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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正畸者治疗依从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唐　棠 、 高健文 、 路　顺 、 姬清晨

【摘要】目的　探讨口腔正畸者治疗依从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法　将本院 2016 年 7 月 ~2018

年 6 月接受治疗的 150 例口腔正畸者根据治疗依从性分为依从性良好组、依从性一般组、依从性差

组，另选择同期的 60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用 SCL-90 评估并比较四组的心理健康。结果　150 例

口腔正畸者中，依从性良好者 65 例，依从性一般 60 例，依从性差 25 例，依从性良好组的 SCL-90

评分中身体不适、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情绪、焦虑情绪、敌对态度、恐怖症状、偏执思维、

言行反常、生活不适维度得分显著低于依从性一般组和依从性差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治疗依从性与身体不适、人际敏感、敌对态度、恐怖症状、偏执思维无相关性（P> 0.05）；与强迫症

状、抑郁情绪、焦虑情绪、言行反常、生活不适呈正相关（P< 0.05）。结论　口腔正畸者容易出现

心理问题，治疗依从性主要与强迫症状、抑郁及焦虑情绪等心理问题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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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mental health in patients with orthodontics 
　　TANG Tang，GAO Jianwen，LU Shun，et al.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Shangqiu Central Hospital，Shangqiu 
476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mental health in patients 

with orthodontic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a total of 150 patients with orthodontics from 

July 2016 to June 2018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good compliance group，the general compliance group，and 

the poor compliance group. Another 60 cases of oral health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four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by SCL-90. Results　The good compliance group had 65 cases，the general 

compliance group had 60 cases，the poor compliance group had 25 cases. The score of the physical discomfort，obses-

sive-compulsive symptoms，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depression，anxiety，hostile attitude，horror symptoms，par-

anoid thinking，abnormal behavior，and discomfort dimensions in the good complianc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eneral/poor compliance group，and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the control group（P<0.05）. 

Treatment adherence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cores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depression，anxiety，ab-

normal behaviors（P<0.05）. Conclusion　The compliance of orthodontic treatment is mainly related to mental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depression and anxie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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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正畸是根据颌骨可塑性、牙骨质抗压性及

牙周膜内环境稳定性，对牙合畸形进行解除，并矫

正牙齿的技术 ［1］。治疗时间长、对进食有不适的影

响，可能影响美观，因而容易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

问题［2-3］，影响患者的依从性，青少年患者尤其如

此［4］。故本研究探讨口腔正畸者的依从性与心理健

康关系，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本院 2018 年 8 月 ~2019 年 2 月 150 例口腔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商丘市中心医院（商丘，476000）。

［第一作者简介］唐棠（1979.11-），女，河南商丘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口腔正畸。

［通讯作者］唐棠（Email：12853457@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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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86 例，女 64 例；年龄

12~23 岁，平均（16.6±4.2）岁。（1）纳入标准：首次

进行口腔正畸，佩戴托槽与弓丝时间≥ 6 个月；经本

院伦理会同意，参与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2）
排除标准：口腔习惯差、好发龋齿、牙周病、先天性

唇腭裂等患者；患有甲亢、结核病、精神病或面部有

血管瘤、明显瘢痕者。另选择同期的 60 例口腔健康

者设为对照组，其中男 43 例，女 47 例；年龄 11～24
岁，平均（16.9±4.4）岁。150 例口腔正畸者与 80 例

口腔健康者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由正畸科医师自制调查问卷，对口腔正畸者的

治疗依从性进行调查评分，包括少吃过硬、过粘的

食物，多进食柔软、小块食物，控制甜食摄入，少

喝碳酸饮料，正确进行口腔维护等，总分 100 分，

得分≥ 80 分，为依从性良好组，79~60 分为依从性

一般组，<60 分为依从性差组。比较四组的心理健康

量表（SCL-90）：包括 90 个自我评定项目，每个项目

采取 0~4 分 5 级计分，用身体不适、强迫症状、人

际敏感、抑郁情绪、焦虑情绪、敌对态度、恐怖症

状、偏执思维、言行反常、生活不适 10 个维度来表

示，得分越低，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1.3　统计学方法

全部数据初步以 EpiData3 .1 软件校正，采用

SPSS21.0 软件处理；“n（％）”形式录入计数资料，

并以 χ2 检验；“x±s”形式录入计量资料，结果用

t 检验；治疗依从性与 SCL-90 各维度的相关性使用

Pearson 直线相关法分析；检验水准：P<0.05 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依从性

