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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硝西泮对突发性耳聋患者的负性情绪与睡眠质量的影响

张卫杰 、 李利红 、 李　瑛 、 毕瑞鹏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突发性耳聋患者应用氯硝西泮辅助治疗后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睡眠质量

与负性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91 例突发性耳聋伴焦虑抑郁

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45 例患者给予糖皮质

激素、抗凝、营养神经等基础治疗，观察组 46 例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氯硝西泮治疗。对比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变化，及临床疗效和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的 HAMA、HAMD 和 PSQ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P< 0.05）；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氯硝西泮辅

助治疗能够有效改善突发性耳聋伴焦虑抑郁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提升睡眠质量，治疗效果确切，

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氯硝西泮；突发性耳聋；焦虑抑郁；睡眠质量；临床疗效

【中图分类号】R74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1）02-0323-04

Effects of clonazepam on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sudden deafness 
　　ZHANG Weijie，LI Lihong，LI Ying，et al.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lonazepam on negative mood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sud-

den deafnes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1 patients with sudden deafnes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February 2020 were col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45 cases）were given basic treatments such as glucocorticoid，anticoagulation，and nutritional nerve，observation 

group（46 cases）were treated with clonazepam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anxiety，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as well as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HAMA，PSQI，and HAMD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fter treatment，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Conclusion　Clonazepam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mo-

tions of patients with sudden deafness and anxiety and depression，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sleep，and the treatment effect 

is exact and safe，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Clonazepam；Sudden deafness；Anxiety and depression；Sleep quality；Clinical efficacyt

突发性耳聋是耳鼻喉科常见疾病，患者临床主

要以耳鸣、单侧听力下降、眩晕、耳堵塞感、呕吐

恶心等为主要表现，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极

易引起患者听力受损，严重时甚至影响患者视力、

消化系统、神经系统等［1］。当前，临床上对于突发

性耳聋的治疗主要以药物为主，通过抗炎，改善内

耳血液供应，营养神经，改善机体代谢等控制病情

进展，改善患者预后，但是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并

不理想。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临床上对

于精神心理的研究日见深入，研究表明［2］，在诸多

致病因素中，精神心理因素与本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因病情的影响及患者对突发疾病的心理负担，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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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情绪及睡眠障碍。氯硝西泮

具有抗焦虑抑郁的效用，同时具有镇静功用，更利

于患者入睡［3］。基于此，该研究旨在观察氯硝西泮

联合治疗对突发性耳聋伴焦虑抑郁患者的心理状态

及睡眠质量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2020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91
例突发性耳聋伴焦虑抑郁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符合美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临床实用

指南：突发性耳聋》中突发性耳聋诊断标准［4］，均为

单耳病变；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14 分，汉

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 17 分［5］；依从性良好

能够配合治疗；患者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入组前采

用同类药物治疗者；对研究药物过敏者；既往存在焦

虑抑郁者；存在精神疾病家族史者。本研究经我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

察组 46 例，年龄 23～35 岁，平均（30.28±0.99）

岁；女 18 例，男 38 例；病程 3～14d，平均（7.68±

0.31）d。对照组 45 例，年龄 25～36 岁，平均（30.31
±1.02）岁；女 19 例，男 26 例；病程 3～12d，平均

（7.65±0.29）d。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别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 照 组 给 予 银 杏 叶 提 取 物 注 射 液 （ 注 册 证

号 HC20140019，规格：5ml：17 .5mg）静脉滴

注，10～20mL/ 次，1 次 /d，巴曲酶（国药准字

H20030295，药品规格：0.5ml：5BU*6 支）静脉点

滴，首次剂量 10BU，隔日一次，共进行三次治

疗，2、3 次均给予 5BU 用量，利多卡因（国药准字

H11020558，规格：2ml：40mg，10 支）静脉滴注，

0.1g/ 次，1 次 /d，每 3d 增加 0.1g，最大剂量 <0.4g，

甲强龙（批准文号：H20080284，规格：40mg*1 瓶）

耳后注射，20～40mg/ 次，隔日一次。观察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增加氯硝西泮（国药准字 H43020587，规格

2mg）口服，0.5mg/ 次，3 次 /d，每 3d 增加 0.5～1mg，

直至患者情绪稳定作为维持剂量服用，日最大剂量

<20mg，均持续治疗 14d。

1.3　观察指标

 （1）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患者治

疗前后抑郁情绪。HAMD 评分包含 17 项内容，总分

68 分，总分 <7 分提示患者情绪正常，≥ 17 分为肯

定有抑郁情绪；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

估患者治疗前后焦虑情绪。HAMA 包括 14 个项目，

采用 0～4 级的 5 级评分法，总分 56 分，<7 分为正

常，≥ 14 分为确定存在焦虑情绪，分数越高提示患

者焦虑情绪越严重。（2）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

表（PSQI）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睡眠质量。PSQI 评分

内包含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

等 7 大维度，总分 21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睡眠质

量越差；（3）采用纯音测试结果评估患者治疗后临

床疗效。显效：语言频率气导水平提升≥ 30dB；有效：

语言频率气导水平提升 15dB～29dB；无效：语言频

率气导水平提升 <15dB 或无改善［6］；（4）药物不良反

应。记录患者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 

以［n（％）］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 t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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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D 和 HAMA 评分

