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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湿疹宝宝或孩子对父母而言是一件极具考验的事。湿疹是儿童
常见的非传染性皮肤疾病之一，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痛苦。马来西亚
每7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有异位性皮肤炎（atopic dermatitis）。患
有异位性皮肤炎的儿童可能也会有其它过敏性疾病，如：哮喘。

尽管许多孩子长大了就会摆脱湿疹的困扰，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此
幸运。由于目前尚无根治湿疹的疗法，唯一途径就是学习如何有效
控制湿疹以避免反复发作。当孩子长大了、懂事了，应教会他们如
何护理自己的皮肤。

这本手册将为您提供易于理解的湿疹基础知识，以及有关治疗的方
法和护理湿疹的相关资讯。请记住，照护湿疹儿童路上，您并不孤
单。希望这本手册对您有所帮助，并祝您在育儿过程中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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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疹是可以控制的



湿疹是指皮肤出现发炎的反应。虽然最常见的原因是异位性皮肤
炎（atopic dermatitis），但也存在其它类似的皮肤发炎状况。

湿疹可以在任何年龄层发生。在婴儿群中，湿疹通常影响头皮和
面部，也可能出现在身体、手臂或腿部。它通常不会出现在尿布
范围。对于年幼的孩子，湿疹可能会出现在肘部折痕、膝盖后
部、颈部或眼睛周围。

湿疹的确切原因尚不明朗，但有家族病史的人群更容易患湿疹。
湿疹倾向于发生在有家族遗传性哮喘、花粉过敏和其它过敏病史
的人群身上，但它不是一种传染病。如果不确定孩子是否患有湿
疹，请咨询儿科或皮肤专科医生，讨论病情、确诊及治疗。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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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加剧时，我们称之为“发作” 
(flare-up)。一些常见的症状有：

c 皮肤发痒，出现红色、鳞状的斑块

c 小水泡

如果湿疹未及时受
控，长期的摩擦和
抓挠将导致皮肤破
损、溃烂，继而引
发感染。

如果出现以下状况，请立即咨询医生：

c 感觉不适，影响睡眠或日常活动

c 发烧

c 皮肤出现发炎现象，即皮肤发红、发
热、疼痛

c 皮肤感染，例如皮肤出现红肿、 
化脓、汤水溢出、结疤

认识湿疹认识湿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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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因素可诱发和导致您孩子湿疹发作： 

刺激物。任何能够刺激皮肤的物质。它可以
是某种类型的肥皂、护肤品或衣物质料（例如
羊毛，粗糙的衣服织物等）。这些物质会刺激
孩子已经比较敏感的皮肤，引致发炎。

环境因素。这包括对过敏原或某些化学
物质敏感，例如烟味、家用清洁产品、香精、
天气（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导致出汗过多）、湿
度（在空调房中睡觉可能会由于湿度低等原
因导致皮肤干燥）、灰尘或在公共场合（例如
在学校、餐厅、公共交通工具里等）接触到某
些导致过敏的物体表面。

过敏原。这些通常是无害的物质 — 如果小孩本身
有过敏问题，他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可能会对某些过敏
原反应过度。这不仅会引起过敏反应，也可能导致湿
疹发作。对于食物过敏诱发的湿疹反应则可能不会第
一时间发作，可以延迟数小时甚至长达两天才出现。

医生将建议孩子进行适当的过敏测试以确定孩子的过
敏触发诱因（过敏原）。父母也应该帮孩子做个进食
记录，这将有助于让医生更能确定引起过敏的食物，
并提供适当的饮食建议。切勿盲目地断食或偏食，不
但无益于健康，还会带来营养不良等许多负面影响。

湿疹的 
诱因是什么？
湿疹的 
诱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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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注意供孩子使用的产品
外，也请注意您个人和家庭使
用的其他产品。

c 保持住家/活动空间空气
的清新。保持空气的流通, 不
要依赖空气清新剂或香薰蜡烛/
人工香料。这些产品含有有机化
合物化学物质，可能会导致湿疹
发作。您也可尝试在家中放置一
些盆栽植物，以保持空气新鲜及
帮助提高室内空气质量，但请先
检查孩子是否对它们过敏。

生病可能是加重孩子湿疹的另一个因素，因为生病
意味着孩子的免疫系统并不在最佳状态。任何种类
的细菌或病毒感染都可能使湿疹情况恶化。

c 检查您的洗漱用品。您选择使
用的任何护肤产品也应该是对湿疹
友好的产品，因为护肤产品在您皮
肤上留下的残留物会通过您和孩子
的触摸，转移到孩子身上。基于相
同的原因，您可能还需要避免使用
香水或身体喷雾剂。

c 拒绝吸烟或电子烟（vaping）。
吸烟（包括电子烟）会在您的身体和
衣服上留下残留物，当您触摸或拥
抱孩子时，孩子就会接触到这些残
留物。因此，如果您有抽烟或吸烟
的习惯，是时候戒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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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湿疹好好相处是可行的，而首先要做的是
密切注意对皮肤的护理。对孩子的周围环境
也需多加留意 - 空气不应太湿或太干，温度
应适中（既不太热也不太冷）。避免洗澡或
淋浴时间过长或出汗后直接吹空调。以下是
更多的温馨小贴士供参考：

