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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游戏对学龄前龋齿患儿围治疗期焦虑、恐惧的影响

师　歌 、 裴　蓉 、 单志鸣 、 石彩晓

【摘要】目的　探讨趣味游戏对学龄前期龋齿患儿围治疗期焦虑、恐惧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400 例学龄前期龋齿患儿为研究对象，数字表法随机均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趣味游戏。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前、治疗后儿童

焦虑量表 - 口腔科分量表（CFSS-DS）、儿童医疗恐惧量表（CMFS）以及疼痛客观评价量表（FLACC），

评估治疗期 Houpt 治疗过程完整性量表（HS）以 Frankie 治疗依从性量表（FS）。结果　观察组治疗

前、治疗后 CFSS-DS 评分、CMFS 评分、FLACC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围治疗期

HS 评分、FS 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趣味游戏能有效降低学龄前期龋齿患儿围治

疗期焦虑、恐惧情绪，改善疼痛症状，且能提高治疗完成度与依从性。

【关键词】 趣味游戏；学龄前期；龋齿；围治疗期；焦虑；恐惧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1）02-0366-03

Effects of fun games on anxiety and fear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dental caries during periopera-
tive period　　SHI Ge，PEI Rong，SHAN Zhiming，et al. 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fun games on anxiety and fear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dental 

caries during perioperative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400 children with preschool caries from January 2018 to Janu-

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by the digital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carried out routine ca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played fun games based 

on routine car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the children’s anxiety scale-stomatology scale（CFSS-DS），children’

s medical fear scale（CMFS），and pain objective assessment scale（FLACC）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Houpt treatment process integrity scale（HS）was evaluated by the Frankie treatment compliance scale（FS）dur-

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Results　The CFSS-DS score，CMFS score and FLACC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be-

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HS and F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during the treatment perio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Fun game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anxiety and fear in pre-school children with dental caries during the 

peri-treatment period，improve pain symptoms，and improve treatment completion and compliance.

【Key words】 Fun games；Preschool age；Caries；Peri-treatment period；Anxiety；Fear

焦虑与恐惧是患有口腔疾病的儿童围治疗期主

要的情绪体验，轻者影响治疗配合度，延长诊疗时

间，严重者甚至治疗中断或复诊失约，学龄前期儿

童尤其如此［1］。既往多通过父母陪伴、玩具诱导等

干预处理学龄前期龋齿患儿的焦虑、恐惧情绪，但

效果并不理想。根据儿童喜爱游戏的这一特点，游

戏治疗能够吸引患儿的注意力，使其忽略其它不良

心理刺激［2］。基于此，我科室根据学龄前期患儿年

龄、认知、兴趣特点，设计的一系列降低围治疗期

焦虑、恐惧情绪的趣味游戏，现将应用结果报道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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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8 年 1 月～2020 年 1 月 400 例学龄前

期龋齿患儿为研究对象，数字表法随机均分为对照

组与观察组，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

护理基础上进行趣味游戏。观察组男 115 例，女 85
例；年龄 4～6 岁，平均（5.11±0.42）岁；对照组男

性 120 例，女性 80 例，年龄 4～6 岁，平均（5.09
±0.48）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学龄前期的龋齿患儿，年龄 4～6
岁；进行乳牙龋齿充填治疗；家属对本次研究知情同

