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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化棘皮瘤 24 例临床病理分析

夏 燕1，胡怀远2，封 扬1，吴玲玲1

［摘要］目的:探讨角化棘皮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鉴别诊断。方法:对 24 例角化棘皮瘤临床资料、组织病理学特征进行分析，

并结合文献进行讨论。结果:发生于臀部 1 例，鼻前庭 1 例，其余均发生于曝光部位，均为单发型。肿瘤呈半球状突出于皮肤

表面，中央充满角质栓，似“火山口”样，边缘有唇状表皮包绕。结论:角化棘皮瘤的诊断依据特征性的临床与病理特点，应与

皮肤鳞状细胞癌相鉴别，局部完整切除皮损预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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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toacanthoma: a clinicopathological study of 24 cases
XIA Yan1，HU Huai-yuan2，FENG Yang1，WU Ling-ling1

( 1． Department of Pathology，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

2． Department of Pathology，Wanbei Coal Electricity Group Gener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opathologic feature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keratoacanthoma． Methods: Clinical data
and histo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twenty-four cases bearing keratoacanthom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nd discussed with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Results: Except one case occurred in the hip，and 1 case in the nasal vestibule，all the rest occurred in the sun-exposed
areas and were solitary type． Tumors were protruding from the skin surface as hemispherical and the central bolt was full of horny，like
volcano，edge-like skin surrounding the lips． Conclusions: Diagnosis of keratoacanthoma depend on the characteristic clin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Differential diagnosis should be addressed in the case of squamous cell carcinoma in skin． Good prognosis could be
achieved by completely resection of the local lesion．
［Key words］skin neoplasms; keratoacanthoma; carcinoma; squamous cell; pathology，clinical

角化棘皮瘤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具有自愈倾向的

良性皮肤肿瘤，其在短期内生长迅速，临床表现和组

织学图像常酷似高分化鳞状细胞癌，在日常病理诊

断工作中常为二者之鉴别而困惑，甚至引发本瘤究

系高分化鳞状细胞癌的变异型还是一独立单元的争

论。本文对 24 例角化棘皮瘤的病例资料予以复习，

重新复查病理切片，部分病例获得随访信息，旨在重

点讨论角化棘皮瘤的临床病理特征、与高分化鳞状

细胞癌的鉴别。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2000 ～ 2010 年宿州市立医院和皖

北煤电集团总医院病理科皮肤活组织检查标本中确

诊为角化棘皮瘤 24 例，其中男 10 例，女 14 例; 年龄

50 ～ 88 岁。发病部位: 头面部 18 例，手部 4 例，前

臂 1 例，鼻前庭 1 例。活组织检查前，病程为 3 ～ 12
个月，临床拟诊鳞状细胞癌 8 例，寻常疣 4 例，肿块

待查 12 例。
1． 2 方法 标本经 10% 甲醛溶液固定，常规脱水，

石蜡包埋，连续切片，切片厚 4 μm，HE 染色。复查

病理切片，描述其组织病理学特征。通过走访、电话

询问、发邮件，跟踪随访肿块切除后情况。

2 结果

2． 1 眼观 24 例均为单发，皮肤表面见隆起型半

球状结节，边界清楚，质地稍硬，中央形成“火山口”
样溃疡，其 内 充 满 灰 白 色 物 质，肿 块 长 径 0． 8 ～
2． 5 cm。
2． 2 镜检 低倍镜见一境界清楚结节，向皮肤表面

和真皮内膨胀性生长，中央表皮形成“火山口”或倒

置的烧瓶样形状，其内充满角质栓( 见图 1) ; 火山口

周围上皮呈唇样突出或呈拱壁状围绕瘤体，底部表

皮呈假上皮瘤样增生，形成不规则的上皮团块。瘤

体主要由棘细胞组成，体积大，胞质丰富、淡染，呈毛

玻璃样。明显过度角化 22 例( 见图 2) ; 乳头状瘤样

增生 20 例; 伴显著炎症反应 18 例; 不全角化及上皮

细胞团中央角化珠形成 5 例; 上皮内微脓肿形成 8
例( 见图 3) ; 细胞轻度异型 6 例，其中 2 例有神经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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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见图 4) ，瘤细胞呈毗邻、压迫或包绕方式，无单

细胞或瘤细胞巢侵入神经纤维束内。24 例肿瘤与

邻近毛囊有某种关联，一般基底部不超过汗腺水平;

