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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西酞普兰对女性灼口综合征伴焦虑抑郁患者的疗效及细胞因子的影响

翟　梅 1 、 秦爱萍 1 、 郭　燕 2 、 王　玲 1

【摘要】 目的　探讨艾司西酞普兰对女性灼口综合征伴焦虑抑郁患者的疗效及细胞因子的影响。

方法　选取 201� 年 � 月～201� 年 � 月我院收治的 �1 例女性灼口综合征伴焦虑抑郁患者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给予维生素 B 口服治疗，对照

组（4� 例）给予心理治疗，观察组（4� 例）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艾司西酞普兰口服治疗，观察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症状自评量表（SCL-�0）

评分和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及治疗后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评分和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后，

观察组 SF-�� 评分、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0.0�）；观察组血清 IL-�、TNF-α水平及 SDS、SAS、

SCL-�0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结论　艾司西酞普兰能够有效缓解女性灼口综合征伴焦虑抑郁

患者不良情绪，调节细胞因子水平，改善患者心理健康水平及生活质量，从而提高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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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scitalopram on the efficacy and cytokine levels of female patients with burning mouth syn-
drom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ZHAI Mei，QIN Aiping，GUO Yan，et al. Hebi People's Hospital，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scitalopram on the efficacy and cytokine levels of female pa-

tients with burning mouth syndrom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1 patients with burning mouth 

syndrom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7 to June 2019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both groups were given oral treatment with vitamin B. The control group（45 cases）was given addi-

tional psychological treatment，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46 cases）was given oral treatment with esitalopram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SAS）score，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SDS）score，symptom 

self-rating scale（SCL-90）score and serum cytokine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simple health 

status questionnaire（SF-36）score and clinical effica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

ment，SF-36 scor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serum levels of il-6 and TNF- and the scores of SDS，SAS and SCL-9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escitalopram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female patients with burning mouth syndrome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regulate the level of cyto-

kines，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and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Key words】Escitalopram；Women；Burning mouth syndrome；Anxiety and depression；Cytokines；Mental 

health；Quality of life 

灼口综合征是口腔科常见疾病，女性发病率多

于男性，多见于围绝经期及更年期女性，患者临床

主要以味觉改变、口腔粘膜灼痛、口干等为主要症

状表现。灼口综合征病程较长，迁延难愈，不仅为

患者带来较大的生理痛苦，同时对患者的精神状态

亦造成严重打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临

床研究表明［2］，精神因素与灼口综合征的发生发展

密切相关，两者互为促进形成恶性循环，是临床急

［作者工作单位］1. 鹤壁市人民医院（鹤壁，4�80�0）；2.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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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解决的难题之一。临床上对于灼口综合征的治疗

主要以对症治疗为主，同时辅以心理治疗改善患者

精神状态，以控制患者病情进展，但是治疗效果并

不理想。艾司西酞普兰是临床上常用的抗精神药物，

有研究指出［3］，其对于女性灼口综合征亦有着较佳

的治疗效果。该研究旨在观察艾司西酞普兰应用于

女性灼口综合征伴焦虑抑郁患者的效果，现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2019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91
例女性灼口综合征伴焦虑抑郁患者。纳入标准：经口

腔粘膜、症状体格等检查确诊符合灼口综合征诊断

标准［4］；患者均为女性；焦虑自评量表评分（SAS）≥

50 分及抑郁自评量表评分（SDS）≥ 53 分均；认知功

能正常；依从性良好，患者及家属对本研究知情，自

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药物禁忌症者；男性患者；

既往精神病史者；合并免疫系统疾病者；合并全身感

染者；入组前采用其他方案治疗者本研究经我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同意。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对

照组 45 例，年龄 43～56 岁，平均（49.81±3.11）岁；

病程 0.3～2 年，平均（1.11±0.09）年；文化程度：小

学 3 例，中学 13 例，专科及以上 29 例。观察组 46
例，年龄 44～55 岁，平均（49.79±3.13）岁；病程

0.4～2 年，平均（1.13±0.08）年；文化程度：小学 2
例，中学 14 例，专科及以上 30 例。两组患者基线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 组 患 者 均 给 予 维 生 素 B （ 国 药 准 字

