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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口综合征患者负性情绪，应对方式及人格状况的调查

刘彩云 、 候周文 、 龙明生 、 董　红

【摘要】目的　研究灼口的抑郁、焦虑、应对方式和人格状况以及上述症状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我院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 80 例灼口综合征患者为研究组，并选取同期 80 例健康者

为对照组，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 焦虑自评量表（SAS）、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艾森克人

格问卷简式量表（EPQ-RSC）与视觉模拟评分法表（VAS）进行评估对比，并分析各症状的相关性。 

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 SDS 和 SAS 评分比对照组显著增加（P< 0.05），口干症状与焦虑评分、疼痛程度

呈正相关，疼痛程度与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呈正相关，应对方式中的回避、屈服与抑郁评分呈正相

关，人格中的掩饰、神经质、精神质与抑郁评分、焦虑评分呈正相关（P< 0.05）。 结论　灼口综合征

患者会产生口干、疼痛、人格异常、应对障碍、抑郁与焦虑等症状，各症状之间不是独立存在的，

心理的障碍会加重生理的症状，因此在临床实际治疗中需注重加强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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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negative emotion，coping style and personality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burning mouth 
syndrome　LIU Caiyun，HOU Zhouwen，LONG Mingsheng，et al. Dept. of Oral Medicine，Dongfeng Stomatology 
Hospital，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Shiyan 44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egative emotion，coping style and personality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burning mouth syndrome and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the syndromes mentioned above（BMS）. Methods　80 

cases of patientswith BMS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6 in our hospital as the study group，and 80 

healthy ca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Short Scale for Chinese（EPQ-RSC），Medical Coping Model 

Questionnaire（MCMQ）and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ymptoms. Scores of these scal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Results　Scores of SDS and SA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Dry mouth symptom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the degree of anxiety and pain. The degree of pain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void-

ance，yield and depression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Psychoticism，neuroticism and concealment personalit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P<0.05）. Conclusion　BMS patients are complicated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anxiety，depression，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coping model obstacle symptoms. The symptoms 

do not exist independently，and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s will increase the physiological symptoms. So the treatment 

need to focus 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clinical.

【Key words】Burning mouth syndrome；Depression；Anxiety；Personality feature；Correlation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十堰市东风口腔医院口腔内科 ( 十堰，442000)。

［第一作者简介］刘彩云 (1981.11-)，女，湖北天门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牙体牙髓病学。

［通讯作者］刘彩云（Email：53325737@qq.com）。

灼口综合征（Burning Mouth Syndrome，BMS）是

因病原菌感染、全身和精神等因素导致的口腔粘膜

的慢性烧灼式疼痛疾病，多发于更年期与绝经期的

女性［1］。该病病程较长且反复发作，长期的疼痛症

状不仅阻碍患者正常的进食与讲话，降低患者的生

活质量，还会引发情绪心理障碍［2］。在 Bergdah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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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报道中灼口综合征患者过分地注重身体的健康，

