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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及口腔健康管理在孕妇牙周病治疗中的作用

彭　波 、 许　艳 、 代雪琪

【摘要】目的　探讨对牙周病孕妇治疗期间加强心理疏导及口腔健康管理的作用。方法　本文将

2018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收治的牙周病孕妇 80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40 例患者仅实施常规牙周基础治疗，观察组 40 例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强心理疏导及口腔健康

管理，统计分析牙周相关指标、治疗前后牙周情况、SAS 评分、口腔卫生状况及口腔保健自我效能

评分。结果　两组之间 SAS 评分、牙周相关指标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低；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

牙周情况、口腔卫生状况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高（P< 0.05）。结论　对牙周病孕妇加强心理疏导

及口腔健康管理效果较好，可有效改善患者牙周状况，改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口腔保健的自我效

能，进而改善其牙周相关指标，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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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oral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odontal disease 
in pregnant women　　PENG Bo，XU Yan，DAI Xueqi.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Zhumadian Central Hospital，
Zhumadian 46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oral health manage-

ment in pregnant women with periodontal disease during treatment. Methods　80 pregnant women with periodontal 

disease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20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40）and observation group

（n=40）Health status and oral health self-efficacy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SAS score and periodontal related indicator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The oral health self-efficacy score，periodontal condition and oral health statu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P<0.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oral health management for 

pregnant women with periodontal disease is good，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eriodontal status of patients，im-

prove the bad mood，improve the self-efficacy of oral health care，and then improve the periodontal related indicators，

and maintain a good oral health status.

【Key words】Periodontal disease；Pregnant women；Psychological counseling；Oral health management；Feasi-

bility；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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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是口腔科常见病，主要是发生在牙周组

织的疾病，其发生主要与口腔卫生、遗传及免疫等

因素有关，引起牙周病最主要的因素为口腔卫生差，

处于妊娠期的女性由于自身激素水平发生改变，因

此患有牙周病的概率较高，大部分患者由于口腔保

健管理自我效能相对较低且存在不良口腔卫生习惯

等因素的影响，极易导致牙龈与牙槽骨、牙骨质及

牙周膜受损［1］。加之口腔保健方式不正确及卫生认

知缺乏会损伤患者的牙龈与牙槽骨，进而出现牙周

病，由于口腔保健过程较为漫长，在治疗牙周病的

基础上若未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将会对牙周

病的治疗造成不良影响，极易反复发作［2］。孕妇牙

周疾病的发生或导致流产及早产，甚至引发某些先

天性疾病，因此需要给予患者积极有效的治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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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维护口腔卫生［3］。本研究观察心理疏导

及口腔健康管理对牙周病孕妇的效果，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将 2018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收治的牙周

病孕妇 80 例进行观察，随机分组之后观察组 40 例，

年龄最小 22 岁，最大 43 岁，均值（32.65±3.35）

岁；病程最短 2d，最长 61d，均值（31.53±0.47）

d。对照组 40 例，年龄最小 23 岁，最大 44 岁，均

值（33.75±3.25）岁；病程最短 3d，最长 62d，均值

（32.45±0.55）d。两组患者基本资料之间无明显差

异（P>0.05）。

纳入标准：（1）均经临床检查并探及附着丧失

确诊为慢性牙周炎；（2）近期均未接受牙周治疗；

（3）均无义齿；（4）均无胎膜早破或者妊高症等其

他妊娠疾病；（5）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合并糖尿病者；（2）近期使用免

疫抑制剂或者糖皮质激素者；（3）存在免疫系统疾

病者；（4）恶性肿瘤者；（5）合并其他口腔疾病者；

（6）中途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仅实施常规治疗

对患者实施常规龈上洁治、龈下刮治、根面平

整并为其冲洗牙周，加强健康宣教，向患者讲解口

腔健康的相关知识，告知其洁牙与龈下刮治的重要

性及相关注意事项，帮助患者改善口腔环境，指导

其采用正确的方式清洁口腔［4］。

1.2.2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强心理疏导

及口腔健康管理

1.2.2.1　心理疏导

评估并了解患者的妊娠情况，包括营养状况、

是否存在先兆流产及妊娠反应的强弱程度，分析并

评估患者的孕周、妊娠次数、早产史及有无流产，

加强心理疏导，患者由于红肿及牙周疼痛等症状的

影响，会对其生活质量与进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导致其出现较为严重的负面情绪［5］。医务人员需要

