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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辅助治疗糜烂溃疡性口腔黏膜病的效果及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

弓　飞 1 、 王倩倩 1 、 马　莅 2

【摘要】目的　探讨糜烂溃疡性口腔黏膜病患者应用氟西汀辅助治疗后的疗效及对患者情绪与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科 2018 年 3 月～2020 年 6 月期间 85 例糜烂溃疡性口腔黏膜病患者

进行研究，通过掷币法将患者分组，入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对症治疗，常规组患者 42 例联合心理治

疗，联合组患者 43 例增加氟西汀口服治疗，记录并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30 天后焦虑抑郁情

绪、症状变化、临床疗效及生活质量改变。结果　联合组临床疗效、SF-36 评分高于常规组，SAS、

VAS、SDS、REU 评分及创面愈合时间均低于常规组（P< 0.05）。 结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氟西

汀，能够有效缩短糜烂溃疡性口腔黏膜病患者病损创面愈合时间，减轻疼痛，消除焦虑抑郁情绪，

提升治疗效果，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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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in adjuvant treatment of erosive ulcer oral mucosal disease and its influence on 
patients’ anxiety，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GONG Fei，WANG Qianqian，MA Li. Department of Stoma-
tology，Zhengzhou Yihe Hospital，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fluoxetine adjuvant therapy on patients with erosive ulcer oral 

mucosal disease and their effects on mood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A total of 85 patients with erosive ulcer oral 

mucosal disease in our department from March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for research.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by coin toss. All patients in the group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symptomatic treatment，and 42 pati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combined with psychology. For treatment，43 patients in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given oral 

fluoxetine treatment.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changes in symptoms，clinical efficacy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and 30 days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clinical ef-

ficacy and SF-36 scores of the combined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and the SAS，VAS，

SDS，REU scores and wound healing time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Combining fluoxetine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wound healing time of patients 

with erosive ulcerative oral mucosal disease，relieve pain，eliminate anxiety and depression，enhance the treatment 

effect，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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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黏膜病是口腔科常见疾病，是指口腔黏膜

的功能、外形、色泽、完整性等发生改变的一种疾

病，糜烂溃疡性口腔黏膜病是其中较为严重的一种，

患者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剧烈疼痛，严重影响患者进

食及与他人交流，是临床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1］。

口腔黏膜病的发生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炎症反应

等有着重要关联［2］，因此常规治疗主要通过应用肾

上腺素皮质激素等药物通过抗炎、调节机体免疫功

能等控制病情进展，虽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整体疗

效仍未达临床预期。研究证实，精神因素与本病的

发生发展密切相关［3］，因此，临床上多联合心理治

疗疏解患者不良情绪，以控制患者病情进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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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疗程较长，加之患者个体差异性较大，接

受能力不同，短时间内治疗效果并不明显。氟西汀

属于选择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剂的一种，临床研究证

实，氟西汀治疗术后抑郁患者中能够有效改善患者

不良心理状态，促进患者原发疾病的转归［4］，其应

用于口腔黏膜病的治疗中值得研究。基于此，本研

究旨在观察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氟西汀治疗糜

烂溃疡性口腔黏膜病的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征得患者同意及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采用

