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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癌是一种发于皮肤表面的恶性肿瘤，在我国的发病率很低，但在白色人种中却是常

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皮肤癌包括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恶性黑色素瘤、恶性淋巴瘤、特

发性出血性肉瘤 (Kaposi 肉瘤 )、汗腺癌、隆突性皮肤纤维肉瘤、血管肉瘤等。早期多表现

为红斑状或略高出皮面的丘疹样皮损，表面常伴有鳞形脱屑或痂皮形成，症状与牛皮癣、湿

疹、炎症等良性皮肤病相近。

聚焦皮肤癌

——最有望治愈的恶性肿瘤

认识皮肤癌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一节 认识皮肤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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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癌的起因

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紫外线照射、人体黑

色素的防护与免疫系统功能相互作用导致了

皮肤癌的发生。在日光中测定人体皮肤，皮

肤接受紫外线量最大的部位是头部、面部、

颈后、手部，鳞状细胞癌几乎全部发生于这

些部位。

自 Percivall 首次描述了扫烟囱工人好

发阴囊皮肤癌的报道后 100 年左右，人们才

发现经常接触砷化物、焦油和沥青的工人容

易发生皮肤癌。化学物质致癌可分为两个时

期，即开始期与助长期。开始期至所引致结

果与暴露于特殊物质或致癌物质的限度密切

相关，其进行不可逆转，细胞改变与遗传有

关。助长期需要反复暴露于接触物，与间隔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二节 皮肤癌的起因

时间有关，若很长时间不予暴露仍可逆转，

不发生癌肿。开始期与助长期的间隔时间十

分重要，可出现两种结果，即形成或不形成

皮肤癌。

日常曝晒与紫外线照射

化学致癌物质

电离辐射

以往长期从事放射工作因忽视防护措施

而导致辐射性皮肤干燥症而引发的皮肤癌，

近年来由于放射仪器设备的改进和放射技术

的进步，特别是加强了各项防护措施，职业

性皮肤癌基本上已经绝迹。但某些接受放射

治疗的患者，经过若干年后，在放射野内发

生皮肤癌的病例仍可遇见。

慢性刺激与炎症

恶性皮肤肿瘤可以发生与发展在瘢痕慢

性溃疡、形成瘘管、窦道的部位、有些亚洲

人群中嗜好咀嚼烟草或槟榔，故口腔或口唇

部位易发生鳞状细胞癌。

其他

免疫抑制阶段，患者免疫系统功能低下，

可发生皮肤癌。病毒致癌物质，许多病毒在

动物宿主中能引起癌变，在人类中的很多人

乳头瘤病毒的亚型可诱发皮肤癌。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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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癌引起的症状

