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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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证据和和共识的分
类。

NCCN 原发性皮肤 B 细胞淋巴瘤专家组成员
指南更新概要

• 诊断和检查 (CUTB-1)
• 原发性皮肤边缘区淋巴瘤初始治疗 (CUTB-2)
• 原发性皮肤滤泡中心淋巴瘤初始治疗 (CUTB-2)
• 皮肤淋巴瘤 TNM 分期（MF/SS 除外）(CUTB-A)
• 治疗参考文献 (CUT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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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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和分期 (ST-1)

免疫表型 / 基因检测在成熟 B 细胞和 NK/T 细胞肿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请参见 NCCN B 细胞淋巴瘤指南）

原发性皮肤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腿型）（请参见 NCCN B 细胞淋
巴瘤指南 - DLBCL）

http://www.nccn.org/clinical_trials/clinicians.aspx
http://www.nccn.org/clinical_trials/clinician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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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N 指南 2017 年第 2 版更新 
原发性皮肤 B 细胞淋巴瘤

NCCN 原发性皮肤 B 细胞淋巴瘤指南 2017 年第 1 版相比 2016 年第 3 版的更新包括 ：
总体更改
• 增加 2017 年最新成熟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肿瘤 WHO 分类。

CUTB-1
• 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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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针对原发性皮肤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腿型）的算法移至 NCCN B 细胞淋巴瘤指南 - DLBCL。

CUTB-2
• 初始治疗，局部放疗增加剂量“24–30 Gy”
• 对脚注“f”进行修订 , 除非有临床指征，治疗期间不需要额外的影像学检查。治疗末期行 PET/CT（强烈推荐）或 C/A/P 增强 CT 检查以评估疗效。

如临床上怀疑有疾病进展，可重复。

NCCN 原发性皮肤 B 细胞淋巴瘤指南 2017 年第 2 版相比 2017 年第 1 版的更新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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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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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B-1

NCCN 指南 2017 年第 2 版 
原发性皮肤 B 细胞淋巴瘤 a

诊断 检查

a 对于非皮肤型，请参见对于非皮肤型，请参见 B 细胞淋巴瘤指南中的非胃 MALT 
淋巴瘤。

b 请参见免疫表型测定 / 基因检测在成熟 B 细胞和 NK/T 细胞肿瘤诊断中的应用（请
参见 B 细胞淋巴瘤指南）

c 典型的免疫表型 ：PC-DLBCL ：CD20+、BCL2+、CD10-、BCL6+/-、IRF4/
MUM1+/- ；PCFCL ：CD20+、BCL2-、CD10-/+、BCL6+、IRF4/MUM1- ；PCMZL ：
CD20+、BCL2+/-、CD10-、BCL6-、IRF4/MUM1+/-、胞浆 κ+ 或 λ+ 占 40%。

d 排除药物导致的皮肤淋巴样增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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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皮肤病灶中的生发（或滤泡）中心细胞免疫表型和大细胞并不等同于 DLBCL，但与原发性皮肤生发 / 滤泡中心淋巴瘤一致。

PCMZL ：原发性皮肤边缘区淋巴瘤
PCFCL ：原发性皮肤滤泡中心淋巴瘤
PC-DLBCL（腿型）：原发性皮肤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腿型）（请参见 NCCN B 
细胞淋巴瘤指南 - DLBCL）

基本项目 ：
• 在做出原发性皮肤 B 细胞淋巴瘤诊断时，须由经验丰富的

病理医生对所有切片进行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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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足够的活检组织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穿刺、切取或切除
活检）。

• 确诊所需的充分免疫表型 b,c

�IHC 抗原谱 ：CD20、CD3、CD5、CD10、BCL2、
BCL6、IRF4/MUM1

某些情况下有助于诊断的检查 ： 
• 进一步免疫组化检查，确定淋巴瘤亚型
�IHC 抗原谱 ：Ki-67、CD43、CD21、CD23
�细胞周期蛋白 D1、κ/λ
�对 IgM 和 IgD 表达进行评估（以进一步帮助区分腿型 

