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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and analysis, and samples who had orthognathic surgery, we showed the patients with before and after photos which made by SurgiCase CMF to investigate patients’ satisfaction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fter making
a big sample surve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samples, we figured out the relevant data.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we concluded that the SurgiCase CMF
affected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y using SPSS.17 to process relevant data [1], so we could
ease patients’ postoperative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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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对问卷调查成果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以有过正颌外科手术经历的人为样本，经过样本调查，通
过同患者展示SurgiCase CMF制作的图片来调查展示前后患者的满意程度，感知对医患沟通的效果；通
过样本的分析，得出相关数据，运用SPSS.17处理相关数据[1]，结合理论解释和统计结果，得出SurgiCase
CMF的运用对医患沟通的影响，从而缓解患者术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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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不管患者牙颌面畸形严重程度如何，都可能是被嘲笑与讽刺的对象。通过会谈亦可发现由此导致的
心理创伤。而正颌外科术后因容貌发生突然改变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丧失反应(loss reaction)即丧失掉原来
过高的期望。手术往往产生急剧的甚至戏剧性的变化，要求将一个人的新的面部特征迅速整合至自我概
念中，对患者的适应能力有即刻的要求[2]。假如病人在术前缺乏医生的心理支持，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
或者医患沟通不顺利，患者没有形成适当的心理预期，那么丧失反应将较明显。然而目前临床上的术前
沟通主要靠语言，缺乏让病人清晰认识的表达方式。SurgiCase CMF 软件处理颅颌面外科手术能对术后
结果有模拟的呈现。因此，我们使用这款软件对术前术后面相上的大致变化做一个形象的说明，并结合
已掌握的资料制做出一个量表，对病人的满意程度做一个调查以确定软件的使用是否有利于医患沟通。

2. SurgiCase CMF 介绍
三维成像模拟技术是通过将客观世界的三维图像经过记录、处理、压缩、显示，最终在人的大脑中
再现的一种技术。以 Surgicase CMF 软件为代表的三维成像模拟技术可将 CT 等断层扫描技术结果具象为
三维的结构，并可在其基础上进行手术方案的设计、模拟、评估，使抽象复杂的颌面外科手术直观、可
重复。
SurgiCase CMF 是比利时 materialise 公司开发的基于 CT 数据的交互式软件，是计算机辅助的颅颌面
外科手术设计专业软件为颅颌面外科手术创造功能强、精度高的三维模拟环境界面友好，用于颅颌面外
科手术设计模拟。利用 SurgiCase CMF 对于术前颅面部骨组织三维模型进行模拟手术，可以获得术后颅
面部骨组织三维模型。尤其适用于特别复杂的矫正病例例如面部多类非对称矫正病例，有比较成熟的技
术和案例支撑[3]。
通过 SurgiCase CMF 可以做到：便捷的诊断；基于患者数据最可能高精度的虚拟手术；上手术台前，
优化手术过程；提高手术效果；减少手术时间。SurgiCase CMF 提供了详细的二维和三维术前信息，可
以进行：患者解剖结构的精确评估；三维头影测量分析；设计修复重建手术；设计切骨手术和牵张成骨
手术；骨块移位重置；术后软组织模拟。该软件具有如下几个优点：1) 医生脑力劳动更加轻松 2) 临床
中精确实现模拟方案 3) 提高患者满意度，减少开销 4) 制订多套手术方案 5) 所见即所得。
与之相对应的，患者可以在术前就清楚了解到自己术后的情况，给予患者一个直观的感受，让患者
更加清晰的认识到自己所接受的手术，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当前医疗体制下医生所占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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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se CMF 软件的使用对医患之间的交流理论上起到的应该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作用，具体影响结果
需要科学调查来探究。

3. 实验步骤
本文研究使用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是社会调查的一种数据收集手段。当一个研究者想通过社会调查
来研究一个对象时，可以使用问卷调查，其假定研究者已经确定索要问的问题，将其打印在问卷上，编
织成书面的问题表格，交友调查对象填写，然后收回整理分析，从而得出结论[4]。

3.1. 量表制作
Kiyak1982 年第一次定量地讨论了满意度的标准，患者对三个问题进行回答：1) 愿意向朋友推荐此
种手术。2) 在已知手术的可能复兴反应的前提下仍会接受手术治疗。3) 对手术结果满意。后一项按非常
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定为 7 级，评分在 4 级以上的可认为此患者对手术满意。
Peterson 建议术前心理会谈时应询问：1) 病人认为自己有哪些畸形，是否能具体描述，自己的描述
和客观检查是否一致。2) 患者感到急性事件的长短 3) 畸形是先天性的或后天获得性的。4) 既往手术反
应作参考。5) 病人是否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是否是神经质，情绪是否稳定。6) 病人内在的或外在的
求治动机。7) 是否有明确要求[5]。
根据以上标准我们采取等级比例式制定出了一个能够衡量医患沟通效果的量表，分为基本信息、就
诊前、语言沟通后、图片处理后四个部分共 16 个问题，并将患者主观感受分为 1~5 个评级，等级程度由
低到高。

3.2. SurgiCase CMF 图片处理
在老师的指导下从临床医生处获得各类病患的资料(侧重术前面部轮廓的各项数据指标和术后预期
的各项数据指标，包括下颌骨前后移、上颌骨前后移等几种典型的正颌外科手术)，将获得的数据指标通
过 SurgiCase CMF 软件来反映，得出术前和术后患者脸部的三维图像[6] [7]。
通过处理我们得到了 4 种典型正颌外科手术的前后颌骨、外貌对比图片，并截取具有代表意义的
SurgiCase CMF 手术步奏图。将这些术前术后的三维图像向病患展示，通过量表填写和交谈的形式，从
病患那里得出 SurgiCase CMF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在手术前对该手术产生结果的直观感受，并以此为基础
分析两款软件在治疗过程中对医患沟通起到的作用。收集整理从医生和病患处获得的资料，探究
SurgiCase CMF 在颌面外科手术中对医患沟通起到的作用。

