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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燥辨治湿疹
胡紫腾，王斯曼，杨正钊，李冰，袁卫玲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天津 301617
摘要：目前临床多从风、湿、热等论治湿疹，常忽视燥邪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分析燥邪与湿疹发病病因、
作用机理、治法方药和临床意义四方面的相关性，探讨其在湿疹发病中的作用，认为内外燥均可引起湿疹，因
此从燥论治湿疹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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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Eczema from Dryness Theory
HU Ziteng, WANG Siman, YANG Zhengzhao, LI Bing, YUAN Weiling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1617,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linical treatment of eczema is mainly based on wind pathogen, humidity pathogen and
heat pathogen, but ignores the importance of dryness pathogen.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yness
and eczema in the etiology, mechanism of action, therapi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explored its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eczema. It concluded that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yness pathogen can cause the onset of eczema,
so it is of great clinical significance to treat ecze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yness path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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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疹临床多表现为丘疱疹、糜烂、瘙痒、皮肤干
燥等，一般多从风、湿、热等加以辨治。有研究显示，
[1]

湿疹门诊就诊患者数与相对湿度呈负相关 ，即环境

皮肤皲裂、瘙痒等。肺与大肠相表里，肺功能失调，
累及大肠传导糟粕，体内代谢产物无法排出，日久则
发为丘疹。这些表现均为湿疹主要症状。

越干燥，湿疹患病率越高；中医相关研究亦表明，血
[2]

外燥有温凉之别，其中温燥可加剧肺津消耗；凉

虚风燥证和血燥证为湿疹常见证型 ，说明燥邪是湿

燥则伤肺阳而致肺津不化，凝集成痰饮，饮停致津液

疹发病的重要因素。为此，笔者就燥邪影响湿疹的机

输布障碍。若温凉兼有，如我国西北地区之燥，则对

理加以探讨，为临床相关治疗提供参考。

肺津生成及输布影响均较大。有研究显示，西北燥证

1

患者湿疹发病率超过其他地区 1 倍，这与外燥侵袭皮

病因病机
燥邪有内外之分，二者均可导致湿疹。其中，外

毛，伤及肺脏，影响津液运行等密切相关[3]。

燥属外感六淫范畴，四季皆有，且有温凉之别；内燥

1.2

多因饮食不节，如嗜食辛辣干燥之品、肥甘厚味等，

1.2.1

内燥致病，累及五脏
内燥伤肺，皮毛不润
《素问•经脉别论篇》云：
“食气入胃，浊气归心，

伤及脾胃，或情志不调伤及肝脏，或汗、吐、下太过，
或久病耗伤，或亡血失精，或痰饮血瘀等。

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

1.1

燥分温凉，首累于肺

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府。”肺主皮毛，内燥犯

肺为水之上源，调节人体水液输布。“燥在上必

肺，精微输布受阻，致皮毛失润，临床多见肌肤不泽、

乘肺经”（《张氏医通•燥》），外燥侵袭，肺主皮毛功

脱屑，甚则皲裂等；毛窍失润，腠理失养，闭塞不通，

能受损，汗孔闭塞，卫气不宣，营血凝滞，不能濡养

不通则痛，可引起皮肤诸痒痛症[4]。其中皮肤起屑、

皮肤；且肺宣发肃降失职，水液输布障碍，从而引起

皲裂、痒痛等均为湿疹临床症状，故内燥犯肺可诱发
湿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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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脾运失司，痰生津乏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若脾运失司，痰

饮化生，壅遏脾阳，碍津布行，则脏腑肌肉无以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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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津血、痰饮同出一源，皆为水谷精微所化，“津液

而见干燥脱屑等。

生痰不生血”（《医学正传•痰饮》），痰饮可致津血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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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虚之质，助燥化生