PC-DLBCL 与 PCFCL）
• 细胞遗传学或 FISH ：t(14;18)
• 如果可提供足够的活检材料，流式细胞术或 PCR 检查有

助于确定 B 细胞克隆分型。

基本项目 ：d

• 病史和体检，包括完整的皮肤检查
• CBC、白细胞分类、血生化全项 
• LDH
• 如果考虑利妥昔单抗，行乙型肝炎相关检测 e

• 胸 / 腹 / 盆腔增强 CT 和 / 或 PET-CT 扫描
• 如为 PC-DLBCL（腿型），行骨髓活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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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骨髓活检
�如为 PCFCL，考虑进行
�如为 PCMZL，可选

• 如 CBC 显示淋巴细胞增多，进行外周血流式细胞 
术检测

• 如为 PCMZL，行 SPEP/ 免疫球蛋白定量检测

请参见原发性 
皮肤边缘区 
淋巴瘤初始 
治疗 (CUTB-2)

请参见原发性 
皮肤滤泡中心 
淋巴瘤初始 
治疗 
(CUTB-2)

原发性皮肤 
弥漫性大 B 细胞 
淋巴瘤（腿型） 

（请参见 NCCN B 细胞
淋巴瘤指南 - DLB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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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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B-2

NCCN 指南 2017 年第 2 版 
原发性皮肤 B 细胞淋巴瘤

原发性皮肤边缘区淋巴瘤或滤泡中心淋巴瘤 f 请参见单克隆抗体和病毒再激活（请参
见 NCCN B 细胞淋巴瘤指南）分期 g 初始治疗 h

f 治疗期间不需要额外的影像学检查。治疗末期行 PET/CT（强烈推荐）或 C/A/P 增
强 CT 检查以评估疗效。如临床上怀疑有疾病进展，可重复。

g 请参见皮肤淋巴瘤 TNM 分期（MF/SS 除外）(CUTB-A)。
h 请参见治疗参考文献（CUTB-B）。
i 局部放疗是首选的初始治疗方案，但不一定是首选的复发治疗方案。

j 当不期望或不能行放疗或手术治疗时。
k 类固醇、咪喹莫特、氮芥和贝沙罗汀等局部治疗的疗效已经有病例报告。
l 在无症状患者中被认为是适当的。
m 在少见的极度广泛病变的情况下，采用其他联合化疗方案，请参见 NCCN B 细胞

淋巴瘤指南 (FOLL-B)。

皮肤外病变

单发 / 局部，T1-2 
（安阿伯 
IE 期）

广泛性疾病（仅皮肤
病变），T3

局部放疗 (24–30 Gy)
（首选）i

和 / 或
切除

某些情况下 ：
观察 j 
或
局部治疗 k

或 
病灶内类固醇

缓解 f

难治性疾病
f

疾病复发或进
展 f

区域性病变

广泛性疾病 
（皮肤外病变）

广泛性疾病 
（仅皮肤病变）

在 NCCN B 细胞
淋巴瘤指南中作为
滤泡性淋巴瘤治疗

（请参见 
FOLL-3）

观察 l

或
局部治疗 k

或
局部放疗 (24–30 Gy) 
以缓解症状 
或
病灶内类固醇
或
利妥昔单抗
或
其他全身性治疗 m  

缓解 f

难治性疾病 f

疾病复发或
进展 f

以备选初始治疗
方案治疗 

广泛性疾病 
（仅皮肤病变）

广泛性疾病 
（皮肤外病变）

观察

观察
在 NCCN B 细胞
淋巴瘤指南中作
为滤泡性淋巴瘤
治疗（请参见 
FOLL-3）

在 NCCN B 细胞淋巴瘤指南中作为滤泡性淋巴
瘤治疗（请参见 FO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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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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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研究最初发表于 Blood。Kim YH, Willemze R, Pimpinell Ni, et al, for the ISCL and the EORTC.TNM 分级系统适合用于原发性皮肤淋巴瘤，而非蕈样肉芽肿和 
Sézary 综合征 ：A propos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utaneous Lymphomas (ISCL) and the Cutaneous Lymphoma Task Force of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EORTC) Blood 2007;110:479-484.© 版权归美国血液病协会所有。

b 体区的划分，请参见 T 分期（皮肤受累）的体区分布（CUTB-A 2/2）。
c 淋巴结区域定义同安阿伯分期系统 ：外周淋巴结 ：肘前、颈部、锁骨上、腋窝、腹股沟和腘窝。中央区 ：纵隔、肺门、主动脉旁和髂总。

