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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癌几乎占到所有皮肤病的一半。

随着老龄化人口增加，在英国，非黑色素瘤

皮肤癌到2030年预计将增加50%1。而面

部皮肤鳞状细胞癌是继基底细胞癌之后第

二常见的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其全球发病

率不断上升，并随地理位置而变 2，3。

面部原发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是

一种起源于表皮或其附件的角质细胞恶

性肿瘤，通常发生在日光暴露部位，如头

颈部 4。它可以局部侵犯，也具有局部淋

巴结转移的潜力。

这篇临床综述旨在提供一个概述，将

聚焦于cSCC的诊断和管理。

什么人得cSCC？

超过 80%的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发生

在 60岁及以上人群 5。发生率在澳大利

亚最高——大约男性为每 100 000人中

1 035例，女性为每 100 000人中 472例 6。

发病率的增加可能与更高水平的日光暴

露、老龄化的人口增加、日晒床的使用增

加，以及皮肤癌的检测水平提高有关 7,8。

表1列出了危险因素。

光化性角化病与 cSCC之间有

什么联系？

光化性角化病（也称日光性角化病）

由上皮胶质细胞的非典型增生引起。据

报道在英国年龄大于60岁的人群中其患

病率是19%~25%14。

它在成人常常表现为白皙皮肤的红

斑性鳞片状斑疹，慢性日光暴露是主要危

险因素。

光化性角化病与 cSCC很难区分，对

于软的、有溃疡的、增长迅速的病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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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知道

•原发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是继基底细

胞癌之后第二常见的非黑色素瘤皮肤

癌，其发病率不断上升。紫外线照射是

cSCC发展的最重要危险因素。

•cSCC通常发生于日光暴露的部位，最常

见的有耳朵、脸颊和鼻部。

•器官移植的受者发展为 cSCC 的风险

很大。

•高危表现包括肿瘤大小>2 cm、肿瘤深度

>4 mm、位于耳朵或者唇部、组织分化差、

周围神经或淋巴血管浸润，以及患者身

体免疫抑制状态。

•伴有清楚组织切缘的外科切除是大多数

cSCC的治疗选择；Mohs显微外科手术对

高危患者，发生在功能位和影响外观的

部位有所帮助。

来源与选择标准

我 们 在 PubMed 上 搜 索 关 键 字

“cutaneous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和

“faci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采用了过

去10年来最近的研究和综述文章。我们参

考了英国皮肤病协会和苏格兰校际指南网

站的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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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检来明确诊断。

就单个病变而言，其进展为cSCC的几率很低，据

估计年转变率在0.03%~20%15-17。但是，研究数据提

示，约65%的cSCCs由既有的光化性角化病引起18。

面部cSCC有何表现？

面部皮肤鳞状细胞癌常常发生在日光直接暴

露的部位，好发于头颈部（图 1A~D），一项包含

1 219例澳大利亚 cSCCs患者的头颈部解剖分布显

示，最常见的部位依次是鼻部(20.0%)、脸颊上颌部

(19.8%)和耳朵 (18.2%)19。
典型的表现是难以愈合的，常呈渐进性扩大的

红斑性丘疹、斑块或溃疡 20。与基底细胞癌典型的

发亮外表和卷边相比，cSCC 的边缘通常是外翻

的。那些疼痛的、生长快的、接触出血的病变通常

侵袭迅速，有更高的转移风险。框图 1 罗列了

cSCCs的危险信号，表 2提供了有相似表现鉴别诊

断的相关信息。

框图 1 面部原发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的
危险信号

头部新发或转变的病灶有下列任一表现：

•生长缓慢的鳞状红斑

•角化硬结

•疼痛、柔软、侵蚀或溃疡性病变

•陈旧性结节快速增长

角化棘皮瘤(图 2)是一种与 cSCCs相似的上皮

性肿瘤，生长快速，易于形成火山口状的结节。有

时它们可以自发复原。这种肿瘤在组织结构上很

难与cSCC区分。

如何确诊？

在早期阶段，可能在临床上难以区分 cSCC和

肥厚性光化性角化病。

怀疑 cSCC病变的人群需要做全身的皮肤检

查，尤其注意触诊头颈部区域以明确淋巴病变。任

何过多的日光暴露史和免疫抑制史都应被记录。

推荐所有怀疑cSCC 的患者到医院皮肤科进行

诊断性活检，通常进行的是穿刺活检或者切取活

检，活检必须延伸到至少真皮中部网状层。这有助

于评估周围神经侵犯、肿瘤分化情况和肿瘤深度。

需要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肿瘤分期和判断预后。

什么是高危的面部cSCC？

对高危 cSCCs，肿瘤具有侵袭风险增加的临床

和组织表现。全球都提出了自己的复发或转移风

表1 发生原发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的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累积的紫外线放射暴露

