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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暗示治疗对慢性牙周炎患者负性情绪及疼痛的疗效 

苏　莹 、 贾兴亚 、 杨　丹 、 高玉琴

【摘要】目的　研究心理暗示法用于慢性牙周炎治疗期焦虑抑郁情绪及疼痛管理的临床价值。

方法　将我院 82 例慢性牙周炎患者抽签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均 41 例。对照组采取常规

管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治疗期间实施心理暗示干预，比较两组治疗期间负性情绪焦虑自评量表

（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差异，并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疼痛（VAS 评分）及临床疗效指标探

诊深度（PD）、临床附着水平（CAL）、龈沟探诊出血（BOP）的改善情况。结果　干预前两组 SAS、

SDS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干预后 SAS、SDS 评分较干预前显著降低（P< 0.05），观

察组干预后 SAS、SDS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两组干预前、干预后 PD、CAL、BOP 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干预后 1 周、1 月、2 月 VAS 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均显著较低

（P< 0.05）。结论　心理暗示法有助于改善慢性牙周炎患者治疗期间疼痛及不良情绪，但对临床疗

效无明显影响，其用于慢性牙周炎治疗期的疼痛管理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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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 therapy on negative emotion and pain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　　SU Ying，JIA Xingya，YANG Dan，et al. Affiliated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
versity，Shenyang 110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 therapy on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ood as well as pain 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 Methods　82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with 41 cases in each.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sycho-

logical intervention of verbal suggestion and toy transfer during the basic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whil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routine management during treatment. The pain（VAS score）and clinical efficacy index，

depth of investigation（PD），clinical attachment level（CAL）and gingival bleeding（BOP）were observed and com-

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　The difference of SAS and SD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Scores of SAS and SDS after treatment in all patient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after treatment（P<0.05），and after treatment，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D，CAL and 

BO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P>  0.05）.1 week，1 month and 2 months after treatment，

the VAS pain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
clusion　Psychological suggestion therapy can help to release the pain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but i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linical efficacy.

【Key words】Psychological suggestion；Chronic periodontitis；Anxiety；Depression；Pain management

慢性牙周炎治疗中疼痛是患者依从性降低的主

要原因，而有效镇痛成为临床管理的重点环节。既

往研究认为心理状态与痛觉感受存在相关性［1］，故

心理调节成为口腔医学疼痛管理的重要内容，尽管

镇痛药物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体验，但药物多存在

不良反应，而心理管理成本低且具有显著效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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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具有更高的适用性。既往研究中大多围绕视频、

音乐、环境管理等方式缓解疼痛，但外部调节对条

件要求较高，且干预效果不佳，国内有关心理调节

改善口腔治疗疼痛的探究较少。心理暗示法是在非

对抗条件下通过语言、行为等使他人接受暗示者意

见、态度并改变自身行为，心理学角度来看此方式

较直接劝说作用更大。本次研究对我院 82 例慢性牙

周炎患者开展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旨在为慢性牙周

炎疼痛管理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标准

患者年龄＞ 18 岁；全口患牙双侧＞ 2 颗以上患

牙的牙周袋探诊深度≥ 4，有明确探诊出血；依从性

良好，沟通、理解能力正常；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经伦理会审核批准。

1.2　排除标准

合并牙敏感、牙周脓肿等其他牙周疾病；合并

严重心、脑、肾等内科疾病；近期接受镇痛等药物干

预；妊娠、哺乳期妇女；精神疾病史。

1.3　患者资料

选取我院 2012 年 8 月 ~2014 年 8 月慢性牙周炎

患者 82 例，抽签随机分为观察及对照两组，均 41
例，观察组男 25 例，女 16 例，年龄 29~46 岁，平

均（39.31±4.13）岁，病程 2~7 年，平均（4.13±

1.04）年，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11 例，高中或中专

16 例，大专及以上 14 例；对照组男 27 例，女 14 例，

年龄 31~45 岁，平均（38.94±4.02）岁，病程 1.8~6.5
年，平均（4.01±1.13）年，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8
例，高中或中专 16 例，大专及以上 17 例。两组年龄、