（1）结节溃疡型

初起表皮出现一个小米粒至豌豆大小的蜡样小结节，一般表皮相当硬，表面上常有小数

扩张的毛细血管，略高于皮肤表面，或仅似红斑而并不显隆起，或略呈结节状，表面的皮肤

轻度向下凹陷。结节可逐渐扩大或新的损害在附近出现，相互融合，形成一个有蜡样光泽的

盘形斑块，中央往往结成棕色、黄褐色或黯灰色痂，继而痂下发生溃疡，逐渐扩大，形成圆

形、椭圆形或不整形溃疡，大小自指甲盖至铜钱大小不等，溃疡边缘坚实及卷起，往往呈半

透明状并凸凹不平，周围皮肤无炎症，底部呈珍珠样或蜡样外观，有时损害表面完全为痂所

覆盖。溃烂缓慢向四周及深部扩展，有如鼠咬状，形成基底细胞癌的一种典型临床形态，名

为侵蚀性溃疡。溃疡可部分愈合而发生瘢痕，亦可扩展至皮下组织甚至软骨及骨骼。各种组

织可被摧毁而成深坑状。发生于面部能破坏鼻、耳、眼眶及上颌窦等部位的软骨和骨组织，

引起出血或颅内侵犯或毁形。

（2）色素型

结节较平面浅，损害与结节溃疡型相同。由于含有较多色素，损害边缘除有珍珠色光泽外，

还有点状或网状黯棕色或黑褐色的色素斑，中央部分亦可见有色素沉着，结痂后揭痂容易出

血，痂下可呈黯棕色甚至炭黑色颗粒状，与恶性黑色素瘤类似，容易误诊。

（3）硬斑状或纤维化型

常见于头颈部，为坚硬淡黄色或黄白色斑块，略微隆起，边界不清，似硬斑病样，可长

期保持完整，最后发生溃破。

（4）浅表型

皮损表浅，多发生于躯干，呈一片或数片浸润性红斑，表面脱屑或结痂，边缘或整个皮

损稍隆起，至少有一部分边缘呈细小珍珠样或线条样堤状。本型最后可纤维化。类似银屑病、

湿疹或脂溢性皮炎。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三节 皮肤癌的症状

基底细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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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三节 皮肤癌的症状

鳞状细胞癌

早期的鳞状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临床表现上无明显区别。但是鳞状细胞癌多发生于长期

不正常状态的皮肤，往往是由角化病、粘膜白斑病或其他癌前疾病转变而成。初起皮肤损害

往往是一个干燥的、如小米粒至黄豆大坚硬之丘疹或小结节，表面呈黯红色或有毛细血管扩

张，粗糙不平，中央有紧密附着的角质物，不易剥离，用力剥离则易引起出血，剥离后将再

长出角质性物质。以后中央可发生溃疡，溃破面不断增大，其发展较基底细胞癌快。在较短

时间内，形成一个乳白色颗粒或坏死组织的癌性溃疡。有时形成相当深度的溃穴，状似火山

喷口，合并感染则有粘稠脓液，臭味异常，自觉疼痛，有的鳞状细胞癌向外发展，可与深部

组织粘连，形成基底广阔的赘生物，外表像乳状或菜花样肿瘤。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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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局部治疗

主要是局部外涂、局部敷贴及局部

注射。

2、刮除治疗

皮肤科学家一般用刮除术和电干燥

法治疗基底细胞癌、浅表性鳞癌，是利

用肿瘤与其周围正常肤色的界线进行，

用刮匙刮除。

3、化学外科

此法由美国医生 Mohs 首创，用氯化

锌糊剂固定癌肿以后，将其水平方向削

下送病理检查，一直至基底切缘无癌为

止。但如今已省略了用氯化锌糊剂固定

组织这一步骤，直接水平方向切削新鲜

组织，并连续送病理检查，直至基底切

缘无癌肿为止。

4、冷冻治疗

皮肤癌的治疗方法：

尽早治疗是关键

适于作刮除术的皮肤癌亦适于作冷

冻治疗，特别是一些富于纤维成分不利

于刮除术的病例；经刮除术及放射治疗

后复发的病例更适于冷冻治疗。但病变

必须仅限于皮肤者，侵及其他组织器官

者就不适于冷冻治疗。

5、放射治疗

基底细胞癌和鳞癌对放射治疗都很

敏感，即疗效很好，在确定放疗前，必

须考虑患者年龄、性别、肿瘤病史、解

剖学部位、治愈与复发，最后达到的美

容效果。

6、激光治疗

皮肤科常用的激光器有多种，如二

氧化碳激光、氦氖激光等，其用途各不

相同，在治疗皮肤癌上主要使用二氧化

碳激光，二氧化碳激光可代替电干燥法。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四节 皮肤癌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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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激光是在波长为 10600nm 发散的红外线光束，当光束发散时，它可用来汽化皮肤肿