皮肤淋巴瘤 TNM 分期（MF/SS 除外）a,b

T 
    T1 孤立性皮肤病变 

T1a ：孤立病灶直径 <5 cm 
 T1b ：孤立病灶直径 >5 cm

   T2 区域性皮肤病变 ：多发病灶限于 1 个体区或 2 个毗邻体区 b

 T2a ：所有病灶位于直径 <15 cm 的圆圈内
 T2b ：所有病灶位于 >15 cm < 直径 <30 cm 的圆圈内                                           
            T2c ：所有病灶位于直径 >30 cm 的圆圈内

   T3 广泛性皮肤病变
 T3a ：多发病灶，累及 2 个非毗邻的体区 b

 T3b ：多发病灶，累及 ≥ 3 个体区 b

N 
   N0 无淋巴结受累的临床或病理学依据
   N1 侵犯 1 个外周淋巴结区 c，该淋巴结为目前或以前皮肤病灶的引流区
   N2  侵犯 2 个或者更多的淋巴结区 c，或者侵犯以前或目前皮肤病灶非引流淋巴结区
   N3 中央淋巴结受累

M 
   M0 无皮肤外非淋巴结病变证据
   M1 有皮肤外非淋巴结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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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B-A 

2/2

NCCN 指南 2017 年第 2 版 
原发性皮肤 B 细胞淋巴瘤

a 本研究最初发表于《Blood》。Kim YH, Willemze R, Pimpinell Ni, et al, for the ISCL and the EORTC.TNM 分级系统适合用于原发性皮肤淋巴瘤，而非蕈样肉芽肿和 
Sézary 综合征 ：A propos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utaneous Lymphomas (ISCL) and the Cutaneous Lymphoma Task Force of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EORTC) Blood 2007;110:479-484.© 版权归美国血液病协会所有。

d 左、右肢端为 2 个独立体区。体区分布根据淋巴结引流部位而划分。
e 体区分布 ：头颈部 ：下缘—锁骨上缘、T1 棘突。胸部 ：上缘—锁骨上缘 ；下缘—胸廓下缘 ；侧缘—腋中线、肩关节（包括腋窝）。腹部 / 生殖器 ：上缘—胸廓下缘 ；下缘—

腹股沟、会阴前；侧缘—腋中线。上背部：上缘—T1 棘突；下缘—胸廓下缘；侧缘—腋中线。下背部 / 臀部：上缘—胸廓下缘；下缘—腹股沟、会阴前（包括会阴）；侧缘—
腋中线。每一上臂 ：上缘—肩关节（不包括腋窝）；下缘—肘关节。每一前臂 / 手 ：上缘—肘关节。每一大腿 ：上缘—腹股沟 ；下缘—髌骨中部、腘窝中部。每一小腿 / 足 ：
上缘—髌骨中部、腘窝中部。

T 分期（皮肤受累）的体区分布 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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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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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类型以斜体字表示。
接下页

分类 
表 1
成熟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肿瘤 WHO 分类（2017 年）

成熟 B 细胞肿瘤
•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 单克隆 B 淋巴细胞增多症
• B 细胞幼淋巴细胞白血病
• 脾边缘区淋巴瘤 
• 毛细胞白血病
• 脾淋巴瘤 / 白血病，不能分类 *
�脾脏弥漫性红髓小 B 细胞淋巴瘤 *
�毛细胞白血病变异型 *
•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 意义不明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 (MGUS)，IgM
• μ 重链病 
• γ 重链病
• α 重链病
• 意义不明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 (MGUS)，IgG/A
• 浆细胞骨髓瘤
• 孤立性骨浆细胞瘤
• 骨外浆细胞瘤
• 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沉积病
• 粘膜相关淋巴组织结外边缘区淋巴瘤（MALT 型）
• 结内边缘区淋巴瘤 
�儿童结内边缘区淋巴瘤 *
• 滤泡性淋巴瘤
�原位滤泡性肿瘤
�十二指肠型滤泡性淋巴瘤

