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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医对烧烫伤的认识源远流长，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已形成了以火毒立论的病因病机理论，创造
了众多烧烫伤外治、内服药物，部分传世方药经历代医家传承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与科研价值。现就中医学
对烧烫伤的认识、烧烫伤外治法、烧烫伤内治法进行综述，以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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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中医药治疗烧烫伤的研究源远流长，汉代出土文

献即有灸疮、烧烫伤方药的记载。如《五十二病方》有“陈

黍”“犬胆”混合后外敷治疗“胻膫”的记载［1］，“胻”意为小

腿部，“膫”通“爒”意为“火烧”，“胻膫”代指下肢部烧烫

伤。《武威汉简》亦记载“治久创方”“治漡火溧方”［2］，“久”

通“灸”，“漡”即“汤”，意指因艾灸、沸水、热食等造成的烧

烫伤。从典籍记载来看，历代医家对烧烫伤的命名经历了较

多的演变。如将“烧伤”表述为火创、火创伤、火烧疮、火烧

损、火烧、火烧破、火灼烂疮、火烧燎损；将“烫伤”称之为

汤沃人肉烂坏、汤火疮、汤火所损、热汤破、汤熨火烧、汤泡

疮、汤火所伤、汤烫伤、汤泡伤；将“烧烫伤”合称为汤泼火

烧、汤泡火烧、火烧汤荡；将烹饪食物过程中的“热油烫伤”

称之为热油烙、汤油热浇。

1 对烧烫伤病因病机的认识 

  《黄帝内经》为中医经典著作，书中虽无“烧烫伤”的直

接表述，但对火热毒邪致病有着详尽的论述。如《素问·阴

阳应象大论》 《灵枢·痈疽》篇记载“热胜”则“肿”、则“腐

肉”“肉腐则为脓”。再如《素问·皮部论》指出“皮者脉之

部也”“邪客于皮”后首先“腠理开”、后入于“络脉”、迁延

则“注于经脉”、失治则“入舍与腑脏”，为烧烫伤皮肉损伤

后，火热毒邪经络、经脉入舍脏腑理论奠定了基础。

  继《黄帝内经》之后，东汉·张机在《伤寒杂病论》中

指出“极热伤络”，并在外感热病临床中注意到“灸疮”烧伤

后存在津血亏耗。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记载

了烧烫伤局部“血气陷落”而致毛发不生［3］。宋代《和剂局

方》认为“热毒侵展”是烧伤后病势演变的关键，原文记载：

“汤火伤初起癝浆，热毒侵展则焮赤疼痛，毒气雍盛则腐化成

脓”。金代·刘完素将烧伤致病机制概括为“火气”深入，

在其代表性著作《宣明方论》指出“近于火气”后“微热”则

痒、“热甚”则痛、“附近则灼而为疮”，认为“火气”渐次深入

是烧伤后皮肤红痒、疼痛、成疮化脓的关键病机［4］。

  及至明清，众多医家对烧烫伤的认识进一步细化深入。

明代·薛己《正体类要》以中医病案形式记载了烧烫伤后

创面溃烂不愈、喘嗽、发热、渴欲饮水、大小便不利、脉洪数

等临床表现，并指出“火毒锨作”侵犯不同病位如“乘于血

分”“行于下焦”等是烧伤后毒邪内攻脏腑中的关键［5］。明

代·申斗垣《外科启玄》对烧烫伤病因做了全面总结，不仅

指出滚汤、沸油、热粥、焦池沐浴为常见烫伤的原因，并首次

描述了爆炸后烧伤［6］。此外，《外科启玄》认为火性急暴，

“能烧万物，顷刻为灰，重则至死，轻则为疮皮焦肉卷，苦痛难

熬”。明代·陈若虚《外科正宗》将烧伤致病归为外因［7］。

明代·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指出火邪具有“阳用躁动”、



·  123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20 年 2 月第 27 卷第 1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February   2020，Vol.27，No.1

“盛则炽热为痈”，“炎烁焦枯”甚则“燔焫焚烧”而为灾变的

特点［8］。清代·陈敬之《外科秘录》中认为烧烫伤后火毒致

病轻浅者损伤皮肤、肌肉，严重者“害在脏腑”而威胁生命。

清代·胡廷光《伤科汇纂》在前人的基础上指出，由于烧烫

伤多突然发生，由于惊吓、疼痛等原因，应关注患者可能存

在心神受损［9］。

2 烧烫伤的外治法 

  历代名家在烧烫伤治疗过程中，形成了涵盖洗剂、膏

剂、油剂、散剂成方或单味药外用的治疗方法。

2.1  洗剂：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首次提出外洗法治

疗烧伤［10］。同时代的《理伤续断方》记载了当归、荆芥、葱

白为主要药物的“洗方”，同时提出“凡伤重”当先用“药水”