瘤，例如基底细胞癌、浅表型鳞癌，使皮肤肿瘤消失，并可与刮除术联合应用。

7、手术治疗

目前手术仍为治疗皮肤癌的主要方法之一。切除的范围应随肿瘤的大小、浸润深度而异，

对于病灶小、浅表而边界清楚的基底细胞癌，距肿瘤边缘 0.5 厘米作切除，一般即可达到沿

愈目的。对病灶范围大、浸润广的病例，应距原发灶 3 ～ 5 厘米作切除，有条件的医院应作

冰冻切片检查。切缘阴性的基底细胞癌，其局部复发率为 1% ～ 5%，肿瘤基底的切除范围随

病灶浸润深度而定，如发生于头皮的浅表基底细胞癌，可行广泛切除后植皮 ; 累及骨膜者应

将骨膜一并切除后作带蒂皮瓣移植及植皮术修复。对鳞形细胞癌的切除范围基本上同基底细

胞癌，但伴有区域淋巴结转移者应作淋巴结清除术。

8、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应用于扰素进行皮肤癌治疗的研究表明，可能为将来的有效疗法，γ2- 干扰素

局部注射在基底细胞癌的瘤体内，短期内可以得到缓解。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四节 皮肤癌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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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皮肤癌的预防手段

第一点，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尽量

避免长期接触有害的化学物品如沥青、

焦油、砷化物、苯并芘等，这些化学物

质都有较强的致癌性。

第二，防止长时间的皮肤暴晒。

第三，要注意电离辐射，这主要是针

对放射工作者而言。

第四，患有光化性角化病、着色性干

皮病等癌前病变者，应尽早进行治疗，

争取将皮肤癌扼杀于萌芽之时。

最后，要加强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五节 皮肤癌预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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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癌的术后护理

1、日常生活中避免过度阳光直射和曝晒，使用遮阳工具，避免过多接触紫外线、x 线等

各种射线。

2、加强对职业性毒害的高危人群的防癌教育和定期普查，避免长期接触煤焦油物质、砷

剂和化学致癌剂，职业接触者应当注意在工作中加强防护，以预防皮肤癌的发生。

3、对长期不能治愈的慢性溃疡、慢性炎症和黏膜白斑等要积极治疗并定期检查，有助于

预防皮肤癌的发生。

4、鼓励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调动病人的主观积极性，保持乐观精神，避免紧张情绪。

5、保持局部清洁，防止感染的发生。

6、饮食宜富含维生素 A和维生素 C，喝茶也可以预防皮肤癌。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六节 皮肤癌术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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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

皮肤癌的饮食禁忌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七节 皮肤癌饮食禁忌

1、皮肤癌患者手术后饮食

皮肤癌手术后，耗气伤血，宜多食用补

气养血之品，选用粳米、扁豆、大枣、龙眼、

荔枝、香菇、鹌鹑蛋、胡萝卜、山药、藕粉

粥、豆类等。要让病人保持足够的蛋白质摄

入量。经常吃瘦猪肉、牛肉、兔肉或鸡鸭家

禽。如果病人厌油腻荤腥，可换些蛋白质含

量丰富的非肉类食物，如奶酪、鸡蛋饼、咸

鸭蛋等。应多吃煮、炖、蒸等易消化的食物，

少吃油煎食物。多吃维生素含量丰富的蔬菜、

水果及其他一些有助于抗癌的食物，如芦笋、

海带、海藻、洋葱、大蒜、蘑菇等。

2、皮肤癌患者放疗时饮食

进行过放疗的皮肤癌患者应进食流食、

半流食，根据病情酌情增减数量和次数，不

可勉强。饮食中宜增加一些滋阴生津的甘凉

之品，如藕汁、梨汁、甘蔗汁、荸荠、枇粑、

猕猴桃、香蕉、葡萄及泥鳅、海参、甘蔗粥

等。对于耐受力差的的病人可以给予静脉高

营养，以补充体内的严重消耗。

1、忌烟、酒、浓茶、咖啡和可可等。

2、忌吃过热、过冷、过期及变质的食物。

3、忌辛辣、刺激性食物。

4、忌食致敏性食物，如虾、蟹、雪菜、

白果等。

宜

http://www.ca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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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皮肤癌患者化疗时饮食

