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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辅助疗法对急性牙髓炎患者焦虑心理的影响

江　炜 1 、 江　申 1 、 李继东 2 、 李尚峰 2 

【摘要】目的　探讨音乐辅助疗法对急性牙髓炎患者焦虑心理的作用。方法　选择 2014 年 2 月

至 2017 年 2 月于我院口腔科门诊因急性牙髓炎治疗的患者共 160 例，随机分为音乐组和对照组，每

组 80 例，采用状态 - 特质焦虑量表（S-AI）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的焦虑状态，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结果　初次治疗后，音乐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S-AI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

疗前（P< 0.05），而音乐组的 S-A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t = 8.192，P< 0.001），复诊时音乐组患者较

初次治疗前的 S-AI 评分显著下降（P< 0.001）。初次治疗中和复诊治疗中音乐组患者的 VAS 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音乐组患者的治疗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2=9.001，P= 0.003）。结论　音乐辅助疗法能显著改善急性牙髓炎患者治疗期间

的焦虑情绪和疼痛程度，提高患者治疗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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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usic - assisted therapy on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endodontitis　 
 JIANG Wei，JIANG Shen，LI Jidong，et al.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Minqu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Shangqiu 47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music-assisted therapy on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ulpitis.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4 to February 2017，160 patients with acute pulpitis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music group and control group，80 cases for each group. The state-trait anxiety scale（S-AI）and VAS score were 

used to evaluated all the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S-AI score in both the music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and the S-AI score in the music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VAS score of pain in the musi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first and subsequent visit（P<0.001）. The acceptance rate of the musi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χ2=9.001，P=0.003）. Conclusion Music - assisted therapy 

can reduce the anxiety and pai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ulpitis and improve the rat of treatment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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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牙髓炎是口腔科最常见的急性疾病之一，

可导致患者剧烈的疼痛，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1］，患者对牙科诊疗存在恐惧心理，引起焦虑、

焦虑等的不良情绪，从而对治疗期间的疼痛更加敏

感，甚至出现抗拒治疗［2］。以心理疗法为基础的音

乐治疗在口腔领域中具有良好的效果［3，4］，本研究拟

探讨音乐辅助疗法在急性牙髓炎患者中的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和分组

选择 2014 年 2 月至 2017 年 2 月于我院口腔科

门诊因急性牙髓炎治疗的患者共 160 例，纳入标准：

（1）符合急性牙髓炎的诊断标准；（2）初次到口腔

科治疗；（3）年龄 18～60 岁；（4）男女不限；（5）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根尖周病、牙周

病等其它口腔疾病；（2）合并精神性疾病或认知功

能障碍的患者；（3）合并其它严重内科疾病的患者。

160 例患者根据患者的就诊时间先后循序按照随机数

字法分为音乐组 80 例和对照组 80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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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处理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一次性根管治疗，对患者进行

局部麻醉后，进行开髓、拔髓后，再进行局部清洁，

拔除根髓，测定根管长度后，待根管干燥后再使用

根充糊剂和牙胶尖对根管进行填充，并进行侧压固

定。治疗后一周给予常规抗感染处理。

音乐组在治疗前采用音乐辅助疗法，患者在进

行手术治疗前 15min，在医生指导下放松并聆听音

乐，音乐采用封闭式耳机播放，音乐播放采用班得瑞

（Bandari）的自然环境音乐，松弛身心，给人以返回

大自然的感觉。患者在进行治疗过程中全程在聆听音

乐中进行。复诊治疗患者也采用同样的流程进行。

1.3　评价方法

采用状态 - 特质焦虑量表（S-AI）评估患者对

所有患者于初次治疗前、初次治疗中以及再次复诊

行根管填充治疗前和治疗中的焦虑状态，共 40 项，

每项为 1-4 分，总分为 20-80 分，音乐组患者在聆

听音乐前即开始由专门的护士指导调查填写。采用

VAS 评分对比两组患者初次和复诊治疗期间的疼痛

程度，总分为 0-10 分，分数越高表明疼痛越严重。

对比两组患者初次治疗的舒适程度，共有满意、可

接受、难以接受共三个选项，同时记录两组治疗的

总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4.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计数资料采

用百分率（n，%）表示，比较采用卡方（χ2）检验；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均数比

较使用独立 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其中音乐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年龄和性别比例对

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音乐组患者平均治疗总时

间为（3.5±1.1）d，对照组为（3.7±1.3）d，两组比

价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1.050，P=0.295），如表 1
所示。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音乐组