真皮层内均见不同程度炎细胞浸润，轻度纤维组织

增生。

2． 3 随访 获得随访 18 例，时间为肿块切除后4 ～
24 个月，均未见局部复发及转移。其余 6 例失访

( 面部 4 例，手部 2 例) 。

3 讨论

3． 1 临床特征 角化棘皮瘤多见于中老年人，以
50 ～ 69 岁年龄组发病率最高，男性略多于女性［1］。
本组病例年龄 50 ～ 88 岁; 女性 14 例，男性 10 例，女

性略多于男性。发生部位主要在曝光部位，少数也

可发生在指甲下、口腔黏膜、阴茎［2］等部位。本组

病例多位于头面部、手、前臂等曝光部位，与文献报

道相符。角化棘皮瘤进展迅速，可呈自愈性过程。
在临床上分为三型: 单发型、多发型和斑疹型，其中

以单发型最常见，本组病例均为单发型。还有几种

少见的特殊类型［3］: ( 1) 聚合型，由数个结节融合成

大的斑块，持续约 6 个月自行消退。( 2 ) 巨大型，肿

瘤直径≥3 cm。( 3) 甲下型，起源于甲床，70% 侵及

拇指或小指( 趾) ，常伴有疼痛。( 4) 离心型，中心愈

合的同时，病变向外周发展，直径可达 20 cm。( 5 )

口腔及其他黏膜型，发生于硬腭、唇、口颊及球结膜，

鼻黏膜，外生殖器等部位。( 6) Ferguson-Smith 多发

型，常始于儿童及青春期，甚至婴儿期，其特点为反

复周期性皮损突然出现，数个至数百个，缓慢消退，

可持续多年，似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7 ) 持续性

多发型，此型治疗反应迟钝，非家族性。累及结合

膜、掌、趾、阴茎等部位。( 8 ) Grzybowski 全身发疹

性，损害由点状至豆粒大，可相互融合，瘙痒，分布广

泛，可累及黏膜。( 9) 发生于 Torre 综合征。( 10) 发

生于着色性干皮病。( 11 ) 发生于旺炽性皮肤乳头

状瘤病及潜在癌肿。( 12 ) 发生于 Jadassohn 皮脂腺

痣。( 13) 假再发性，偶发于放射治疗后的一种假上

皮瘤性反应，发展很快，组织学表现可缺乏角化棘皮

瘤典型的中央角质栓。( 14 ) 反应性，曾发现角化棘

皮瘤发生于瘢痕及损伤部位，可能与以往的治疗有

关。( 15) 化学诱发性，焦油和沥青工人角化棘皮瘤

发生率明显增高。( 16) 发生于免疫抑制者。
3． 2 病理特征 角化棘皮瘤发展分三个阶段: 增生

期、成 熟 期、消 退 期，约 4 ～ 6 周 迅 速 增 大，再 经

4 ～ 6 周逐渐消退。开始表现为半球形皮疹，在几周

内快速增大至 1 ～ 2 cm。增生期表皮凹陷，中央有

角质栓，底部表皮向真皮内增生呈假上皮瘤样。增

生的棘层细胞可有一定异型性及核分裂象。成熟期

形成典型“火山口”样改变，其内充满角质栓，增生

的表皮向两侧真皮伸展，周边正常表皮包绕，常延伸

至中央角化性火山口上，增生的鳞状细胞含有丰富

嗜酸性半透明胞质，典型者称为“毛玻璃样”细胞，

向下增生的细胞团大多在真皮中层，不超过汗腺水

平面。真皮有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

浸润。因灶性坏死和棘细胞溶解，表皮内常见微脓

肿形成。消退期，火山口基底部大部分细胞角化，火

山口不再扩大，角化的细胞向表面推移，最终脱落，

留下小的环形凹陷性的瘢痕，底部真皮纤维组织增

生，但不呈促结缔组织增生性，诊断时宜结合病理判

断。
3． 3 鉴别诊断 角化棘皮瘤与鳞状细胞癌在临床

上极为相似，常易误诊或难以区别。典型的角化棘

皮瘤与鳞状细胞癌存在明显不同，角化棘皮瘤生长

较快( 数周、数月) ，常为外生性、对称性隆起，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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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边缘，中央有角质栓。鳞状细胞癌生长较慢( 数

