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4 期 - 791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舍曲林联合心理治疗对口腔扁平苔藓伴焦虑抑郁患者的情绪及生活质量的
影响

翟　梅 1 、 秦爱萍 1 、 郭　燕 2 、 王　玲 1

【摘要】目的　探讨口腔扁平苔藓伴焦虑抑郁状态患者给予舍曲林联合心理治疗后效果。

方法　将我院 83 例口腔扁平苔藓伴焦虑抑郁状态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两组患者均给予常

规对症治疗，对照组 41 例患者增加心理治疗，观察组 42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舍曲林口服治疗，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症状体征评分变化、焦虑、抑郁情绪和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并对比临床疗效。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 90.48％高于对照组的 73.17％，VAS、SAS、REU、SDS 及 OHIP-14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舍曲林联合心理治疗能够有效改善口腔扁平苔藓伴焦虑抑郁

患者症状和体征，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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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ertraline combined psychotherapy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ral lichen llanu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ZHAI Mei，QIN Aiping，GUO Yan，et al. Hebi People's Hospital，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ertral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in oral lichen planu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Eighty-three oral lichen planu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ll the patient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symptomatic treat-

ment，41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added with psychological therapy，and 42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therapy and sertraline. The changes in symptoms and signs，anxiety，depression，and qual-

ity of lif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0.48％，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73.17％）in the control group；The VAS，SAS，REU，SDS，and 

OHIP-14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Ser-

traline combined with psycho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and signs of oral lichen planus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relieve th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Sertraline；Psychotherapy；Oral lichen planus；Anxiety and depression；Quality of life

口腔扁平苔藓属于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出现

于牙龈、唇舌、颊部等黏膜部位，呈对称性表现，

发病率约为 0.2％-4％左右［1］，病程反复，迁延难愈，

有癌变的风险。精神心理因素与口腔扁平苔藓的发

生有着密切关联［2］，负面情绪导致患者机体免疫、

内分泌等系统出现异常，不利于疾病的治疗控制。

而随着口腔扁平苔藓病程的延长，又会促使焦虑抑

郁等负面情绪出现，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对于口

腔扁平苔藓的治疗不仅需要对症治疗，同时需要联

合改善患者精神心理状态。舍曲林是临床上治疗焦

虑、抑郁的常用有效药物［3］，但对于其应用于口腔

扁平苔藓合并焦虑抑郁患者中的效果临床并无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

83 例口腔扁平苔藓患者，经口腔视诊、病损部位活

组织检查等检查确诊符合口腔扁平苔藓诊断标准［4］，

患者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AS）总分 >50 分，抑郁自

［作者工作单位］ 1. 鹤壁市人民医院（鹤壁，458030）；2.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翟梅（1972.03-），女，河南武陟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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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量表评分（SDS）总分 >50 分，患者及家属知情，

自愿参与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排除药物禁忌症，治疗前 30d 采用采用其他方案治

疗者，认知功能差不能配合治疗者，合并其他口腔

粘膜疾病者，近期内采用其他免疫制剂者，酒精依

赖者，处于妊娠哺乳期患者。纳入患者依据随机数

字表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1 例，男 18 例，女 23 例；

年龄 35～63 岁，平均（48.75±4.35）岁；病程 5～15
月，平均（9.95±0.58）月。观察组 42 例，其中男 16
例，女 26 例；年龄 37～65 岁，平均（48.81±4.41）

岁；病程 4～17 月，平均（9.98±0.61）月。两组患者

资料有可比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硫酸羟氯喹（批准文号 20090258，

规格 0.2g*10 片）口服，200mg/d，分两次服用，同时

拔除口腔内残根残冠，去除牙结石并进行龈下刮治

治疗，嘱咐患者每日应用含漱液漱口，对照组增加

心理治疗，由我院专业心理咨询时介入，与患者进

行深入交谈，明确患者焦虑抑郁出现的原因，并进

行疏导，2 次 / 周，30min/ 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

上增加舍曲林（国药准字 H10980141，规格 50mg*14
片）口服，50mg/ 次，1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28d，随访两月对比治疗效果。

1.3　观察指标

 （1）症状体征：采用 REU 量表评分评价症状体

征，记录并对比患者糜烂 / 红斑（E）、网纹 / 过角化

（R）、溃疡（U）及疼痛症状体征评分变化，疼痛采

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评价，总分为 10 分，

其中 0 分为无痛，1-3 分为轻度疼痛，4-6 分为中

度疼痛，7-10 分为重度疼痛；溃疡（U）及糜烂 / 红

斑（E）症状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其中

0 分为无病损，病损面积 <100mm2 计 1 分，病损面

积 100-300mm2 计 2 分，病损面积 >300mm2 计 3 分；

网纹 / 过角化（R）症状采用 0-1 分 2 级评分法评价，

无白纹为 0 分，出现斑块或者白纹计 1 分；（2）不良

情绪：焦虑情绪应用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AS）评价，

抑郁情绪应用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进行评价，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总分均为 100 分，各包含 20 项

内容，其中总得分 >50 分表明患者出现焦虑抑郁情

绪，分数越高焦虑抑郁情绪越严重；（3）生活质量：

口腔健康影响程度量表评分（OHIP-14）进行评价，

OHIP-14 评分包含生理障碍、功能限制、心理不适、

生理性障碍、残障、心理障碍及社交障碍 7 大项内

容，每项采用 0-8 分 9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分数越

高提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差；（4）临床疗效 显效：白

纹、糜烂、充血等症状体征显著改善，无疼痛出现，

患者情绪恢复正常；有效：症状体征及疼痛症状明显

减轻，SAS 及 SDS 评分减分幅度 >45％；无效：症状

体征无改变或进一步加重，情绪无改变［5］。

1.4　统计方法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x±s）、［n（％）］

表示计量、计数资料，t、χ2 检验，P<0.05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症状体征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REU 评分及 VAS 评分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