性别、病程、文化程度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4　护理方法

对照组采取超声洁治常规操作，治疗过程无暗

示，治疗期进行牙周健康的基础宣教。两组均持续

干预 2 月后进行相关指标观察。

观察组：（1）语言暗示法：开始前操作医师语气

和蔼、面带微笑进行自我介绍：“您好，我叫 XXX，

从事慢性亚牙周炎治疗多年，您采取超声洁牙机治

疗可获得很好的疗效，但治疗中有轻度不适没有影

响的”。期间与患者保持交流，并询问患者工作、生

活等转移其对治疗及不适的关注，如患者过于紧张

或主诉较强不适，则说：“快要结束了”、“看，牙周

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了”、“放心，治疗期间不适大多数

人都可以耐受的”。（2）玩具转移法：观察组患者发

放直径 5cm 球形玩具，玩具需有弹性且质软，告知

患者治疗期间可通过握球缓解不适。

1.5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干预前、干预后 1 月、2 月抑郁

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SDS、SAS

评分：含 20 个项目，采用 4 级评分，分值越高表示

抑郁或焦虑越严重；（2）比较两组干预前、干预后 1
月、2 月牙周探诊深度（PD）：用牙周探针测量患者

患牙牙龈缘至袋底距离，每牙选 6 个位点测量数值，

含颊侧中央、近中舌侧、近中颊侧、远中颊侧、舌

侧中央、远中舌侧，每个位点测量 2 次，以平均值

为准。临床牙周附着丧失（CAL）：完成牙周袋深度

测量后当探诊尖朝牙根面退出时，定位釉牙骨质界，

得到釉牙骨质界至龈缘的距离，以袋深度减去距离

获得附着丧失数据。探诊出血（BOP）：与 PD 测量

同时进行，牙周探诊后如 30s 内有出血，记录阳性，

但需在探诊时注意探诊压力，避免结果失准，后根

据阳性位点数所占总点位比值计算，以％记录；（3）
以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患者疼痛程度，长标

尺分为 10 等分，有刻度标出，左右端分别为 0、10
分，分数越高表示疼痛越严重，根据患者自身情况

选择对应刻度。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处理数据，计量资料按（x±s）
表示，两两对比采用 LSD-t 检验，组间多时点对

比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计数资料计算构成比

（n，％），对比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负性情绪比较

两组基线 SAS、SDS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干预后 1、2 月较干预前均显著较

低（P<0.05），观察组干预后 1、2 月 SAS、SDS 评分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两组临床疗效指标比较

干预前两组 PD、CAL、BOP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干预后 PD、CAL、BOP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不同时点疼痛程度比较

观察组干预后 1 周、1 月、2 月与对照组比较均

显著较低（P<0.05），见表 3、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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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不同时点疼痛程度比较（x±s，分）

