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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对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塞制器患者疼痛、焦虑情绪及
睡眠质量的影响

魏继兵 、 何中恒 、 李　志 、 王　新 、 刘会林 、 娄志鸿

【摘要】目的　探讨给予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塞制器的患者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其焦虑情

绪、疼痛、睡眠质量改善情况。方法　依据入院先后顺序，将我院 83 例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

塞制器患者分为对照组 41 例和观察组 42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术后常规宣教，对照组患者增加心理

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艾司西酞普兰口服，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焦虑情绪、疼痛、

治疗前后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治疗 2、4、6 周后，观察组 MDAS、VAS、PSQI 评分均

低于对照组，治疗 6 周后观察组 SF-36 评分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能够有效消

除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塞制器患者的焦虑情绪，减轻疼痛，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提升术后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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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escitalopram on pain，anxiety，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jaw cyst after window decom-
pression　　WEI Jibing，HE Zhongheng，LI Zhi，et al. Kaifeng Central Hospital，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on anxiety，pai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ap-

plication of stoppers after jaw cyst decompression. Methods　Eighty-three patients with jawbone cysts who underwent 

decompressive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41）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n=42）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given routine educa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increased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ded escitalopram orally，and compared 

the changes in anxiety，pain，sleep quality，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2，4，and 6 weeks of treatment，the MDAS，VAS，and PSQI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SF-36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Escitalopram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the anxiety of patients with jaw 

cyst after window decompression，reduce pain，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after op-

eration.

【Keywords】Escitalopram；Jaw cyst；Window decompression；Stopper；Pain；Anxiety

颌骨囊肿是口腔科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手术

是治疗颌骨囊肿的重要手段，开窗减压术是其中最

为常用的一种，对机体创伤较小，安全性高，有效

降低患者痛苦，术后患者需要佩戴塞制器，促进囊

液持续引流，同时避免唾液、食物残渣等进入，避

免感染发生［1］。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塞制器

的患者多伴有不同程度焦虑情绪［2］，导致患者入睡

困难，影响患者睡眠质量，提升患者疾病不良体验，

增加患者额外痛苦，不利于疾病的转归。艾司西酞

普兰是治疗焦虑抑郁的常用药物，但对于其应用于

颌骨囊肿术后应用塞制器合并焦虑患者中的报道并

不多见［3］，本研究旨在观察艾司西酞普兰应用于颌

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塞制器患者中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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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2018 年 12 月期间来我院就

诊的 83 例颌骨囊肿患者，经穿刺检查、组织病理学、

CT、X 线等检查确诊符合颌骨囊肿诊断标准［4］，纳

入患者均为初诊，患者知情同意，均由同一医师行

开窗减压术治疗，术后应用赛制器，该研究经我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除既往精神病史，对药物、

酒精等有依赖患者，认知功能依从性较差不能配合

治疗患者，合并全身感染患者。依据患者入院顺序

分为两组，对照组 41 例，男 26 例，女 15 例；年龄

23～61 岁，平均（41.89±4.33）岁；婚姻状态：未婚

12 例，已婚 29 例；文化程度：小学 4 例，中学 15 例，

大专及以上 22 例。观察组 42 例，男 28 例，女 14 例；

年龄 22～60 岁，平均（41.93±4.29）岁；婚姻状态：

未婚 11 例，已婚 31 例；文化程度：小学 3 例，中学

18 例，大专及以上 21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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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均给予术后常规健康宣教，嘱咐患者

术后注意事项，按时复诊，同时由我院专业的心理

治疗师对患者进行心理辅导，1 次 / 周，30min/ 次，

必要时给予布洛芬口服镇痛；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

上增加艾司西酞普兰（国药准字 H20080599，规格

5mg*14s）口服，10mg/ 次，1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

治疗 6 周并对比疗效。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情绪：依据改良牙科焦虑量表评分

（MDAS）评价患者焦虑情绪，MDAS 评分包含 4 项

内容，每项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其中

总分数≥ 11 分表明患者存在焦虑情绪，分数越高提

示患者焦虑情绪越严重；（2）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

分法（VAS）评价，VAS 评分评定规则，取一长度为

0-10cm 的量尺，由患者依据疼痛程度自行评价，其

中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疼痛越严重；（3）睡眠质量：采

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PSQI）对患者治疗前

后睡眠质量进行评价，PSQI 评分包含 5 个他评项目

及 19 个自评项目，选取其中的 18 个自评项目进行

评价，总分 21 分，最低 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睡

眠质量越差；（4）生活质量：采用 SF-36 健康量表评

分（SF-36）进行评价，SF-36 评分内包含总体健康、

躯体疼痛、精神健康、生理职能等 8 大维度 35 个条

目，每条目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法进行评价，分数

越高生活质量越佳。

1.4　统计方法

SPSS 22.0 软件处理研究数据，（x±s）表示计量

资料，t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情绪

治疗前两组患者 MDAS 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观察

组降低幅度更为明显，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MDAS评分治疗前后变化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6周后

