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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口腔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在慢性牙周炎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秦 娟 

东营胜利胜东医院  山东东营 

【摘要】目的 探讨系统化口腔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在慢性牙周炎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将我院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80 例慢性牙周炎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对照组给予系统化口腔护理，实验组实施系统

化口腔护理联合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对工作满意度、牙齿健康知

识了解度、慢性牙周炎复发率。结果 实验组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对工作满意度高

于对照组，牙齿健康知识了解度高于对照组，慢性牙周炎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慢性牙周炎患

者实施系统化口腔护理联合健康教育效果确切，可减轻患者不良情绪，提高其对牙齿健康知识的认知水平，

降低复发率，提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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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value analysis of systematic oral care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 chronic periodon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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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systematic oral care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 chronic periodontitis.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double-blind random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systematic oral car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systematic oral care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The anxiety SAS score and depression SDS score, job satisfaction, knowledge of dental health, and recurrence rate 
of chronic periodontiti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Results The anxiety SAS 
score and depression SDS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job 
satisfaction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understanding of dental health knowledg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of chronic periodontiti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systematic oral care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 
has an exact effect, which can alleviate the patients' negative emotions, improve their cognitive level of dental 
health knowledge,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and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Keywords】Systematic oral care; Health education; Chronic periodontitis; Application value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越来

越好，同时也形成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这对人

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影响。目前，牙周病的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其发病年龄也在不断增加。牙龈发

炎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引起牙周组织炎症，长期下

去会扩散到牙周组织，从而形成慢性牙周炎，这种

疾病在早期是很难发现的，患者对牙齿、牙周健康

知识的缺乏都会造成牙周组织的炎症。如果不及时

治疗，会导致牙齿松动、牙龈萎缩、脓肿等情况，

会导致患者的饮食出现营养不良、消化系统、心血

管系统等问题。但这类病人对求诊有一定的畏惧，

因而不能遵从[1,2]。慢性牙周炎的病情是一个非常漫

长的过程，要想让病人恢复的更快，除了要对药物

进行调整外，还要对病人进行护理。系统口腔护理

是一种综合性、综合性、针对性的护理计划。另外，

牙周病不仅会损害牙周组织，影响说话、咀嚼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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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美感，还可能造成社会、精神方面的障碍。更

关键的是，牙周炎也会导致一些常见的糖尿病、冠

心病等全身病症，从而影响到患者的身体和生活质

量。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需要强化对患者的

健康教育。本研究探析了系统化口腔护理联合健康

教育在慢性牙周炎中的应用价值，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 月 80 例慢性牙周

炎患者，双盲随机法分二组。每组例数 40。 
其中实验组年龄 21-68 岁，平均（45.21±2.27）

岁，男 29：女 11。对照组年龄 21-65 岁，平均（45.
21±2.91）岁，男 27：女 13。两组一般资料统计 P
＞0.05。本研究经伦理批准。入选条件：没有严重

的心、脑、肝、肾方面的疾病，没有认知功能的损

害。排除条件：有心理问题，不能进行正常的沟通。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系统化口腔护理，（1）病人在门诊

就诊期间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护士要用最大的热

情迎接病人，了解病人的基本状况，并对病人进行

必要的解释，并耐心地回答病人的问题。（2）慢性

牙周炎患者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因为牙周肿胀会导

致患者的面部浮肿，从而影响患者的审美观，所以

患者会出现焦虑，对牙周治疗方案不熟悉，会产生

畏惧，所以护士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和安抚，并

详细说明治疗方案和注意事项，播放音乐、视频等

可以分散患者的注意力。（3）护士应加强与病人的

沟通，在解释的过程中尽量做到简单易懂，以满足

不同文化程度的病人的需要，如果是语言上的问题，

需要用视频来解释。（4）虽然同为慢性牙周炎，但

由于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等因素，需要针对患

者的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的口腔护理，包括合理的

用药指导、合理的作息时间、注意饮食、保持口腔

卫生、定期复查等。（5）针对患者的反应和依从性，

对其进行分析，并持续改进护理计划，使其达到最

佳的护理效果。 
实验组实施系统化口腔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在

以上基础上进行健康教育。（1）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根据相关研究，人们的饮食习惯和牙齿的健康