月、数年) ，肿瘤不对称，微隆起或常有溃疡形成，周

围边缘宽，硬而隆起，中央角质栓少见。周围正常表

皮在角化棘皮瘤与瘤细胞过渡突然，而在鳞状细胞

癌则逐渐过渡，常呈团块状或条索状向基底部浸润，

以内生性为主。角化棘皮瘤细胞巢基底部常有弹力

纤维围绕及炎性肉芽组织形成，在上皮巢内常有微

脓肿形成，而鳞状细胞癌炎细胞浸润常不明显。少

数角化棘皮瘤病例可有神经周围侵犯，甚至有血管

浸润。有报道［3］39 例角化棘皮瘤，经仔细的组织学

检查发现 6 例有神经周围侵袭，1 例有血管内侵袭，

随访 4 ～ 8 年，没有 1 例出现转移现象。个别病例典

型的角化棘皮瘤表现为侵袭性的临床过程，故某些

学者［4］将出现侵袭性行为者称为角化棘皮瘤型鳞

状细胞癌，认为角化棘皮瘤是鳞状细胞癌谱系中的

特殊类型。Slater 等报道［5］20 例角化棘皮瘤和 25
例鳞状细胞癌( 其中 5 例 HE 染色切片曾难以确诊)

免疫组织化学标志表明，溶细胞受体( P2X7 ) ( 凋亡

初期) 、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生物素( 凋亡末期) 、
端粒酶相关蛋白和上皮性钙黏附蛋白对角化棘皮瘤

与鳞状细胞癌鉴别有帮助，其中以 P2X7 最简单、实
用，提示二者发病机制及生物化学方面均有差异，并

非同一谱系。某些研究［6］显示 p16、p53、和 bcl-2 均

参与角化棘皮瘤及鳞状细胞癌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提示两种疾病的相似性，但不能从免疫组织化学方

面作为鉴别诊断标志。有学者［7］报道，应用流式细

胞免疫荧光技术对皮肤鳞状细胞癌和角化棘皮瘤细

胞中的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相对含量进行定量分析，

发现荧光指数 F1 值在鳞状细胞癌中明显高于角化

棘皮瘤，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表达的不同，有助于两者

的鉴别。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单凭 HE 切片会遇到

模棱两可、伯仲难分的病例，有学者［3］的诊断术语

推荐采用“可能是角化棘皮瘤，鳞状细胞癌不能排

除”。
尖锐湿疣表现显著的乳头状瘤样生长，棘层肥

厚，具有特征性的空泡化细胞。传染性软疣亦有充

满角质的火山口状溃疡，但其上皮细胞胞质内含有

特征性的软疣小体，易于识别。疣状癌是一种低度

恶性高分化的鳞状细胞癌，呈乳头状瘤样生长，棘层

肥厚，瘤细胞以杵状、宽带状或推移式向真皮内侵

犯，瘤细胞分化较好，很少看到异型核及角化珠。疣

性癌的钉脚尖形成不规则癌巢，属弥漫性浸润，且可

有空泡化细胞，HPV-DNA 检测常阳性。
复习本组病理切片，我们发现原诊断角化棘皮

瘤局部癌变的 3 例，经随访 6 ～ 12 个月，均未见复

发。因此，角化棘皮瘤应是一种独立的良性皮肤疾

病。诊断角化棘皮瘤观察其组织学构型及生长模式

很重要; 行活检时最好能完全切除皮损，如不能完全

切除，活检取材必须包括皮损中央和边缘，并深达底

部。其次，临床医生应采集详细而正确的病史，两者

鉴别应结合临床与病理特点，观察病情发展并密切

随访。
3． 4 病因、生物学行为及治疗 角化棘皮瘤的组织

发生，尚未完全阐明，多数学者支持角化棘皮瘤是一

种原发性毛囊肿瘤的看法，一般认为是毛囊漏斗部

上皮而非皮肤之表皮的增生性病变。其病因不太明

确，但以病毒感染及日光照射尤其紫外光可能性最

大，多发型和斑疹型与个体素质及遗传有关。某些

学者［5，8］认为角化棘皮瘤的自愈过程与细胞凋亡有

关，早期角化棘皮瘤增殖与凋亡并存，消退期细胞凋

亡占优势，最终导致角化棘皮瘤的自然消退。也有

学者［9］认为，角化棘皮瘤的消退是免疫调节所致，

激活的 CD4 + T 细胞和黏附因子在免疫反应中起关

键性作用。单发型患者就诊，医生完整切除皮损，局

部切除后预后良好。多发型和斑疹型需做全身性化

疗及抗菌治疗，预后一般亦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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