H44021164）口服，1～3 片 / 次，3 次 /d。在此基础

上，对照组患者增加心理治疗，选择安静房间，阳

光适中，干净整洁，由主治医师联合心理治疗师联

合治疗，由心理治疗师对患者情绪及心理状态进行

评估，明确患者负面情绪出现的原因，并及时进

行疏解，主治医师以纠正患者对疾病的认知为主，

30min/ 次，每周进行 1 次；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

础上增加艾司西酞普兰（国药准字 H20080599，规

格 5mg*14 片）口服，初始剂量 5mg，1 周后提升至

10mg，1 次 /d，两组患者均持续治疗 8 周。

1.�　观察指标

 （1）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患者治疗前

后抑郁情绪，包含郁闷、睡眠不好、体重减轻、疲

劳、生活意义等 20 项，每项按 1～4 级评分，评分

越高抑郁程度越高（2）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

估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情绪，包含发疯感、不幸预感、

头疼、静坐不能、心悸等 20 项内容，每项按 1～4
级评分，评分越高焦虑程度越严重。（3）患者治疗前

后收集晨起静脉血 5mL，使用台式高速离心机离心 

5 分钟（3500 转 / 分），提取血清约 2ml，才有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检测患者白细胞介素 -6（IL-6）、肿瘤坏

死因子 -α（TNF-α）水平变化，并进行对比；（4）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评分（SCL-90）评价患者治疗前

后心理健康水平，SCL-90 评分内包含 9 大维度，分

别为强迫症状（10 项）、抑郁（13 项）、恐怖（7 项）、

精神病性（10 项）、躯体化（12 项）、偏执（6 项）、人

际关系敏感（9 项）、焦虑（10 项）、敌对（6 项），每

项采用 1-5 分进行评价，总症状指数评分 = 总分

/90，分数越高提示患者心理健康水平越差，；（5）

临床疗效比较：痊愈：无黏膜疼痛，味觉改变、口干

等症状体征基本消失；显效：口腔黏膜疼痛发生率减

少 >70％，症状体征显著改善；有效：黏膜疼痛发生

率减少 45％-70％，口干等症状体征有所改善；无

效：未达有效标准［5］；（6）采用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

（SF-36）评价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SF-36 评分包

含 36 条项目，9 大维度，每项采用 1～5 分 5 级评分

法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表明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采

用［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对

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

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SDS评分及SA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对照组（n=45） 治疗前 77.98±7.11 81.23±7.20

治疗后 56.59±5.88△ 59.58±6.01△

观察组（n=46） 治疗前 78.02±7.13 81.19±7.18

治疗后 46.39±3.85△▲ 45.56±4.1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1 期- 1�4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 TNF-α 及 IL-6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血清

TNF-α及 IL-6 水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炎

性因子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时间 IL-6（ng/L） TNF-α（ng/L）

对照组（n=45） 治疗前 34.11±6.38 41.69±7.78

治疗后 26.25±5.06△ 33.95±5.85△

观察组（n=46） 治疗前 34.08±6.40 41.73±7.81

治疗后 19.61±4.68△▲ 23.29±5.1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CL-�0 总症状指数评

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SCL-90 总症状指数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 SCL-90 总

症状指数评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2.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91.30％）明显高

于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SCL-90总症状指数评分比较（x±s，

分）

组别 时间 SCL-90总症状指数评分

对照组（n=45） 治疗前 3.39±0.20

治疗后 2.22±0.13△

观察组（n=46） 治疗前 3.37±0.19

治疗后 1.06±0.0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5 1（2.22）18（40.00）14（31.11）12（26.67）33（73.33）

观察组 46 6（13.04）21（45.65）15（32.61） 4（8.70） 42（91.30）*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5.0696，*P=0.0243<0.05。

2.�　两组患者治疗后 SF-�� 评分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SF-36 各项评分均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后SF-36评分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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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变化

对照组（n=45） 41.99±1.18 15.68±1.38 7.39±0.38 20.01±1.85 8.31±0.62 10.79±1.08 20.33±1.18 14.25±1.58 3.12±0.19