思想趋向负面，而且发现口干的患者抑郁评分较高。

当前灼口综合征在临床中尚无高效的治疗方法，因

此，本文为了分析从心理层面治疗灼口综合征的可

行性，探讨灼口综合征患者的口干、疼痛、抑郁、

焦虑、人格特质以及应对方式各症状的相关性，具

体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在我院治疗的

80 例灼口综合征患者为研究组，其中女性 61 例，男

性 19 例；患者的年龄在 31～69 岁，平均值是（52.67
±11.78）岁；病程是 5 个月～11 年，平均（2.15±

0.29）年；患者接受教育的时间是 4~18 年，平均值

是（11.15±3.98）年；已婚患者共 59 例（73.75％），

离异、未婚与丧偶患者共 21 例（26.25％）。研究对

象的纳入标准需确诊灼口综合征且没有躯体严重的

器质性疾病；排除标准如下，1 因三叉神经疼痛、干

燥综合征、糖尿病、免疫性病症、结缔组织疾病以

及营养匮乏而引发的口腔异常症状；2 因全身系统性

的病症而引发的口腔异常症状。然后选取同期 80 例

健康者为对照组，对照组的纳入标准如下，1 口腔

黏膜正常，没有发生疼痛性和系统性的病症；2 没

有糖尿病等慢性病史；3 没有神经系统疾病与精神

病史。其中女性 60 例，男性 20 例；年龄在 32～68 

岁，平均值是（52.58±10.43）岁；接受教育的时间

是 4～18 年，平均值是（11.24±3.57）年；已婚患者

共 60 例（75.00％），离异、未婚与丧偶患者共 20 例

（25.00％）。本研究取得伦理批件，全部研究对象均

签订知情同意协议。两组的年龄、性别与婚姻状况

等一般资料都没有统计学方面的差异（P>0.05）。

1.2　方法

全部研究对象均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焦虑自评量表（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SAS）、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edical 

Coping Model Questionnaire，MCMQ）、艾森克人格

问卷简式量表（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Revised，Short Scale for Chinese，EPQ-RSC）与视觉

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VAS）17 进行评

分，其中在焦虑自评量表［4］中，包含 20 项评价内

容，采用四级评分法，低于 50 分表示正常；50 - 59 

分表示轻度焦虑；60 - 69 分表示中度焦虑；70 分及

以上表示重度焦虑。在抑郁自评量表［4］中，包含 20 

项评价内容，采用四级评分法，低于 53 分表示正

常；53 - 62 分表示轻度抑郁；63 - 72 分表示中度抑

郁；73 分及以上表示重度抑郁。在医学应对方式问

卷［5］中，可分为回避、屈服与面对三种方式，包含 

20 项评价内容，采用四级评分法，其中回避方式分

值为 7-28 分，面对方式分值为 8-32 分，屈服方式

分值为 5-25 分。各方式的分值越高则说明受试者越

倾向于采用该方式来应对。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

量表［6］中，包含精神质、内外向性、掩饰性与神经

质 4 种分量表，包含 48 项内容，其中内外向性分值

越低说明研究对象越倾向于内向特质；精神质分值越

高说明研究对象的情绪波动幅度较大；神经质分值越

低说明研究对象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人际关系越

和谐。掩饰性分值越低说明研究对象越单纯、朴实。

应用视觉模拟评分法［7］评价灼口综合征患者的口腔

疼痛状况，将纸上十厘米长的横线一端标记 0（无疼

痛），一端标记 10（疼痛剧烈），并将其分为十等份，

依次表示疼痛的程度。测试时患者按自身的疼痛情

况在该横线处划线。口干症状［8］的评价标准如下：0 

级为没有任何口干症状；1 级表示只在夜晚与早晨存

在轻微口干；2 级表示持续性轻微口干而没有影响饮

食和言语；3 级表示持续性口干，饮食和言语需饮水；

4 级表示严重性的口干与烧灼感觉，咀嚼存在困难。

3 级和 4 级表示存在口干症状。

每个研究对象单独进行评分，由专业培训的医

师为其讲解评分的价值，各问卷均现场填写并收回。

对比并分析各症状的相关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软件 SPSS21.0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研

究组的各症状评分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 表

示差异具统计学上的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的各症状情况

研究组的抑郁、焦虑、应对方式中的回避与屈

服、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与神经质评分比对照组的

显著较高（P<0.05）。 而两组之间的应对方式中的面

对以及人格特质中的内外向性与掩饰性没有统计学

方面的差异（P>0.05），见表 1。另外研究组中存在

口干症状的共有 36 例，比例是 43.75％；疼痛程度为 

3～8，平均值是（5.99±0.32）。

2.2　研究组中各症状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组患者的口干症状与焦虑评分、疼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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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ersh 等［9］的报道中，长期存在灼口综合征

的患者会出现情绪与心理异常，由于灼口综合征患

者病因不明、病情延绵不愈以及其临床症状的特殊

性，本研究分析患者的生理症状同心理症状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研究组的抑郁、焦虑评分比对照组的

