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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龄儿童龋(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ｃａｒｉｅｓꎬ ＥＣＣ)是乳牙

龋病特殊类型中的一种[１] ꎮ ＥＣＣ 可引起儿童口腔的

局部感染和疼痛ꎬ不仅对儿童的咀嚼功能产生负面影

响ꎬ导致消化不良并影响身体发育ꎬ而且还会促使儿

童形成偏侧咀嚼等不良习惯ꎬ影响颌面部的生长发

育ꎬ进而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ꎬ降低生活质量[１] ꎮ 此

外ꎬ目前儿童口腔医疗护理难度大、价格高ꎬＥＣＣ 也会

给患儿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ꎮ 因此ꎬ如何有效预

防 ＥＣＣ 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

研究内容之一ꎮ
父母在儿童的生长发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ꎮ 大

量研究已经证实相比于其他影响因素ꎬ父母因素更易

控制 ＥＣＣꎬ进而有更大的可能找出有效预防方法[２] ꎮ
因此ꎬ了解父母因素对 ＥＣＣ 发展的影响ꎬ并以此制定

ＥＣＣ 预防策略是非常重要的ꎮ 本文就父母对 ＥＣＣ 影

响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综述ꎬ以期为医护人员制定

有效干预措施提供思路ꎮ

１　 ＥＣＣ 的定义

１９９４ 年低龄儿童龋的名称被正式提出ꎬ特指婴幼

儿以及学龄前儿童发生的龋病ꎮ 美国儿童牙科协会

将 ＥＣＣ 定义为:“儿童在 ７１ 个月以内ꎬ发生 １ 颗或多

颗因龋失牙、乳牙龋坏以及因龋充填的牙科疾病[１] ꎮ”
在我国ꎬＥＣＣ 指<６ 岁的儿童ꎬ只要任何 １ 颗乳牙出现

≥１ 个的龋(无论是否成为龋洞)、失(因龋而致)、补
牙面ꎬ即为 ＥＣＣ[３] ꎮ

２　 ＥＣＣ 的流行现状

最新数据显示ꎬ澳大利亚有超过 ５０％的 ６ 岁儿童

患有乳牙龋ꎬ卡塔尔患有 ＥＣＣ 的儿童高达 ８９.２％ꎬ希
腊 ＥＣＣ 患病率为 ３６％ꎬ德国 １０％ 的 ３ 岁儿童患有

ＥＣＣ[４] ꎮ 据报道[２ꎬ ５－７] ꎬ我国 ＥＣＣ 发病率约为 ４０％ ~
７８％ꎬ其中ꎬ重症早期儿童龋患病率高达 ４１.２％ꎬ就地

区而言ꎬ北京 ５ 岁儿童患龋率为 ６５.５％ꎬ浙江 ３ ~ ５ 岁

儿童 ＥＣＣ 患病率为 ７０.４％ꎬ而新疆 ＥＣＣ 患病率高达

７８.２％ꎮ

３　 影响 ＥＣＣ 的父母因素

３.１　 父母的人口社会学因素　 影响 ＥＣＣ 的人口社会

学因素包括父母的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

社会地位、出生顺序和兄弟姐妹数量等ꎮ Ｍａｃｈｒｙ 等[８]

研究表明父母年龄越大ꎬ儿童患有 ＥＣＣ 的风险越低ꎬ
可能原因是年轻的父母缺乏儿童管理经验ꎮ Ｗｉｇｅｎ
等[９]研究发现ꎬ父母婚姻状况与 ＥＣＣ 的发病率相关ꎬ
单亲家庭的 ＥＣＣ 发病率相对较高ꎬ可能与父母离异后

家庭收入减少、家庭生活压力增大、父母对儿童的注

意力减少有关ꎬ 与 Ｈａｌｌｅｔｔ 等[１０] 的结果一致ꎮ Ｚｈｏｕ
等[１１] 的研究证实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低的家庭在

ＥＣＣ 发病率和严重程度方面高于社会地位与经济收

入高的家庭ꎮ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影响家庭的

健康信念和对牙科保健的认识和利用[１２] ꎬ母亲的受教

育程度常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方法[１３] ꎮ
Ｐｅｌｔｚｅｒ 等[１４] 研究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越低ꎬ子女的

