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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西泮对口腔粘膜病患者睡眠质量和不良情绪的效果

赵郑莉 1 、 董庆旭 1 、 刘　冰 1 、 许　萍 2 

【摘要】 目的　分析口腔粘膜病患者应用地西泮治疗后其免疫功能，焦虑、抑郁情绪等指标水平

变化。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我院 89 例口腔粘膜病患者进行分组，对照组 44 例患者给予甘露

聚糖肽治疗，观察组 45 例患者增加地西泮联合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

量、免疫功能、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CD4、CD3、CD4/CD8 水平及总有效

率高于对照组，CD8 水平、PSQI、SDS、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

率 6.67％高于对照组 4.5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地西泮能够有效缓解口腔粘

膜病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睡眠质量，联合基础治疗进一步提升机体免疫功能，提高治疗效果，

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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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diazepam in patients with oral mucosal disease  
　　ZHAO Zhengli，DONG Qingxu，LIU Bing，et al.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Medi-
cal College，Hena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Xinzheng 45119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diazepam in patients with oral mucosal disease，such as the 

changes of immune function，anxiety，depression and other indicators. Methods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group 89 patients with oral mucosal disease in our hospital，44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annan peptides，45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iazepam combination therapy，and the mood，

sleep quality，immune function，clinical efficacy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CD4，CD3，CD4/CD8 levels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CD8 level，PSQI，SDS，and SAS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67％，which 

was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than that（4.55％）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Diazepam can ef-

fectively relie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oral mucosal disease，improve sleep quality，and combine 

basic treatment to further improve the body's immune function，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with high safety.

【Keywords】Diazepam；Oral mucosal disease；Anxiety and depression；Immune function；Sleep quality；Safety

口腔粘膜病是口腔疾病中较为常见的一种，主

要以口舌溃烂、舌体干裂等为主要症状，导致患者

饮食困难，同时对患者的工作生活及身体健康等造

成严重影响［1］。口腔粘膜病的发生与机体免疫功能

有着重要关联，同时也是当前临床上治疗的主要靶

点之一［2］，常规临床治疗主要通过调节患者机体免

疫功能，以改善患者症状体征，但是仍有部分患者

治疗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

精神心理因素与口腔粘膜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且相互影响，同时，睡眠质量与机体免疫功能直接

相关［3］，因此，通过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改善患者

睡眠质量可能能够进一步提升口腔粘膜病的治疗效

果。基于此，该研究旨在观察地西泮应用于口腔粘

膜病患者中的疗效，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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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 我 院 伦 理 委 员 会 批 准 同 意 选 取 2018 年 1
月～2019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89 例口腔粘膜病患者，

经实验室、临床表现、病史等检查确诊符合口腔粘

膜病诊断标准［4］，纳入标准：患者知情；具有良好的

认知功能。排除既往精神病史；对研究内药物过敏

者；合并恶性肿瘤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 44 例及观察组 45 例，对照组女 21 例，男 23 例；

年龄 30～61 岁，平均（47.41±3.36）岁；病程 1～3
年，平均（2.01±0.06）年；疾病类型：口腔白斑 6
例，唇疱疹 8 例，慢性唇炎 4 例，复发性口腔溃疡

14 例，疱疹性口炎 12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6
例，高中及以上 28 例。观察组男 22 例，女 23 例；

年龄 32～62 岁，平均（47.44±3.33）岁；病程 1～3
年，平均（2.03±0.10）年；疾病类型：口腔白斑 7 例，

唇疱疹 9 例，慢性唇炎 3 例，复发性口腔溃疡 15 例，

疱疹性口炎 11 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9 例，高

中及以上 26 例。所有患者资料有可比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予甘露聚糖肽（规格 5mg*48s，国药准字

H20003606）口服，5～10mg/ 次，3 次 /d；观察组增

加地西泮（国药准字 H21022887，规格 2.5mg*24 片）

口服，初始计量 2.5mg/ 次，2 次 /d，一周后调整为 2
次 /d，服用剂量为 1.25mg+2.5mg，第三周服用量为

1.25mg/ 次，2 次 /d，第四周 1.25mg/ 次，1 次 /d，均

持续治疗 4 周，地西泮服用四周后每周减量 1/4，直

至完全停药。

1.3　观察指标

 （1）不良心理状态：依据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两项评分均包含 20 条

内容，总分为 100 分，以 50 分为评判界限，其中

<50 分为患者情绪正常，无焦虑抑郁存在，≥ 50 分

提示患者存在焦虑抑郁情绪，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焦

虑抑郁情绪越严重；（2）睡眠质量：采用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PSQI）评分评价 PSQI 评分包含 7 大项内

容，每项采用 0～3 分进行评价，分数越高提示患者

睡眠质量越差，该研究选取其内的睡眠时间、日间

功能障碍、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效率四大维度进行

评价对比；（3）免疫功能：于患者治疗前后抽取静脉

血 3mL，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 T 淋巴细胞亚群

（CD3、CD4、CD8、CD4/CD8）水平变化；（4）临床

疗效 显效：治疗后，溃疡面消失，粘膜损害区无疼

痛，随访六月无复发；有效：粘膜损害区疼痛基本消

除，溃疡面消失，随访期间偶有复发；无效：未达有

效标准；（5）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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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状态

对照组患者 SAS 评分及 SDS 评分水平均较观察

组患者水平高（P<0.05），见表 1。
表1　不良心理状态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SAS评分 SDS评分

对照组（n=44） 治疗前 79.95±6.99 81.25±7.34

治疗后 51.51±3.35△ 53.51±5.66△

观察组（n=45） 治疗前 80.02±7.03 81.31±7.36

治疗后 40.02±2.28△▲ 41.43±3.3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睡眠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PSQI 评分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2。

