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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心理学在正畸诊疗中的应用

柳大为 1  易嘉龙 2

口腔正畸的临床诊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很多疗效评价都是非常主观的指标。再加上近些年

社会上的广泛宣传，患者对于美的要求不断提高，

患者都希望通过正畸治疗来改善脸型，甚至能达到

一个整容的效果。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会发现，有时

候患者的治疗明明没有任何问题，医生的态度也很

耐心，但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医患纠纷，这是为什

么呢？这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摸准患者的脉，没有

抓住患者的特点。医生是想解决患者问题的，但是

经常医生做的事情是跟患者预期相违背的。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十年前曾对综合医院就诊患

者中的心理障碍患病率做过一个调查。结果发现，

综合医院就诊者的心理障碍患病率是相当高的，世

界平均水平是 24.2%，也就是说每四到五名患者当

中就有一名是有心理障碍的患者，这比一般群体中

的发病率要高 2 到 4 倍。今天想从三个方面与大家

进行分享：心理学与临床心理学，正畸患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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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沟通；体像与正畸治疗，人格与正畸治疗；正畸

中常见心理问题及对策，不同年龄正畸患者就诊心

理特点。

1 临床心理学与正畸患者的心理特点

心理学自古有之，现在的定义是行为与心理过

程的科学研究，是对心理活动过程的理解，也包括

对个性心理的分析。临床心理学主要指的是运用心

理学知识去理解和促进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健康、身

体健康和社会适应，同时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病理

问题进行有效的干预。

心理问题并不是一个与心理健康截然分开的心

理状态，整个心理状态其实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

像光谱一样的过渡状态。正畸患者绝大多没有心理

障碍，但可能有心理不适或心理问题，或伴有这样

的趋势，而心理绝对健康的很少。在正畸诊疗过程

中，正畸医生如果能够正确判断患者心理问题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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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就可以避免不当的沟通或忽视加重患者已有的

心理问题，防范因这个非医疗因素而造成的医患纠

纷，提升服务质量。

正畸患者常以美观为目的就诊 , 也就是说患者

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求治者，更是一个求美者。一般

口腔疾病的求医患者，求医的目的常常是多层次的，

可以是解除疾病、症状缓解、控制病情等等。当最

高目标无法实现时，患者可以接受退而求其次。但

正畸患者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改善容貌美，而这

个目标又缺乏客观性。因此，在临床沟通中，我们

必须要通过充分的交流，梳理患者的主诉，带领患

者一起构建矫治目标。通过沟通交流，将矫治目标

分解，设立治疗的最低目标和理想目标。此外，还

要与患者分析治疗成本，包括疗程、费用、健康风

险等，进行分层次的交代和沟通。

正畸治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医生缺少对治疗疗

效的判断的“量化的”指标，来告知患者正畸已经

取得效果，在医患之间沟通缺少可共同参考的客观

标准，这时候需要首先将矫治目标分解，在治疗前

向患者交代清楚判断治疗成功的标准。同时，一定

鼓励患者提出他的判断标准，在治疗前把医患之间

的差异最小化，在交代疗效的同时也要交代可能发

生的并发症。

2 体像与正畸治疗

体像是一种知觉，是对自己身体给予美丑强弱

的一个主观评价。体像也可能形成错觉，主要是视

错觉。在临床上主要体现为患者本人美观度已经很

高了，但患者仍觉得在镜中看到的自己并不标准。

体像错觉往往会越重视，越敏感。患者对美的需求

越高，往往越会夸大自己的缺陷。有利于自我肯定、

自我接受的，称为肯定性的体像，反之，则称为否

定性的体像。理解了体像的概念，我们就能明白，

患者眼中的自己跟医生眼中的患者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临床中特别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患者