免疫抑制状态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人类乳头瘤病毒（HPV）
表皮松弛症（EB）
着色性干皮病（XP）
药物

慢性炎症

机制

暴露导致嘧啶二聚体形成，能够导致DNA点突变，如果没有修复将导致恶性转化

cSCC在实质器官移植受者中是最常见的皮肤癌，继发于避免免疫排斥而进行的免疫抑制疗法，移植后发病风险增
加。发病率是正常人群的65倍；肿瘤更具侵袭性，主要发生在日光暴露造成日光损害的皮肤部位 9

多项研究报道，其发生cSCC的相对危险度是一般人群的8.6倍；这是宿主免疫功能损害的结果 10

HPV是cSCC的一个潜在危险因素，但是尽管有很多研究，但确切的联系还不清楚

一些形式的EB与cSCC的发生相关，经常发生在皮肤慢性水疱、受伤和疤痕处

患XP的患者发生非黑色素瘤皮肤癌的风险增加了大约10 000倍，20岁以下患黑色素瘤患者风险增加2 000倍 11

伏立康唑跟光敏性有关，成剂量依赖性在肺移植后增加2.6倍的风险发生cSCC12

维罗非尼和达拉菲尼是选择性的BRAF抑制剂，可以增加转移性黑素色瘤的总体生存率。这些药物在角质细胞中
反常的激活促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途径，导致 cSCC，这经常发生在治疗的头 3个月。老年患者风险增
加，肿瘤可以发生在日光受防护的部位 13

对于在慢性炎症皮肤，cSCC的发病风险增加，这些炎症常常由伤疤、烧伤、慢性溃疡、窦道或者炎性皮肤病，如肥厚
性扁平藓以及硬化萎缩性苔藓

表2 鉴别诊断和特征

鉴别诊断

肥厚性光化性角化病

原位鳞状细胞癌（表皮内癌）

角化棘皮瘤

基底细胞癌

脂溢性炎症性角质病

非典型性纤维瘤

Merkel细胞癌

特征

平坦的、鳞状的，通常比cSCCs小
生长缓慢的、无痛性斑点或斑块，
缺少框图1中列举的任何危险信号

生长快速，肩状或漏斗状外观，有
时候会复原

毛细血管扩张的发亮病变伴卷边

着色性病变伴外表典型凹陷

生长缓慢的、无症状牢固红色或粉
红色丘疹或结节，头颈部最常见

生长快速的无痛性、牢固、无触痛、
有光泽的皮肤着色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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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增加的临床和组织病理表现，但并没有达成共

识。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21和美国国立综合

癌症网(NCCN)22已经公布了高危cSCCs的评估和分

类指南，可以用于区分高危和低危肿瘤。

框图2列举了高危cSCCs的表现。

有什么治疗方案？

治疗旨在在完整移除肿瘤的同时，使功能和外

观损害最小，治疗方案取决于肿瘤的风险（框图2）

和合并症。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

选研究所（NICE）24推荐所有确诊的

cSCCs求助于当地的皮肤多学科团

队 25。这个团队通常包括皮肤科医

生、病理科医生、眼科医生、整形外

科医生、耳鼻喉外科医生、肿瘤科医

生、放射科医生、颌面外科医生、全

科医生和专科护士。

外科切除

外科切除的目的是完整移除肿

瘤。这就需要肿瘤边缘清晰可辨，

当肿瘤界定不清（肿瘤边缘不清）时

切除可能就会变得困难。肿瘤边缘

需要通过组织学的鉴定，同时也要

切除肿瘤周围指定的正常皮肤。通

常推荐的边距在直径<2 cm分化较好和容易区分界

限的低危肿瘤是4 mm，在高危肿瘤是≥6 mm。

框图2 高危的皮肤鳞状细胞癌 21-23

•肿瘤深度大于4 mm，外延超过真皮或皮下脂肪

•位于耳部或唇部

•免疫抑制状态

•周围神经或淋巴血管侵袭

•分化不良

•复发的肿瘤

一篇包含12项观察性研究的系统性综述评估

了外科切除侵袭性 cSCC（1 144例患者）后肿瘤的

复发情况。结果发现局部复发率是0~15%(平均值

5.4%，95%可信区间2.5%~9.1%)26。
Mohs显微外科手术

Mohs显微外科手术(MMS)，在20世纪30年代首

次命名 27，在保留组织的同时具有高治愈率。据报

道，成功率在原发 cSCCs为97%，在复发肿瘤90%~
94%28。在此过程中，肿瘤被切除，边缘以颜色标记。

切除的新鲜冷冻组织进行水平切片，外科切缘多数

都要检测。标准的组织切片下，可以使边缘小于1%
的部位可见化（图3A、B）。如果确定是肿瘤，将精准

地小心去除深层组织，直到实现完全清除。

这项技术对于高危 cSCCs和影响外观、功能重

要部位的病灶（比如眼周部位）有所帮助。MMS需
要由经过特殊训练的皮肤科医生操作。

图1 面部原发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的不同表现。(A)右侧内眦下，(B) 左耳，(C)头皮

