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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癣 214 例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李海燕

[摘要]目的:分析手足癣病人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 方法:选取 214 例手足癣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手足癣的流

行病学、致病菌以及临床类型及其特点。 结果:手足癣大多数是由红色毛癣菌(手癣 63. 1% ,足癣 71. 0% )和断发毛癣菌(手
癣 9. 8% ,足癣 15. 4% )感染引起,其中单纯手癣的病人均未检出絮状表皮癣菌,但相比于单纯足癣的病人其白念珠菌的检出

构成比高(手癣 22. 0% ,足癣 5. 6% )。 根据病人皮肤损伤的程度,可将手足癣分为水泡型、鳞屑型、糜烂型 3 种类型。 在流行

病学方面,20 ~ 40 岁为高发人群,占 69. 6% ;近 45% 的病人为工人;无论是手癣还是足癣,其患病构成均有鳞屑型(手癣

62. 1% ,足癣 77. 1% ) >糜烂型(手癣 22. 9% ,足癣 13. 1% ) >水泡型(手癣 15. 0% ,足癣 9. 8% )。 结论:绝大多数手足癣的致

病菌为同一类型,患病率与日常接触及个人卫生密切相关,无论是手癣还是足癣,其患病构成均有鳞屑型 > 糜烂型 > 水泡型

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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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epidemiology of 214 cases of tinea manus and pedis
LI Hai鄄yan

(Department of Dermatology,Lianyungang Second People忆s Hospital,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features of tinea manus and pedis. Methods:Two hundred and
fourteen patients with tinea manus and pedis were set as research object to retrospective analysis,to find out the epidemilology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inea manus and pedis. Results:More than 90% of the patients were infected by Trichophyton rubrum( tinea
manus 63. 1% ,tinea pedis 71. 0% ) and Trichophyton tonsurans( tinea manus 9. 8% ,tinea pedis 15. 4% ). All patients with purely
tinea manus were not checkouted with epidermophyton floccosum. Compared to purely tinea pedis,relevance ratio of candida albicans in
purely tinea manus is obviously higher(tinea manus 22. 0% ,tinea pedis 5. 6% ).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skin damage,tinea manus
and pedis are divided into blister type,scale type and erosion type. As of epidemiology,20 - 40 years old are the high risk group,which
contain 69. 6% and about 45% are workman. In morbidity,scale type(tinea manus 62. 1% ,tinea pedis 77. 1% ) > erosion type( tinea
manus 22. 9% ,tinea pedis 13. 1% ) > blister type(tinea manus 15. 0% ,tinea pedis 9. 8% ). Conclusions:Most of the tinea manus and
pedis is caused by a minority of pathogenic bacterium. The morbidity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to what they touch and personal hygiene.
Both the prevalence of tinea pedis and tinea manus have a rule of composition that is scale type > erosion type > blisters type.
[Key words] tinea manus;tinea pedis;epidemiology;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摇 摇 手足癣是皮肤最常见的真菌感染性疾病,为手

癣和足癣的总称[1]。 本病夏季高发,具有多发性、
易感性的特点[2]。 手癣形成最主要的原因是手部

皮肤组织被真菌感染,而足癣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缺

乏皮脂腺及双足长期处于封闭、不畅的暖湿环境。
此外,与手足癣病人共享毛巾、鞋袜;或浴室、泳池等

公共环境也是重要的致病因素[3]。 手足癣的主要

致病菌包括红色毛癣菌、须癣毛癣菌、絮状表皮癣菌

以及断发毛癣菌等[4]。 临床上以足癣最为常见,其
次为手足癣,而单独手癣的病人罕见[5]。 “两足一

手综合征冶是手足癣病人最常见的出现形式,其次

是“两足两手型冶。 一般而言,手足癣的病人除瘙痒

外无其他身体大碍出现,但由于其多发性、易感性等

特点,易引起急性淋巴管炎、急性蜂窝组织炎和妇女

阴道炎,应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时接受治疗。 为进一

步分析手足癣病人的流行病学及其临床特点,探讨

手癣和足癣之间的联系,笔者选取 2012 年 2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我科接受治疗的手足癣 214 例病人