泡洗后外敷药物治疗［11］。后世多遵循《理伤续断方》记载，

外用洗剂作为烧伤先行治疗：如《医学纲目》指出烧伤后“先

以酒洗”、次以香油混合杨梅树皮末外敷［12］；《本草纲目》

则提出烧伤后先以蛋清和酒、酸醋或皂矾水淋洗［13］；《先醒

斋医学广笔记》 《医方集解》分别记载“浸酒中”或以“冷酒

浇淋”；《外科秘录》则提出记载荆芥、薄荷、苦参组成的荷

芥汤外洗治疗烧烫伤。

2.2  膏剂：从中医典籍记载来看，多以白蜜、麻油（乌麻油）、

猪（羊）脂、松脂、猪（羊）髓、黄蜡与药物煎熬成膏治疗烧

伤，涉及单味药物有大黄、黄芩、白芷、丹参、苦竹叶、栀子、

淡竹叶、薤白、附子、柳皮、蛤蜊壳、甘草、玄参、肉桂、赤芍、

蛇衔、杏仁、黄明胶、罂粟花、生地黄、当归、葱白、黄䗶、鹿

角胶、麻子仁等。有方名的烧烫伤外敷膏方有火烂疮膏、地

黄膏（《备急千金药方》）；甘草膏、术膏（《刘涓子鬼遗方》）；

太一膏、当归膏（《和剂局方》）；没药膏（《外科精义》）；清

烟膏（《古今医鉴》）；至圣膏、大麻仁膏（《外科精要》）；罂

粟膏（《外科正宗》）；黄连膏（《医宗金鉴》）；清凉膏（《奇验

秘方》）；玉糊膏（《疡科纲要》）。

2.3  油剂：《医学正传》首次记载了油剂治疗烧伤，为后世

众多医家所沿用，原文指出以香油浸黄蜀葵花，待花“烊于

油中”可用于外敷治疗烧伤［14］。另据《万病回春》 《本草纲

目》 《山居便宜方》等古籍记载，亦有桐油、麻油、菜子油、柿

油、鲥鱼蒸油外涂治疗烧烫伤者［13，15］。

2.4  散剂：散剂是以药物粉末干掺或用水、油、蛋清、蜂蜜、

糯米浆、胆汁或酒等调和后外用于烧烫伤创面的治疗方法。

古籍记载常用鹅毛、鸡翎等上药。药物使用常有蚌壳、蜣螂、

侧柏叶、硼砂、白矾、青黛、石膏、花蕊石、滑石、寒水石、蛤

粉、榆白皮、芙蓉、白蔹、当归、桑叶、薄荷叶、酸浆草、荆芥、

赤石脂、黄柏、佛甲草、冰片、乳香、白芨、杉皮、刘寄奴、蓖

麻、炉甘石、胡麻、苦杖、栀子、牡蛎、麸皮、轻粉、没药、百

草霜、胡桃仁、鲥鱼鳞、朴硝、糯米、苦参、贯众、黄丹、大黄、

黄连、地榆、儿茶等。成方散剂有刘寄奴散（《本事方》）；佛

手散（《和剂局方》）；黄柏散、四黄散（《世医得效方》）；独

圣散、保生救苦散（《兰室密藏》）；止痛散（《景岳全书》）；

冰霜散、绿白散（《卫生宝鉴》）；蛤粉散（《外科精义》）；黄

白散（《万病回春》）；柏叶散（《济阳纲目》）；海螵蛸散（《本

草纲目》）；毛粉散（《医学广笔记》）；赤石脂散（《医学纲

目》）；黑白散、一黄散、一白散（《古今医鉴》）；乳香定痛散

（《疮疡全书》）；珍珠散（《外科正宗》）；冰台散（《外科真诠》）

及蚌津散、六仙散、柏黛散、二黄散（《外科秘录》）。

2.5  其他：《医学纲目》 《本草纲目》记载以白蜜、鸡子黄涂

竹中膜外敷治疗烧烫伤，类似于今日半暴露疗法［12-13］。《外

科精义》 《名医类案》记载以蜜、醋泥外治烧伤。

3 烧烫伤的内治法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首次记载了烧烫伤后休克样

症状，提出运用蜂蜜水、人尿口服治疗，清代·胡廷光在《伤

科汇纂》中亦提出内服豆汁、茶饮、童便、榔树皮煎剂，形似

于烧伤休克现代口服补液治疗［9-10］。明代·龚廷贤在《万

病回春》中记载了火灾烧伤后吸入性损伤的治疗经验［15］。

明代·薛己《正体类要》以脉案方式记录了烧伤后火毒侵犯

不同部位后出现的临床表现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疗方药［5］。

明代·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中指出烧伤后火毒入里内攻脏

腑，常出现烦躁、口干、大小便不利等临床表现，此与现代烧

伤医学所描述的烧伤后体液丢失、胃肠道作为牺牲器官出

现缺血损伤，而发生功能障碍相似［7］。明代·汪机在《外科

理例》中也提出相似的观点，他主张内治法与外治法并用，

并强调用人参等固护脾胃、补益正气，特别指出了过用寒凉

药物的危害［16］。明代·武之望《济阳纲目》中提出了幼儿

烧烫伤的治疗方法，外治法沿用《正体类要》的治疗方法，在

内治法方面，他指出幼儿脏腑娇嫩、元神未满，尤以脾胃虚

弱为特点，常以四君子汤健脾益气基础上加用川芎、栀子等

药物治疗［17］。清代·陈士铎在《外科秘录》中主张以救焚

汤内服（含生地、丹皮、库森、黄连、当归、槐花、甘草、生萝