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吃了太多的甜食或者碳酸

饮料，很容易引起牙周病，如果你吃了太多的甜食

或者是喝了碳酸饮料，那么你的牙齿就会变得非常

敏感。所以要尽量少吃含糖的食品和汽水。（2）选

择正确的牙膏。第一种是中药牙膏，属于中药牙膏，

添加了一些中药成分，可以起到消炎止血、清热解

毒的作用。第二种是含盐的牙膏，大家都知道，盐

是一种抗炎、抗菌的产品，含有盐的牙膏可以在刷

牙的时候释放出一定的盐，可以有效地抑制口腔中

的细菌和牙菌斑。另外，在使用牙膏时要谨慎，不

推荐使用市面上常用的美白牙膏，因为它含有过氧

化物、羟磷灰石等，可以通过化学漂白或者物理摩

擦的方式去除牙齿表面的色素，达到美白牙齿的目

的，虽然可以起到一定的美白效果，但也会对牙齿

造成很大的损害，容易引起牙齿敏感、牙肉敏感、

发炎等症状。因此，在选购牙膏时，请务必保持理

性。（3）刷牙漱口。刷牙除了可以让牙齿变白之外，

还可以去除牙菌斑、食物残渣、污垢，保持口腔的

干净整洁，对牙齿和牙周组织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但是，牙菌斑在刷牙后，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粘

附在干净的牙齿表面，特别是晚上睡觉以后，因为

分泌的唾液会减少，导致牙齿的自洁能力下降，这

就为细菌的繁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最好是

一天两次刷牙，最好是早一次，晚一次，晚上睡觉

之前刷牙非常重要。可以在饭后漱口，去除口腔中

的残留物，保持口腔的清洁，同时也可以通过咀嚼

无糖口香糖来促进唾液的分泌，减少口腔的酸性，

达到清洁牙齿、清新口气的作用。（4）定期检查。

临床上的研究表明，牙周病的发病速度很慢，大部

分病人在初期没有任何症状，很难察觉，但是一旦

有了疼痛、不适感，那就是病情发展到了中晚期，

这会导致治疗的困难，会加重病人的痛苦和花费，

并且不能保证疗效。因此，建议大家定期去医院做

一次口腔健康检查，最好是一年一次，这样可以及

时发现、诊断、治疗牙周病变，同时还可以有效地

控制牙周病变的发展，从而防止其它全身疾病的发

生。（5）普及牙周病和全身疾病关系。①糖尿病与

牙周疾病的相关性。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代

谢性疾病，其发生率很高，对人体的健康有很大的

危害，主要包括：中枢神经系统、泌尿系统等。糖

尿病与牙周疾病是互相作用、互相促进的。与未患

有糖尿病的人相比，患有牙周疾病的几率高出 2~3
倍，其中，严重、顽固性的牙齿疾病发生率明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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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糖尿病组。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有以下几点：

一是因为细菌的感染，二是因为慢性的炎症因素，

引起机体的免疫功能失调，从而引起牙周疾病的发

生。②心血管病与牙周病变的相关性。血管炎症及

炎症损伤是造成动脉硬化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重

要因素。牙周疾病可导致血液凝块的生成，炎症成

分的含量显著增高。牙周病是一种长期的传染性疾

病，它可以引起动脉硬化、缺血性心脏病、心肌梗

死、脑血管事故等。同时，由于血脂升高，引起了

微血管内脂肪的沉淀，血液的粘稠程度增加，从而

引起了牙周组织的微循环紊乱，从而影响了牙周的

胶原蛋白的生成，从而降低了牙周组织对细菌和局

部外伤的抵抗力，从而诱发了牙周病的发病。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对工作满意度、牙齿健康知识了解度、慢性

牙周炎复发率。 
1.4 统计学处理 
SPSS23.0 软件中，计数 x2 统计，计量行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意义。 
2 结果 
2.1 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 
护理前两组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比

