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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机理论的心理干预对慢性牙周炎

病人心理状态及自我效能感的干预作用

谢摇 芬1,庞红霞1,孙小春1,周美燕1,郑摇 旭1,2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时机理论的心理干预对慢性牙周炎病人心理状态及自我效能感的作用。 方法:选取 80 例慢性牙周炎

病人,依据入院时间顺序分组,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间的 40 例作为对照组,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间的 40 例作为观

察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基于时机理论的心理干预。 对比 2 组疾病知识掌握度、心理状态

[状态 -特质焦虑问卷(STAI)、流调用中心抑郁量表(CES鄄D)评分]、牙周相关指标[牙龈出血指数(BI)、牙周袋深度(PD)、菌
斑指数(PLI)、附着水平(CAL)]、自我效能感、牙周健康(OHIP鄄14)评分及护理满意度。 结果:干预后观察组 BI、PD、PLI、CAL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 < 0. 01),健康知识掌握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STAI、CES鄄D 等心理状态评分较对照组低(P <
0. 01),自我效能感较对照组增强(P < 0. 01),生理障碍、心理障碍、生理性疼痛等 OHIP鄄14 评分低于对照组(P < 0. 01);干预

结束后,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基于时机理论的分阶段针对性心理指导可抑制慢性牙周炎病人不

良心理感受,提升健康知识水平,增强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改善病人牙周指标,促进口腔健康,且护理满意度高。
[关键词] 牙周炎;时机理论;心理干预;心理状态;自我效能感;口腔健康

[中图法分类号] R 781. 42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2. 04. 030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iming theory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elf鄄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

XIE Fen1,PANG Hong鄄xia1,SUN Xiao鄄chun1,ZHOU Mei鄄yan1,ZHENG Xu1,2

(1. Department of Dentist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570102;2. School of Dentistry,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Haikou Hainan 570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iming theory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self鄄
efficacy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 Methods:Eigh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ime order of admission. Forty patients from May 2018 to May 2019 and 40 patients from June 2019 to May 2020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he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based on timing theory. The disease knowledge mastery,psychological state
[state鄄trait anxiety questionnaire(STAI) and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鄄D)],periodontal index[ gingival
bleeding index(BI),periodontal pocket depth(PD),plaque index(PLI) and attachment level(CAL)],self鄄efficacy,periodontal health
(OHIP鄄14) points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After intervention,the levels of BI,PD,PLI
and CAL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and the mastery of health knowledg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After intervention,the scores of STAI and CES鄄D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the self鄄efficac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 0. 01),and the OHP鄄14 scores of physiological disorders,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nd physical pai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After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control group (P < 0. 01 ). Conclusions: The targeted psychological guidance based on timing theory can inhibit the negative
psychological feeling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periodontitis,improve the level of health knowledge,enhance the sense of self鄄efficacy,
help to improve the periodontal index of patients,promote the oral health and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摇 [ Key words] periodontitis; timing theory; psychological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intervention;mental state;self鄄efficacy;oral health

摇 摇 慢性牙周炎是常见的口腔疾病,牙周微生物是

其始动因素,但单纯细菌因素不足以完全解释牙周

相关病情的复杂性与严重性。 近年来,随医学模式

转变,社会心理因素在牙周炎发病、进展、治疗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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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方面的影响作用日益受到关注[1 - 3]。 有研

究[4 - 5]显示,牙周炎与社会心理因素存在明显相关

性,心理及精神因素是急性溃疡性坏死性牙龈炎的

重要病因。 随研究深入,人们发现重度慢性牙周炎

病人通常处于一种忍耐压抑状态,明显 A 型人格、
工作压力大、经济状况下降与牙周附着丧失明显相

关,牙周病可因心理应激而加重病情。 加强慢性牙

周炎病人心理干预,纠正其不良心理状态,减轻心理

应激至关重要[6 - 7]。 慢性牙周炎病情变化是一个动

态演变的过程,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心理状态,而时

机理论指出人的体验和需求是随时间而变化的[8],
因此,本研究采用基于时机理论的心理干预针对不

同分期与慢性牙周炎疾病特点,由专人对病人进行

一对一个性化指导。 现就干预效果作一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20 年 5 月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80 例慢性牙周炎病人,均
知情并同意本研究;排除精神疾病者、早期妊娠者、
认知障碍者、无听说读写能力者;将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间的 40 例慢性牙周炎病人作为对照