根据患者的心理焦虑程度进行疏导，观察患者的语

言及行为，评估其心理状态，向其讲解疾病的相关

知识，指导患者做好自我口腔卫生维护，给予其一

定的鼓励与安慰，最大程度上消除其担忧与顾虑情

绪，通过转移注意力及深呼吸的方式帮助患者缓解

心理压力，消除心理障碍，讲解治疗成功的案例，

提高其治疗的依从性与积极性，同时帮助其树立卫

生意识，提升其对口腔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6］。

1.2.2.2　口腔健康管理

根据检查结果对患者的卫生习惯与口腔健康状

况进行评估，询问其存在的口腔卫生习惯并对不良

习惯进行纠正，告知患者及其家属疾病发生的原因

及对母婴造成的不良影响，告知其自我控制菌斑的

方式与重要性，提升其对疾病认知度的同时让其全

面认识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并定期接受复诊，在每次

复诊时均需要对重点部位的菌斑进行控制，加强口

腔健康教育，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口腔习惯，提高

其对口腔问题的重视，定期更换牙刷，并且选择小

头软毛牙刷，教会其正确的刷牙方式，每天刷牙 2-3
次，每次在 3min 左右，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口腔卫

生习惯，防止交叉感染，在此期间注意清淡易消化

饮食，补充维生素，禁食高纤维及辛辣刺激性食物，

提高其自身的抵抗力［7］。

1.3　观察指标

统计分析治疗前后牙周情况、SAS 评分、牙周

相关指标口腔卫生状况及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

牙周相关指标包括 AL（附着丧失）、PD（探诊深度）、

BOP（探诊后出血）、BI（出血指数），BI 分级：0= 牙

龈健康，无炎症及出血；1= 牙龈颜色有炎症性改变，

探诊不出血；2= 探诊后有点状出血；3= 探诊出血沿

牙龈缘扩散；4= 出血流满并溢出龈沟；5= 自动出

血［8］。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定患者的焦虑情

绪，50～59 分表示轻度焦虑，60～69 分表示中度焦

虑，70 分以上表示重度焦虑，分数越低表示焦虑程

度越轻［9］。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主要包括口腔饮

食平衡、定期的口腔就诊、正确的刷牙方式，总分

为 75 分，评分越高表示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越好。口

腔卫生状况中软垢指数分值在 0-4 分之间，评分越

高表示卫生状况越差；龈沟出血指数分值在 0-5 分之

间，评分越高表示出血现象越严重；牙龈指数分值在

0-3 分之间，评分越高表示牙龈炎症越严重，卫生状

况越差［10］。

1.4　统计学方法

分析研究数据的软件为 SPSS 22.0，计量资料的

检验方式为 t 检验；计数资料的检验方式为 χ2 检验。

数据之间存在差异以 P<0.05 表示。

2　结果

2.1　牙周相关指标

两组之间牙周相关指标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

低，P<0.05，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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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治疗前后口腔卫生状况（x±s，分）

组别 例数
软垢指数 龈沟出血指数 牙龈指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0 2.38±0.91 0.72±0.18 2.05±0.83 0.61±0.22 2.28±0.38 0.68±0.22

观察组 40 2.33±0.96 0.27±0.12 2.12±0.95 0.38±0.12 2.17±0.11 0.32±0.17

t值 -- 0.239 13.156 0.351 5.805 1.758 8.189

P值 -- 0.812 0.001 0.727 0.001 0.083 0.001

表1　牙周相关指标（x±s）

组别 例数 AL（mm） PD（mm） BOP（％） BI（分级）

对照组 40 4.27±0.86 4.09±0.52 98.72±2.41 3.24±0.53

观察组 40 2.28±0.54 2.21±0.31 53.75±21.66 0.58±0.19

t值 -- 12.394 19.640 13.050 29.880

P值 -- 0.001 0.001 0.001 0.001

2.2　治疗前后牙周情况

观察组治疗前牙周情况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菌斑指数与牙龈出血

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2.3　治疗前后 SAS 评分

观察组治疗前 SAS 评分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 SAS 评分相比，观察组较对