• 儿童型滤泡性淋巴瘤
• 伴 IRF4 重排大 B 细胞淋巴瘤
• 原发性皮肤滤泡中心淋巴瘤

• 套细胞淋巴瘤
�原位套细胞肿瘤

• 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非特指性（DLBCL，NOS）
�生发中心 B 细胞型
�活化 B 细胞型

• 富含 T 细胞 / 组织细胞的大 B 细胞淋巴瘤
•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 (CNS) DLBCL
• 原发性皮肤 DLBCL（腿型）
• EBV 阳性 DLBCL，NOS
• EBV 阳性皮肤粘膜溃疡 *
• 慢性炎症相关性 DLBCL
• 淋巴瘤样肉芽肿
• 原发纵隔（胸腺）大 B 细胞淋巴瘤
• 血管内大 B 细胞淋巴瘤
• ALK 阳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 浆母细胞淋巴瘤
• 原发渗出性淋巴瘤
• HHV8 阳性 DLBCL，NOS*
• 伯基特淋巴瘤
• 伯基特样淋巴瘤伴 11q 畸变 *
• 高级别 B 细胞淋巴瘤伴 MYC 和 BCL2 和 / 或 BCL6 重排
• 高级别 B 细胞淋巴瘤，NOS
• 特征介于 DLBCL 和经典霍奇金淋巴瘤之间的不能分类的 B 细胞淋

巴瘤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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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表 1（续）

成熟 T 细胞和 NK 细胞肿瘤
• T 细胞幼淋巴细胞白血病
• T 细胞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
• 慢性 NK 细胞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 *
• 侵袭性 NK 细胞白血病
• 儿童系统性 EBV 阳性 T 细胞淋巴瘤
• 水疱痘疮样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 
• 成人 T 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鼻型
• 肠病相关性 T 细胞淋巴瘤
• 单形性上皮性肠道 T 细胞淋巴瘤 *
• 胃肠道惰性 T 细胞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 *
• 肝脾 T 细胞淋巴瘤
• 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 蕈样肉芽肿
• Sézary 综合征
• 原发皮肤 CD30 阳性 T 细胞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
�淋巴瘤样丘疹病
�原发皮肤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

• 原发皮肤 γδ T 细胞淋巴瘤
• 原发皮肤侵袭性亲表皮 CD8 阳性细胞毒性 T 细胞淋巴瘤 *
• 原发皮肤肢端 CD8 阳性 T 细胞淋巴瘤 *
• 原发皮肤 CD4 阳性小 / 中 T 细胞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 *
• 外周 T 细胞淋巴瘤，NOS
• 血管免疫母细胞 T 细胞淋巴瘤
• 滤泡性 T 细胞淋巴瘤 *
• 结外周 T 细胞淋巴瘤伴 TFH 表型 *
• 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K 阳性
• 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K 阴性
• 乳房植入物相关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 * 

* 临时类型以斜体字表示。

霍奇金淋巴瘤
• 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的霍奇金淋巴瘤
• 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结节硬化型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富含淋巴细胞型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混合细胞型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淋巴细胞消减型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 (PTLD)
• 浆细胞增生性 PTLD
•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样 PTLD
• 鲜红滤泡增生性 PTLD
• 多形性 PTLD
• 单形性 PTLD（B 细胞及 T/NK 细胞型）
• 经典霍奇金淋巴瘤 PTLD

组织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肿瘤
• 组织细胞肉瘤
• 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
• 朗格汉斯细胞肉瘤
• 未定类树突状细胞肿瘤
• 指突状树突细胞肉瘤
• 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
• 纤维母细胞性网状细胞肿瘤
• 播散性幼年性黄色肉芽肿
• 脂质肉芽肿瘤样增生病

成熟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肿瘤 WHO 分类（2017 年）

Swerdlow SH、Campo E、Pileri SA、Harris NL、Stein H、Siebert R、
Advani R、Ghielmini M、Salles GA、Zelenetz AD、Jaffe ES.The 2017 
revis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lassification of lymphoid 
neoplasms.Blood 2017;127:2375-2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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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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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扁桃体、韦氏环、脾被视为淋巴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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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类与 B 类对比已从安阿伯分期的卢加诺修订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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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阿伯分期系统的卢加诺修订版 * 
（针对原发结内淋巴瘤）

分期 受累 结外 (E) 状态

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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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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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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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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2 