观察组患者降低幅度更为显著（P<0.05），见表 1。
表1　症状体征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REU评分 VA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1 4.96±0.39 1.88±0.19* 5.19±1.50 1.91±0.66*

观察组 42 5.03±0.43 0.91±0.07* 5.23±1.53 1.23±0.20*

t 0.7763 30.7178 0.1202 6.3200

P 0.2199 0.0000 0.4523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不良情绪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均较治

疗前降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各项评分均低于对照

组（P<0.05），见表 2。
表2　SAS评分及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1 79.98±8.81 52.52±5.66* 83.35±8.15 53.11±5.11*

观察组 42 81.26±8.90 43.35±3.11* 83.40±8.21 40.33±1.95*

t 0.6584 9.1171 0.0278 14.9844

P 0.2561 0.0000 0.4889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3　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OHIP-14 各项评分均较对

照组患者低（P<0.05），见表 3。

2.4　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临床疗效总有效 73.17％，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总有效率 90.48％，对照组患者

低于观察组（P<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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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1 4（9.76） 26（63.41） 11（26.83） 30（73.17）

观察组 42 9（21.43） 29（69.05） 4（9.52） 38（90.48）

χ2 4.1964

P 0.0405

3　讨论

口腔扁平苔藓的确切发病机制并不明确，目前

仍未感染、遗传、内分泌、免疫、微循环障碍、精

神因素等均与口腔扁平苔藓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

关联［6］。口腔扁平苔藓以女性较为多见，多发生于

40～50 岁人群，患者临床上主要以口腔粘膜病损为

主要表现，多见于颊部，唇舌、牙龈等部亦较为多

发，多部位可同时出现，病损部位消退后会留下不

同程度的色素沉着，导致患者黏膜出现烧灼、粗糙

等感觉，进食时极易引起病损部位出现灼痛，对患

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口腔扁平苔藓还可能

引起癌变［7］。精神心理因素与口腔扁平苔藓有着重

要关联［8］，不良心理因素会降低机体神经 - 内分泌 -

免疫调节机制，进而降低机体免疫功能及口腔黏膜

对病菌的抵抗力，促使疾病发展。

心理治疗是临床上治疗口腔扁平苔藓合并焦虑

抑郁患者的常规手段，主要通过与患者沟通明确患

者心理状态及负面情绪出现的原因，通过对症疏解，

促进患者不良心理情绪的改善；同时通过为患者讲解

疾病相关知识，纠正患者认错误知，提升其对疾病

的正确认识，积极聆听患者倾述，促进患者情绪宣

泄及释放，为患者重建健康心理状态，以达到改善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患者预后的效用［9］。本研

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 REU 评分、VAS 评分、SAS

评分、SDS 评分及 OHIP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

提示两种治疗方案均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症状体征及

负面情绪，减轻疼痛，提升患者生活质量。而观察

组患者各项指标评分改善效果较对照组患者更为明

显，且差异显著，提示在常规对症治疗和心理治疗

的基础上，增加舍曲林口服治疗能够进一步促进口

腔扁平苔藓合并焦虑抑郁情绪患者负面情绪缓解，

改善症状体征，提升生活质量。临床分析认为，舍

曲林能够通过调 5-HT 的再摄取，提升患者机 5-HT

及多巴胺水平，以达到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效

用［10］。动物实验表明［11］，舍曲林能够通过调节海马

神经类固醇激素水平，有效缓解大鼠产后焦虑抑郁

样行为，均证实舍曲林改善患者负面情绪的有效性。

多巴胺、5-HT 等神经递质水平的改善能够有效改善

淋巴、单核细胞功能及血浆肾上腺素浓度水平，进

而产生改善机体免疫系统及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功用，

促进机体 HPA 轴活性提升，阻止因精神心理不良因

素引起的免疫反应损伤，口腔扁平苔藓属于炎症性

疾病的一种，炎性反应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亦

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机体免疫功能及内分泌系统

功能的恢复，抑制疾病的进一步发展［12］。本研究样

本量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还需要更大样本、更

长时间的研究来探讨舍曲林对口腔扁平苔藓患者的

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舍曲林联合心理治疗通过调节机体

神经递质水平及免疫、内分泌系统功能，有效改善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控制病情进展，提升患者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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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前存在焦虑等不良情绪，给分娩过程带来不

利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在对普外进行自我效能干

预后，患者手术配合度可高达 96.7％ ［10-11］，且焦虑情

绪明显低于对照组。本研究显示，干预后，观察组

产妇的 SAS 评分较对照组降低，GSES 评分较对照组

升高（P<0.05），提示自我效能干预能有效降低产妇

焦虑情绪，提高其自我效能感。传统产科护理中无

法提升产妇应对能力［12］，自我效能干预通过对个体

潜意识进行自身活动暗示，并在此之后进行某一行

为的实施，通过进行自我效能和疾病治疗之间相互

制约相互影响，能够有效促进其心理社会适应及情

绪调节，有效提升整体效能［13］，有利促进产妇预后。

本研究同样发现，观察组产妇下床磕绊率（8.00％）

明显低于对照组（40.00％）（P<0.05），提示自我效能

干预能减少产妇跌倒风险。综上所述，自我效能干

预能有效缓解产妇焦虑情绪，降低下床磕绊率，提

升其自我效能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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