掷币法将我院 2018 年 3 月～2020 年 6 月期间入院的

糜烂溃疡性口腔黏膜病 85 例患者进行分组，其中联

合组 43 例，常规组 42 例，纳入标准：①符合糜烂溃

疡性口腔黏膜病诊断标准［5］；②认知功能正常，能够

配合治疗；③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处

于妊娠哺乳期女性；②既往精神病史；③入院前使用

同类药物治疗患者及药物禁忌症患者；④药物酒精依

赖史；⑤凝血功能异常患者。应用掷币法分组，常规

组患者的男女比例为 22：20；年龄范围为 28～63 岁，

平均（46.09±3.33）岁；疾病类型：糜烂性唇炎 15 例；

重型阿弗他溃疡 13 例；糜烂性扁平苔藓 14 例。联

合组患者中男性女性比例为 21：22；年龄 26～65 岁，

平均为（46.13±3.35）岁；疾病类型：糜烂性唇炎 13
例；重型阿弗他溃疡 15 例；糜烂性扁平苔藓 15 例。

联合组及常规组患者基线资料无统计学意义，有可

比性（P>0.05）。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创面消毒，给予曲安奈德（国

药准字 H53021604）黏膜下点状注射，3.5mL/ 次，1
次 / 周，同时对黏膜破损处给予金因肽（国药准字

S20010038）喷洒，1 次 /d。常规组增加心理治疗，

由我院取得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心理医师进行治疗，

每周 1 次，30～45min/ 次。联合组在心理治疗基础

上口服氟西汀（国药准字 H20160501）联合治疗，

20mg/d，1 次 /d，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30d。

1.3　观察指标

（1）焦虑抑郁情绪：于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30d

后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

评估，两种量表内包含项目均为 20 项，总分为 100
分，以 50 分为界限，<50 分提示患者情绪正常，≥

50 分表示患者存在焦虑抑郁情绪，得分越高，不良

心理状态越严重；（2）症状变化：评估患者治疗前后

疼痛及疾病严重程度改变，疼痛通过视觉模拟评分

法（VAS）进行评估，评分范围 0-10 分，分数越高

痛感越强；疾病严重程度通过口腔 REU 评分系统评

估，REU 评分依据病损的外观及面积进行评估，总

分 10 分，分数越高提示患者病情程度越严重，并对

比患者愈合时间；（3）临床疗效：显效：治疗后，疼

痛基本消失，REU 评分减分幅度 >70％；有效：VAS

评分及 REU 评分减分率 40％～70％；无效：未达有

效标准，或加重；（4）生活质量：应用简明健康测量

量表（SF-36）评估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SF-36 评

分包含 9 大项目，总分 180 分，最终得分越高，提

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将本研究 85 例患者干预前后数据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分析，疾病类型、临床疗效等计数资料数

据用（％）表示，比较用 χ2 值检验，生活质量、情

绪评分等计量资料数据用（x±s）表示，比较用 t 检

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抑郁情绪

治疗 30d 后对比显示，联合组患者 SDS 评分及

SAS 评分均较常规组患者水平高（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SAS、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30d后 治疗前 治疗30d后

常规组 42 69.11±6.63 50.09±4.44* 68.98±5.59 51.52±4.66*

联合组 43 70.02±6.88 43.87±3.99* 69.09±5.63 41.43±5.56*

t 0.6207 6.7968 0.0904 9.0570

P 0.5365 0.0000 0.9282 0.0000

注：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2　症状变化

常规组患者治疗后，REU 评分及 VAS 评分均高

于联合组患者（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症状变化对比（x±s，分）

组别 n
VAS评分 REU评分

愈合时间（d）
治疗前 治疗30d后 治疗前 治疗30d后

常规组42 5.88±1.11 2.06±0.88* 6.89±1.09 3.01±1.33* 16.69±3.39

联合组43 5.90±1.08 1.12±0.18* 6.92±1.11 1.09±0.34* 10.88±2.12

t 0.0842 6.7854 0.1257 9.0706 9.4482

P 0.9331 0.0000 0.9003 0.0000 0.0000

注：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

2.3 　临床疗效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1 年第 48 卷第 4 期 - 705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3　讨论

临床研究证实，口腔黏膜病的发生与多种因素

均有着重要的关联，常见的有食物、营养不良、激

素水平改变、局部创伤、维生素缺乏、精神紧张等

因素，除此之外，遗传因素、机体内系统性疾病、

微生物感染、免疫等因素亦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6］。

糜烂溃疡性口腔黏膜病是口腔黏膜疾病中较为高发

的一类，患者由于黏膜软组织出现缺损、溃烂等现

象，疼痛更为剧烈，如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病情进一步发展，可导致组织坏死，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及日常生活。糜烂溃疡性口腔黏膜病的

病因较为复杂，单纯的药物对症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当前临床上对于本病的治疗主要通过应用激素类药

物及生长因子进行抗炎、调节机体免疫功能，修复

创面，同时联合心理治疗，纠正患者异常精神状态，

取得一定进展［7］。但是，心理治疗是一种缓慢治疗

方式，在临床应用中，虽具有无创、适用范围广的

优点，但不能够快速的纠正患者不良情绪，影响患

者后续治疗的依从性，不利于疾病的有效控制。氟

西汀是临床上治疗焦虑抑郁的一线药物，在临床多

种疾病合并抑郁焦虑的治疗中均取得较高的效果［8］，

但是其在口腔疾病合并焦虑抑郁的治疗中报道并不

多见，联合治疗或许能够弥补单纯心理治疗的不足。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常规组患者治疗后 VAS 评