概述 

皮肤 B 细胞淋巴瘤 (CBCL) 是一组起源于皮肤且通常局限于皮肤的淋巴瘤。

据估计，CBCL 大约占所有原发皮肤淋巴瘤的 20% 至 25%。1,2美国国家

癌症研究所 (NCI) 的 SEER（监测、流行病学与最终结果）数据表明，皮

肤 T 细胞淋巴瘤的发生率占 71%，而 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 CBCL 占 

29%。3WHO-EORTC 皮肤淋巴瘤分类区分了 3 种主要类型的 CBCL1,2： 

 原发皮肤边缘区淋巴瘤 (PC-MZL)

 原发皮肤滤泡中心细胞淋巴瘤 (PC-FCL)

 在 PC-MZL 和 PC-FCL 患者中，原发皮肤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

（腿型）（PC-DLBCL（腿型））。

PC-FCL 是 CBCL 的最常见类型，而 PC-DLBCL（腿型）较少见。PC-

MZL 和 PC-FCL 通常为惰性或缓慢生长，而 PC-DLBCL（腿型）通常为

侵袭性淋巴瘤，预后普遍较差。4-6在一项对荷兰皮肤淋巴瘤登记处 300 例 

CBCL 患者的分析中，根据 WHO-EORTC 分类，PC-FCL、PC-MZL 和 

PC-DLBCL 分别占 57%、24% 和 19%。5分别有 11%、8.5% 和 46.5% 

的患者发展成皮肤外复发，显示与 PC-DLBCL 相关的皮肤外进展发生率较

高。该系列中的 5 年疾病特异性 OS 率分别为 95%、98% 和 50%。5在意

大利对 467 位 CBCL 患者的系列研究显示，PC-FCL 和 PC-MZL 分别占 

57% 和 31%；据报告，PC-DLBCL（腿型）患者仅占 11%。6 虽然不同类

型的 CBCL 可发生在皮肤上的任何部位，但 PC-FCL 好发于头皮和前额，

而躯干和四肢是 PC-MZL 最常见的部位。腿部仍然是 PC-DLBCL 最常见

的部位，但其并不是唯一部位。如前所述，PC-DLBCL（腿型）更常出现

皮肤以外受累。5,6 在意大利的同一项大型系列研究中，最终有 6% 的 PC-

MZL 患者、11% 的 PC-FCL 患者和 17% 的 PC-DLBCL 患者发展成皮肤

以外受累。6 在该研究中，52.5% 的患者接受放疗作为一线治疗，25% 的

患者接受化疗。PC-MZL 和 PC-FCL 患者间的 5 年总体生存率相似（97% 

对 96%），但是 PC-DLBCL（腿型）与其他 2 种 CBCL 型（73%；

P<0.0001）相比，5 年总体生存率较低。单个病灶患者的无病生存率 

(DFS) 和 OS 率明显高于区域性/播散性病灶患者（5 年 DFS 为 62% 对 

44%；5 年 OS 为 97% 对 85%），但在 PC-DLBCL（腿型）患者中，单

个病灶皮肤受累和区域性/播散性皮肤受累患者的结局差异不显著（5 年 

DFS 为 55% 对 44%；5 年 OS 为 79% 对 67%）。6 

诊断 

需要对病变进行足够活检，并且应该由擅长原发 CBCL 诊断的病理学家

读片。相对于刮取活检来说，切除、切取或穿刺活检是 CBCL 患者的首

选活检方式，因其主要表现为真皮浸润且往往较深，刮取活检不能很好取

样，甚至会漏检。需要评估 B 细胞和 T 细胞标记物且使用免疫组化 (IHC) 