为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 摇 214 例中,男 123 例,女 91 例;年
龄 20 ~ 64 岁;病程 1 ~ 12 个月。
1. 2摇 研究方法摇 对病人的一般临床资料、病史、体
征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设计合理、统一的问卷调查,
按照调查内容逐一登记,明确每位病人的年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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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手癣、足癣构成比例,并以此分析好发人群、职业

影响等流行病学特点。 同时,在取得病人知情同意

的情况下,对确诊手足癣的病例取病灶处皮肤标本

行实验室检查,以明确致病菌。 具体方法是:在疑似

感染部位小心刮取适量皮屑直接行 10% KOH 显微

镜下镜检,镜检阳性者,则再次在同一部位、取相同

量的皮肤标本行真菌培养。 培养选用含有氯霉素

0. 125 mg / mL、放线菌酮 0. 5 mg / mL 的沙氏琼脂培

养基,设置为 26 益恒温培养。 培养标本的观察频率

为 2 次 /周;若标本为阳性,则继续培养直至能够鉴

定到菌种为止(包括菌落特点、镜下结构、玻片培养

以及尿素酶实验等),若标本阴性,则需一直保存,
若 4 周以后培养基内仍无真菌生长,则舍弃该标本;
混合感染标本只需读取皮肤癣菌即可,不必计入酵

母菌等。
1. 3摇 观察指标摇 手足癣的临床分型及其特点:根据

病人临床病例病史、皮肤损伤的表现进行临床分型;
通过对患处皮肤标本的病原学检查,明确不同临床

类型手足癣的病原菌构成比例。 手足癣的流行病

学:根据所发问卷的反馈,统计分析各病人年龄、职
业、手癣、足癣的构成比例,以此分析好发人群、职业

影响。

2摇 结果

2. 1摇 手足癣病人的病原学检查、临床分型及其特点

摇 214 例手足癣病人的病原学检查结果显示,手
足癣大多数是由红色毛癣菌 (手癣 63. 1% ,足癣

71. 0% )和断发毛癣菌(手癣 9. 8% ,足癣 15. 4% )
感染引起,其中单纯手癣的病人均未检出絮状表皮

癣菌,但相比于单纯足癣的病人其白念珠菌的检出

构成比高(手癣 22. 0% ,足癣 5. 6% )(见表 1)。 根

据病人皮肤损伤的程度,可将手足癣分为水泡型、鳞
屑型、糜烂型 3 种类型,3 种类型间的鉴别诊断及治

疗见表 2。
2. 2摇 手足癣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摇 在流行病学方

面,20 ~ 40 岁为高发人群,占 69. 6% (见表 3)。 无

论是手癣还是足癣,其患病构成均有鳞屑型(手癣

62. 3% ,足癣 76. 9% ) > 糜烂型(手癣 22. 8% ,足癣

13. 5% ) >水泡型(手癣 14. 8% ,足癣 9. 6% )(见表

4)。 近 45%的病人为工人(见表 5)。

3摇 讨论

摇 摇 手足癣是目前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皮肤癣菌疾

病,是手癣和足癣的总称,指手掌、足跖、指趾屈侧及

表 1摇 病人的病原学检查结果

菌种
手癣

摇 摇 n摇 摇 构成比 / % 摇
足癣

摇 n摇 摇 构成比 / % 摇

红色毛癣菌 135 63. 1摇 152摇 71. 0摇

断发毛癣菌 21 9. 8 33摇 15. 4摇

絮状表皮癣菌 0 0. 0 8摇 3. 7摇

白色念珠菌 47 22. 0 12摇 5. 6摇

毛霉菌 3 1. 4 4摇 4. 1摇

青霉菌 8 3. 7 5摇 2. 3摇

合计 214 100. 0 214摇 100. 0摇

表 2摇 病人的临床分型及特点

特点
分型

摇 水泡型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鳞屑型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糜烂型摇 摇 摇