组,将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间的 40 例慢性牙

周炎病人作为观察组。 2 组性别、年龄、病程、病情

程度、婚姻状况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均具有可比性。

表 1摇 2 组病人一般资料的比较

分组 男 女 年龄 / 岁 病程 / 月
病情程度

轻度摇 中度摇 重度摇
婚姻状况

未婚摇 已婚摇

观察组 22 18 52. 85 依 5. 11 19. 96 依 3. 22 9 21 10 11 29

对照组 20 20 51. 42 依 5. 85 20. 85 依 3. 87 11 20 9 13 27

字2 0. 20 1. 16# 1. 12# 0. 48 0. 24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 值

1. 2摇 方法摇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护理人员热

情接待病人及其家属,监测病人牙周及口腔情况,随
机口头告知病人慢性牙周炎相关知识、手术方案及

注意事项等,手术期间配合术者工作,术后及时予以

并发症防护措施,并于治疗结束后做好随访工作。
观察组采用基于时机理论的心理干预。 (1)准

备阶段。 成立时机理论小组,由科室护士长担任组

长,1 名口腔科专科医生,4 名口腔科研究生,主要负

责数据的统计分析。 参考慢性牙周炎发病因素、临
床表现等,制定符合慢性牙周炎疾病特点的《慢性

牙周炎健康教育手册》,手册内容图文并茂,通俗易

懂,同时邀请口腔科专家予以审核、修订。 (2)实施

阶段。 基于时机理论的不同分期与慢性牙周炎疾病

特点,将慢性牙周炎病人的心理干预过程划分为 5
个阶段,分别为诊断期、治疗期、准备期、调整期及适

应期,由专人进行一对一个性化指导。 淤诊断期:该
阶段慢性牙周炎病人缺乏疾病相关知识,认为病情

较为严重,多表现为担心、害怕等心理问题。 护理人

员主动对病人进行自我介绍,与病人及其家属,建立

良好护患关系,并充分掌握病人实际情况及整体信

息,从而选取最适合方式对病人及其家属展开健康

宣教,如宣传手册、视频播放、一对一讲解、讲座、小
型交流课堂等方式,宣教内容包括慢性牙周炎致病

因素、临床表现、治疗措施、护理干预方法、短 /长期

疗效等相关信息。 于治疗期:该阶段慢性牙周炎病

人因不了解手术器械、步骤出现恐慌、排斥等心理问

题,此时建议进行一对一指导,即通过一对一面谈方

式主动告知病人及其家属慢性牙周炎治疗相关信

息,如手术过程、手术仪器、药物作用机制、联合用药

优势、手术仪器操作及治疗期间可能出现不良事件、
注意事项、手术费用等,注意与病人及其家属交流期

间尽量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或采取心理暗示、语言暗

示,手术操作前,护理人员告知病人操作医生手术经

验,并与病人保持交流,转移病人对治疗及不适的关

注,若病人过于紧张或主诉不适,可安慰病人;讲述

以往慢性牙周炎治疗成功经验,消除病人不良心理

情绪,指导病人正确面对疾病,保持良好心态,积极

配合慢性牙周炎治疗。 盂准备期:该阶段慢性牙周

炎病人因疼痛、出血等并发症认为手术失败,出现焦

虑、不安等心理问题,此时建议进行个别指导,即护

理人员及时肯定病人手术效果,消除内心疑虑,并通

过一对一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告知病人术后

注意事项及坚持药物治疗重要性,30 min 内切勿漱

口,禁烟禁酒,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保证充足睡眠,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或提供家庭支持,将社会及家庭