对照组 41 16.98±1.35 13.11±1.01 10.03±0.80 6.98±0.31

观察组 42 17.02±1.41 11.01±0.52 7.35±0.31 4.01±0.09

t 0.1320 11.9508 20.0325 59.9681

P 0.4477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疼痛变化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各时间段 VAS 评分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V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6周后

对照组 41 5.96±0.81 4.67±0.66 3.31±0.31 1.99±0.21

观察组 42 6.02±0.79 3.51±0.50 2.43±0.18 0.81±0.03

t 0.3416 9.0395 15.8620 36.0460

P 0.3688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3　睡眠质量比较

治疗 2 周、4 周及 6 周后，对照组患者 PSQI 评

分均较观察组患者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3　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2周后 治疗4周后 治疗6周后

对照组 41 16.68±1.33 13.10±1.01 9.95±0.49 6.11±0.28

观察组 42 17.02±1.29 10.01±0.80 6.31±0.41 4.01±0.05

t 1.1823 15.4703 36.7393 47.8374

P 0.1203 0.0000 0.0000 0.0000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4　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SF-36 各项评分均显著高

于观察组（P<0.05），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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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颌骨内残留上皮组织发育是导致颌骨囊肿的发

生的主要原因［5］，随着病程的发展会导致患者面部

出现畸形，牙齿倾斜、松动、移位，严重时甚至导

致局骨质受到破坏引发感染。手术是临床上治疗颌

骨囊肿的首选方案，开窗减压术手术操作较传统手

术更为简单，既能够发挥治疗效果，有能够最大限

度的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6］。颌骨囊肿患行开窗

减压术后患者需要佩戴塞制器，能够有效填补术后

缺损部位，避免食物残渣、唾液等异物进入，减少

病菌感染的发生，利于患者术后囊腔冲洗，促进患

者囊腔术后的快速愈合。约有 49％的牙科就诊患者

存在不同程度的牙科焦虑症［7，8］，加之手术的影响，

会引进一步加重患者焦虑情绪，而焦虑情绪的出现

又会对患者的睡眠质量造成严重影响。既往对于颌

骨囊肿术后合并焦虑患者的治疗以健康宣教联合心

理治疗为主，主要通过提升患者认知，明确患者焦

虑出现的原因，并给予及时疏解，必要时通过药物

镇痛，以改善患者症状体征，提升患者术后康复进

度，但是存在治疗时间长，短期内效果不明显缺点，

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9］。

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 MDAS 评分、VAS

评分、PSQI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提示两种治

疗方案均能够有效缓解颌骨囊肿术后应用塞制器合

并焦虑患者的负面情绪，减轻患者术后疼痛，提升

睡眠质量，而观察组各项评分改善效果及幅度较对

照组患者更为显著，且 SF-36 评分优于对照组，证

实增加艾司西酞普兰能够进一步缓解患者焦虑情绪，

减轻疼痛，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临床分

析认为，艾司西酞普兰属于新型选择性 5- 羟色胺再

摄取抑制剂，抑制大脑组织对 5- 羟色胺的再摄取，

促进机体内 5- 羟色胺浓度提升，促进患者负面情绪

的快速改善，联合常规治疗协同作用下促进患者生

理、精神心理双方面的有效改善，进一步提升治疗

效果［10］。睡眠质量与焦虑情绪呈正相关，随着焦虑

情绪的改善，有效促进机体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

轴功能恢复，调节 CRH 及皮质醇水平，降低大脑皮

层唤醒水平，调整机体生理功能，改善患者失眠症

状，提升睡眠质量。情绪的改善能够有效提升机体

对疼痛的耐受程度，减轻患者术后疼痛，有效提升

患者生活质量。王希佳等［11］学者研究证实，对 70 例

急性脑梗死合并焦虑抑郁患者应用奥扎格雷钠联合

艾司西酞普兰治疗后，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林春燕等［12］学者研究证实，心理治疗联合艾司西酞

普兰能够有效改善焦虑症患者的睡眠质量，促进不

良情绪改善，均证实艾司西酞普兰应用于临床中的

有效性。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可以调节机体内神经

递质水平，降低大脑皮层唤醒水平，提升机体对疼

痛的耐受度等，应用于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

塞制器患者效果显著，有效缓解不良情绪，减轻术

后疼痛，提升生活质量及睡眠质量。

参考文献

1. 郑丽，陈铭晟，王璐，等 . 艾森克人格因素对颌骨囊肿开

窗减压术后应用塞制器患者牙科焦虑症和疼痛的影响研

究［J］. 口腔医学研究，2017，33（9）：978-981.

2. 李勇 . 开窗术治疗颌骨囊肿 34 例临床分析［J］. 广西医科大

学学报，2010，27（1）：133-134.

3. 段元东，张京学，韩成有，等 . 阿立哌唑联合艾司西酞普

兰对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及社会功能的疗效［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8，45（04）：608-610，621.

4. 张喜旺，谭继文，张爱平，等 . 颌骨肿瘤及肿瘤样病变的

CT 诊断［J］. 实用医学影像杂志，2019，20（1）：18-21.

5. 何伟健，李军，陈伟程 . 改良和传统义齿引流型囊肿阻塞

器在青少年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比较［J］. 

陕西医学杂志，2019，48（11）：1503-1506.