成减少，从而化生内燥，内燥、痰饮郁闭体内，发于

体质偏颇是湿疹发病重要因素之一。
《证治心传•

体外而诱发湿疹。内燥进一步加速津液耗伤，皮肤失

治病须明阴阳虚实论》云：“况人之生也，气秉各有

于滋养而见干燥枯槁、起屑等。若内燥得不到滋润，

偏盛：如苍赤骨大而瘦者，为阳体；柔白骨小而肥者，

日久可发展为干性湿疹。

为阴体……阴虚之体，易感风、燥、暑、火。”湿疹

1.2.3

的易感性与患者体质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血虚风燥

肝失疏泄，津液不布
肝主疏泄，其既能通过促进血行津布以疏通全身

型湿疹患者多为阴虚体质[5]。阴虚质患者素体阴血亏

气血津液，又可调节脾胃运化而间接促进机体精微物

虚，阴不制阳，阳热亢盛，加之易从燥化，又感受外

质的生成。“血风疮证生遍身，粟形搔痒脂水淫，肝

燥之邪，从而加重津液耗损，皮肤失于滋润，久而诱

肺脾经风湿热，久郁燥痒抓血津”（《医宗金鉴•血风

发湿疹。

疮》），风、湿、热等邪气犯肝，肝失疏泄，津液运行

1.4

内外燥合，其症益显

不畅；且邪气久羁不解，郁而化热，消灼津液，使体

外燥致病，若失治误治，则由表及里，损耗体内

内津液亏虚进一步加重而化燥，燥郁血枯则发为湿

津液，津伤而化为内燥；内燥失治误治，机体正气损

疹，所谓“血风疮在遍身生，搔痒滋延流水盈，肝肺

伤，不能抵御外邪，易感受外燥。外燥致病多影响湿

脾经风湿热，血枯皮燥斯能成”（《疡科捷径•发无定

疹发病前期，而内燥致病则多影响湿疹发病后期。
《外

处》），此类患者兼有胸胁胀满及情绪异常等表现。又

科大成•分治部上》载：
“血风疮生于胫，一名爪风疮，

肝为风脏，肝血亏虚，易生风化燥，风性主动，故临

由三阴经风虚血燥所致。初发则搔痒无度，破流脂水，

床可见剧烈瘙痒。

日渐沿开。宜当归饮子加栀子、柴胡，忌投风药。”

若情志失调，久郁不疏，则肝气滞结，血行不畅

外燥易伤肺，影响肺之通调，津液输布失常；内燥易

而致瘀。
《血证论•发渴》云：
“有瘀血，则气为血阻，

伤及肺、脾、肝，肺主皮毛功能受损，脾失运化，肝

不得上升，水津因不能随气上布。”血能载气，血瘀

失疏泄。若外燥侵袭，伏而不发，则可发展为伏燥，

则气不行，津不布，局部失于濡润而化为内燥，所谓

所谓“感六淫而不即病，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

“气结则血亦结，血结则营运不周而成内燥”
（
《医原•

邪……夫伏邪有伏燥，有伏寒，有伏风，有伏湿，有

百病提纲论》
）。燥瘀搏结，燥胜成毒，发于皮肤则为

伏暑，有伏热”（《伏邪新书•伏邪病明解》）。内燥浸

局部皮疹溃烂浸淫。此类湿疹中，肌肤甲错、但欲漱

淫，日久也可发展为伏燥。内外燥合而致病，损伤机

水不欲咽等是其特征性症状。

体津血，肌肤失于濡养，症状相较于内外燥单独致病

1.2.4

更为严重，其瘙痒、皮肤干燥枯槁等更为明显，病程

肾虚燥生，肌肤不养
肾主水，为先天之本，若肾阳亏虚，气化无力，

津不上行，机体脏腑失于濡润，燥象内生，可见口干、
皮肤干燥等。
《医经精义•脏腑所合》云：
“肾中之阳，

缠绵。
1.5

燥兼他邪，风热寒湿
风为百病之长，六淫之首，外燥侵袭人体，常与

蒸动膀胱之水，于是水中之气，上升为津液……游溢

风邪相兼致病。风为阳邪，轻扬开泄，善行而数变，

脏腑内外则统名为津液，实由肾阳蒸于下，膀胱之水

风燥侵犯机体，除有上述外燥所致湿疹表现外，亦有

化而上行。”肾苦燥，内燥损及肾阴，肾阴亏虚则五

发病迅速、皮肤瘙痒更甚、时发时止等风邪所致特征

脏阴液失于滋补，肌肤失养，此多见于急性湿疹后期

性症状。

或慢性湿疹。
1.2.5

心火久郁，阴虚血亏

津液属阴，燥邪伤及津液可致阴虚，阴虚阳亢则
生内热；或外感热邪，伤及津液而化燥，所谓“热烁

“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素问玄机原病式•

则燥成”（《医原•百病提纲论》），故燥、热常并见。

五运主病》）”，瘙痒是湿疹常见症状之一，故其发病

且内热燔灼肝经，耗伤肝阴肝血，引动内风，故在内

与心火密切相关。《诸病源候论•疮病诸候》言：“浸

燥所致湿疹症状基础上，还有口渴、瘙痒加重等表现。

淫疮，是心家有风热，发于肌肤。”心主血脉与神明，

寒为阴邪，易伤阳气，主凝滞收引；燥性干涩，易伤

若心火亢盛，血热灼伤脉络，心经郁热外达肌肤，可

津液及肺脏。
“寒搏则燥生”（《医原•百病提纲论》
），

见皮肤糜烂；心火上扰，神志躁郁，可见失眠、烦躁

寒、燥常同时出现。寒燥袭体，腠理闭塞，卫阳被遏，

等；久病伤及心阴，阴血亏虚，脉道燥涩，肌肤失养

津液难于敷布，且燥邪伤津，故肌肤失养益重。寒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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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闭阻气机，不通则痛，故临床除有燥致湿疹症状外，