表2　PSQI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睡眠时间 日间功能障碍 主观睡眠质量 睡眠效率

对照组（n=44） 治疗前 2.38±0.60 2.40±0.55 2.35±0.58 2.37±0.61

治疗后 1.31±0.31△ 1.27±0.28△ 1.29±0.30△ 1.28±0.29△

观察组（n=45） 治疗前 2.39±0.58 2.39±0.57 2.36±0.60 2.39±0.59

治疗后 0.67±0.08△▲ 0.66±0.07△▲ 0.58±0.06△▲ 0.50±0.07△▲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免疫功能

观察组 CD3、CD4、CD4/CD8 水平均较对照组

高，CD8 水平较对照组低（P<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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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临床疗效

对照组总有效率低于观察组（P<0.05），见表 4。
表4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4 18 15 11 75.00

观察组 45 25 16 4 91.11*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1208，*P=0.0424<0.05。

2.5　不良反应

对照组出现发热 2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4.55％

（2/44），观察组出现乏力 1 例，头昏 1 例，发热 1 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 6.67％（3/4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007，P=0.9794>0.05）。

3　讨论

口腔粘膜病是一种发生在口腔软组织及口腔粘

膜类疾病的总称，其内包含口腔癌前病变、口腔粘

膜非感染疾病、全身性疾病口腔表征、口腔粘膜感

染性疾病等，口腔粘膜病的基本类型包含斑、丘疹、

疱、溃疡、糜烂、结节等基本类型［5］。当前口腔粘

膜病除个别疾病外，临床上对于口腔粘膜病内的多

种疾病病因并不明确，可能与机体免疫力降低、睡

眠质量较差引发的精神紧张、遗传等因素有着重要

关联［6］，因疾病引起的疼痛、溃疡等因素的影响及

不利于患者正常进食，进而影响患者营养吸收，降

低机体免疫功能，引起胃肠功能紊乱等，进一步加

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是临床急需解决的难题之

一。

当前临床上对于口腔粘膜病的治疗主要以免疫

增强药物提升机体免疫功能为主［7］，甘露聚糖肽是

临床上用于增强机体免疫的常用药物之一，作用于

机体后能够通过提升机体内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强

化免疫细胞内自然杀伤细胞的杀伤能力，同时能够

促进淋巴细胞合成 RNA 及 DNA 的效用，促进淋巴细

胞活化及增值，达到提升机体免疫细胞功能，改善

机体免疫力的效用［8］。T 淋巴细胞属于机体免疫系统

中最为重要的免疫细胞群，对于维持机体免疫功能

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CD3、CD4、CD8、CD4/CD8
是 T 淋巴细胞亚群中最为常见的几种［9］，通过检测

其水平变化对于评估机体免疫功能变化有着重要的

临床意义。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免疫功

能指标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改善，提示甘露聚糖肽

能够有效改善机体免疫功能，进而有效改善患者症

状体征，控制病情进展。

近年来认为社会心理因素与口腔粘膜病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10］，合并焦虑抑郁、睡眠不佳等因素

的患者发病率更高，而随着口腔粘膜病病程的延长，

症状对机体的影响等因素的刺激，又会进一步加重

患者的精神心理症状，影响睡眠质量，两者形成恶

性循环，影响疾病的治疗疗效，因此，通过积极的

消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睡眠质量，对于提升

治疗效果亦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地西泮是临床上

抗抑郁、镇静的常用药物［11］。本研究发现，观察组

患者治疗后 SDS 评分、PSQI 评分、SAS 评分、CD3、

CD4、CD8、CD4/CD8 水平、临床疗效均优于对照组

患者，提示联合治疗能够提升治疗疗效，消除患者

焦虑抑郁情绪，提升机体免疫功能，改善睡眠质量。

口腔粘膜病是一种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引起的口腔疾

病，常规治疗以调节机体免疫细胞亚群失衡为治疗

靶点，主要注重于机体免疫因素，忽视了社会精神

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因此，单纯的应用免疫增

强药物虽有一定治疗效果但整体效果不能够达到临

床预期，通过增加地西泮联合治疗，有效调节患者

心理状态及睡眠质量，协同作用下进一步提升机体

免疫功能，提升整体治疗效果［12］。两组患者治疗期

间虽有不良反应出现，但均较为轻微，患者可耐受，

并未给予对症处理，在停药后均自行消失，且不良

反应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联合用药具有较高的治疗

安全性，观察组患者无成瘾情况及戒断反应出现，

可能与患者服用地西泮时间较短，且疗程结束后逐

渐减量有关。该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所选取病例均为

表3　免疫功能对比（x±s，％）

组别 时间 CD3 CD4 CD8 CD4/CD8

对照组（n=44） 治疗前 62.11±5.02 22.12±4.06 35.34±4.95 0.67±0.20

治疗后 65.02±4.34△ 29.28±3.35△ 30.02±3.38△ 1.01±0.15△

观察组（n=45） 治疗前 62.09±5.03 22.13±4.08 35.36±4.98 0.68±0.22

治疗后 70.01±3.38△▲ 37.35±2.51△▲ 23.25±2.11△▲ 1.51±0.1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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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患者，地域性较为明显，而且本研究内纳入

病例较少，今后的研究要增加病例，选取不同地区

患者开展研究，同时延长治疗后随访时间。

综上所述，地西泮通过改善突触传递功能、调

节γ- 氨基丁酸释放，促进中枢性肌肉松弛等，有效

改善口腔粘膜病患者情绪、睡眠质量，提升机体免

疫功能，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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