ＥＣＣ 病情越严重ꎬ与 Ｆｅｌｄｅｎｓ 等[１５] 研究结果一致ꎮ 此

外ꎬ有研究表明出生顺序和兄弟姐妹数量可影响兄弟

姐妹获得的医疗资源水平ꎬ并与儿童的口腔健康相

关[１６] ꎮ
３.２　 父母的心理因素　 儿童健康问题的解决依赖于

父母ꎬ父母的心理因素一直被认为是保持儿童口腔健

康的重要因素之一ꎬ与 ＥＣＣ 发展相关的心理因素主要

包括心理一致感、焦虑、抑郁等心理特征ꎮ 心理一致

感是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ꎬ指个体对生活事件或内外

环境压力的总体感知[１７] ꎮ Ｎｅｖｅｓ 等[１８] 研究表明父母

的心理一致感与 ＥＣＣ 的严重程度存在相关性ꎬ心理一

致感较强的父母其子女 ＥＣＣ 病情相对较轻ꎮ Ｂｏｎａｎａｔｏ
等[１９]研究发现ꎬ心理一致感较强的母亲其子女的 ＥＣＣ
发病率相对较低ꎮ 此外ꎬ父母焦虑、抑郁等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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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ＥＣＣ 存在密切联系[２０－２２] ꎮ Ｇａｖｉｃ 等[２２] 研究发现

ＥＣＣ 的发生与父母的焦虑、抑郁水平存在密切联系ꎮ
一项病例对照研究表明ꎬＥＣＣ 患儿母亲比无 ＥＣＣ 儿童

的母亲焦虑、抑郁程度重[２０] ꎮ 因此ꎬ医务人员在记录

儿童病史的同时应当对其父母心理进行评估ꎬ规划儿

童口腔健康的公共措施时也应将父母的心理因素作

为风险决定因素进行考虑ꎮ
３.３　 父母的疾病感知　 疾病感知是患者利用以往的

疾病知识经验分析、解释当前症状(或疾病)的过程ꎬ
指个体对疾病的认知[２３] ꎮ 父母或其他照护者普遍认

为ꎬ龋病是一种急性疾病ꎬ只有儿童疼痛或有明显蛀

牙时才会有所反应[１６] ꎮ 故临床上常见因照护者忽视ꎬ
首次就诊时 ＥＣＣ 已经出现牙髓和根尖周炎症的症状ꎮ
研究表明ꎬ照护者未能认识到乳牙的重要性与儿童不

良的口腔健康行为和口腔健康状况有关ꎬ因此增加了

儿童患 ＥＣＣ 的可能性[２４－２５] ꎮ 美国学者 Ｎｅｌｓｏｎ 等[２６－２８]

基于自我调节模型开发了龋病患儿照护者的疾病感

知问卷ꎬ并用其测量照护者的疾病感知水平ꎬ证实了

以自我调节理论为基础的信件干预可以改善儿童照

护者对龋病的认知ꎬ提高照护者对儿童口腔健康检查

的意识ꎬ促进照护者采取有效自我管理策略帮助儿童

应对龋病ꎮ 日常生活中父母往往是儿童的主要照护

者ꎬ临床工作中医护人员应重点注意评估父母对 ＥＣＣ
的认知ꎬ基于自我调节理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ꎬ增强