意；具备正常言语交流及理解能力。（2）排除标准：

患儿合并孤独症、抑郁症等影响手术配合；合并脑

炎、肺炎等其他严重疾病。

1.3　方法

对照组开展常规护理。诊疗全程保证监护人陪

伴；医护人员声音平和、温柔地向患儿讲解龋齿的危

害以及龋齿充填治疗过程；患儿治疗期间可携带自己

喜爱的人偶、动物等玩具；整个治疗期给予鼓励，并

配合轻拍肩膀、抚摸头部、握手等进行心理支持与

安抚。

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趣味游戏。（1）

建立信任关系：从监护人口中了解患儿性格、兴趣爱

好等，在家属的陪同下护士根据患儿基本特点进行

亲切交谈，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2）动画演示：将

儿童龋齿形成过程、治疗原理以卡通动画的形式进

行治疗前教育，引导患儿对龋齿治疗产生好奇心。

（3）龋齿填充游戏：使用龋齿模型，要求患儿根据

动画演示将残缺的牙齿模型用橡皮泥进行填充并在

护士、监护人的指导下修剪完整。（4）角色扮演：引

导患儿使用模拟口腔治疗器，例如模拟口镜、探针

等，让患儿扮演护士或医生，使用模拟工具为护士、

监护人进行“口腔治疗”，期间保持互动，患儿询问

护士或监护人感受，例如“疼不疼啊 ?”监护人或护

士回答：“不疼，就像蚊子咬了一下”等。（5）趣味

代币法：制作类似硬币的代币，告诉患儿配合护士清

洁口腔、铺巾、保持安静等均会得到代币奖励，这

些代币在治疗后能够换取玩手机游戏、玩具等。

1.4　观察指标

治疗前、治疗后评价情绪及疼痛情况：儿童焦

虑量表 - 口腔科分量表（CFSS-DS）［3］：包括 15 项儿

童牙科事件，评分 1～5 分，１分表示不担心，５级

表示非常担心，得分越高说明患儿越焦虑。儿童医

疗恐惧量表（CMFS）［4］：包括操作、环境恐惧等，共

17 项，每项评分 1-3 分，得分越高表示恐惧情绪越

严重；疼痛客观评价量表（FLACC）［5］：观察患儿面部

表情、行为、动作、哭闹、可安慰性等 5 项，每项

评分 0～2 分，得分越高提示患儿疼痛越严重。评估

治疗期 Houpt 治疗过程完整性量表（HS）［6］：评分 1-6
分，１分为治疗中断或失败，6 分为治疗过程完全顺

利，得分越高治疗过程越完整；Frankie 治疗依从性

量表（FS）［7］，根据患儿配合情况评分 1-4 分，1 分

表示完全不配合治疗，4 分为主动接受治疗，得分越

高依从性越良好。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0 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x±s”表

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CFSS-DS 评分、CMFS 评分、FLACC

评分比较

观察组治疗前、治疗后 CFSS-DS 评分、CMFS

评分、FLACC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 1。
表1　两组CFSS-DS评分、CMFS评分、FLACC评分比较（x±s）

组别 时间 CFSS-DS评分 CMFS评分 FLACC评分

观察组（n=200）治疗前 35.12±4.35 24.22±4.31 3.77±0.40

治疗后 27.12±3.88△▲ 17.56±3.72△▲ 2.23±0.32△▲

对照组（n=200）治疗前 48.12±5.03 34.24±5.44 4.20±0.44

治疗后 36.88±5.40△ 26.86±4.40△ 2.83±0.3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 HS 评分、FS 评分比较

观察组围治疗期 HS 评分、FS 评分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2　两组HS评分、FS评分比较（x±s）

组别 HS评分 CMFS评分

观察组（n=200） 5.12±0.33 3.52±0.24

对照组（n=200） 4.44±0.30△▲ 2.94±0.22△▲

t 21.563 27.588

P ＜0.001 ＜0.001

3　讨论

对于乳牙龋齿，目前多需要接受填充治疗以保

证牙齿、牙龈的正常生长发育，但学龄前期患儿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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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期的依从性以及医疗恐惧、焦虑一直是临床工

作的难题。疼痛、医院陌生环境等会造成患儿对口

腔科就诊的消极期望与就诊态度。围治疗期焦虑、

恐惧程度通常与年龄相关，学龄前期儿童的焦虑、

恐惧程度更高，这种情绪甚至可以持续到成人，造

成口腔治疗中断［8］。因此针对学龄前期龋齿患儿围

治疗期焦虑、恐惧，有必要采取积极有效的心理干

预措施以缓解其不良情绪，提高治疗依从性。

本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观 察 组 治 疗 前 、 治 疗 后

CFSS-DS 评分、CMFS 评分、FLACC 评分均显著低

于对照组，说明趣味游戏能够有效降低学龄前期龋

齿患儿围治疗期焦虑、恐惧以及客观疼痛感受。趣

味游戏开始前根据患儿性格、兴趣爱好等进行交谈，

拉近关系，因为对于小儿患者，建立良好的信任关

系是治疗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动画演示的好处在

于能够将儿童龋齿形成过程、治疗原理等通过儿童

喜爱的卡通动画形式进行演示，一方面降低患儿对

治疗的担心，也能引导其产生好奇心，有助于降低

焦虑情绪、提升治疗依从性［9］。患儿进行龋齿填充

游戏时，既可以转移其注意力，减少对治疗室陌生

环境的恐惧，另一方面让患儿知道龋齿的治疗其实

并不困难［10］。角色扮演是近年来针对小儿患者治疗

依从性差的重要护理方式，患儿扮演医生有助于增

加治疗前的趣味性，同时扮演的“患者”表现出轻

松、无疼痛也能降低患儿恐惧情绪［11］。本研究还发

现，观察组围治疗期 HS 评分、FS 评分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说明趣味游戏能够提高治疗依从性，增加

治疗过程的完整度。这不仅与角色扮演、龋齿填充

游戏降低其焦虑、恐惧有关，代币法的运用也是本

次趣味游戏干预的重要环节。代币法教育在小儿护

理中的基本原理是强化医护的期望动作，即对配合

清洁口腔、铺巾、保持安静等医护的期望动作给予

奖励，患儿一旦对完成某件事情产生兴趣便会提升

依从性，并有效降低焦虑、紧张情绪［12］。

综上所述，趣味游戏能有效降低学龄前期龋齿

患儿围治疗期焦虑、恐惧情绪，改善疼痛症状，且

能提高治疗完成度与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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