观察组（n=46）48.11±0.75* 18.77±0.46* 9.02±0.22* 23.10±1.02* 9.15±0.13* 13.01±0.86*23.26±0.99*18.71±0.58* 4.65±0.0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当前临床上对于灼口综合征的确切发病原因并

不明确，有研究表明［6］，局部因素、精神心理因素、

系统性因素等均与灼口综合征的发生有着密切联系。

局部因素中较为常见的有口颌系统功能异常、口腔

副功能、机械性刺激等；精神心理调查显示研究表

明［7］，灼口综合征病情程度与抑郁程度呈正相关；系

统性因素包含内分泌失调、糖尿病、精神疾病、维

生素 B 族缺乏等。流行病学调查显示［8］，女性是灼

口综合征的高发人群，发病率约为 0.6％～15％，随

着年龄的增加，其发病率随之增长，处于围绝经期

的女性其发病率可达 12％～18％，对患者的生活质

量造成严重影响，已成为当前临床关注的重点之一。

目前，临床上对于灼口综合征尚缺乏特异性的

治疗手段，主要以对症治疗为主，依据疾病的病因

主要给予补充维生素 B，同时结合专业的心理治疗

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控制病情进展。机体细胞

对神经鞘完整性的维持、分裂、生长等均需要充足

的维生素 B 摄入，通过补充维生素 B 能够有效维持

机体正常的黏膜上皮细胞功能，调节痛觉纤维兴奋

性，提升机体抵抗力，维持口腔纤维通透性，调节

感觉阈的敏感性，控制灼口综合征病情进展；心理

治疗能够有效疏解患者不良性情绪，重建患者认知，

改变患者对于病情的看法进而改善患者心理状态［9］。

该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 评分、SDS 评分

及 SCL-90 症状指数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表

明两种治疗方案均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调节患者心理健康水平。观察组患者各项评分改善

幅度较对照组患者更为明显，提示在对症治疗联合

心理治疗的基础上增加艾司西酞普兰口服能够更为

有效的改善患者负面情绪及心理健康水平。临床分

析认为，艾司西酞普兰属于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的一种，作用于机体后主要通过抑制突触前膜对 5-

羟色胺的再摄取，提升神经突触间隙内 5- 羟色胺的

浓度，调节交感神经及副交感神经功能，进而发挥

抗焦虑抑郁的效用［10］，联合心理治疗，对患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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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心理进行双重调节，能够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 

谷庆等［11］学者研究表明，女性灼口综合征患者

的机体免疫水平与患者负面情绪存在一定相关性，

负面情绪越严重的患者对机体免疫水平抑制越严重。

随着免疫水平的异常改变，患者更易产生炎症反应，

IL-6 及 TNF-α是炎症因子中较为常见的两种，IL-6
主要由内皮细胞、单核细胞等生成，其浓度异常会

对机体的伤害感受阈值及神经生长因子合成造成影

响，进而导致机体出现痛觉过敏、神经系统修复、

发育缓慢等；TNF-α 属于内源性调节因子的一种，

其参与神经病理的形成与维持，对于免疫系统信息

的传递有着重要作用。该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治

疗后，IL-6 及 TNF-α 水平均较对照组患者水平低，

提示给予艾司西酞普兰的联合治疗能够更为有效的

降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艾司西酞普兰作用于机体

后能够通过对体内 T 淋巴细胞功能进行调节，促进

机体内血清细胞因子网络保持稳定状态，产生免疫

调节的作用［12］。细胞因子水平异常会引起 5- 羟色胺

代谢异常，促使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功能激活，

加重抑郁，艾司西酞普兰不但能够通过提升机体内

5- 羟色胺浓度产生抗抑郁效用，同时能够通过调节

细胞因子水平，提升机体免疫功能发挥抗抑郁作用，

多重机制下效果更为显著，该研究内观察组患者总

有效率较对照组患者水平高亦证实这一观点。随着

患者心理状态改变，病情的有效控制，患者生活质

量显著提升，该研究内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

分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艾司西酞普兰的联合治疗

能够更为有效的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艾司西酞普兰通过提升 5- 羟色胺浓

度、调节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等，应用于女性灼口综

合征伴焦虑抑郁患者效果显著，有效改善患者负面

情绪及心理健康水平，从而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及

患者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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