他邪之药。如内有阴伤化燥、外有湿热侵袭者，可

还有疼痛更甚、恶寒等表现。

予滋阴除湿汤[8]；对寒燥相合型湿疹，临床可采用毫

燥邪郁久不解，不能行水，可夹杂湿邪，湿邪郁

火针联合润燥止痒胶囊[9]，前者借助其温热之性使血

久，不能布散阴精，又能化燥，燥、湿可相兼致病。

脉得以运行，后者具有良好的养血润燥、祛风止痒

《医原•百病提纲论》云：
“燥郁则不能行水而又夹湿，

之效。

湿郁则不能布精而又化燥。”燥湿同病，壅遏搏结于

3

小结

里，发于肌表，则为湿疹。既有皮损潮红、瘙痒、抓

燥邪作为湿疹发病的重要因素，可伤及五脏，耗

后糜烂流滋，纳少等湿的症状，亦有皮损色黯或色素

损津血，或影响津液输布，或与其他邪气兼夹，而使

沉着、皮肤粗糙肥厚、伴口干等燥的症状。

皮肤失于濡养，日久诱发湿疹。临床需辨证施治，灵

总之，外燥和内燥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在湿疹发病

活用药，不可固执一端。对于外燥，要祛燥润肺；内

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燥则要养血润肤；若燥邪与其他邪气相兼致病，应注

2

意审证求因。随着燥邪在湿疹发病中的作用得到更多

辨证施治，不拘一端
由于燥邪在湿疹发病过程中的复杂性，故临证需

学者关注，与之相关的理论探讨及临床研究也会继续

从内燥、外燥两方面着手，主要治法可为祛除外燥、

得到扩充，从而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滋润内燥及内外燥兼治。

参考文献：

2.1

[1] 武奕.兰州地区气象因素对湿疹日就诊人次影响的研究[D].兰州：兰

治从外燥
外燥致病者，法当以益气固表、祛除外燥为主，

方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合当归贝母苦参丸，其中麻黄
连翘赤小豆汤有宣肺发表之功，使肺得以通调水道，
当归贝母苦参丸有滋阴润燥之效，二者合用，可治疗
外燥侵袭引起的瘙痒等。
2.2

州大学,2018.
[2] 王丽坤.近十年中医药治疗湿疹的辨证分析与用药规律[D].沈阳：辽
宁中医药大学,2019.
[3] 王淑娟.湿疹与西北燥证的相关性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
2016.

治从内燥

[4] 弓铭,田丙坤.基于《黄帝内经》从肺论治皮肤病的思路探讨[J].中医
[6]

内燥致病者，多见于慢性湿疹，可用清燥润肤饮

养阴生津、润肺养肤，以改善皮肤肥厚、皲裂、干燥、
瘙痒、起屑等。此外，肝肾阴虚所致慢性湿疹常伴五
心烦热、潮热、盗汗等，可选六味地黄汤，使肝肾之
阴得以滋补，燥热之邪得以祛除，湿疹便可缓解；对
脾弱血虚风燥者，法当健脾祛湿、养血润燥、祛风止
[7]

药学报,2019,47(4)：94-96.
[5] 高东玲.湿疹患者体质类型与其辨证分型相关性的研究[D].济南：山
东中医药大学,2013.
[6] 朱霄霄,翟晓翔.翟晓翔教授运用肺主皮毛理论治疗皮肤病验案[J].
天津中医药,2018,35(6)：436-438.
[7] 王海亮,李长慧,刘庆楠,等.润肤祛风汤为主综合疗法治疗老年慢性

痒，方用润肤祛风汤 ；急性及亚急性湿疹多由风、

湿疹血虚风燥证 60 例临床观察[J].中医杂志,2018,59(19)：1667-1670.

湿、热等邪引起，治宜清热除湿、祛风止痒，方用龙

[8] 杨婉婷,杨逸璇,谢小丽,等.朱明芳运用滋阴除湿汤治疗阴伤型慢性

胆泻肝汤。
2.3

内外兼治
内外燥相兼致病者，既要祛除外燥，亦需滋润

湿疹经验[J].湖南中医杂志,2019,35(6)：30-32.
[9] 宋淑红,王岩军,张海贞,等.毫火针联合润燥止痒胶囊治疗手部慢性
湿疹的疗效观察[J].皮肤病与性病,2017,39(1)：58-59.

内燥，并根据内外燥邪之偏重，用药须有所侧重。

（收稿日期：2020-11-05）

若燥与他邪相兼致病，则应于治燥基础上辅以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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