谱的充分免疫表型分析以诊断 CBCL 的确切亚型。IHC 检测应包括以下

标记物：CD20、CD79a、CD3、CD5、CD10、BCL2、BCL6、κ/λ 和 

IRF4/MUM1PC-FCL 患者 BCL6 始终为阳性，而 CD10 和 BCL2 仅在滤

泡生长模式的少数病例中表达。PC-MZL 患者 BCL6 和 CD10 始终为阴

性，但通常 BCL2 为阳性。7 在某些情况下，进一步 IHC 检查可能有助于

进一步确定淋巴瘤亚型。这可能包括对更多的标记物进行检测，如 Ki-67、

CD43、CD21 和 CD23、使用石蜡切片抗体谱检测细胞周期蛋白 D1、以

及 IgM 和 IgD 表达检测。

尽管 PC-MZL 诊断对于病理学家来说通常是简单而可重复的，但是区分 

PC-FCL 和 PC-DLBCL（腿型）比较困难。困难部分来自于细胞大小

（即大对小），不像在结节性 B 细胞淋巴瘤一样是确定的特征。大多数 

PC-FCL 患者的病变为生发中心表型，而大多数 PC-DLBCL（腿型）为

活化 B 细胞表型 8。在结内 DLBCL 患者中，生发中心表型的预后比活化 

B 细胞表型好。PC-FCL 和 PC-DLBCL 均为 CD20 和 BCL6 阳性。PC-

FCL 患者的 BCL2 通常为阴性，但 BCL2 在 PC-DLBCL（腿型）中高表

达。此外，PC-FCL 通常为 MUM/IRF4 阴性，而 PC-DLBCL（腿型）通

常为 IRF4/MUM1 阳性，并且显示 FOXP1 的高表达。9IRF4/MUM1 和 

FOXP1 在 PC-FCL 和 PC-DLBCL 的鉴别诊断中可以作为额外的诊断标

记物。此外，表面 IgM 和 IgD 表达的评估可能也有助于区分 PC-DLBCL

（腿型）与 PC-FCL。10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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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18) 易位仅在极少数 CBCL 患者中发生。因此，如果在 CBCL 患者

