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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奥布卡因凝胶在牙科畏惧症患儿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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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评价盐酸奥布卡因凝胶在牙科畏惧症患儿中的应用遥 方法院员员园 例患儿随机分成 圆 组遥 实验组 缘远 例袁采用盐酸

要暂

奥布卡因凝胶联合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液局部浸润麻醉曰对照组 缘源 例袁采用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液局部浸润麻醉遥 比较

两组患儿改良疼痛行为量表渊皂燥凿蚤枣蚤藻凿 遭藻澡葬增蚤燥则葬造 责葬蚤灶 泽糟葬造藻袁酝月孕杂冤评分和改良儿童牙科焦虑面部表情量表渊葬 枣葬糟藻 增藻则泽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皂燥凿蚤枣蚤藻凿 糟澡蚤造凿 凿藻灶贼葬造 葬灶曾蚤藻贼赠 泽糟葬造藻袁酝悦阅粤杂枣冤评分遥 结果院实验组 缘缘 例完成治疗袁对照组 源愿 例完成治疗袁对照组患儿的评分明显
高于实验组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遥 结论院盐酸奥布卡因凝胶降低了注射麻药时的疼痛袁缓解了儿童牙科畏惧心理袁

适合临床推广应用遥
咱关键词暂

盐酸奥布卡因凝胶曰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液曰牙科畏惧症曰改良疼痛行为量表曰改良儿童牙科焦虑面部表情量表
R758.63

咱中图分类号暂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晕杂圆园员远员员圆愿

咱文献标志码暂

牙科畏惧症是指患者对牙科诊治过程或其中
某些环节产生恐惧尧紧张或害怕的心理状态袁在行
为上表现为敏感性增高尧耐受性降低袁甚至逃避治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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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医院口腔科门诊因牙髓炎和乳牙滞留需要拔除

乳牙的患儿 员员园 例袁其中男 远园 例袁女 缘园 例遥 年龄 缘耀

员员 岁袁平均年龄渊远援缘 依 圆援猿冤岁遥该临床试验经南京医

遥 缘 岁以上学龄前期尧学龄期的儿童袁他

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同意袁家长

们以主观表象形式认识外界事物袁只对形象的语言

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同意后进行遥 纳入标准院淤乳

和从事过的活动才能理解袁疼痛阈值低袁疼痛敏感

牙滞留需拔除的患儿袁乳牙松动不明显袁对应的恒

性高袁因此对牙齿治疗的疼痛尧打针比较畏惧袁而对

牙已经萌出袁无拔牙禁忌证曰于患儿龋坏牙齿符合

诊室环境尧高速涡轮机的声音以及一些没有见过的

牙髓炎的诊断袁载 线片示龋坏牙齿达牙髓或接近牙

治疗器械在经过医生和家长的耐心解释和形象描

髓腔袁根尖或者根分叉处未见明显阴影袁牙根未吸

咱员原圆暂

疗的现象

述后一般都能接受遥 但是如果在治疗前或者治疗中
遇到疼痛袁就可能表现出哭闹尧拒绝张口尧回避尧反
抗等不利治疗的行为袁严重的可导致治疗失败 遥 对
咱猿暂

于 缘 岁以上的患儿如何避免疼痛是提高治疗成功

率的关键遥 盐酸奥布卡因凝胶作为表面麻醉剂已经
成熟地用于妇产科和眼科袁在成人口腔也有应用袁但
是在儿童口腔科尚未有相关报道遥本研究采用盐酸奥

收或者吸收不超过牙根 员 辕 猿曰盂患儿无系统性疾病曰
榆患者对口腔科陌生环境尧口腔检查器械和高速涡
轮机的声音可接受袁害怕疼痛曰虞患儿家长了解整

个治疗过程并愿意参加本研究遥排除标准院淤患牙牙
本质龋袁或者已经形成根尖周炎或根尖周脓肿袁或者
牙根吸收超过 员 辕 圆曰于滞留乳牙松动明显袁不需要局

部浸润麻醉袁仅表麻即可曰盂有精神疾病尧心血管疾病

布卡因凝胶联合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液局部浸润

及其他躯体疾病者曰榆患儿非常恐惧袁医务人员的解

麻醉治疗牙髓炎牙齿和拔除滞留乳牙袁以探讨盐酸奥

释和安慰没有效果袁 任何口腔检查和声音都接受不

布卡因凝胶在儿童口腔疾病中无痛治疗的应用价值袁

了曰虞有不良牙科就诊经历遥

从而提高临床治疗的质量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选择 圆园员缘 年 圆要员圆 月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