问医生“您怎么调整了半年，我笑起来中线还是不

太正？”而这时医生却认为中线已经正了。所以这

时候我们就要心中有体像的概念，通过照片和影像

资料的辅助，做定量的分析，让患者区别镜中的他

和照片资料上的他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当患者的

体像知觉与实际检查相差非常大的时候，我们就可

以用体像的概念来跟患者进行解释。如果解释不奏

效，我们可以进一步采集患者的客观资料，比如模

型或者照片，用客观的资料来和患者沟通，并给患

者设计一个治疗的结束点，当达到医、患共同认可

的结束点时就可以结束治疗。

3 人格与正畸治疗

人格在心理学中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人

格是人的性格、气质和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是各种

心理特征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是影响人的

行为、思维和感觉的特定方式的内部诸因素的总和。

人格具有独特性、整体性、稳定性、功能性，还有

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而人格障碍和心理障碍类似，也是一个连续的

疾病谱，并不是与健全人格截然分开的。每个个体

都可能有某几种人格的倾向性。作为正畸医生，我

们无法给患者下人格障碍的诊断，但我们应该了解

人格的倾向性，这有利于我们采取合适的沟通和诊

疗策略。如参考人格障碍的分类，临床治疗中人格

倾向主要可以分为：偏执型人格、表演型人格、强

迫型人格、焦虑型人格、依赖型人格、自恋型人格等。

3.1 偏执型人格

偏执型人格是以猜疑和偏执为特点的；对挫折

和遭遇过度敏感；缺乏宽容心；易将别人的中性或

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有嫉妒心理；过分的自负

和以自我为中心；易将周围或外界事物解释为某种

“阴谋”。有偏执人格倾向的正畸患者常常会对畸

形或功能不适进行夸大，经常会在医生面前自检。

在临床中，当看到患者一直拿着镜子照，或者把手

伸到嘴里去摸自己的牙，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此外，

这种患者还经常怀疑医生的能力水平，医生的忽视

容易激怒他，他还会要求固定的医生或护士操作，

并且希望医生执行其想法。

面对这样的患者，我们需要耐心倾听患者对问题

的分析，表现出对患者的重视。面对患者不切实际的

想法，我们不能直接说“你说的根本不对”，而应该

交代这是我们目前医学发展的局限。当患者对医生水

平有怀疑时，可以鼓励患者多询问或请会诊，而不要

过多地强调自己多有本事，这样反而会加重猜疑。最

核心的实际上就是，要让患者感受到治疗是以他为主

的。诚然，我们才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但是在交流

过程中，我们要让患者觉得他对整个治疗有一个非常

好的把控，才容易和患者进行沟通。

3.2 表演型人格

表演型人格主要表现在过分的感情用事或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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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行，以吸引他人的注意。这种患者常常富于自我

