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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共识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组织相

关专家讨论起草制定。牵头讨论起草的专家有（按

姓氏汉语拼音排列）陈达灿、陈信生、陈洁、陈浪、曹
毅、段逸群、刁庆春、范瑞强、范斌、方玉甫、符磊、江
萍、刘巧、刘红霞、刘爱民、刘毅、罗小军、李梅娇、李
斌、李博伦、马丽俐、童中胜、唐海燕、陶茂灿、吴伟

伟、王鹏、王一飞、王思平、王玮蓁、徐蓉、徐景娜、杨
志波、袁娟娜、杨晓红、杨洁、杨岚、周冬梅、张苍、周
小勇、张明、张成会

脚湿气相当于西医的足癣[1-4]，发病率高，随着

环境、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脚湿气越来越

多。脚湿气常反复发作，再感染的机会增多，长期的

脚湿气还可能传染多个部位如发生手癣（鹅掌风）、
体癣（圆癣）、股癣（阴癣），已经成为对人类健康和

生活质量影响极大的皮肤病。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

生治疗足癣（脚湿气）提供指导性意见。
中医认为[1-8]本病多因患者平素生活起居不慎，

久居湿热地区、趾缝潮湿、脚汗多而外感湿邪，或因

湿邪困脾，脾失健运，脾虚湿蕴下注足部，蕴积生

虫，久则湿热化燥，耗伤阴液，肤失濡养，风虫滋生；

亦可因接触患者的用具沾染虫毒导致。
西医认为[8-14]是指发生在足部的一种浅部真菌

感染性皮肤病，引发的主要致病真菌是红色毛癣

菌、絮状表皮癣菌、趾间毛癣菌、石膏样小孢子菌、
犬小孢子菌等。整体免疫功能低下者如糖尿病、HIV
感染者是高危人群。以足趾间浸渍、糜烂、水疱、脱
屑、肥厚、皲裂、自觉瘙痒、常伴特殊臭味为临床特

征，严重者发生丹毒。糜烂多见于夏季、雨季及潮湿

时，干燥、皲裂多见于冬季及干燥季节。所有人群均

可患病，成人多见。
1 治疗原则[12-14]

根据辨病、皮损辨证、病型等多方面相结合辨

证论治。治疗方法有外治法、内治法和联合治疗法。
1.1 外治法原则 单纯外治法适用于初发、病灶局

限的患者。湿敷法、浸泡法适用于湿热下注证；熏洗

法、浸泡法适用于血虚风燥证；封包疗法适用于皲

裂、肥厚者。湿敷、浸泡和熏洗的药液温度以舒适为

宜。注意避免烫伤和刺激性强的药物。疗程至少 4
周。
1.2 内治法原则 内治法适用于外治法疗效欠佳、
反复发作、或合并有其他不利于本病治愈的系统疾

患（如糖尿病、艾滋病等免疫功能缺陷）或不愿意接

受外治法的患者。疗程至少 4 周。
1.3 外治法联合内治法原则 联合治疗适用于重

度、受累面积较大、反复发作、或伴有某些系统疾病

（如糖尿病、艾滋病等）的患者。
2 治疗方法

2.1 辨证论治[1-7，17-32]

2.1.1 湿热下注证 皮疹呈足趾间浸渍、发白、基
底红色糜烂面、水疱、渗液。皮疹渗液多、浸渍发白

明显或水疱密集为湿重于热；皮疹渗液多且水黏如

脂、基底糜烂面潮红、灼热、甚者足部红肿、化脓有

臭味、疼痛伴发丹毒为热重于湿；水疱较多、渗液粘

或不粘、糜烂面淡红为湿热并重。可有不同程度瘙

痒或不痒；可伴有恶寒、发热；口干；大便秘结；小便

黄；舌红，苔黄或苔黄厚腻、或苔白厚腻；脉滑或滑

数。治宜利湿清热，解毒杀虫。
2.1.1.1 外治方 用苍肤水剂加减湿敷或浸泡，常

用药物：苍耳子、地肤子、蛇床子、土槿皮、苦参、百
部、枯矾等[2，20，23，26]。加减：渗液多者加土茯苓、薏苡

仁、茵陈；糜烂明显者加地榆；脓液多者加野菊花、
蒲公英、黄连、大黄、马齿苋；痒甚者加地肤子、白鲜

皮、苦参。
2.1.1.2 内治方 湿重于热者用萆薢渗湿汤加减；

热重于湿加大黄、野菊花；湿热并重者用龙胆泻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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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减；湿热夹瘀者用五神汤加减。常用药物：金银