选用核桃仁、桑椹、白木耳、香菇、菱角、

苡米粥、黄鳝等。化疗时气血两损，宜常服

养气之品，选用核桃仁、桑椹、白木耳、香菇、

菱角、苡米粥、黄鳝等病人 ; 宜补充高蛋白

质食品，如奶类、瘦肉、鱼、动物肝脏、红枣、

赤豆等。河蟹、黄鳝、黑鱼、牛肉等也有助

于升高白细胞。如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可增加健脾开胃食品，如山楂、白扁豆、萝卜、

香蕈、陈皮等。

4、适当运用中医饮食疗法

放疗后，可多吃一些滋阴生津的甘凉食

物，如藕汁、荸荠汁、梨汁、绿豆汤、冬瓜

汤、西瓜等 ;化疗期间，病人免疫功能下降，

白细胞减少，食欲不振，可吃河蟹、黄鳝、

牛肉等有助于升高白细胞的食物以及山楂、

萝卜等健脾开胃食品;手术后病人气血亏虚，

可多吃山药、红枣、桂圆、莲子，以补气养血。

5、皮肤癌患者饮食护理

可以增加酸、甜、苦、辣、咸五味。酸能

收敛，生津开胃 ;甜能补益脾胃 ;苦能泄下、

燥湿，少量可开胃 ;辣也能开胃 ;咸能通下、

软坚。食品基本上都是以上五味，或几味混

合在一起，皮肤癌患者应选择有一定抗癌成

分和有软坚散结作用的食品。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七节 皮肤癌饮食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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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癌的诊断方法

早期皮肤癌多表现为红斑状或略高出皮面的丘疹样皮损，表面常伴有鳞形脱屑或痂皮形

成，症状与牛皮癣、湿疹、炎症等良性皮肤病相近。病灶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某些具有特

征性的征象，如一个发亮的、半透明的丘疹样小结节，表面有渗血并伴有毛细血管扩张。或

是疤痕样表面光滑的纤维样斑，无明显毛细血管扩张、溃疡及隆起。或是病灶内有黑色、彼

此融合的小点。

皮肤癌的上述特征与某些癌前期病变如日光性角化病、角化棘皮瘤的症状十分相似，很

难鉴别。日光性角化病有粗糙的高出皮面的红斑，表面覆有鳞屑，除去鳞屑后，红斑常无明

显隆起。这与原位鳞形细胞癌的呈边界清楚的、略高出皮面的红斑样丘疹极相近，唯后者的

鳞屑及痂皮更明显，病变更具实质性。角化棘皮瘤常发生于阳光照射的暴露部位，在无任何

先兆的情况下，2 ～ 3 周内迅速出现光滑的红色结节，其中央有角质栓子，结节边缘可见扩

张的毛细血管。与其相鉴别的鳞形细胞癌的结节是不光滑的，且结节边缘呈半透明状。

因为癌前期病变与皮肤癌极难鉴别，所以当你怀疑某病是皮肤癌时，最好是做个病理活检，

以证实你的判断。

抗癌健康网出品

第八节 皮肤癌诊断方法

http://www.ca39.com


14

皮肤癌常见问题：

健康从抗癌健康网开始

1)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戒烟限酒。

2)	要预防皮肤癌可以多多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3)	预防皮肤癌要注意劳逸结合，不要过度疲劳。

4)	不吃过热、过冷、过期及变质的食物，年老体弱或

有某种疾病遗传基因的患者可酌情吃一些防癌食品或碱性

食品，另外，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也很重要。皮肤癌病因

不明，环境和某些致癌物质是重要的致病因素。

5)	预防皮肤癌，大家需要保持局部清洁，防止感染的

发生。饮食宜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喝茶也可以预防

皮肤癌。

皮肤癌是不会传染的，它

的致病原因可能与过度的日

光曝晒、放射线、砷剂、焦

油衍化物等长期刺激有关。

烧伤瘢痕、粘膜白斑、慢性

溃疡、经久不愈的瘘管、盘

状红斑狼疮、射线皮炎等皮

肤损害亦可继发本病。并不

是说皮肤癌不会传染大家就

可以安心了，如果自身的免

疫力太差，还是有可能传染

上的。

当正常人接触皮肤癌病人

的细胞时，由于细胞的不同

源，身体会自动的把这些外来细胞排泄出去。所以不要担心，

皮肤癌病人的血也是不会传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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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癌会传染吗