干预重要性告知家属,促进病人与家属间密切交流,
叮嘱家属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对病人的关心、鼓励,避
免产生抑郁、自卑等不良情绪及心理,以便后续干预

工作顺序进行。 榆调整期:该阶段慢性牙周炎病人

自护能力低下,进一步加重焦虑、不安等心理问题,
此时建议进行追踪护理,即为病人提供专门的专家

门诊,制定对应时刻表,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 24 h
咨询热线;或进行线上病友交流会,通过微信群聊及

公众号方式,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沟通交流平台,及
时解答疑惑,鼓励病人之间可通过交流沟通,提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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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牙周炎相关知识的掌握度,提升彼此间情感交

流,找到彼此病人之间共同点,鼓励病人倾诉内心真

实想法,使其感受到被支持、理解,从而消除不良心

理状态。 虞适应期:该阶段慢性牙周炎病人病情逐

渐好转,病情趋于稳定,建议采取网络平台护理服

务,护理人员通过定期于微信公众号及群聊内发布

慢性牙周炎健康知识,如慢性牙周炎发病高危因素

及处理措施等,加强病人及其家属对疾病健康知识

掌握度,鼓励家属和病人倾诉感受及需求,正确指导

病人调整工作及生活节奏,使病人尽可能适应。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牙周相关指标:于干预前后采

用牙周组织检查器检测牙龈出血指数(BI)、牙周袋

深度(PD)、菌斑指数(PLI)、附着水平(CAL)变化。
(2)疾病知识掌握度:专家指导下护理人员设计《牙
周病健康知识调查表》,问卷共 20 个题目,涉及牙

周病相关基础健康知识,答对 1 题计 1 分,答错计 0
分,分值范围 0 ~ 20 分,依据得分水平分为高等水平

(15 ~ 20 分)、中等水平(8 ~ < 15 分)、低等水平( <
8 分)。 (3)心理状态:采用状态 - 特质焦虑问卷

(STAI)与流调用中心抑郁量表(CES鄄D)评估干预

前后心理变化,STAI 量表包含状态焦虑问卷和特质

焦虑问卷,评分范围 20 ~ 80 分,评分与焦虑情绪正

相关,量表一致性 Cronbach忆s 琢 系数 0. 47 ~ 0. 79;
CES鄄D 量表包括积极情绪、抑郁情绪、活动迟滞与人

际关系、躯体症状等维度,共 20 个条目,采用 3 级计

分法,总分逸16 分即存在抑郁症状,各维度一致性

Cronbach忆s 琢 系数 0. 54 ~ 0. 84。 (4)自我效能感:干
预前后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评估,共
10 项内容,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作答,每项 1 ~ 4 分,
分为完全正确(4 分)、多数正确(3 分)、有点正确(2
分)、完全不正确(1 分),共 10 ~ 40 分,评分越高则

自我效能感越强;该量表在慢性牙周炎病人中表现

出良好信效度,一致性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73。
(5)牙周健康:于干预前后采用口腔健康影响程度

量表中文版(OHIP鄄14)评估,量表包括生理障碍(3
个条目)、心理障碍(2 个条目)、生理性疼痛(3 个条

目)等维度,采用 5 级计分法,0 是从无,1 是很少,2
是有时,3 是经常,4 是很经常,分值越低提示口腔健

康状况越好;量表一致性 Cronbach忆s 琢 系数为 0. 83。
(6)护理满意度:采用纽卡斯尔护理服务满意度量

表(NSNS)评估,量表共 19 个项目,5 级计分法,分
为非常不满意(19 ~ < 38 分)、不满意(38 ~ < 57
分)、一般(57 ~ < 76 分)、满意(76 ~ < 95 分)、非常

满意(逸95 分)。 总满意度 = (非常满意 + 满意) /
总例数 伊 100% 。
1. 4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t 检验、 字2 检验和 Ridit
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牙周相关指标 摇 干预前 2 组 BI、PD、PLI 及