咱基金项目暂

江苏省妇幼健康科研项目渊云圆园员缘缘苑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蕴躁猿远园愿苑缘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鄢

员员园 例患儿根据初诊顺序随机分成 圆 组袁实验组

缘远 例渊共 远圆 颗牙齿冤袁需要拔除的乳牙有 猿源 颗袁牙髓

炎牙齿 圆愿 颗渊第一恒磨牙 远 颗袁第一乳磨牙 员园 颗袁第

二乳磨牙 员圆 颗冤曰对照组 缘源 例渊共 远园 颗牙齿冤袁需
要拔除的乳牙 猿园 颗袁牙髓炎牙齿 猿园 颗渊第一恒磨
牙 缘 颗袁第一乳磨牙 员员 颗袁第二乳磨牙 员源 颗冤遥 两
组患儿的性别尧年龄及牙齿的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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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盐酸奥布卡因凝胶渊沈阳绿洲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冤袁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液渊必兰麻袁法国碧兰

员分

公司袁每支 员援苑 皂蕴袁含盐酸阿替卡因 远愿 皂早袁含酒石
酸肾上腺素 员苑 滋早冤遥
员援圆

方法

参与本研究的 圆 名医生都是本院儿童口腔科

员援猿

图员

圆分

猿分

源分

改良儿童牙科焦虑面部表情量表

缘分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愿援园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主治医师以上的专业人员袁治疗前统一培训袁一致

析遥 不同行为评分分类中的人数构成比比较采用 字圆

临床评价结果可靠遥

样本例数有限且对比分组较多袁 同时采用 云蚤泽澡藻则 确

性实验 噪葬责责葬跃园援愿圆袁可靠度优袁说明 圆 位专业人员的

两组均进行唇颊侧黏膜下局部浸润麻醉袁对照

检验遥 计数资料以率渊豫冤表示袁采用 字圆 检验遥 本研究
切概率法来计算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组单纯采用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液浸润麻醉袁电

圆

液推注入唇颊侧黏膜下遥实验组先采用盐酸奥布卡因

圆援员

脑控制麻醉流速袁将 园援愿缘 皂蕴 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

凝胶表面麻醉袁用棉签将麻醉区域擦拭干净袁再用棉

签沾盐酸奥布卡因凝胶涂抹麻醉区域袁连续涂 缘 泽袁重
复 猿 次袁等 圆 皂蚤灶 后再进行对照组同样的操作遥

采用改良疼痛行为评价量表渊皂燥凿蚤枣蚤藻凿 遭藻澡葬增蚤燥鄄

则葬造 责葬蚤灶 泽糟葬造藻袁酝月孕杂冤判断麻醉过程中儿童的疼痛 遥
咱源暂

结

果

两组患儿采用 酝月孕杂 比较

两组患儿面部表情尧哭闹情况和行动情况比较

渊表 员冤袁对照组评分比试验组高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孕 均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说明盐酸奥布卡因凝胶在局部注

射麻药前使用袁可明显减轻注射器刺入黏膜时的疼
痛感袁显著提高患儿的配合度遥

主要指标包括院淤 面部表情院肯定的良好表情如微笑

圆援圆

明显不佳表情如皱眉闭眼等 猿 分曰于哭闹情况院笑

能继续治疗袁其中实验组 员 例袁对照组 远 例袁其他可

闹不能继续治疗 猿 分曰盂行动情况院正常活动或放松

断疼痛引起的畏惧程度袁实验组患儿面部表情法评

园 分袁中立表情 员 分袁轻度不佳表情如扭曲不安 圆 分袁

园 分袁呻吟 员 分袁哭闹但不动可以继续治疗 圆 分袁哭
安静 园 分袁轻微紧张尧蠕动尧握拳或肢体紧张 员 分袁收

缩肢体避免疼痛 圆 分袁头部尧肢体躁动或僵硬 猿 分遥

所有项目得分总和即为患儿得分袁所得值越高则疼
痛程度愈严重遥

采用改良儿童牙科焦虑面部表情量表 渊葬 枣葬糟藻

增藻则泽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皂燥凿蚤枣蚤藻凿 糟澡蚤造凿 凿藻灶贼葬造 葬灶曾蚤藻贼赠 泽糟葬造藻袁
酝悦阅粤杂枣冤咱缘暂袁患儿治疗结束后休息 园援缘 澡袁以患儿自评