组别 基线 1周 1月 2月 F P

观察组 4.21±1.52 3.62±1.74 3.01±1.22 1.51±0.25 13.699 0.000

对照组 4.23±1.57 4.75±1.22 3.74±1.25 2.86±1.11 10.597 0.000

t 0.059 3.405 2.676 7.587

P 0.953 0.001 0.009 0.000

图1　两组VAS积分变化趋势

3　讨论

目前心理暗示镇痛的具体机制尚未明确，既往

研究认为痛觉敏感度与注意力相关［2］，因此考虑心

理暗示是通过言语等方式转移患者对疼痛等不适的

注意力来提高痛阀，故“疼痛阀门说”是负面心理状

态影响牙科疼痛的主要原因。当牙周炎患者处于焦

虑、高度紧张等状态时，大脑唤醒水平提高，脑干

网状结构上行激活增强，最终提高大脑皮质对痛觉

敏感性［3］。国内外研究显示不良情绪导致疼痛敏感

度增高，而躯体不适作用于心理形成恶性循环［4］。

另外不良情绪可激活交感肾上腺系统，增加体内去

甲肾上腺素递质释放，导致血压、心率等异常波动，

最终增加痛觉［5］。因此采取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逆

转负性情绪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既往研究口腔疾病患者多采取视频、音频播放

转移患者注意力以提高痛阀，景泉［6］等对 40 例口腔

疾病患儿采取头戴式影音娱乐系统干预，结果显示

患儿配合度提高，疼痛明显缓解。张国良［7］等对牙

科恐惧症患者实施椅位视频干预来转移注意力，结

果显示紧张情绪显著缓解。但也有研究认为单一视

频或音频播放对洁治疼痛干预效果不佳。本研究显

示心理暗示在慢性牙周炎治疗中具有一定镇痛作用。

本次研究与既往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未采用昂贵的音

频、视频设备，仅通过玩具、言语进行心理暗示，

笔者查阅既往研究，未见类似方法应用，故具有一

定的研究价值。本研究纳入对象均为超声波洁治治

疗的慢性牙周炎患者，此类患者已被证实对疼痛敏

感度较高，主要原因考虑与牙本质敏感疼痛有关，

在治疗过程中洁治器的机械刺激或冷、热刺激导致

患者依从降低，且治疗过程多伴有牙龈出血、咽部

刺激、张口时间过长等，诸多因素导致患者畏惧洁

牙，长此以往不利于患者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最

终影响病情［8］。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VAS 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提示心理暗示有显著的镇痛效果，

且患者焦虑、抑郁显著改善。

另本次研究显示采取心理暗示法对临床指标无

显著改善作用，这与既往研究存在一定差异［9］，王

表1　两组负性情绪比较（x±s，分）

组别
SAS SDS

基线 干预后1月 干预后2月 基线 干预后1月 干预后2月

观察组 56.21±4.62 42.25±3.64 43.16±3.55 58.15±4.25 44.36±5.13 43.61±5.02

对照组 55.77±5.14 51.36±4.46 50.64±4.13 57.36±5.49 53.69±6.24 54.64±6.51

t 0.408 10.133 8.795 0.729 7.396 8.591

P 0.685 0.000 0.000 0.468 0.000 0.000

表2　两组临床疗效指标比较

组别
PD/mm，x±s CAL/mm，x±s BOP/％

基线 干预后1月 干预后2月 基线 干预后1月 干预后2月 基线 干预后1月 干预后2月

观察组 5.31±0.31 3.74±0.51 3.23±0.42 4.11±0.32 3.64±0.41 3.11±0.24 36.75±10.31 14.41±7.13 9.25±2.04

对照组 5.24±0.28 3.72±0.52 3.33±0.45 4.12±0.33 3.67±0.33 3.09±0.25 36.71±10.25 14.39±7.14 9.27±2.06

t 1.073 0.176 1.041 0.139 0.365 0.370 0.018 0.013 0.044

P 0.287 0.861 0.301 0.890 0.716 0.713 0.986 0.990 0.965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年第 45 卷第 6 期 - 1137 -

◎

护
理
园
地◎

 N
ursing discussion

瑢等［10］的大鼠动物实验提示心理应激加重牙周炎进

程，而采取有效治疗后两者均得到改善。另有研究

认为机体存在焦虑状态时，出现下丘脑、垂体、肾

上腺皮质分泌增多，而神经内分泌反应可诱发糖皮

质激素处于高水平，免疫、炎性反应受抑制，不利

于牙周组织修复、牙槽骨吸收，最终加重病情，同

时可能因外周小血管收缩影响牙龈正常血流，营养、

氧吸收能力减弱，不利于局部组织处于平衡抵抗作

用［11］。本次研究与既往研究结果差异考虑与所纳入

患者基线心理状态差异有关，本研究干预前患者多

处于轻度或无焦虑、抑郁状态，故单一心理暗示的

影响有限，同时患者牙周组织已受破坏，牙周组织

不可再生性无法单一通过心理管理方式获得改善。

综上，心理暗示法可显著改善慢性牙周炎患者

疼痛及不良情绪，具有一定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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