6. 彭勃，付春梅，阎旭，等 . 桩道式塞治器在大型颌骨囊肿

开窗引流术后的疗效观察［J］. 临床口腔医学杂志，2019，

35（9）：541-544.

7. 郭雪生，王建国 . 浓缩生长因子联合同种异体骨颗粒及人

工膜治疗牙源性颌骨囊肿的疗效观察［J］. 中国临床医生杂

志，2019，47（3）：331-333.

8. 刘安东，李峥，王元银，等 . β- 磷酸三钙人工骨填充空

腔对颌骨囊肿空腔性缺损成骨速度的影响［J］. 解放军预防

表4　治疗前后SF-36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生理功能 生理职能 身体疼痛 总体健康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活力

对照组（n=41） 40.11±1.22 15.38±1.51 7.28±0.35 19.88±1.95 8.01±0.57 10.33±1.08 20.03±1.15 14.27±1.58

观察组（n=42） 46.31±0.80 18.22±0.55 8.89±0.15 22.85±0.85 9.03±0.25 12.85±0.52 23.71±0.85 17.52±0.51

t 27.4428 11.4379 27.3521 9.0318 10.6007 13.5948 16.6066 12.6731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4 期 - 807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医学杂志，2019，37（5）：61-62.

9. 古秋华，徐镔亭，王璐 . 颌骨囊肿开窗减压术后应用囊肿

塞治器患者的牙科焦虑症调查分析［J］. 第二军医大学学

报，2015，36（11）：1264-1269.

10. 张广华，张长春，窦丽蝶，等 .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计算

机化认知行为治疗对老年抑郁患者神经功能与抑郁焦虑

的影响［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19，46（04）：659-662.

11. 王希佳，潘春联 .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奥扎格雷钠治疗老

年急性脑梗死合并焦虑抑郁障碍患者的临床观察［J］. 中国

药房，2016，27（26）：3996-3997.

12. 林春燕，周红蕊，黎顺成 . 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心理疗法

治疗焦虑症的效果［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
（5）：654-658.

（收稿日期：2019 年 12 月 31 日）

4. Levin GT，Greenwood KM，Singh F，et al. Modality of exer-

cise influences rate of decrease in depression for cancer survi-

vors with elevated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J］. Support Care 

Cancer，2015，24（Suppl 2）：1-10.

5. Kudinova AY，Deak T，Hueston CM，et al. Cross-species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interleukin-33 in depression risk［J］. J 

Abnorm Psychol. 2016，125（4）：482-494.

6. 郝尚辉，秦海霞，赵淑珍，等 . 血清白细胞介素 -33 及鳞

状细胞癌抗原联合诊断宫颈癌的价值［J］. 中华实用诊断与

治疗杂志，2019，33（3）：272-274.

7. 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 .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第三版（精神障碍分类）［J］. 中华精神科杂志，2001，34
（3）：184-188.

8. Linden W，Vodermaier A，Mackenzie R，et 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fter cancer diagnosis：Prevalence rates by cancer 

type，gender，and age［J］. J Affect Disord.2012，141（2-3）：

343-351.

9. 祁小丽，普拉提·努尔别克，杨杰 . 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抑

郁、焦虑发生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肿瘤，2016，25（11）：

915-918.

10. 孙淑娟 . 宫颈癌患者术后抑郁和焦虑情绪发生率及影响

因素分析［D］. 中南大学，2013.

11. 阳琴 . 焦虑抑郁情绪对支气管哮喘患者肺功能、气道炎

症及重塑的影响［J］. 海南医学院学报，2017，23（17）：

2338-2341.

12. Kempuraj D，Thangavel R，Natteru PA，et al. Neuroin-

flammation Induces Neurodegeneration［J］. J Neurol Neurosurg 

Spine.2016，1（1）. pii：1003.

13. Kempuraj D，Khan MM，Thangavel R，et al. Glia Matura-

tion Factor Induces Interleukin-33 Release from Astrocytes：

Implications for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J］. J Neuroim-

mune Pharmacol.2013，8（3）：643-650.

14. Tynan RJ，Naicker S，Hinwood M，et al. Chronic stress 

alters the density and morphology of microglia in a subset of 

stress-responsive brain regions［J］. Brain Behav and Im-

mun.2010，24（7）：1058-1068.

15. Arakawa S，Shirayama Y，Fujita Y，et al. Minocycline pro-

duced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s on the learned helplessness 

rats with alterations in levels of monoamine in the amygdala and 

no changes in BDNF levels in the hippocampus at baseline［J］. 

Pharmacol Biochem Behav.2012，100（3）：601-606.

16. Horikawa H，Kato TA，Mizoguchi Y，et al. Inhibitory ef-

fects of SSRIs on IFN-γ induced microglial activation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intracellular calcium［J］. Prog Neuropsycho-

pharmacology Biol Psychiatry，2010，34（7）：1306-1316.

17. 张翕婷，王怡，李霖，等 . 炎性因子与其他抑郁相关因

素关系的研究现状［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18，34
（21）：82-85.

（收稿日期：2019 年 4 月 24 日）

上接第 79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