来记录其在牙龈进针时产生疼痛的畏惧程度遥 缘 张

图片的面部表情从非常愉悦到非常害怕遥 员 分院很愉
快曰圆 分院基本不害怕曰猿 分院有一点害怕曰源 分院比较
害怕曰缘 分院非常害怕渊图 员冤遥 研究人员将图片展示

酝悦阅粤杂枣 法判断两组患儿疼痛畏惧程度

两组患儿中有 苑 例打麻药时恐惧明显袁哭闹未

以继续治疗的患者在治疗结束后采用 酝悦阅粤杂枣 法判
分值 猿 分以下渊包括 猿 分冤较多袁而对照组患儿 猿 分
以上较多遥实验组畏惧率为 员远援猿远豫袁对照组畏惧率
为 苑缘援园园豫袁两组畏惧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圆冤遥
猿

讨

论

儿童口腔治疗更倾向于舒适化治疗袁因此儿童
牙科畏惧症的发生更受关注袁缘 岁以上孩子的认知
水平尧理解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逐渐提高袁对未知
环境及事物的恐惧相对减轻袁而对疼痛的耐受性降
低遥 许多研究显示袁疼痛是导致牙科恐惧的主要原

给患儿袁然后要求其挑选出与自己打麻药时表情最

因遥 如果在治疗前或者治疗时产生疼痛袁就可能导

为相像的一张面孔袁并相应计分遥

致患儿不愿意配合袁如果强制治疗会导致以后的治
表员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字圆 值
孕值

园分
圆圆
园猿

面部表情

员分
员愿
园苑

圆分
员员
圆园

猿源援猿
约 园援园园员

猿分
园缘
圆源

两组 酝月孕杂 评分结果比较
园分
圆园
园源

哭闹情况

员分
圆愿
员园

圆分
园苑
猿源

源园援缘
约 园援园园员

渊灶冤
猿分
员
远

园分
员愿
园猿

行为情况

员分
圆源
园怨

圆分
园愿
员怨

猿圆援园
约 园援园园员

猿分
园远
圆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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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医

科

两组患儿的 酝悦阅粤杂枣 得分情况
圆分
员源
园圆

评分渊例冤
猿分
员苑
园愿

源分
园苑
圆园

合计 畏惧率
缘 分 渊分冤 渊豫冤
园圆
缘缘
员远援猿远
员远
源愿
苑缘援园园

大

学

健康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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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减少牙科畏惧症的发生袁有利于治疗顺利进
行袁保障患儿的身心健康遥
盐酸奥布卡凝胶是苯甲酸酯类局部麻醉药袁与

传统表面麻醉剂丁卡因相比具有麻醉作用强尧起效
快尧刺激性小和无交叉过敏等优点咱愿暂遥 盐酸奥布卡因
凝胶为白色透明黏稠凝胶袁为局麻药袁适用于各种检
查和小手术的表面麻醉袁渗透力强袁吸收迅速袁起效

快咱怨暂袁平均起效时间 圆源 泽袁平均无痛持续时间 员源 皂蚤灶遥

本文作者将盐酸奥布卡因凝胶用于局部注射麻药

前的口腔黏膜表面麻醉袁通过改良疼痛行为量表的

咱缘暂

咱远暂

除了有精湛技术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外袁还需要寻找
更好的方法使孩子在每一步治疗中都能处于无痛
状态遥 盐酸奥布卡因凝胶和阿替卡因肾上腺素注射
液的联合使用大大降低了患儿治疗中的疼痛感袁增
加了患儿的配合度袁使患儿在身心愉快的状态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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