背景性光损伤证据，(D)一个相对年轻患者的鼻尖部

图2 头皮中央大的生长快速的角化棘皮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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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澳大利亚的持续 10年包含 1 263例患者

的病例系列综述，指出这项技术的 5年复发率为

3.9%，且有更高的肿瘤复发率（5.9%）和外周神经

侵犯（8%）29

目前，还没有比较传统或广泛外科切除和

MMS治疗结局的前瞻性随机研究。

放射疗法

基础放疗是小的界限清楚的原发 cSCCs的一

个选择。对于那些虚弱的不适合做手术的老年患

者，经常保留使用。但结局比外科手术差，并伴有

更高的复发率。

对于切缘不清和有周围神经或淋巴血管侵犯的

患者，可以考虑进行新辅助放疗，以减少复发风险。

其他治疗方案

刮匙术和腐蚀术（电流干燥术）包括用一把钝

的刮匙刮擦皮肤，可以实现从周围正常组织划定易

碎的肿瘤组织。这在英国并不是传统的治疗方法，

但偶尔会用在四肢和躯干表浅部位界限清楚的低

危 cSCCs上。这种方法不适合高危的 cSCCs，但是

经常被用来治疗多发性角化棘皮瘤以及维罗非尼、

达拉菲尼相关的 cSCCs。劣势在于缺少足够的组

织来进行边缘分析。

其他的治疗措施例如冷冻疗法、光动力疗法，

以及局部治疗如氟尿嘧啶。咪喹莫特也有过报道，

但由于证据，不足不应用于cSCC的治疗。这些治疗

方法在光化性角化病和原位cSCC中应用更常见。

在器官移植受体中，前瞻性和回顾性试验的研

究数据提示，缩短免疫抑制持续的时间可能降低

cSCC的发病率。

面部cSCCs预后如何？

对于大多数患者总体预后很好——总体 5年

治愈率大于90%，总体转移率2%~5%32。

大量的病例报告已经被用来研究 cSCCs的组

织学特点——例如瘤体直径、浸润深度、皮下组织

侵犯、分化不良的组织结构以及牵连的周围神经

——这些跟复发、转移和死亡相关。许多研究已经

表明肿瘤直径>2 cm有转移的高度危险，尽管其他

研究建议把直径>4 cm作为预后的一个分界点。分

化不良的肿瘤有33%的危险转移，免疫抑制的患者

有更大的危险发生转移 23-33。

发生原位cSCC后，5年内再发非黑色素瘤皮肤

癌的估计危险度为 50%，3年再发 SCC的危险度为

18%，5年为30%34。

患者应该多久随访一次？

对于低风险的、轮廓清楚的、完全切除的

cSCCs可以无需随访。

图 3 (A) 临床检查中，脸颊部眼框周围皮肤鳞状细胞癌；

（B）Mohs显微外科手术治疗的大面积不可见的亚临床播散

图4 (A) 前额中部大的皮肤鳞状细胞癌，(B) 术后3个月患

者前额几乎看不到疤痕

将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对于在高危原发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是否需要

进行前哨淋巴结活检，这是否对患者的预后有益？

•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抑制剂在cSCC治疗中有

什么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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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推荐对于高危的cSCCs患者，皮肤科医