卜），配合外治法治疗烧烫伤，并在其著作《石室秘录》中创

治了逐火丹作为烧伤常备药品［18］。清代·赵学敏在《串雅

内编》中评价《石室秘录》逐火丹十分灵验，有起死回生之

功，临证时“不可改动分量”，当以原方采用［19］。

  由于瘢痕灸等灸法的普遍使用，灸疮在古代中国并不罕

见。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灸疮者肌肤伤损、

“血肉俱热”，当以大黄、芒硝凉血泻火解毒治疗［12］。此外，

清代·钱秀昌《伤科补要》、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分别记

载了火酒损伤、蒸汽烫伤等特殊烧烫伤的治疗方法［20］。

4 小 结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历代中医名家对烧烫伤的病因、

病机、治法不断探索、更新与完善，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理论

体系。从病因来看，火灼、汤沃（沸水、热油）、蒸汽、艾灸等

是造成烧烫伤的主要原因。烧烫伤发生后，轻者为火气，伤

在皮肤肌肉；重者为火毒，致病急暴，炎烁焦枯，伤筋烂骨，

内攻脏腑。具体而言，“热毒侵展”则烧伤部位焮赤疼痛，或

腐化成脓，甚则溃烂发热，并常有口渴欲饮、大小便不利、脉

洪数等临床表现；火毒犯肺刑金则表现为喘嗽、发热；火毒

乘于血分则可致疮疡面久溃不敛；烧伤瘢痕处经脉损伤、气

血陷落下沉而荣卫不能外荣，故毛发损毁不生。

  烧烫伤常因意外卒然致伤，每致皮毛、血络、肌肉损伤

甚则肢体毁损，依据烧伤的不同程度，自唐代《理伤续断方》

提出重伤者先以药物泡洗或淋洗，而后涂药，轻伤者直接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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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的观点［11］，为历代医家所沿用。在烧伤外用药物的使用

上，古代中医创造性地提出了洗剂、油剂、膏剂、散剂等不同

剂型，注意到了清创、半暴露等原则在烧伤创面治疗中的重

要意义，一些名方在典籍中沿用传承并发扬光大。从存世的

古籍记载来看，中医名家对烧伤的临床表现观察得细致入

微，对于重伤者多强调内外同治，部分治疗方法尤具科学价

值。如唐代·孙思邈［10］ 注意到严重烧伤后休克样临床表现，

采用蜂蜜水、萝卜汁、茶饮、豆汁、童便等口服治疗，类似于

现代烧伤休克的口服补液疗法。又如明代·薛己［5］注意到

严重烧伤后出现的脏腑功能障碍，以火毒内攻脏腑立论，认

为火毒犯肺刑金而致发热、喘嗽；火毒行于下焦而致大小便

不利；火毒入于血分而致神昏、烦躁、厥逆、呕吐；与现代医

学的烧伤后急性肺损伤、胃肠缺血而致功能障碍、脓毒症休

克等甚为相似。

5 展 望 

  中医对烧烫伤治疗的探索源远流长。《神农本草经》是

中医学最早的药学著作，约成书于公元 200 年，书中即有黄

芩、牛膝、败酱草、槐实、萤火、鸡子黄治疗烧烫伤的记载，

惜典籍传承中散佚已久，上述药物的具体用量、用法已无法

考证。如前所述，从传世的中医典籍来看，后世医家在《黄

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学经典的基础上对烧伤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研究与探索，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由于

烧烫伤多突然发生，清代·陈士铎［18］主张提前制备烧伤药

物以备急需，在所用药物上，明代·李时珍［13］主张因时、因

地制宜创造性地提出采用日常触手可及的药物减轻烧伤程

度，兼顾了烧烫伤发生时，可能无法及时获取药物的情况，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部分传世方药历数百年，经众多医家传

承运用，临床疗效显著，具有重要的研究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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