分、SAS 评分、REU 评分及 SDS 评分均较治疗前明

显降低，提示在常规药物对症治疗基础上增加心理

治疗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疼痛，控制病情进展，改善

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分析认为，常规药物治疗以缓

解症状，促进愈合为主，曲安奈德作用于机体后通

过抑制组胺物质及渗出物的释放，调节机体内炎性

因子水平，有效缓解疼痛，加快创面愈合，在临床

应用中，通过点状注射，有效延长药物的代谢时间，

局部给药使得药物效果最大化；金因肽属于内源性

生长因子的一种，主要有氨基酸分子组成，通过提

升靶细胞周期的转换速度，提升细胞增殖能力，结

合表皮细胞内的生长因子，促使蛋白酶激活，更利

于细胞的修复生长，其通过喷涂的方式作用于机体，

产生封闭效应，降低口腔内致病菌对病损的影响，

为创面的愈合营造良好的环境［9］；在此基础上增加心

理干预，通过积极与患者沟通，寻找患者症结，及

时疏解，纠正患者的不良精神状态，以控制病情的

进展。

联合组患者治疗后各项评分改善幅度均较常规

组患者更为显著，且患者的创面愈合时间显著缩短，

临床疗效及 SF-36 评分均优于常规组，提示联合氟

西汀能够更为有效的缓解患者症状体征，提升治疗

效果，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有研究指出，社会环境、

机体组织、自然是共同构成人体的组成要素，组织

只是要素之一，而其中任一要素出现失衡，均会导

致疾病的发生，口腔黏膜病是一种由多因素综合作

用下引起的疾病，不良心理因素会进一步促进疾病

的发生发展，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由于自身情绪较

差，不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会导致机体

神经内分泌系统出现紊乱，引起免疫系统与中枢神

经系统相互作用，引发或加重疾病［10］，因此，改变

患者精神状态，消除精神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对于

疾病的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且符合当前生物 - 社

会 - 心理医学模式。氟西汀是目前临床上治疗焦虑

抑郁的一线药物，通过抑制 5-HT 回收，提升 5-HT

功能，改善机体不良心理状态［11］。联合心理治疗，

相互协同作用下产生增益作用，互补不足，通过内

调机体神经递质水平，语言疏导，疏通症结，缓解

患者不良情绪，快速改善患者精神状态，结合药物

对症治疗，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控制病情进展。

治疗后，常规组患者中显效 21 例，有效 20 例，

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5.35％，联合组患者中显效 15
例，有效 18 例，无效 9 例，总有效率 78.57％，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5.3084，P=0.0212）。

2.4　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对比显示，联合组患者治疗后 SF-36
评分优于常规组患者（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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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变化

常规组（n=42） 43.22±2.23 16.09±1.88 8.29±0.76 20.08±1.67 8.31±0.70 11.65±1.39 21.01±0.89 15.33±1.01 3.21±0.31

联合组（n=43） 48.03±0.66 18.22±0.55 9.05±0.53 22.97±0.97 9.25±0.21 13.11±0.76 23.66±0.51 18.01±0.51 4.58±0.09

t 13.4165 7.0536 5.3361 9.7265 8.3437 5.9887 16.7909 15.3868 27.5299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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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光辉等［12］学者研究证实，应用氟西汀能够有效改

善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的心理状态，证实氟西

汀能够有效改善患者不良情绪，支持本研究结果。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随访时间较短，未能够观察到

患者远期复发率，同时，一线抗抑郁药物较多，本

研究仅观察氟西汀改善患者情绪的疗效，未对比其

他药物应用于口腔黏膜病中的效果，延长随访时间，

观察不同药物调节患者情绪是本研究的后续方向。

综上所述，氟西汀辅助用于糜烂溃疡性口腔黏

膜病患者的治疗中效果显著，结合常规治疗能够有

效减轻患者疼痛，缩短创面愈合时间，改善患者不

良精神状态，提升患者治疗疗效及生活质量，值得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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