父母牙科保健意识ꎬ促进父母遵医行为ꎬ提高父母对

儿童牙齿管理水平ꎮ
３.４　 父母的自我效能　 父母的自我效能指父母对成

为“好父母”能力的信念ꎬ相信自己能力的父母通常会

感到更加满意ꎬ并能坚持完成特定的育儿任务[２９] ꎮ 国

外研究证实ꎬ父母的自我效能在儿童口腔健康中起着

重要作用ꎬ尤其是母亲ꎬ多数情况下母亲是子女身体

和情感需求的主要照护者[３０] ꎮ Ａｎａｙａ￣ｍｏｒａｌｅｓ 等[３１] 的

研究指出母亲口腔保健自我效能与 ＥＣＣ 存在密切关

系ꎬ母亲的口腔保健自我效能感越高ꎬ其子女 ＥＣＣ 患

病风险越低ꎮ 日本学者开发了母亲口腔保健自我效

能问卷用以评估母亲口腔保健自我效能[３０] ꎬ此问卷已

被西班牙引进并进行文化调适形成西班牙版本ꎬ目前

我国尚无照护者口腔保健效能相关问卷ꎮ 国内对父

母的自我效能与 ＥＣＣ 的关系没有详细的研究ꎬ在未来

的研究中应注重对父母自我效能的评估ꎬ进一步研究

父母口腔保健自我效能与儿童口腔健康的联系ꎮ 同

时ꎬ医护人员在进行健康宣教时ꎬ应帮助患有 ＥＣＣ 儿

童的父母树立信心ꎬ促使父母积极配合相关治疗和护

理工作ꎮ
３.５　 父母的口腔健康知识、态度　 Ｆｏｌａｙａｎ 等[３２] 的研

究表明母亲的口腔健康知识水平与 ＥＣＣ 相关ꎬ有良好

口腔健康知识的母亲ꎬ其子女患 ＥＣＣ 的可能性低于口

腔健康知识较差的母亲的子女ꎮ Ｓｕｎ 等[３３] 的研究指

出ꎬ在父母口腔健康知识不足或态度较差的情况下ꎬ
其子女患有 ＥＣＣ 的概率较高ꎮ 此外ꎬＬｏｎｇｂｏｔｔｏｍ 等[３４]

研究发现ꎬ父母口腔健康知识缺乏的子女其龋失补牙

数和龋失补牙面数多于父母口腔健康知识相对较多

的子女ꎬ即父母口腔健康知识缺乏的子女患龋的牙齿

数相对较多、患龋程度相对较严重ꎮ 因此ꎬ在临床工

作中应加强对父母的口腔健康教育ꎬ必要时提供个性

化健康教育ꎬ增加父母口腔健康知识ꎬ改善父母对口

腔健康的态度ꎮ
３.６　 父母的喂养行为　 父母的喂养方式、喂养习惯以

及母乳喂养的时间和频率对 ＥＣＣ 发病率有一定影

响[３５－３９] ꎮ Ａｖｉｌａ 等[３５] 研究证实人工喂养儿童的 ＥＣＣ
患病风险大于母乳喂养的儿童ꎬ可能与母乳中的优质

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较好地促进乳牙基质形成

和发育从而加强牙齿抗龋能力有关ꎮ 不良喂养习惯ꎬ
如夜间喂养、奶粉中加糖ꎬ已被证实也会增加 ＥＣＣ 的

发病率[３８] ꎮ 此外ꎬ母乳喂养的时间和频率也可能对

ＥＣＣ 的发展产生影响ꎮ Ｃｕｉ 等[３６] 对 １９９０—２０１５ 年 ３５
项关于母乳喂养和 ＥＣＣ 风险的相关性研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指出母乳喂养>１２ 个月时ꎬ儿童 ＥＣＣ 患病风险

增高ꎬ可能是母乳喂养时间的延长干扰了儿童口腔唾

液的流动ꎬ阻碍唾液的自洁作用ꎮ 研究发现ꎬ与每天

母乳喂养 １ ~ ２ 次的儿童相比ꎬ每天母乳喂养≥７ 次的

儿童 ＥＣＣ 患病风险率是前者的 １.９７ 倍ꎬ每天母乳喂

养 ３ ~ ６ 次的儿童 ＥＣＣ 患病风险率则高达 ２.０４ 倍[１４] ꎮ
然而ꎬ由于母乳喂养次数分类复杂ꎬ现阶段有关研究

较少且缺乏一致性ꎮ
３.７　 父母的口腔健康行为　 父母的口腔健康行为是

子女口腔健康的重要决定因素[３９] ꎮ Ｓｕｊｌａｎａ 等[４０] 的研

究表明ꎬ每天坚持刷 ２ 次牙的父母与其他父母相比ꎬ其
子女患 ＥＣＣ 的可能性要低 １.８ 倍ꎬ可能与子女通常模

仿父母的口腔健康行为有关ꎮ 父母有责任帮助子女

建立良好的口腔健康行为ꎬ包括帮助子女建立刷牙习

惯和监督子女刷牙ꎮ 美国儿童牙科协会指出父母应

帮助子女刷牙ꎬ因为年龄较小的儿童往往缺乏刷牙所

需的动力和灵活性[４１] ꎮ 研究证实刷牙时有无父母指

导或监督与 ＥＣＣ 的发病率存在相关性[３３] ꎮ
３.８　 父母的口腔健康状况　 Ｓｅｏｗ 等[２０] 的研究发现ꎬ
父母牙菌斑指数高或出现牙龈炎等病情时ꎬ子女患