中检测到 t(14;18) 易位，则提示存在全身性疾病 11。在某些情况下，分子

遗传学分析检测 TCR 基因重排、IgH 基因重排以及细胞遗传学或 FISH 

检测 t(14;18) 易位可能有助于诊断。 

如果可提供足够的活检材料，流式细胞术分析有助于确定 B 细胞克隆分

型。使用细胞周期蛋白 D1 可能有助于区分 PC-MZL（CD5 和细胞周期

蛋白 D1 阴性）和套细胞淋巴瘤（CD5 和细胞周期蛋白 D1 阳性）。套细

胞淋巴瘤不是原发性皮肤淋巴瘤，如果在皮肤中发现，则需要仔细搜索皮

肤以外病变。

检查 

初始检查旨在评估皮肤疾病程度，并且寻找皮肤以外病变。没有皮肤以

外病变是原发 CBCL 诊断定义的一部分。检查应当包括完整的体检、

全面的皮肤检查和胸部、腹部和盆腔 CT 扫描。PET-CT 在寻找隐匿性

全身性病变时可能有较高的灵敏度，但这未经证实，而且假阳性率较高，

可能会造成混淆。PC-DLBCL（腿型）患者的骨髓活检是基本检查，骨

髓活检对 PC-FCL 和 PC-MZL 的作用尚不清楚。Senff 等人评估了 

275 例首先呈现在皮肤上的组织学特征符合边缘区淋巴瘤（MZL；n = 

82）或滤泡中心性淋巴瘤（FCL；n = 193）的患者。12 FCL 组约 11% 

的患者出现骨髓受累，而 MZL 组为 2%。合并皮肤病灶、骨髓活检阳

性的 FCL 患者其预后较 PC-FCL 患者显著要差；5 年 PFS 率和 OS 

率分别为 44% 和 84%。12 

国际皮肤淋巴瘤学会 (ISCL) 和 EORTC 工作组建议，对具有中危至侵略

性行为的皮肤淋巴瘤进行骨髓活检，并应考虑对具有惰性行为且其他分期

评估显示有任何过敏性疾病证据（如放射学证据或单克隆或多克隆免疫球

蛋白升高等血清学线索）的皮肤淋巴瘤进行骨髓活检。13 指南建议考虑对 

PC-FCL 患者进行骨髓活检。骨髓活检是 PC-MZL 患者的可选检查。如

果 CBC 显示淋巴细胞增多，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会对选定病例有助于

诊治 

治疗 

原发性 CBCL 与对应的结内型的临床过程和预后不同。CBCL 的治疗方

案取决于其组织学类型和疾病分期。最常用的治疗包括切除、放疗 (RT)、

利妥昔单抗或全身性化疗。2,14

意大利研究组对皮肤淋巴瘤的一项大型回顾性分析包括了 467 位 CBCL 

患者，接受一线治疗（52.5% 使用 Rt，总剂量为 35-45 Gy；25% 使用

化疗，主要为 CHOP；23% 进行手术）的 PC-FCL 和 PC-MZL 患者的

完全缓解率 (CR)、5 年和 10 年 OS 率分别为 92% 至 95%、96% 至 

97%、89% 至 90.5%.6。复发率为 44% 至 46.5%，6% 至 11% 患者观

察到皮肤以外扩散。复发率并没有因初始治疗的不同而有所差异。PC-

DLBCL（腿型）的患者中，完全缓解率及 5 年和 10 年 OS 率分别为 

82%、73% 和 47%。PC-DLBCL（腿型）也与较高的复发率 (55%) 和

较高的皮肤外扩散发生率 (17%) 相关。在 PC-DLBCL 患者中，接受放

疗的单个或区域性病灶患者和接受化疗的播散性皮肤受累患者均确认有

较高的复发率。6 

放疗在用作初始局部治疗和用于大多数惰性 CBCL 患者的皮肤复发时均

非常有效。15-17 在组织学为惰性的患者中，RT 和切除与化疗相比具有更

高的反应率（分别为 98％、97％ 和 76-86％），但通常用于疾病更有

限的患者，因此不能进行直接比较。6 大多数区域性或播散性疾病患者无

论采用何种类型的初始治疗，都会复发。但是，复发通常局限于皮肤，

在这种情况下，生存率不受影响。6 

在一项对 34 例接受放疗的 CBCL 患者的回顾性研究中，PC-FCL 和 

PC-MZL 的 5 年无复发生存率 (RFS) 率为 62% 至 73%，但 PC-DLBCL

（腿型）患者仅为 33%。17 PC-FCL 和 PC-MZL 的 5 年 OS 率为 100%，

但 PC-DLBCL（腿型）患者为 67%。Senff 等人评估了 153 位 CBCL 患

者（25 例 PC-MZL；101 例 PC-FCL 和 27 例 PC-DLBCL）的结局，这

些患者的初始治疗为以治愈为目的的放疗.16。所有患者中，45% 的患者

为单个病灶，局限性或播散性病变患者分别为 43% 和 12%。153 位患

者中有 151 位患者达到完全缓解 (99%）。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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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MZL、PC-FCL、PCLBCL（腿型）的复发率分别为 60%、29% 和 

64%，而 5 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分别是 95%、97% 和 59%。PC-FCL 

发生在腿上的患者的复发率较高 (63%)，5 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 (44%) 

也较低，而 PC-FCL 发生在其他部位的患者分别为 25% 和 99%。16 

因此对于组织学为惰性的患者，局部治疗是合适的。而 PC-DLBCL（腿

型）患者的临床过程更为不利，一般都采取较为积极的治疗方式，通常

与适合用于全身型 DLBCL 治疗的方式联合应用。 

原发皮肤边缘区淋巴瘤 (PC-MZL) 和原发皮肤滤泡中心细胞淋巴瘤  

(PC-FCL) 

因为没有随机临床试验的数据，所以 NCCN 指南中的治疗建议来自 

NCCN 成员机构中 CBCL 患者的治疗实践，基于涉及小批患者的回顾性

分析和研究的有限数据。 

初始治疗 

NCCN 指南建议对孤立病灶或区域病灶的患者 (T1-2) 局部放疗或切除作

为初始治疗方案。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局部方案（类固醇、咪喹

莫特或氮芥或贝沙罗汀凝胶）或病灶内注射类固醇对患者进行初始治疗。
2,18-23 可能观察到某些不适合局部治疗的局部疾病患者（例如，主要问题

是头皮病灶上的脱发）。 

如果患者表现为广泛皮肤病变 (T3)，有多种治疗方案可供选择。已证明

苯丁酸氮芥能有效治疗多灶性皮肤病变的 PC-MZL。24 在 PC-FCL 患者

中，多药化疗或放疗对多灶性皮肤病变同样有效。18,25,26 利妥昔单抗作为

局部治疗无效的多发病灶惰性 CBCL 患者的治疗方案已经显示出疗效。
27-31 在一系列 16 例 CBCL 患者中，14 例 (87.5%) 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