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HAMA 和 HAMD 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A 和 HAMD 评分较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AMD和HAMA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HAMA评分 HAMD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5 17.91±1.1510.01±0.58△ 20.31±1.21 12.01±0.38△

观察组 46 17.89±1.137.31±0.16△▲ 20.28±1.19 8.2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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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QI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较前

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PSQI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5 15.01±1.33 8.98±0.59△

观察组 46 14.96±1.31 5.35±0.0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66.67％）低于观察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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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86.98％）（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5 20（44.44） 10（22.22） 15（33.33） 30（66.67）

观察组 46 25（54.35） 15（32.61） 6（13.04） 40（86.9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两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出现腹泻 1 例，头晕 2 例，不良反应发

生率 6.67％（3/45），观察组出现乏力 2 例，头昏 1
例，腹泻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 8.70％（4/46），两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突发性耳聋是指发生于 72h 内不明原因导致的

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于 2 个相邻频率听力下降

≥ 20dBHL 的一种疾病［7］。当前，临床上对于突发性

耳聋的确切发病机制并不明确，与病毒感染、耳部

疾病、血管病变、外伤、药物、生活不规律、情绪

波动等因素均有着密切关联。耳聋、耳鸣是突发性

耳聋的典型症状，部分患者合并耳闷堵感或麻木感。

药物治疗是临床上应用于突发性耳聋的主要治疗手

段，以糖皮质激素、神经营养类药物、溶栓抗凝药

物等最为常用，作用于机体后主要通过缓解血管内

皮水肿、抗炎、抗病毒、调节血液粘滞度，提升内

耳血液供应，改善机体代谢及内耳循环。但单纯的

对症治疗效果并不理想。临床研究报道，单纯对症

治疗突发性耳聋的临床疗效仅为 30％～50％［8］。寻

找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案，改善患者预后已成为当前

临床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临床研究表明［9］，精神心理因素、睡眠状况等

与突发性耳聋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既是引起突

发性耳聋的重要诱因，同时，突发性耳聋的发生又

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焦虑抑郁情绪，降低患者睡眠质

量，形成恶性循环。研究表明［10］，80％的突发性

耳聋患者合并焦虑抑郁情绪，而负性情绪的存在会

进一步加重患者症状体征，影响治疗效果，降低药

物疗效，可能与单纯对症治疗不能够产生临床满意

的治疗效果有关。近年来，随着临床医学模式的转

变，临床上已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转变为生

物 - 心理 - 社会的医学模式，临床上对于突发性耳

聋的认知进一步加深，突发性聋属于与精神心理因

素相关的感音神经性耳聋这一观点逐渐得到临床的

一致认同。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HAMA、

HAMD 和 PSQI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

后，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联

合氯硝西泮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

情绪，提升患者睡眠质量，且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

纯对症治疗。临床分析认为，氯硝西泮是临床上抗

焦虑的常用药物，其属于苯二氮䓬类抗焦虑药的一

种，口服后主要通过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结合中

枢苯二氯䓬受体，提升突触传递功能及γ- 氨基丁酸

的释放产生抗焦虑抑郁的效用，患者在服用后 1h 内

即可达到血药高峰，起效较快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焦

虑情绪；且焦虑抑郁多伴发出现，焦虑情绪的缓解，

进一步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同时氯硝西泮能够诱

导患者入睡，产生镇静作用，进一步提升患者睡眠

质量，消除精神心理及睡眠状况对疾病的影响［11］，

结合常规药物对症治疗，有效改善患者症状体征，

促进疾病转归，与国内学者［12］研究结果一致。两组

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联合氯硝西泮治疗并不会增加患者药物不良反

应发生率，具有较高的治疗安全性。

该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纳入病例量较少，且未进

行随访。同时，对于突发性耳聋的听力曲线类型并

未进行详细分类及观察，后续研究会进一步提升病

例纳入量，增加随访时间，细化疾病分类。观察联

合方案应用于不同听力曲线类型患者的治疗效果是

未来深入研究的方向。

综上所述，氯硝西泮通过调节突触传递功能、

诱导患者入睡等，辅助常规药物对症治疗突发性耳

聋效果显著，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改善睡

眠治疗，协同作用下进一步提升临床疗效，安全性

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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