（n=80）
对照组

（n=80） 统计值 P

年龄（岁） 30.3±7.2 31.1±9.1 t =0.617 0.538

性别比例（男/女） 36/44 41/39 χ2=0.626 0.429

治疗总时间（d） 3.5±1.1 3.7±1.3 t =1.050 0.29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焦虑程度对比

两组患者初次治疗前的 S-AI 评分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 =0.225，P=0.823），初次治疗中音乐

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S-AI 评分显著低于初次治疗前

（P<0.05），而音乐组的 S-AI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t =8.192，P<0.001），复诊治疗前音乐组患者较初次

治疗前的 S-AI 评分显著下降（P<0.05），且显著低于

对照组（t =6.473，P<0.001），复诊治疗中音乐组患者

的 S-AI 评分较初次治疗中显著下降（P<0.05），也显

著低于对照组（t =12.449，P<0.001），如表 2 所示。
表2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S-AI评分对比（x±s，分）

项目 音乐组（n=80） 对照组（n=80） t值 P

初次治疗前 51.1±8.3 50.8±8.6 0.225 0.823

初次治疗中 37.4±6.9* 46.6±7.3* 8.192 <0.001

复诊治疗前 42.3±8.0* 51.4±9.7 6.473 <0.001

复诊治疗中 32.1±5.7*#△ 46.0±8.2*# 12.449 <0.001

注：*与初次治疗前对比，P<0.05，#与复诊治疗前对比

P<0.05，△与初次治疗中对比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疼痛程度对比

两组患者初次治疗前的疼痛 VAS 评分对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t =0.263，P=0.793），初次治疗中和

复诊治疗中音乐组患者的疼痛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如表 3 所示。
表3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VAS评分对比（x±s，分）

项目 音乐组（n=80） 对照组（n=80） t值 P

初次治疗前 7.3±2.2 7.2±2.6 0.263 0.793

初次治疗中 2.6±0.9 3.5±0.8 6.685 <0.001

复诊治疗中 1.7±0.4 2.3±0.6 7.442 <0.001

2.4　两组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对比 

其中音乐组患者的治疗满意为 48 例，可接受为

26 例，可接受率为 92.5％，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满意

为 27 例，可接受为 33 例，可接受率为 75.0％，音

乐组患者的可接受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2=9.001，P=0.003），如表 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的满意度比例比较（n，%）

组别 N（例） 满意 可接受 难以接受 可接受率

音乐组 80 48 26 6 92.5％

对照组 80 27 33 20 75.0％

χ2 9.001

P 0.003

3　讨论

目前急性牙髓炎患者在初次就诊时多伴有恐惧、

焦虑和紧张的情绪，直接影响了患者的治疗过程，

导致疼痛加剧［5］，研究表明，音乐在医学中能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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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皮层，使患者对外界的刺激感觉减弱，可进一

步降低疼痛的阈值，同时也能唤起患者轻松愉快的

思想和情感，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6］。Mehr 等［7］发

现在牙科就诊的环境中配以音乐辅助疗法，能显著

增加患者对就诊环境的满意度和愉悦度，患者焦虑

程度的缓解可显著增加患者对治疗的可接受程度。 

本研发现：就诊前患者的平均 S-AI 得分均处于

较高的水平，经过治疗后，音乐组患者的 S-AI 评分

显著低于对照组，表明音乐辅助疗法能显著缓解患

者在治疗过程中的紧张状态［8］。本研究还发现：复诊

治疗时 S-AI 评分均较初次治疗前和对照组下降，表

明患者在初次治疗适应了音乐的辅助疗法后，进一

步减轻了复诊治疗时的焦虑感。这与以前的研究结

果类似，有研究表明，对牙科焦虑症的患儿进行音

乐辅助治疗后，其焦虑程度、脉搏和氧消耗量均显

著下降［9］。对比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结果也发现：采

用音乐辅助治疗的患者其疼痛程度也进一步减轻，

无论是在初次治疗中和复诊治疗中，音乐组患者的

疼痛程度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由于疼痛与焦虑具有

显著的相关性［10，11］，焦虑的情绪可以促进交感神经

的敏感，促进患者的疼痛高敏化，以前的研究也发

现采用音乐辅助治疗下其可以缓解患者在牙科开髓

时的疼痛［12］，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还发现：

音乐组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合上述，音乐辅助疗法能显著改善急性牙髓

炎患者治疗期间的焦虑情绪和疼痛程度，提高患者

治疗的满意度。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

比较短，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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