CAL 水平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
预后观察组 BI、PD、PLI、CAL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牙周相关指标比较(x 依 s)

分组 n BI PD / mm PLI CAL / mm

干预前

摇 观察组 40 2. 79 依 0. 34 6. 26 依 0. 75 2. 21 依 0. 32 6. 01 依 0. 48

摇 对照组 40 2. 68 依 0. 35 6. 41 依 0. 98 2. 16 依 0. 34 6. 12 依 0. 64

摇 摇 t — 1. 43 0. 77 0. 68 0. 87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干预后

摇 观察组 40 0. 86 依 0. 22** 3. 89 依 0. 51** 0. 96 依 0. 20** 4. 36 依 0. 40**

摇 对照组 40 1. 92 依 0. 43** 4. 51 依 0. 70** 1. 80 依 0. 31** 5. 16 依 0. 58**

摇 摇 t — 13. 88# 4. 53 14. 40# 7. 18#

摇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与干预前比较**P < 0. 01;#示 t忆值

2. 2摇 2 组健康知识掌握度比较摇 干预前 2 组健康

知识掌握度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
预后观察组健康知识掌握度优于对照组(P < 0. 01)
(见表 3)。

表 3摇 2 组健康知识掌握度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干预前

低等水平摇 中等水平摇 高等水平摇
干预后

低等水平摇 中等水平摇 高等水平摇

观察组 40 20(50. 00) 14(35. 00) 6(15. 00) 摇 6(15. 00) 7(17. 50) 27(67. 50)摇

对照组 40 21(52. 50) 13(32. 50) 6(15. 00) 摇 13(32. 50) 12(30. 00) 15(37. 50)摇

u — 0. 18 2. 64

P — >0. 05 < 0. 01

2. 3摇 2 组心理状态比较摇 干预前 2 组心理状态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预后观察组

STAI、CES鄄D 等心理状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和 P < 0. 01)(见表 4)。
2. 4摇 自我效能感和牙周健康评分摇 干预前 2 组自

我效能感、牙周健康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预后观察组自我效能感 GSES 评分高于对

照组,生理障碍、心理障碍、生理性疼痛等 OHIP鄄14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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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摇 2 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STAI CES鄄D

干预前

摇 观察组 40 42. 00 依 18. 13 38. 15 依 6. 52

摇 对照组 40 41. 83 依 17. 63 37. 74 依 7. 02

摇 摇 t — 0. 04 0. 27

摇 摇 P — >0. 05 > 0. 05

干预后

摇 观察组 40 29. 48 依 5. 12** 18. 38 依 4. 56**

摇 对照组 40 32. 32 依 6. 55** 25. 56 依 5. 15**

摇 摇 t — 2. 16 6. 60

摇 摇 P — <0. 05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与干预前比较**P < 0. 01

表 5摇 2 组自我效能感和牙周健康评分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牙周健康

摇 生理障碍摇 摇 摇 心理障碍摇 摇 摇 生理性疼痛摇
自我效能感

干预前

摇 观察组 40 11. 10 依 0. 85 7. 22 依 0. 63 10. 56 依 1. 32 18. 15 依 2. 11

摇 对照组 40 10. 96 依 0. 96 7. 36 依 0. 40 10. 32 依 1. 10 17. 23 依 2. 58

摇 摇 t — 0. 69 1. 19# 0. 88 1. 75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干预后

摇 观察组 40 6. 33 依 1. 10** 3. 12 依 1. 36** 3. 85 依 1. 21** 34. 85 依 3. 10**

摇 对照组 40 8. 20 依 1. 33** 5. 48 依 1. 25** 6. 12 依 1. 32** 28. 69 依 3. 96**

摇 摇 t — 6. 85 8. 08 8. 02 13. 32

摇 摇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组内配对 t 检验:与干预前比较**P < 0. 01;#示 t忆值