后取得 CR；这些 CR 患者中 35% 最终在 6-37 个月之间出现复发。31 在

一项对于 15 例惰性 CBCL 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中，总体反应率 (ORR) 为 

87% (60% CR)；PC-FCL 患者的 ORR 为 100%，PC-MZL 的 ORR 为 

60%。中位随访 37 个月后，中位反应持续时间为 24 个月。30 几例病例

报告显示使用 类固醇、咪喹莫特和氮芥或贝沙罗汀凝胶进行局部治疗有

效 。 18-22 病 灶 

内注射皮质类固醇也已被用于治疗  PC-FCL 或  PC-MZL，虽然数据 

有限。2,23
 

对于广泛病变的患者，NCCN 指南中的治疗方案包括观察、利妥昔单抗、

局部治疗、局部放疗、病灶内皮质类固醇注射或全身性治疗（苯丁酸氮芥

或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强的松 [CVP]）± 利妥昔单抗。若患者病变极度

广泛或为症状性，推荐使用其他用于滤泡性淋巴瘤的化疗方案。若患者表

现为皮肤以外病变，需要根据 NCCN 指南中滤泡性淋巴瘤章节予以治疗。 

复发或难治性患者的治疗 

尽管大多数患者初始治疗有效，但复发仍然常见。区域或局部复发的患

者应接受额外治疗（切除、病灶内注射类固醇、局部放疗，或使用类固

醇、咪喹莫特、氮芥或贝沙罗汀凝胶进行局部治疗），局限于皮肤的泛

发性疾病复发患者应采用就诊时针对泛发型疾病建议的治疗方案进行附

加治疗。 

初始治疗后部分缓解或顽固进展性疾病的患者，在接受针对难治性疾病

的治疗前，应当接受初始治疗方案中的其他治疗以增加缓解率。不适用

于任何初始治疗方案的皮肤外复发或皮肤复发患者，应根据 NCCN 指

南针对滤泡性淋巴瘤的部分进行治疗。 

原发皮肤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腿型）（PC-DLBCL（腿型）） 

初始治疗 

PC-DLBCL（腿型）相对于其他类型的 CBCL，预后较差，特别是腿部

有多个肿瘤的患者。单独放疗对 PC-DLBCL 患者的疗效不好。虽然放

疗对这些病变有效，但缓解通常是短暂的，并且向皮肤以外部位播散的

发生率很高。在法国研究组对 60 例 PC-DLBCL（腿型）患者的一项回

顾性多中心研究中，接受含蒽环类药物化疗和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短 

期疗效较好，虽然没有特定疗法（放疗或多药化疗联合或不联合利妥昔

http://www.nccn.org/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f_guideline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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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抗）与改善生存结局显著相关。4 在 12 位以蒽环类药物为基础的化疗

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中，CR 率为 92%，而其他方案治疗的患者

的 CR 率为 62%。两组患者的 2 年 OS 率分别为 81% 和 59%。4 最近

的病例报告还表明，在 PC-DLBCL（腿型）患者的治疗中应用利妥昔单

抗联合化疗有潜在疗效。32,33 

NCCN 指南专家组建议对局限性病变的患者施行局部单独放疗或联合 

R-CHOP。单独放疗可用于老年患者或无法耐受全身性治疗的患者。广

泛病变的患者推荐使用 R-CHOP ± 放疗。皮肤以外病变应当根据 

NCCN 指南 DLBCL 章节予以治疗。鉴于该病具有潜在侵袭性，指南建

议将所有 PC-DLBCL（腿型）患者纳入临床试验。 

复发或难治性患者的治疗 

对于区域复发的患者，若之前未接受过化疗则推荐使用 R-CHOP 方案。

对于之前接受过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 DLBCL 患者建议局部放疗或使用

二线化疗方案。对复发或难治性 DLBCL 患者局部使用放疗或二线化疗

方案的建议可用于所有广泛复发患者。在对 10 位复发 CBCL 患者进行

的一个先导性研究中，RIT 联合钇-90 替伊莫单抗显示有效，CR 率为 

100%，中位至复发时间为 12 个月。34 NCCN 指南中将 RIT 作为复发 

PC-DLBCL 患者的治疗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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