皮肤癌如何预防

皮肤癌的早期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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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久不愈或时好时犯或有少量出血的

皮肤溃疡。

2)	凡日光性角化病出现有流血、溃烂或

不对称性结节突起等状。

3)	往日射线照过的皮肤或旧疮疤，或窦

道处出现溃破或结节突起时。

4)	久不消退的红色皮肤疤，其上显示轻

度糜烂时当警惕原位癌之可能。

皮肤癌出现溃烂怎么办

皮肤癌有溃烂者，应避免强烈的阳光、

嘈杂的声音以及强烈气味 ( 如香水或其他病

人的呕吐物 ) 的刺激。溃烂以及有臭味者，

应给予1%高锰酸钾溶液每天浸泡至少2次。

皮肤出现溃烂，一定要外科给予扩创、局部

创面清创，配合清热解毒、活血祛瘀中药内

服。

皮肤癌晚期症状

皮肤癌的晚期症状有的呈结节样或菜花

状，向深部侵犯较小，基底可移动 ; 皮肤癌

的晚期症状有的呈蝶状，向深部浸润较明显，

破坏性大，常累及骨骼。鳞状细胞癌常伴有

化脓性感染，伴恶臭、疼痛。

皮肤癌能活多久

皮肤癌晚期多见区域性淋巴结转移，易

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其发病部位以粘膜皮

肤连接处鳞状细胞癌发展最快，粘膜发病者

更容易转移。边缘隆起，似火山口，底部凹

凸不平，生长缓慢。转移者极少，先发生边

缘半透明结节隆起浅在溃疡，继之渐扩大，

可侵蚀周边组织及器官，成为侵蚀性溃疡。

皮肤癌生存期一般在 1~2 年，晚期一般活

不过一年。主要要看病人的病情的严重程度，

一般的皮肤癌病人生存期在两年左右，但是

也有一些晚期患者几个月就离开了的。近年

来的资料表明，皮肤癌如能早期发现并治疗，

采取外科手术切除可获得痊愈或延长生命的

明显疗效，故皮肤癌的诊断、治疗应持积极

态度。

皮肤癌术后如何护理

皮肤癌患者术后应保护放射野皮肤，皮

肤癌患者勿用肥皂、洗涤剂清洗，忌用手抓，

忌涂刺激性药物，宜穿宽大、柔软、吸湿性

强的纯棉内衣。应注意病人原病灶处有无复

发，周围有无卫星结节，引流区淋巴结有无

抗癌健康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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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大，肝脏有无肿大，并定期作肺部透视，

了解有无转移到肺部的可能。

发现可疑的复发病灶后，应及时到医院确

诊和手术。手术有困难的，可进行放射治疗。

皮肤癌有多发的倾向，在护理时，应对整个

皮肤区经常作严密观察，特别要注意耳后等

较隐蔽的部位。

皮肤癌的病因是什么

皮肤癌的病因主要有紫外线照射、化学致

癌物质、慢性刺激与炎症、电离辐射等因素。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总重量约占个体体

重的 16%，覆盖在我们的体表，是我们人体

的保护伞，然而因为以上这些因素导致皮肤

癌的发生，这样一来，皮肤也就失去了保护

功能，引发其他并发症状。

近年来，有足够的证据支持紫外线照射、

人体黑色素的防护与免疫系统功能相互作用

导致了皮肤癌的发生。在日光中测定人体皮

肤，皮肤接受紫外线量最大的部位是头部、

面部、颈后、手部，鳞状细胞癌几乎全部发

生于这些部位。紫外线的致癌机理，也许是

光化作用改变了细胞 DNA 的结构，同时破坏

了淋巴细胞表面的活性抗原结构，降低了机

体的免疫功能，在其他促癌因素的共同参与

下导致皮肤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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