生应对他们每3~6个月 1次评估，持续2~5年 4，25。,

对于器官移植受体、多部位 cSCCs人群以及免

疫抑制状态的患者，需要提供长期随访。

每次随访约见应进行肿瘤部位全层皮肤的严

密检查以及区域淋巴结检查。

每次会面时应在防护日光和定期皮肤自检方

面提出合适建议（框图 3）。所有的患者应得到一

位专科护士的持续支持。

患者如何参与本文创作？

我们让两名患者各自提供一份书面的有关他们

原发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的个人经历，在基于这篇

文章内容的基础上，我们讨论了他们的想法。特别是

询问文章应放在哪个位置，最后用于文章中。

非专科医师小贴士

•使用良好的照明设备来检测病灶，在可能的部位去

掉任何覆盖的外壳。注意溃疡、硬结以及不适的外

观和感受

•如果可以的话，记录尺寸并拍照

•做全层皮肤的检查，同时仔细检查区域淋巴结

•寻找慢性紫外线暴露的其他征象，包括松散弹性皮

肤的色素改变和变皱

•鼓励所有的患者自检他们的皮肤，并且向他们的全

科医生报告任何新的或改变的皮肤病变

患者视点1
我最先在2014年夏天注意到我的前额上有一块痕迹。在1个月内它已经长成了一个红色的肿块，触摸起来有些粗

糙。我看了自己的全科医生，被告知是一个皮下疣，需要在诊疗室冷冻治疗。这发生在9月份，但是到圣诞节也没有消

失，反而开始扩大。再次看了我的全科医生后，我被转诊到医院的皮肤科。

一位会诊的皮肤科医生诊治了我，第二天我做了活检。在一次随访会面中，我被告知自己患了鳞状细胞癌，并且需

要治疗（图4A）。

4周后我进行了手术，在那个星期我返回两次核对并且拆除缝线。手术后的那些天我肿的非常厉害，脸上布满挫伤

——一个朋友说我看起来像和Mike Tyson打了10轮比赛！肿胀和挫伤在1周内消退了，但遗留的是，我前额有一种非常

紧绷的感觉。在第一个星期的大多数时间我也伴有头痛。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头痛减弱了。前额麻木依然存在 ，但没那么虚弱了。疤痕也开始消失，我起初坚持使用凡士林，

后来一个朋友推荐我使用生物油。

6个月过去了，疤痕几乎看不到（图4B）。遗留非常少的麻木——仅仅在我额头左上方有一丁点——但是我被解释

说这可能会花费1年的时间来消退。我需要每3个月交替的去看会诊医生和专科护士，时间持续3年。

患者视点2
我的头皮有一块出现粉红色的脱屑，很长时间了，在我30多岁的时候出现脱发。之前我的全科医生告诉我这些是日

光性角化病。然而，当这片区域恶化后，我经常抓它，导致它流血，我的全科医生把我转诊到医院。在2周内我接受了诊

断，被告知怀疑是皮肤癌。同一天护士对我进行了活检。3周后的随访约见时，我被告知这是一种侵袭性的鳞状细胞

癌。我也患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有时候需要输血。我需要从自己的右侧大腿移植一块刃厚皮片。手术是顺利的，我

只是在术后的头一周需要特别设法应付，但是皮肤被移走使我不是很舒服。将近2周后，我头皮的其他部位皮肤发生了

许多小红色斑点，其中一个做了活检，我被告知这些是肿瘤的转移灶。在我的颈部似乎总是能摸到淋巴结，但是我的肿

瘤医生告诉我，他认为右边的一个似乎与其他的淋巴结不太一样。我等了6个星期来看这是否会消失，但是并没有，所以

我进行了超声引导下的细针穿刺检测。不幸的是这确诊了癌症已经播散到了我的淋巴腺。我现在等待着去看整形外科

医生和皮肤癌放疗专业的肿瘤医生。

框图 3 有关患者日光暴露、防晒霜和自我检

查方面的技巧

•建议患者认真检查和感受手术疤痕部位、局部皮肤

和淋巴结

•可以通过穿戴防紫外线的保护太阳镜和宽边帽子

来保护脸部、颈部和耳朵

•不要让他们的皮肤变红或者烫伤

•避免上午10点到下午3点的日光

•使用高效防晒霜来抵抗紫外线A和B
•在外出前大量涂抹防晒霜 15~30分钟，每 2小时或

者游泳后再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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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教育资源

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资源

• British Association of Dermatologists (http://www.bad.org.uk//site/
622/default.aspx/) ——Free access to many published guidelines
and educational material including lectures

•DermNetNZ (http://dermnetnz.org/) —— Further resources for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a wealth of clinical information

•Cancer Council Australia. Basal cell carcinoma,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d related lesions) —a guide to clinical management in
Australia. (http://www.cancer.org.au/content/pdf/HealthProfessionals/
ClinicalGuidelines/Basal_cell_carcinoma_Squamous_cell_carcinoma_
Guide_Nov_2008-Final_with_Corrigendums.pdf) ——Based on up to
date information about all aspects of cancer for doctors, oth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patients with cancer, and the general community

为患者的资源

•British Association of Dermatologists (http://www.bad.org.uk/for-the-public/
patient-information-leaflets/squamous-cell-carcinoma) ——Charity that
provides a range of patient information leaflets; its aim is to raise
awareness of all aspects of skin disease

•Skin Cancer Foundation (http://www.skincancer.org/skin-cancer⁃
information/squamous-cell-carcinoma) ——Sets the standard for
educating the public about skin cancer and provides comprehensive
advice on sun protection

•Macmillan Cancer Support (https://www.macmillan.org.uk/information⁃
and-support/skin-cancer)——Practical advice and support for all types of
cancer

We thank our patients, particularly the two patients who reflected on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Thanks also to Sandeep Varma for his
mentorship, support, comments, and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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