3.3. 实施调查
2013.5 月至 2014.12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正颌外科病房对调查对象进行甄别，选择接受过正
颌外科治疗的患者进行一对一指导，就诊跟踪的问卷调查。

4. 数据分析
为了使调查结果真实可靠，在数据处理之前，我们审核了每份问卷，删除不合格样本，尽力减少由
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对每个患者的医患沟通各项指标进行测量和观察，这些指标成为变量，根据变量
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数据中变量的取值(问卷中的 A~E 选项分别对应 1~5 分)。对变量的取值成为变量值
(value of variable)有序分类的登记资料，按等级进行评分，统计观察单位数，编制等级资料的数据表。通
过 SPSS.17 采用配对样本分析比较和独立样本 t 检验来处理数据。
本次研究共取得 68 份有效问卷，其具体数据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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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样本描述
本次样本选择的性别分布均衡，男女人数相差不大。年龄分布以 21~40 岁的中年人为主，青少年次
之，进行正颌外科手术的老人较少。

4.2. 患者评价分析
*表 2~7 均讨论语言沟通(以下简称为前者)与看过 SurgiCase CM 软件图片后(以下简称为后者)的对比。
表 1 中，P <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后者均值大于前者，表明在与医生沟通后，患者对医生的信赖程
度有所提高。
表 2 中，P > 0.05 不具有统计学差异。前者均值大于后者，差异无意义。不能证明 SurgiCase CM 软
件图片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对病情的了解。其语言沟通组均值为 4.29，在较清晰至十分清晰的范围，表
明语言沟通已能有效地帮助患者了解自身病情。
表 3 中 P <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后者均值大于前者，差异有意义。表明 SurgiCase CM 软件图片能
够有效帮助患者了解手术步骤，且对比语言沟通效果能够提高患者的了解程度。
表 4 中 P <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后者均值大于前者，差异有意义。表明 SurgiCase CM 软件图片能
够有效帮助患者了解术后效果，且对比语言沟通效果能够提高对术后效果认识的清晰程度。
表 5 中 P > 0.05 不具有统计学差异。后者均值略大于前者，不能认为有统计学差异。两者的均值相
差 0.01，因此可以认为过 SurgiCase CM 软件图片，不能改变患者的术前期望。
表 6 中 P > 0.05 不具有统计学差异。后者均值大于前者，暂不能认为有统计学差异。两者均值均在
“达到大部分”至“完全达到”间，我们可以认为 SurgiCase CM 软件图片不能有效促进达到患者的就诊
目的，或者认为语言沟通足够达到患者的就诊目的。
表 7 中 P < 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前后均值分别为 1.43/2.85，表明患者在于医生进行沟通交流后，
对于手术的期望值有明显的升高，且基本达到了此次就诊的目的。
Table 1. Before and after the communications, the degree of trust to doctor
表 1. 就诊前和医生沟通后，对医生的信赖程度
均值

N

标准差

就诊前

4.47

68

0.762

语言沟通

4.65

68

0.593

均值

N

标准差

语言沟通

4.29

68

0.754

看过图片

4.25

68

0.780

均值

N

标准差

语言沟通

3.47

68

1.085

看过图片

3.49

68

1.165

Table 2.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sease
表 2. 对病情的了解程度

Table 3. The understanding of surgical procedures
表 3. 对手术步骤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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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 of postoperative
表 4. 对术后效果的认识程度
均值

N

标准差

语言沟通

3.71

68

1.066

看过图片

3.96

68

0.937

均值

N

标准差

语言沟通

4.06

68

1.020

看过图片

4.07

68

0.886

均值

N

标准差

语言沟通

4.16

68

0.840

看过图片

4.21

68

0.821

均值

N

标准差

语言沟通

1.43

68

0.498

看过图片

2.85

68

0.432

Table 5. Changes in the early stage of surgery
表 5. 术前期望的变化

Table 6. Wheth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visited
表 6. 是否达到就诊目的

Table 7. The changes in expectations of surgery
表 7. 对手术期望的变化

5. 结论
本次问卷调查存在许多因素限制，无法避免一些误差或者欠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 样本选择
范围较小。为了方便对样本的长期跟踪调查，且受到地区限制，本次问卷调查只选择了四川成都华西口
腔医院的正颌外科住院病人。2) 由于问卷是小组成员共同完成，在对病人培训阐述时可能存在差异。3) 问
卷设计，不同病人对评级的感知不同，虽有调查人员解释说明，但不能排除这类误差。4) 没有对因素之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只停留在理论阐述阶段。
根据统计结果可知：使用 SurgiCase CM 软件能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手术过程以及术后效果，且会明
显提高患者术后期望，因此可以使用该软件向患者解释说明手术具体步骤和术后效果，但要注意应配合
医生语言沟通，适当降低患者的期望，强调术后效果因人而异，避免医患矛盾；而患者对于自身疾病的
了解、此次就诊目的则是在语言沟通中就基本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可不用软件再进行详细说明。
医疗活动中最基本的即是医患沟通，良好的医患沟通是实现以病人为中心，减轻病人心身痛苦，创
造最佳心身状态的需要，是促进医患间理解与支持，提高效果的需要[8]。我们在创造更好的医患沟通方
式的路上，用技术与理论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式不断探索创新，希冀最终可以达到与患者间充分的沟通
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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