表演性，非常夸张地表达情感；情感易变；以自我

为中心，追求刺激和以自己为注意中心的活动；不

断渴望受到赞赏；暗示性高，易受他人的影响。带

有这种人格倾向的正畸患者一般治疗目的明确；对

容貌改善有较高的期待并希望能够尽快完成；通常

对并发症、不良后果、费用等没有特别异议；对最

终美观判断常常没有特别苛刻的标准，反而对于治

疗结果的判断受到他人或医生的评价影响非常大。

对于这种患者，我们应该在治疗中更多的给予

患者鼓励和心理暗示，强调积极的方面，让患者感

觉到自己能对美进行专业判断，充满自信。当患者

非常想追求“明星”美而对治疗不满的时候，医生

最好不要通过理性分析改变患者的满意程度，这对

患者作用不大。我们应从改善患者的情绪出发，挖

掘治疗中取得的积极效果，从个性美学的角度疏导

患者，强调美的独特性。

3.3 强迫型人格

强迫型人格常常过分的谨小慎微、严格要求、

完美主义，以内心的不安全感为特征。这样的患者

常因为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导致优柔寡断、怀疑、

过分谨慎；需要很早以前对所有的活动做出计划；

做事反复核对，对细节过分注意；经常被讨厌的思

想和冲动所困扰，但尚未达到强迫症的程度；过分

专注工作成效，不顾消遣；刻板固执、因循守旧。

具有这种倾向的正畸患者追求正畸疗效的完

美。对治疗中情况的判断非常主观和固执，如果医

生不能满足他，即感不悦。对于临床的细节，会反

反复复确认。

3.4 焦虑型人格

焦虑型人格和强迫性人格实际上是一大类，它

表现为持久、广泛的内心紧张和忧虑。常常非常敏

感，有不安全感；对遭排斥和批评过分敏感；不断

追求被别人接受和受到欢迎；除非得到保证被他人

接受，否则拒绝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惯于夸大生

活中的潜在的危险因素；因稳定和安全的需要，生

活受到限制。焦虑型人格倾向的正畸患者经常在正

畸治疗咨询后会考虑较长时间。如果是青少年患者，

患者家长表面上对医生的治疗完全放心，实际上对

未知的治疗顾虑重重，对可能的并发症感到紧张和

不安，真正接受正畸治疗的情况较少。

对于强迫型和焦虑型人格倾向的正畸患者，我

们不能急于治疗，要耐心做好治疗前的鉴别，慎用

有创、不可逆的操作。对于疗效确切的简单病例，

我们可以先疏导、安慰，用取得的临床效果增加患

者的信心，再进行下一步治疗。

3.5 自恋型人格

这类患者主要是过分的自高，渴望持久的关注

和赞美，认为自己应该享有他人没有的特权。在临

床上，这类患者经常挑剔医生、护士和诊疗环境，

不能遵守诊疗时间，又不能等待。此外，治疗依从

性不佳，但就诊时问题又很多，在诊疗中容易夸夸

其谈。

对于这种患者，我们医生首先要做到诊疗专业

化，态度不卑不亢，不要受到患者情绪的影响。在

能鼓励和肯定患者时给予肯定，但不要刻意迎合患

者。在诊疗中对疗效也要及时肯定地告诉患者，尽

可能的缩短整个疗程。

3.6 依赖型人格

这类患者要求他人为自己生活的重要方面承担

责任。在临床上，我们会看到有些成年患者，年龄

已经不小了，还是父母陪着来的，说话前都要先看

一眼父母，由父母来做决定。

在接诊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与患者

本人沟通，还应该与他的家属进行沟通，向家属交

代可能出现的风险，让家属体会治疗中所付出的努

力。当患者依赖心理较强，家属心理又较为强势或

者偏执的时候，要谨慎开始正畸治疗。

4 正畸常见的心理问题和不同年龄
正畸患者就诊心理

正畸常见的心理问题主要是焦虑、抑郁、双向

情感障碍、躯体形式障碍这四个方面。

3.1 焦虑

焦虑主要表现为内心紧张不安、预感不妙，对

未来事物过度担心。对于焦虑型或强迫型患者，正

畸会加重患者本有的焦虑。治疗中，这类患者会对

操作非常敏感，对口内的不适反复询问，不断确定

治疗能否缓解其不适或达到预期的美观标准。对于

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治疗上要避免过多的有创操

作。此外，我们其实应该尝试去理解患者，有的时

候把患者的焦虑帮他说出来，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焦

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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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抑郁

抑郁是以情绪低落为主要表现的负面情绪，可

以简单概括为三无三自，“无助、无望、无用；自责、

自罪、自杀”。这类患者思维是迟缓的，意志活动

受到显著持久的抑制，行为缓慢。

3.3 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

躁郁症患者表现为反复出现心境和活动水平明

显紊乱的发作，有时表现为心境高涨、精力充沛和

活动增加（躁狂），有时表现为心境低落、精力减

退和活动减少（抑郁）。

3.4 躯体形式障碍

躯体形式障碍，我们常称为高级别医生的“杀

手”。这类患者以持久的担心或相信各种躯体症状

为优势观念，且检查的阴性结果和医生的解释均不

能打消其疑虑。他可能存在躯体障碍，但不能解释

症状。它是以躯体形式表现出来的，但实际上是心

理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患者总觉得自己有毛病，但

是客观检查指标并不支持他有毛病。当你在临床中

通过交流发现患者有这个倾向，我们是不能开始治

疗的，一定要及时转诊、会诊，请求患者临床心理

科就诊。

5 不同年龄正畸患者就诊心理

不同年龄阶段的患者也有不同的就诊特点。青

春期患者的主要特点就是内在需求不强，主要是医

生跟家长的沟通。如果家长从众心理比较强，对正

畸的意义风险和并发症又不太确定的时候，不宜马

上接诊。此外，这类患者要特别强调患者的口腔卫

生的维护。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是应该以患者为

本。此外，对于大学生患者，虽然已经到 18 岁可

以签字承担责任，但一定也要和家长沟通情况。

对于中青年患者，他们家庭事业稳定，目标一

般是健康大于美观。但是也有一部分患者实际上是

想求美的，但不好意思说，尤其一些女士，这时候

就要跟患者做一个深度的交流，把患者的这个需求

问出来。

如果是这个年龄段没有结婚的男性或女性，存

在咬合不适或关节区不适的情况，应该谨慎接诊。

以及事业或情感上进入平台期，期待美观改善能带

来改变的患者，接诊时也一定要注意，无论正畸能

否成功，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的问题，因此正

畸应该是暂缓进行的。

我们要在临床心理学方面做更多的探索，从而

提高我们自己。如顾城的诗所说“黑夜给了我黑色

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虽然我们生活在一

个医患关系紧张的时代，但如果我们以此为契机，

重新定位医学应有的人文本质，更多的了解患者的

心理，就能不忘初心，为患者提供更好的诊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