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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灼口综合征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及相关因素。 方法：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 焦虑自评量表

（SAS）、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以及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对 60 例灼口综合征患者和对

照组进行测评。 结果：灼口综合征患者抑郁、焦虑情绪明显高于对照组，“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呈正相

关；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人格与抑郁、焦虑情绪呈正相关。 结论：灼口综合征患者并发较高程度的抑郁、焦虑症

状，同时不同人格类型与应对方式对其焦虑、抑郁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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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observe mental status and its related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burning
mouth syndrome（BMS）. Method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Short Scale for Chinese(EPQ-RSC) and Medical Coping Model Questionnaire(MCMQ) were used to
evaluat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ymptoms, the personality features and coping style for patients with BMS (n=60) and the
control group (n=60). Results: Patients with BMS experienced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voidant” and “compliant” coping style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Psychoticism, neuroticism and
concealment personalit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Conclusion: BMS patients are com-
plicated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anxiety and/or depression symptoms. Both the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tate of BMS were
greatly impacted by personality and cop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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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口综合征（Burning Mouth Syndrome，BMS）是

口腔的一种慢性疼痛疾病，指以口腔粘膜、舌体烧灼

样疼痛感觉为主的征候群， 临床上也称为舌痛征 [1，2]，
在更年期或绝经前后期妇女中发病率高。 目前病因

尚不清楚，涉及口腔局部因素、神经系统因素和心理

因素等等[1，2]。 近几年来，心理因素在 BMS 发病中的

作用越来越来越受到关注。 研 究发现， 长期 患有

BMS 的病人在人格和心理方面发生了很大改变，如

抑郁、焦虑和人格障碍等[3-5]。 Bergdahl[4]等研究发现，
相比正常人 BMS 患者过于关注自己的健康，缺乏主

动性、想法偏于负性，同时具有主观性口干的个体抑

郁得分显著偏高。 此外研究还认为，大部分 BMS 患

者可能存在处理负性事件的能力受损， 从而使抑郁

及焦虑只能通过身体表达[5]。
目前国内外已有关于 BMS 心理健康状况的研

究[6-11]，但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本研究重在调查 BMS
患者的抑郁、焦虑水平、人格特征、 应对方式及其相

互关系，从而探索 BMS 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

响因素。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间在湘雅医院口腔

科门诊确诊为 BMS 的患者 60 例。 其中女性 45 例

（75%），男 性 15 例（25%）；年 龄 30~70 岁 ，平 均 为

51.43±14.00 岁；病程为 3 月~10.50 年，平均为 1.09±
0.53 年； 教育年限为 3-17 年， 平均为 10.60±4.65
年； 婚 姻 状 况 良 好 者（已 婚 且 配 偶 健 在）43 人，占

72.50%，其它未婚、离异、丧偶和分居者，共 17 人，
占 27.50%。纳入标准：符合 BMS 的诊断标准[12]；无明

显的全身器质性疾病； 排除三叉神经痛、 干燥综合

征、糖尿病、营养缺乏、免疫疾病、其它结缔组织病所

致的口腔不适； 排除全身系统性疾病在口腔中的表

现。
对照组随机选择湘雅医院体检中心口腔黏膜正

常、无痛、无系统性疾病、无慢性病史、无神经症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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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病史的正常人 60 例。 其中女性 45 例（75%），男性

15 例 （25%）； 年龄 28~69 岁， 平均为 50.14±13.75
岁；教育年限为 3-19 年，平 均为 11.93±3.86 年；婚

姻状况良好者（已婚且配偶健在）45 人，占 75%，其

它未婚、离异、丧偶和分居者，共 15 人，占 25%。 所

有参加测试的人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两组在年龄、性别构成、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

上均无显著差异。
1.2 工具

1.2.1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13] 共 20 个条目，4 级评分，分值越高，表明抑

郁症状越严重。
1.2.2 焦 虑 自 评 量 表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
SAS）[13] 共 20 个项目，4 级评分，分值越高，表明焦

虑症状越严重。
1.2.3 医 学 应 对 方 式 问 卷（Medical Coping Model
Questionnaire，MCMQ）[13] 该量表包含面对、 回避

和屈服 3 个因子，共 20 个条目。
1.2.4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 （Eysenck Person-
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Short Scale for Chinese，
EPQRSC）[14] 由钱铭怡等编制，由内外向性、精神

质、神经质和掩饰性四个分量表组成，共 48 个条目。
1.3 施测方法

采用个别施测的形式， 在医生的要求下由经过

培训的护士主试进行施测。 首先由主试讲解调查的

意义，征得被试同意后向其发放问卷，要求其当场填

写，并及时回收问卷。

2 结 果

2.1 BMS 患者 SDS、SAS、MCMQ 量表分析

BMS 组抑郁和焦虑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BMS
组在“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对

照组。 见表 1。

表 1 BMS 患者 SDS、SAS 与 MCMQ 得分与对照组比较

注：*P<0.05，**P<0.01，下同。

表 2 BMS 患者 EPQ-RSC 得分与对照组比较

2.2 BMS 患者 EPQ-RSC 量表分析

BMS 组精神质、神经质得分明显高于正常对照

组。 见表 2。
2.3 BMS 组抑郁、焦虑与应对策略、人格的相关

相关分析表明，“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与抑

郁情绪正相关显著(P<0.05)；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

人格与抑郁、焦虑情绪正相关显著(P<0.01)。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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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BMS 患者抑郁、焦虑情绪与应对策略、人格的相关分析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BMS 患者普遍具有较高的抑

郁和焦虑情绪，这与国内外的研究一致。 Rojo 等[6]应

用汉密尔顿抑郁焦虑量表对 BMS 患者进行调查发

现，51%的 BMS 患者存在抑郁症状， 且焦虑很大程

度地影响着患者的心理状态。 Chaudhary[7]、Soto Araya[8]

的研究也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BMS 组有明显的

焦虑、抑郁症状。 国内厦娟 [9]、岳玉敏 [10]、李幼华 [11]等

人的研究也报道了焦虑、 抑郁与 BMS 有密切的关

系，同时提示 BMS 很可能是因一些应激性社会生活

事件作用于一些具有特殊个性特征的敏感个体后引

发的一系列情绪障碍。
心身医学认为个体的个性特点与疾病的发生发

展和治疗存在一定的关系。 临床上 BMS 病人表现为

多思多虑疑病( 包括恐癌症)，对各种应激性事件反

应过于强烈，情绪激发后很难恢复平静。 Al Quran[15]

对 32 名 BMS 患者的人格特征进行评估发现，BMS
患者有明显的焦虑、愤怒、敌意、抑郁、冲动和易损性

等神经变应性反应。 本研究不仅从实证的角度证实

了精神质、神经质人格特征在 BMS 发病中的重要作

用，这与临床和以往的实证研究相一致，同时相关分

析还发现这两种人格特征与其抑郁、 焦虑水平密切

相关，即精神质、神经质人格得分高的患者其抑郁和

焦虑情绪得分也高。
本研究结果发现，BMS 组在“回避”和“屈服”应

对方式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表明 BMS 组在

面对疾病时更多的是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相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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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发现应对策略中的“回避”和“屈服”应对方式与抑

郁情绪正相关显著。 这表明采用“屈服”应对策略的

患者容易产生更多的负性情绪， 他们对恢复健康没

有指望，觉得自己对疾病无能为力。对于这部分患者

在治疗和护理过程中要表现出对其疾病治疗的坚定

的信心， 运用积极的语言取得患者的信赖， 并用一

些战胜病魔的实例，来帮助其消除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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