偶尔出现肿瘤溶解综合征 (TLS)，应按照

算法步骤中支持治疗章节肿瘤溶解综合征中的治疗方案进行相应处理。 

总结 

CLL/SLL 一线治疗的选择应基于疾病分期、del (17p) 及 TP53 突变存在

与否、患者年龄、体能状态、合并症情况以及药物的毒性特征。化疗免

疫治疗是根据患者年龄和合并症的存在而对特定不伴 del（17p）或 

TP53 突变的 CLL/SLL 患者亚组所制定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并提供具

有无治疗间隔的明确治疗疗程。此外，大多数接受一线 FCR 治疗的突变 

IGHV 患者预计有 10 年以上无进展生存期，并有可能治愈疾病。另外，

依鲁替尼是伴 del(17p) 或 TP53 突变 CLL/SLL 患者的首选一线治疗方案。

依鲁替尼同样是一个标准方案，对包含高风险亚组（伴 del(17p) 和非突

变 IGHV 患者）在内的患者提供良好的长期疾病控制。Idelalisib 不适用

于一线治疗方案。依鲁替尼、idelalisib（± 利妥昔单抗）和 venetoclax 

± 利妥昔单抗是伴 del(17p) 复发或难治性 CLL/SLL 患者的有效治疗方

案。开始治疗后的不良事件和治疗相关并发症的支持治疗的仔细监测应

成为 CLL/SLL 治疗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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