显著增加（P<0.05），可知灼口综合征患者存在明确

的焦虑与抑郁情绪，这一结果同 Soto Araya 等［10］的

报道中灼口综合征患者伴有不良情绪的结果相符。

而在 Mignogna 等［11］的研究中，灼口综合征的患者出

现除口腔外的全身其他部位症状的发生率是 96.1％，

甚至可能产生非病理因素的外阴疼痛，由此可分析

灼口综合征可以归为具有口腔灼痛生理表现的一类

心理障碍，患者多由于某些具应激性的事件而出现

不良情绪。从心理医学的角度来说，人们的性格同

疾病的产生、发展与转归密切相关，灼口综合征患

者的性格特质为过度焦虑，担忧患癌，遇事反应过

度，情绪稳定性低。

在本研究中研究组的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与神

经质评分比对照组的显著增加（P<0.05），进一步从

临床证实上述的特质。研究组的应对方式中的回避

与屈服评分比对照组的显著增加（P<0.05），可知灼

口综合征患者对待疾病与困难的应对态度非常消极

悲观。在相关性分析中，口干症状与焦虑评分、疼

痛程度呈正相关，疼痛程度与焦虑评分、抑郁评分

呈正相关，应对方式中的回避、屈服与抑郁评分、

疼痛程度呈正相关，人格中的掩饰、神经质、精神

质与抑郁评分、焦虑评分、口干、疼痛程度呈正相

关（P<0.05），可知患者以屈服与回避的应对方式来

看待问题会加重其抑郁的不良情绪，患者常认为灼

口综合征无法治愈，导致不能积极地配合治疗；另外

患者的不良情绪会放大生理症状，即疼痛与口干感

觉，分析这可能也是灼口综合征病情延绵不愈的原

因。这一结论符合感觉闸门控制学说，即疼痛程度

同生理刺激的强弱没有相关性，而同人们的心理状

况与社会条件有关［12］。对于出现上述现象的可能机

制为疼痛与抑郁的异常情绪脑区活动与通路（内侧

前额叶 - 前扣带回喙部、杏仁核、伏隔核）存在重

合，信息加工障碍一致；另外从因子角度，两者存在

共同的调节因子，例如单胺类神经递质、神经营养

表1　两组的各量表评定情况（x±s，分）

症状 研究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抑郁 56.37±8.19 47.48±6.73 7.501 0.000

焦虑 43.77±9.65 33.86±5.28 8.058 0.000

人格特质 精神质 53.22±8.66 46.68±7.57 5.086 0.000

内外向性 45.23±7.64 47.33±6.98 -1.815 0.075

神经质 55.30±6.57 46.09±4.23 10.542 0.000

掩饰性 43.67±4.12 42.49±3.20 2.023 0.000

应对方式 面对方式 19.39±1.76 19.79±1.55 -1.526 0.143

回避方式 18.53±2.15 14.21±2.09 12.886 0.000

屈服方式 13.58±1.65 8.34±1.28 22.443 0.000

呈正相关，疼痛程度与焦虑评分、抑郁评分呈正相

关，应对方式中的回避、屈服与抑郁评分呈正相关，

人格特质中的掩饰、神经质、精神质与抑郁评分、

焦虑评分呈正相关（P<0.05），见表 2。

表2　研究组中各症状的相关性分析（r）

症状 抑郁 焦虑
应对方式 人格特质

疼痛 口干
面对 回避 屈服 精神质 内外向性 神经质 掩饰

抑郁 1 0.322 -0.127 0.349* 0.690* 0.629* -0.119 0.584* -0.580* 0.546* -0.114

焦虑 0.322 1 -0.118 0.039 0.223 0.561* -0.150 0.592* -0.599* 0.605* 0.611

疼痛 0.546* 0.605* -0.125 0.337 0.510 0.504 -0.136 0.493 -0.573 1 0.537*

口干 -0.114 0.611* -0.119 -0.121 -0.202 0.699 -0.149 0.667 -0.528 0.537* 1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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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等［13］，这些因子含量与代谢的异常会同时影响

疼痛与抑郁症状。因此，在临床中进行灼口综合征

患者的治疗与护理时需要加强对于患者的心理干预，

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消除其不良情绪，从而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主观疼痛感等躯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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