较，P＞0.05，护理后两组均显著降低，而其中实验

组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如表 1。 
2.2 对工作满意度 
实验组的对工作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 

表 1 护理前后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比较（x±s，分） 

组别（n）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40） 54.84±3.33 45.32±2.03 52.33±1.22 45.13±1.74 

实验组（40） 54.37±3.53 39.05±1.23 52.45±1.15 40.65±0.93 

t 0.144 20.213 0.134 15.315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n）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40） 20 12 8 32(80.00) 

实验组（40） 28 12 0 40(100.00) 

X2    6.806 

P    0.009 

 
2.3 牙齿健康知识了解度 
实验组牙齿健康知识了解度达到 95.00%均高

于对照组 75.00%，P＜0.05。 
2.4 慢性牙周炎复发率 
实验组慢性牙周炎复发率低于对照组（x2=4.50

7，P=0.034＜0.05）。实验组慢性牙周炎复发有 1
例，占 2.5%，而对照组慢性牙周炎复发 8 例，占 2
0.0%。 

3 讨论 
慢性牙周炎是一种由局部原因导致的牙周支持

组织的慢性炎症，通常是由于外伤性咬合、食物嵌

塞、牙石、牙菌斑等原因造成的，其中 35 岁以上的

中老年人最为常见，其主要症状是牙周溢脓、牙齿

松动、牙周袋等[3,4]。在临床上，不仅要对此类病人

进行必要的治疗，还要注意对其进行有效的护理干

预。在临床上，既要对病人进行有效的治疗，又要

对病人进行有效的护理，这样才能使病人的病情得

到改善[5,6]。 
传统的护理方法可以达到较好的护理效果，但

是随着现代人健康意识的提高，传统的护理方法已

经无法满足病人的高质量需求。 
系统化的口腔护理是一种科学的护理方法，在

对慢性牙周炎病人进行住院宣教、心理干预、健康

指导等护理干预，可以有效地改善其消极情绪，提



秦娟                                                  系统化口腔护理联合健康教育在慢性牙周炎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 152 - 

高其治疗依从性，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系统化的口

腔护理是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护理计

划，以达到缓解症状和减轻患者治疗过程心理负担

的目的[7,8]。 
健康教育是一种常见的临床护理内容，它主要

是通过对病人所患疾病的健康知识进行宣传，使病

人对该病的发病原因、治疗方法、治疗时应注意的

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以便更好地与医务人

员合作，提高治疗效果。而通过对病人的健康教育，

可以使病人认识到牙周病的治疗和护理的重要性，

使病人了解口腔保健的重要性，从而促进病人的自

我管理能力提高。慢性牙周炎病人的牙膏选择、刷

牙健康教育、饮食健康教育、病理知识宣教等方面

的健康教育，可以有效地提高病人的刷牙、合理饮

食依从性和治疗依从性[9-11]。 
本研究显示，实验组焦虑 SAS 评分和抑郁 SDS

评分低于对照组，对工作满意度高于对照组，牙齿

健康知识了解度高于对照组，慢性牙周炎复发率低

于对照组，P＜0.05。可见，系统化口腔护理可以帮

助病人了解自己的病情，让病人知道自己在治疗的

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减轻不良情绪，这样才能更好

的参与到治疗和护理之中。而健康教育提高了患者

对疾病知识的了解，两者联合，可达到：（1）热情

的接待可以缓解病人对不熟悉的环境和牙医的恐

惧。（2）完善的健康教育可以加深病人对牙周病的

认识，从而在治疗中改善病人的顺应性。（3）通俗

易懂的宣传方式，能让所有人都能理解，进一步提

高认知度。 
总之，对慢性牙周炎病人进行系统的口腔护理、

健康教育，可以促进病人的遵从性，促进其形成良

好的生活习惯。 
综上，慢性牙周炎患者实施系统化口腔护理联

合健康教育效果确切，可减轻患者不良情绪，提高

其对牙齿健康知识的认知水平，降低复发率，提高

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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