照组低，P<0.05，详见表 3。

表2　治疗前后牙周情况（x±s，分）

组别 例数
菌斑指数 牙龈出血指数

治疗前 治疗后1周 产后1月 治疗前 治疗后1周 产后1月

对照组 40 2.49±0.24 1.86±0.34 3.79±0.85 2.37±0.44 2.17±0.72 4.57±0.35

观察组 40 2.43±0.48 1.65±0.51 1.54±0.25 2.27±0.62 1.88±0.32 1.34±0.65

t值 -- 0.707 2.167 16.061 0.832 2.328 27.672

P值 -- 0.482 0.033 0.001 0.408 0.023 0.001

表3　治疗前后SAS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1周 治疗后3周 治疗后6周

对照组 40 63.27±6.03 54.23±5.32 46.32±6.95 37.58±3.59

观察组 40 63.22±6.12 50.17±4.96 49.68±5.73 35.28±3.36

t值 -- 0.037 3.530 2.359 2.958

P值 -- 0.971 0.001 0.021 0.004

2.4　治疗前后口腔卫生状况

观察组治疗前口腔卫生状况与对照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软垢指数、龈沟出血指

数、牙龈指数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低，P<0.05，

详见表 4。

2.5　治疗前后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

观察组治疗前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与对照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口腔保健自我

效能评分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高，P<0.05，详见

表 5。

表5　治疗前后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分（x±s，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1周 治疗后3周 治疗后6周

对照组 40 36.72±5.19 40.28±6.53 56.23±6.12 68.44±5.17

观察组 40 37.13±5.69 44.52±5.27 68.26±6.18 72.35±4.26

t值 -- 0.337 3.196 8.748 3.691

P值 -- 0.737 0.002 0.001 0.001

3　讨论

牙周病主要发生于牙周支持组织的慢性感染性

疾病，发病原因较为复杂，牙结石与牙菌斑的致病

菌感染均会损害牙龈，导致牙龈萎缩，进而引发牙

周病，患者发病后会出现持续性的炎症反应，白细

胞介素与肿瘤坏死因子等炎性介质的释放会导致牙

槽骨吸收与牙龈萎缩，患者牙齿出现松动、疼痛与

移位现象，对外观与咬合功能有严重影响，最终导

致患者的牙齿脱落［11］。牙周病会对妊娠结局造成不

良影响，导致孕妇出现严重感染，影响患者进食，

不利于胎儿的健康，甚至会导致流产或者早产，因

此在治疗牙周病的同时加强口腔健康维护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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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对牙周病的治疗主要以抗感染、龈上洁治、龈

下刮治及根面平整为主，除此之外还需要改善患者

的口腔卫生习惯，以此来降低复发率［12］。

本研究发现，两组之间 SAS 评分、牙周相关指

标相比，观察组较对照组低；口腔保健自我效能评

分、牙周情况、口腔卫生状况相比，观察组较对照

组高。口腔保健是较为漫长的过程，正确认识口腔

卫生可帮助患者养成良好的口腔保健习惯，对患者

加强健康教育，提升其对疾病发病机制的认知，让

其了解到口腔保健的重要性可在根本上对牙周病的

发生进行预防［13］。对牙周病孕妇实施心理疏导可有

效减轻心理负担与疼痛感，构建良好的护患关系，

对于维护远期疗效有显著作用，在整个治疗过程实

施心理疏导有助于治疗的顺利实施，了解患者的疾

病情况与妊娠状况并对其加强心理疏导可提升其对

疾病的认知，进而提高其治疗的积极性与配合度，

同时还可减轻痛苦程度［14］。另外，对患者实施口腔

健康管理可改善其口腔卫生状况，帮助其养成良好

的卫生习惯与按时复诊的意识，进而有效改善患者

的牙周健康状况，减轻原有的牙龈炎症，保证优生

优育［15］。

综上所述，对牙周病孕妇加强心理疏导及口腔

健康管理效果较好，可有效改善患者牙周状况，改

善焦虑与抑郁等不良情绪，提高患者口腔保健的自

我效能，减轻疼痛程度，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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