护肤产品选择

c 选择经过临床实验认证的保湿霜。选择
含有神经酰胺成分（一种可以在皮肤上层找到的
脂质） 的产品。一些保湿霜还含有益生元（即好
细菌的食物），以帮助滋养皮肤微生物并维持健康
的皮肤屏障。

c 什么东西是应该避免的？拥有香精和香水
成分的产品，以避免刺激皮肤。注意有些无香味
产品也可能含有可刺激皮肤的成分。也应该避免
使用其它含有染料或颜料的肥皂、洗发水、洗衣
粉等产品。

  保湿
c 在沐浴/淋浴后三分钟之内，在孩子的皮肤上

涂抹适量的保湿霜。

c 对于必须从容器或罐子中取出的保湿霜，请使
用干净的工具（例如雪糕棒或汤匙），避免使
用手指以防污染*。

c 孩子洗手后要对手进行保湿，并根据需要重新
涂抹保湿霜，特别是清洗了湿疹患处之后。

* 我们的皮肤表层含有微

生物。使用手指蘸取可

能会污染容器中其余的

保湿霜。而具有益生元

特性的保湿霜也会受到

污染而影响其特性。

湿疹的日常
护理与预防
湿疹的日常
护理与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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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出行实用提示
c 带备孩子常用的皮肤保湿霜。大容量的护肤品 

可放入托运行李中，并准备小瓶以随手使用。

c 登机前先保湿。在飞行过程中，根据需要涂抹 
保湿霜。

c 让孩子保持充足的水分。

c 携带孩子可能需要的任何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c 把孩子的毛巾，床单和被子带上。避免使用酒店
提供的这些物品，因为酒店使用的洗涤清洁剂可
能会刺激孩子的皮肤。

  其他

c 按照指示使用处方药。在帮孩子涂抹任
何药膏之前，先帮皮肤做好保湿工作。

c 确保孩子的衣服是用柔软的布料和对 
皮肤友好的材料制成的。棉质为首选，
避免使用羊毛或合成材
料，例如聚酯。

c 让孩子保持短指甲。可以
在睡前让孩子戴上手套, 
减少搔痒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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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疹发作是指当您孩子的湿疹在得到

控制的情况下又突然恶化。这种情况

可能是在孩子接触到湿疹刺激物后发

生。您可以做的是记录每件所使用的

物品（例如肥皂、洗衣粉、柔软剂，

地板清洁剂等），以便找出诱因。例

如，当您发现在更换使用其他品牌的

洗衣粉后孩子湿疹发作，那么这可能

意味着在衣服中的洗衣粉残留物是引

起湿疹发作的刺激物。

  发作处理小贴士
c 使用医生开的药物，例如局部类

固醇制剂 (topical steroid) 和抗组
胺药(anti-histamines) 来控制发
作。务必按照医嘱使用药物。

c 使用冰袋舒缓发痒和“灼热”的
皮肤。切勿将冰块直接接触皮肤
冰敷，建议先用几层布包裹冰
块，然后再铺在要冰敷的部位。
在没有冰块的情况下，可用挤干
的湿布敷在湿疹部位。

c 沐浴后，用毛巾帮孩子轻轻将身
体拍干。切勿用擦拭的方式，因
这会使情况恶化。紧接着帮孩子
抹上保湿霜。

c 湿纱布包扎可起到一些舒缓的作
用。在如常沐浴保湿后，用湿纱
布或绷带包扎患处一个晚上，有
助于“锁住”水分保湿。

如何处理 
湿疹发作
如何处理 
湿疹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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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药物治疗方法
有些湿疹发作的处理方法是非常规的，例如用

稀释的漂白剂沐浴和光疗。但是，目前并没有

足够的研究显示这些方法比以上所提及的正常

处理方式更好。因此，在尝试采用任何这些非

常规的治疗方法之前，请务必咨询您孩子的儿

科医生或儿科皮肤医生。

不要放弃！
现在您知道了湿疹和湿疹发作都是可以控制和处理
的，那就应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并相信您和孩子
都能克服湿疹。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控制湿疹
是极具挑战性的，但这并非不可能！不妨与孩子的
看护者或学校老师交谈，让他们知道并了解孩子的
情况也有助改善湿疹的情况。

至于皮肤的保湿及保养必须持之以恒，即便孩子的
湿疹看似已经消退。只要护理得宜，孩子就能长时
间不受湿疹发作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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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极 亲 子 关 系 计 划 的 主 要 活 动
积极亲子关系指南

社交媒体

教育性新闻稿

网站

讲座和研讨会

马来西亚儿科协会（MPA）于2000年倡导的积极亲子关系计划，在儿童健康、发育和营养、青少年
问题以及家庭健康方面，获得来自多个专业团体的主要医疗保健专业人士提供专业意见与指导。 

我们了解父母在教养孩子方面所面对的各种难题，我们希望能够在医疗保健专业人士和父母之间架起
一道桥梁，让父母能够获得中肯、准确和实用的资讯。 让我们一起携手为孩子打造更亮丽的生命起
点，确保他们拥有更加光明和美好的未来。

马来西亚 
领先的专家导向

教育计划

在Facebook和
Instagram 上关注
我们，以获取由专
家提供的
最新育儿
技巧和资
讯。

综合性的
数码网
站，提供
数百篇文
章、食谱
和电子指
南。

有问题想要请
教专家？欢迎
您参与我们的
积极亲子关系
讲座，主讲人
包括了国内一
些顶尖的育儿
专家！

积极亲子关系是一项非营利性的社区教育计划。想要支持此计划或希望与此计划合作的公司，请联系我们的秘书处。  

电话：03 56323301   电子邮件：parentcare@mypositiveparenting.org
www.mypositiveparenting.org        positiveparentingmalaysia        mypositivepar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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