好发部位 掌跖、足弓 脚趾趾缝间 手指及指间

病灶特点 水泡壁不易破裂 挤压有白色透明渗出液 手指糜烂、溃疡

病人体验 剧烈瘙痒 剧烈瘙痒 瘙痒程度一般

并发症 感染、脓包、
真菌性湿疹

感染、丹毒 感染

治疗方案 搽咪康唑、
益康唑 2 次 / 天

无糜烂处硝酸咪康唑、
足癣 粉 涂 搽 1 ~ 2 次 /
天;糜烂处用含抗菌药

物的溶液湿敷 2 ~ 3 次 / 天

复方水杨酸软膏、
复方苯甲酸软膏等

表 3摇 病人的年龄构成比情况

年龄 / 岁摇 摇 摇 摇 n 构成比 / %

20 ~ 30 85 39. 7

31 ~ 40 64 29. 9

41 ~ 50 26 12. 2

51 ~ 60 15 7. 0

> 60 24 11. 2

合计 214摇 100. 0

表 4摇 病人的手足癣类型构成情况

分型
手癣

摇 n摇 摇 构成比 / % 摇
足癣

摇 n摇 摇 构成比 / % 摇

水泡型 32 15. 0摇 摇 21 9. 8摇 摇

鳞屑型 133 62. 1 165 77. 1

糜烂型 49 22. 9 28 13. 1

合计 214 100. 0 214 100. 0

指趾间等部位的皮肤感染癣菌引起皮肤红斑、水疱、
脱屑以及增厚等皮损的一种皮肤疾病[6 - 8]。 “两足

一手综合征冶是手足癣病人最常见的出现形式,“两
足一手冶是其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其次是“两足两手

型冶而单手感染的原因尚不明确。目前,大多数研

105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年 11 月第 42 卷第 11 期



表 5摇 病人的职业分布情况

职业
手癣

摇 n摇 摇 构成比 / % 摇
足癣

摇 n摇 摇 构成比 / % 摇

工人 92 43. 0 摇 94 44. 0摇

职工 45 21. 0 33 15. 4

农民 47 22. 0 50 23. 4

学生 17 8. 0 33 15. 4

商人 13 6. 1 4 1. 9

合计 214摇 100. 0 214 100. 0

究表明手足癣的流行病学有以下特征[9 - 10]:(1)手
足癣的发病人群以中青年为主,可能是由于中青年

人劳动量大、活动和出汗较多,使手足长期处于多汗

潮湿的状态,有利于皮肤癣菌生长繁殖。 (2)工人

和农民的构成比例最高。 这可能是由于这类人群长

期从事体力劳动,工作环境和鞋袜的透气性差,手足

多汗潮湿或长期从事水湿作业等因素有关。 (3)手
足癣的致病菌以红色毛癣菌为主,约占总阳性率的

69. 3% ,高于谭志平等[11]在甘肃兰州等地区手足癣

致病菌中红色毛癣菌占 56. 6%的研究报道,但低于

周华等[12]在云南昆明等地区手足癣致病菌中红色

毛癣占 78. 1%的报道,说明手足癣可能还与地理位

置、气候差异等有关。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断发毛

癣菌在手足癣中分离鉴定的检出率较先前报

道[13 - 14]高。
本研究数据表明,手足癣大多数是由红色毛癣

菌(手癣 63. 1% ,足癣 71. 0% )和断发毛癣菌(手癣

9. 8% ,足癣 15. 4% )感染引起,其中单纯手癣的病

人均未检出絮状表皮癣菌,但相比于单纯足癣的病

人其白念珠菌的检出构成比高(手癣 22. 0% ,足癣

5. 6% )。 根据病人皮损的程度可将手足癣分为水

泡型、鳞屑型、糜烂型 3 种类型。 在流行病学方面,
20 ~ 40 岁为高发人群,占 69. 6% ;近 45%的病人为

工人,说明患病率与日常接触及个人卫生密切相关;
无论是手癣还是足癣,其患病构成均有鳞屑型(手
癣 62. 1% ,足癣 77. 1% ) > 糜烂型(手癣 22. 9% ,足
癣 13. 1% ) >水泡型(手癣 15. 0% ,足癣 9. 8% )。

综上所述,绝大多数手足癣的致病菌为同一类

型,手足癣一般始发于趾间,向足侧和足底蔓延,患
病率与日常接触及个人卫生密切相关,如用手搔抓

足部,真菌感染手指,可引发手癣;甚至引起体癣、急
性淋巴管炎、蜂窝织炎和丹毒等并发症,应引起足够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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