花、地丁、黄柏、泽泻、茯苓、车前子、牛膝、生薏苡

仁、萆薢、土茯苓、丹皮、青皮、滑石、龙胆草、通草、
茵陈、黄芩、栀子、生地、茯苓皮、苦参等。加减：瘙痒

剧烈者加地肤子；糜烂、渗液明显、水疱多者加赤小

豆、苍术；便秘者加大黄，口渴、口干、失眠多梦、夜
间瘙痒加剧者加知母、元参、地骨皮、白鲜皮；脓液

多者加野菊花、黄连；便溏者加白扁豆、白术、砂仁。
2.1.1.3 中成药 外用中成药可选用 10% 复方香

莲外洗液[2，4，6，28，31-32]、祛湿散[21]、香莲软膏[2，4，6，28，31-32]、黄
连膏[21]；内服中成药可选用四妙丸[31-32]、龙胆泻肝丸
[2，4，31-32]。
2.1.2 血虚风燥证 皮疹呈足趾、足底皮肤干燥、
脱屑；或足跖、足跟、足底粗糙、肥厚；或足跟、足底

皲裂、出血、疼痛。可有不同程度的瘙痒或不痒；口

渴；大便秘结；舌红少津，苔薄脉细；治宜养血润燥，

祛风杀虫。
2.1.2.1 外治方 用醒皮汤熏洗、浸泡：荆芥、防风、
金银花、皂角刺、蛇床子、贯众、芫花、白鲜皮、鹤虱

草、苦参[1]等。加减：脱屑多者加杏仁；皲裂重者加侧

伯叶、白及、地榆。
2.1.2.2 内治方 用养血祛风汤[1]或当归饮子[4，7]加

减，常用药物当归、白芍、川芎、生地、白蒺藜、防风、
首乌、黄芪、荆芥穗、僵蚕、苍术、黄柏、甘草等。加

减：脱屑多者加杏仁，皲裂重者加白及、地榆，肥厚

重者加威灵仙。
2.1.2.3 中成药 外用中成药可选用复方透骨草溶

液[29]，若皲裂重者，可用黄连膏、润肌膏、香莲软膏等

封包治疗。内服中成药可选用润燥止痒胶囊、当归

丸[4，7]。
3 预防与调护[4，7]

3.1 不与他人共用日常生活物品，如洗脚盆、拖鞋、
浴巾、鞋袜、指甲刀。
3.2 不用偏碱性的洗涤剂；脚出汗多时可使用抑汗

剂。
3.3 保持住所通风、干燥、防潮，避免长期将足浸泡

在污水等不洁液体中；穿透气性好的鞋袜，保持鞋

袜干净；穿预防性鞋垫、袜子。
3.4 患病后应及时治疗，患病用过的浴盆、浴巾、鞋
袜等，宜用沸水烫过或阳光暴晒后再用。
3.5 患同样病患的家庭成员、家庭宠物需要同时

治疗。

3.6 食醋加温开水等量浸泡足部，20～30 min/次。
4 药物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4.1 药物使用说明 治疗中所有涉及药物剂量的

参照《药典（2015 版）》、《现代中药学大辞典》、《实用

中药辞典》规定的用量；外用湿敷、浸泡和熏洗的方

药使用时将中药用水煎成溶液 1 000～1 500 mL，湿

敷或浸泡患足 20～30 min，1～2 次/d；散剂、膏剂直接

涂抹患处；内服方药使用时将药用水煎成溶液 200～
250 mL，饭后服用，2 次/d；或遵医嘱。
4.2 注意事项 由于部分方药没有查到相关表明

其对于孕妇和未成年人不良反应的资料，故对于上

述人群宜权衡利弊后酌情使用。使用前请咨询医师

或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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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皮肤外用制剂研修班暨征集皮肤医学文物通知

1.为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推动、推进、推广皮肤病外用中药制剂、古代经典名方、备案制剂、临方调

配，定于 2019 年 10 月 20~24 日在西安市举办继教研修班，讲授国策法规，传授皮肤外用古代经典名方，赵炳南、朱仁康等名老

中医配方，中药配方颗粒制剂，特殊配方，医学护肤品配方，药妆品，由丛书编者担任老师，包教包会，学会为止。特种疗法班传

授、示教火疗、火针、烟薰等中医特色外治法。高级班、药妆品班、银屑病药制剂班、湿疹药制剂班，每班 20 人，择期定开班时间。

预报名者赠送丛书。

2.编辑出版《中华皮肤药学丛书》：①《新编中西皮肤药物手册》（已出版，邮购价 128 元）；②《中西皮肤外用药制剂手册》、英

文版《中国皮肤科学史》、中/英文版《皮肤外用古代经典名方》和《皮肤内用古代经典名方》，现向全国征集编委。

3.筹建中华皮肤医学博物馆，现向全国征集皮肤医学文物，对捐赠者赠送丛书。

联系人：马学武，15802451929；马振友；1337903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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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院：刘爱民、方玉甫

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刁庆春、刘毅、唐海燕、王思平

辽宁省沈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陈晴燕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卢桂玲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宋坪
（收稿日期：2018-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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