2. 5摇 护理满意度摇 干预结束后,观察组护理满意度

高于对照组(P < 0. 05)(见表 6)。

表 6摇 2 组护理满意度比较[n;百分率(% )]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摇 总满意度

观察组 40 19(47. 50) 19(47. 50) 1(2. 50) 1(2. 50) 0(0. 00) 38(95. 00)

对照组 40 13(32. 50) 17(42. 50) 5(12. 50) 2(5. 00) 3(7. 50) 30(75. 00)

合计 80 32(40. 00) 36(45. 00) 6(7. 50) 3(3. 75) 3(3. 75) 68(85. 00)
uc — 2. 09 0. 20 1. 62 0. 00 1. 39 6. 28*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字2 值

3摇 讨论

摇 摇 第三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我国 35 ~
44 岁居民牙周健康率为 14. 5% ,而牙龈出血检出率

达 77. 3% ,牙周袋检出率 40. 9% ;我国 60 ~ 74 岁老

年人 牙 周 健 康 率 14. 1% , 牙 龈 出 血 检 出 率

68. 0% [9 - 10]。 由此可见,我国牙周炎是普遍存在并

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影响慢性牙周炎发病、进展因素较多,自
我效能是参与其发展过程的重要心理因素之一[11]。
张静等[12]认为,增强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改变牙周炎

病人生活方式,曲梦等[13] 也提到,增强自我效能感

能有效维持口腔健康状况,促进科学口腔健康行为

的形成。 此外,研究[14] 报道,牙周炎病人处于高度

紧张、焦虑等状态时,大脑皮质对痛觉敏感性增加,
牙周疼痛感加强。 因此运用有效心理干预措施纠正

不良心理状态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基于此,本研究

尝试将心理干预应用于慢性牙周炎病人,时机理论

认为,疾病的发展可分为不同阶段,即事件 /诊断期

(event / diagnosis )、 稳定期 ( stabilization )、 准备期

(preparation)、实施期 ( implementation) 和适应期

(adaptation)五个阶段,不同时期为个体提供具体教

育和信息支持,以满足病人动态变化需求。 鉴于此,
本研究以时机理论为框架展开心理干预,以实际理

论为指导,结合慢性牙周炎疾病发展特点及病人生

理、心理需求,将整个心理干预以诊断期 -治疗器 -
准备期 -调整期 - 适应期为流程展开,针对不同时

期病人需求特点予以针对性指导。 慢性牙周炎病人

普遍存在疾病认知不足现象[15],在诊断期着重健康

宣教工作,通过丰富化、多形式展开健康教育活动,
能促进病人掌握更多疾病相关知识,正确认识疾病,
做到正确口腔保健,养成良好口腔行为习惯。 此外,
在不同时期给予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以消除病人

紧张、焦虑、恐惧、消极等心理状态,随不同时期不同

干预措施实施,可形成潜移默化效果,逐渐提升病人

自信心,增强其保持良好口腔保健行为能力,最终达

到提升自我效能感的目的。 本研究显示,相比常规

护理干预,基于时机理论的心理干预能有效纠正病

人不良心理状态,增强自我效能感,提高其疾病知识

掌握度。
本次心理干预过程符合知信行理论,通过时机

理论指导下的分阶段心理干预,牙周炎病人知识掌

握度提高,能正确认识慢性牙周炎发病、进展、治疗

及保健相关知识,并能保持良好心理状态,树立治疗

信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配合医护治护工作,同
时日常加强口腔保健,对改善自身牙周健康,促进病

情转归具有积极意义,知识 - 信念 - 行为的一系列

思想及行为改变的过程,最终达到既定目标,有助于

从根源改变个体思想,形成良好行为习惯,为保持口

腔健康奠定基础。 此外,本研究显示,接受基于时机

理论的心理干预的慢性牙周炎病人对本次干预工作

满意度较高,原因在于,根据牙周炎疾病发展特点,
(下转第 5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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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手术效率,从源头上控制了感染的发生。
综上,前沿管理干预流程图适用于本院消毒供