ＥＣＣ 的风险更大ꎮ 一项纵向研究表明ꎬ自我报道口腔

健康欠佳、存在口腔问题和对自己口腔健康状况不满

意的父母ꎬ其子女患 ＥＣＣ 风险率较高[４２] ꎮ 父母的口

腔健康状况可能是其口腔健康知识和态度的指标ꎬ将
影响饮食选择和预防龋病行为的程度ꎮ 因此ꎬ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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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健康状况和父母的口腔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定

联系ꎮ 此外ꎬ龋病是一种传染性疾病ꎬ变异链球菌可

能由父母传染给子女ꎬ进而导致子女患病[１６] ꎮ 然而ꎬ
Ｎｉｊｉ 等[４３]采用龋活跃性实验检测母亲龋活动性的研

究显示ꎬ母亲的龋活动性与子女的患龋率无关ꎮ 可能

与研究中对父母口腔健康状况评价的方法不同有关ꎬ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选择更加客观、准确的方法来评估

父母口腔健康状况ꎮ

４　 小结

目前ꎬ国内关于 ＥＣＣ 的研究较少且对父母因素的

研究集中于父母的人口社会学资料ꎬ而父母的疾病感

知、自我效能、口腔健康知识等方面尚未得到足够的

重视ꎮ 由于文化背景、经济条件以及卫生保健水平差

异ꎬ国外的研究成果不一定适合我国国情ꎬ我国学者

可对有争议的父母因素进一步研究ꎬ探讨干预方案增

强父母疾病感知、提高父母自我效能、增加父母的口

腔健康知识等ꎬ从而提高儿童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

量、降低 ＥＣＣ 的发生风险和患病率、减轻家庭和社会

的经济负担ꎮ 同时ꎬ需要开展纵向研究ꎬ以确定父母

因素对 ＥＣＣ 的影响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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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运动技能(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ꎬＦＭＳ)
被定义为人体非自然发生的基础运动学习模式 [１－２] ꎬ
是复杂身体活动和专项运动技能的基础ꎮ 在操作定

义上ꎬ包括移动技能、物体控制技能和稳定性技能 ３ 个

下位范畴ꎮ ＦＭＳ 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习惯、健康体

重、心血管适能、肌肉力量耐力具有积极影响[３] ꎻ在体

育教育中促进 ＦＭＳ 的发展可促进儿童青少年更高的

身体活动水平和减少久坐时间[４] ꎬ而持续较低的身体

活动量和增加的久坐时间是威胁儿童青少年身体健

康的重要因素[３] ꎮ 学校体育教育环境是发展基本运

动技能的有效环境[２ꎬ ５－７] ꎮ 既往研究显示ꎬ增加儿童无

组织的日常活动可以提高 ＦＭＳ 的发展水平[８] ꎻ运动干

预特别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或临床医生的运动干预

或身体活动干预对正常体重儿童 ＦＭＳ 的改善提高具

有有效性[９－１１] ꎮ 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也显示ꎬ运动和身体活

动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正常体重儿童的 ＦＭＳ[１２] ꎮ 本研

究综述了基于学校的儿童青少年 ＦＭＳ 干预研究进展ꎬ
为儿童青少年 ＦＭＳ 的干预和促进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基本运动技能干预的相关理论基础

关于儿童动作发展干预的相关理论模型逐渐丰

富ꎮ １９７９ 年ꎬＳｅｅｆｅｌｄｔ 等[１３] 提出“金字塔” 模型ꎬ即动

作熟练度发展序列模型(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ｋｉ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ꎮ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美国学者 Ｃｌａｒｋ[１４] 提出运动技能发展序列

和累积特征ꎬ并在 ２００２ 年将其提升为“动作发展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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