150 例口腔正畸者中，得分≥ 80 分 65 例，依

从性良好率 43.33％；得分 79~60 分 60 例，依从性

一般率 40 .00 ％；得分 <60 分 25 例，依从性差率

16.67％。

2.2　四组的 SCL-90

在 SCL-90 评分中，依从性良好组的身体不适、

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情绪、焦虑情绪、敌对态

度、恐怖症状、偏执思维、言行反常、生活不适维度

得分显著低于依从性一般组和依从性差组，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四组的SCL-90比较（x±s） 

项目 依从性良好组
（n=65）

依从性一般
组（n=60）

依从性差组
（n=25）

对照组
（n=60）

身体不适 6.32±1.14①②③ 7.06±1.22⑤ 7.50±1.34⑥ 1.01±0.37

强迫症状 7.61±1.43①②③ 8.32±1.49④⑤ 9.15±1.66⑥ 0.62±0.22

人际敏感 9.12±1.85①②③ 10.03±1.92⑤ 10.78±2.11⑥ 0.51±0.19

抑郁情绪 7.25±1.30①②③ 9.38±1.61④⑤ 11.69±2.33⑥ 1.04±0.39

焦虑情绪 7.37±1.36①②③ 9.20±1.53④⑤ 11.35±2.25⑥ 0.93±0.28

敌对态度 5.02±0.81①②③ 5.37±0.85⑤ 5.68±0.90⑥ 0.27±0.08

恐怖症状 4.75±0.78①②③ 5.42±0.83⑤ 5.60±0.89⑥ 0.29±0.09

偏执思维 4.60±0.72①②③ 5.13±0.77⑤ 5.37±0.85⑥ 0.23±0.06

言行反常 4.52±0.69①②③ 4.88±0.73④⑤ 5.22±0.78⑥ 0.20±0.05

生活不适 6.28±1.25①②③ 7.14±1.26④⑤ 7.73±1.31⑥ 0.65±0.24

注：依从性良好组与依从性一般组比较，①P<0.05；依

从性良好组与依从性差组比较，②P<0.05；依从性良好组与

对照组比较，③P<0.05；依从性一般组与依从性差组比较，④

P<0.05；依从性一般组与对照组比较，⑤P<0.05；依从性差组

与对照组比较，⑥P<0.05。

2.3　治疗依从性与 SCL-90 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治疗依从性与 SCL-90 中的身体不适、人际

敏感、敌对态度、恐怖症状、偏执思维无相关性

（P>0.05）；与 SCL-90 中的强迫症状、抑郁情绪、

焦虑情绪、言行反常、生活不适呈正相关（P<0.05），

见表 2。
表2　治疗依从性与SCL-90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变量 相关系数 P

身体不适 0.678 0.456

强迫症状 1.113 0.039

人际敏感 0.897 0.178

抑郁情绪 1.445 0.021

焦虑情绪 1.328 0.027

敌对态度 0.667 0.385

恐怖症状 0.502 0.578

偏执思维 0.486 0.569

言行反常 1.212 0.032

生活不适 1.301 0.029

3　讨论

各种原因导致牙、颌骨、颅面关系异常都需要

进行口腔正畸治疗［5］。口腔正畸的需求日益增高［6］，

分类也越来越细 ［7］。为保证口腔正畸的效果，患者

均需要长时间配套矫治器，每餐饭后不仅要注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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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弓丝与牙齿的缝隙，还需防治牙釉质脱落、龋病、

牙周组织损坏、牙根吸收等［8］，这些导致患者容易

出现心理问题，影响口腔正畸治疗依从性 ［9］。

本研究发现：仅有 65 例患者依从性良好，依从

性差率高达 16.67％。这可能与本调查青少年患者较

多有关，青少年患者自制力、执行力、情绪的控制

能力较差［10-11］。而成人的面部骨骼已基本定型，牙

齿正畸的过程相对繁琐，有时还需要配合颌面外科

手术 ［12］。这导致成年人的依从性也不乐观。

心理状态可以改变行为方式，所以治疗依从性

与患者的心理健康状态有关［13，14］。本研究发现：依

从性良好组的身体不适、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

郁情绪、焦虑情绪等 SCL-90 维度评分均明显低于依

从性一般组和依从性差组，但高于对照组。本研究

还发现：相关性分析显示，口腔正畸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主要受心理健康状况中强迫症状、抑郁情绪、焦

虑情绪、言行反常、生活不适影响，可见，相对于

健康人群，口腔正畸患者或多或少都会存在一定的

心理问题。因此，建议在正畸治疗开始后每次复诊

都应该根据治疗需求及患者心理状态，进行辅导［15］。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样本量较小，样本来源较

为单一，心理测量工具也较为单一。但本研究初步表

明：口腔正畸者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治疗依从性主要

与强迫症状、抑郁及焦虑情绪等心理健康问题相关。

临床可据此实施心理干预，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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