应室管理,可提高管理效率。
[ 参 考 文 献 ]

[1]摇 孔懿,林鸿怡,张贤平,等. 内镜诊疗中心管理及清洗消毒现

状分析[J] . 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20,31(8):1039.
[2] 摇 江双珠,黄淑清,傅淑英. 不同清洗方法对硬式内镜器械清洗

效果的研究[J] . 中国消毒学杂志,2020,37(7):546.
[3] 摇 李培文,狄佩佩,杨晓林,等. 采用硬式内镜工作指引图谱提

高消毒供应中心工作效率[ J] . 中医药管理杂志,2020,28
(21):227.

[4] 摇 NEVES MS, SILVA MG,VETURA GM, et al. Effectiveness of
current disinfection procedures against biofilm on contaminated GI
endoscopes[J] . Gastrointest Endosc,2016,83(5):944.

[5] 摇 DIAB鄄ELSCHAHAWI M,BLACKY A,BACHHOFNER N,et al.
Challenging the Sterrad 100NX sterilizer with different carrier
materials and wrappings under experimental " clean" and " dirty"
conditions[J] . Am J Infect Control,2010,38(10):806.

[6] 摇 耿军辉,廖化波,王雅琴,等. 消毒供应中心腹腔镜手术器械集

中管理的效果分析[J]. 护理实践与研究,2020,17(5):131.
[7] 摇 张兵兵,薛凡. 消毒供应中心工作人员手卫生依从性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分析[J] . 应用预防医学,2020,26(3):219.
[8] 摇 曹威,毛建英,岑尧,等. 某三级甲等医院妇科护士手卫生依

从性调查与分析[J] . 环境卫生学杂志,2019,9(4):358.

[9] 摇 LI C, YANG JM, CHEN R, et al. Urogenital photoacoustic
endoscope[J] . Opt Lett,2014,39(6):1473.

[10] 摇 HONG X,LU T,FRUZYNA L,et al. A dual鄄modality smartphone
microendoscope for quantifying the physi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properties of epithelial tissues[J] . Sci Rep,2019,9
(1):15713.

[11] 摇 WANG B,WANG C,ZHONG F, et al. 3D acoustic resolution鄄
based photoacoustic endoscopy with dynamic focusing[ J] . Quant
Imaging Med Surg,2021,11(2):685.

[12] 摇 何利. 前沿管理干预流程图在消毒供应室医院感染控制中的

应用[J] . 全科护理,2020,18(30):4154.
[13] 摇 夏树华. 上海市某区医疗机构消化内镜消毒现状调查[ J] . 中

国消毒学杂志,2014,31(11):1195.
[14] 摇 黄小明,雷展业,曹少珍. 感染管理体系对消毒供应室器械管

理的效果[J] . 国际护理学杂志,2018,37(16):2289.
[15] 摇 KENTERS N, HUIJSKENS EGW, MEIER C, et al. Infectious

diseases linked to cross鄄contamination of flexible endoscopes[J] .
Endosc Int Open,2015,3(4):259.

[16] 摇 MATI MLM, GUIMAR魧ES NR, MAGALH魧ES PP, et al.
Enzymatic detergent reuse in gastroscope processing:a potential
source of microorganism transmission [ J ] . Rev Lat Am
Enfermagem,2019,27:e3211.

(本文编辑摇 赵素容)

(上接第 550 页)
将干预分为五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病人的生理、心理

需求不同,本次干预工作以此为依据给予相应干预

措施,以病人为中心,充分体现了护理工作的人文关

怀及针对性、科学性、合理性,更加贴合病人实际需

求,有助于建立良好护患信任关系,提升护理满意度。
综上所述,基于时机理论的心理干预通过分阶

段针对性心理指导可抑制 CP 病人不良心理感受,
提升健康知识水平,增强自我效能感,有助于改善病

人牙周指标,促进口腔健康,且护理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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