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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儿童和青少年的口腔卫生保健及人们对

面部美观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ꎬ关注的年龄层次也越

来越年轻化ꎮ 但是ꎬ即使在口腔预防医学较为发达的

国家ꎬ口腔保健意识和颌面部美观知识的普及也不尽

如人意ꎮ 日本卫生管理部门统计发现ꎬ尽管 ６４％的日

本人曾有过牙齿或牙龈的不适ꎬ但只有 ２６％ 找口腔医

生就诊过[１] ꎮ 以色列阿拉伯青少年的口腔保健知识

较差ꎬ只有 ３５％的儿童选用含氟牙膏[２－４] ꎮ 本研究拟

对江苏省常州市中小学及职业学校学生口腔健康状

况及颌面部美观意识进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ꎬ为
学校合理开展相关课程教学及地方性卫生管理部门

调配口腔医学资源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选择常州地区(含金坛、溧阳)８ 所学

校进行临床调查ꎬ包括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博爱路小

学、外国语学校、新北实验中学、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常州工学院、金坛华罗庚中学、江苏省溧阳中

学ꎮ 实际调查学生 ７０９ 名ꎬ其中男生 ２１３ 名ꎬ女生 ４８５
名ꎬ有 １１ 名性别缺失ꎻ<１２ 岁学生 ２３８ 名(３４.４％)ꎬ１２
~ １４ 岁 ２１８ 名(３１.４％)ꎬ１５ ~ １７ 岁 ２５３ 名(３４.２％)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常州地区学生口腔健康

及颌面部状况调查表”进行调查ꎬ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到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表ꎬ既往病史

和口腔内、颌面部外观评价量表等ꎮ 调查表由口腔专

科医师填写ꎮ 所有医师已接受统一规范化培训ꎮ 口

腔内、颌面部外观评量表由隐裂(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釉质缺损

(ｅｎａｍｅｌ ｄｅｆｅｃｔ)、牙齿脱矿( ｔｅｅｔｈ ｄ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ｎ)、龋
损(ｄｅｎｔａｌ ｃａｒｉｅｓ)、牙龈出血( ｇｉｎｇｉｖａｌ ｂｌｏｏｄｉｎｇ)、 牙周

袋探诊(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ａｌ ｐｏｃｋｅｔ ｐｒｏｂｉｎｇ)、凸面型(ｃｏｎｖｅｘ ｆａ￣
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凹面型(ｃｏｎｃａｖｅ ｆａｃｉａｌ ｔｙｐｅ)、面部偏斜( ｆａ￣
ｃｉａｌ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９ 个项目 １０ 个因子组成ꎮ 每一项按照

累及牙齿部位即切端中 １ / ３、龈端ꎬ采用 ５ 级评分法

(无＝ ０ꎬ轻度＝ １ꎬ中度＝ ２ꎬ偏重＝ ３ꎬ严重＝ ４) [２]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由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４ 名

在职口腔主治医师针对学生具体情况填写调查问卷ꎬ
填完立即收回ꎮ 牙周健康调查按我国牙周病调查标

准[４－７] ꎬ用标准口镜、牙科镊子与 Ｈｕ￣ｆｒｉｅｎｄｙ 牙周探针

在自然光线下由口腔科医师进行检查记录结果ꎮ 同

时记录颌面部面型及面部偏斜情况ꎮ ４ 名医师经统一

培训合格并通过标准一致性检验ꎬ可靠度较高[５－８] 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双人录入计算

机ꎬ建立数据库ꎬ经逻辑检查无误后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进

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描述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ꎬ
两组间采用 ｔ 检验ꎬ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ＡＮＯ￣
ＶＡ)ꎬ两两比较采用 ＳＮＫ 法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调查表明ꎬ学生口腔内颌面部外观量表总均分为

(１.３１±０.４４)分ꎮ 由表 １ 可见ꎬ男、女生总均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ꎬ但隐裂、釉质缺损、牙齿龋病、牙龈出血、
牙周袋探诊、面部偏斜因子分男生均低于女生(Ｐ 值

均<０.０５)ꎬ其他各因子分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学段学生口腔内及颌面部各因

子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我国口腔预防工作发展较晚ꎬ虽然取得成绩ꎬ但
由于基础薄弱ꎬ口腔保健意识和面部美观宣传知识并

不十分普及ꎮ 在校学生在中学毕业以前主要以被动

方式获得口腔保健知识ꎮ

０１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第 ３８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７



表 １　 不同性别学段学生口腔健康及颌面部调查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和学段 人数 统计值 隐裂 釉质缺损 牙齿脱矿 龋损 牙龈出血 牙周探诊 凸面型 凹面型 面部偏斜 总均分
性别 男 ２１３ １.３０±０.４５ １.４０±０.５５ １.３０±０.５１ １.３３±０.５５ １.２８±０.５０ １.３２±０.５６ １.１３±０.３９ １.２５±０.４８ １.２０±０.４５ １.２７±０.４４

女 ４８５ １.４３±０.５０ １.５０±０.５８ １.３６±０.５１ １.４２±０.５８ １.３７±０.５１ １.４２±０.５８ １.１９±０.３７ １.２７±０.４６ １.２２±０.３７ １.３３±０.４４
ｔ 值 ４.７３ ２.９２ １.９２ ２.６７ ２.７２ ２.６３ ０.５８ ０.７４ ２.８３ ２.３２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９ ０.５６２ ０.４５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３

学段 小学 ２７３ １.３５±０.４６ｂｃ １.４４±０.５４ｂｃ １.３２±０.４９ｃ １.３６±０.５３ｂｃ １.３０±０.４７ｂｃ １.３６±０.５３ｂｃ １.１４±０.３６ｂ １.２５±０.４６ １.２０±０.４０ｂ １.２７±０.４１ｂｃ

初中 ３１６ １.４８±０.５４ａｃ １.５５±０.６２ａｃ １.４１±０.５７ｃ １.４７±０.６５ａｃ １.４３±０.５７ａｃ １.４７±０.６８ａｃ １.２４±０.４２ａｃ １.３１±０.５０ｃ １.４８±０.６０ａｃ １.３８±０.５２ａｃ

高中 ７３ １.２１±０.３５ａｂ １.２９±０.４１ａｂ １.２１±０.３６ａｂ １.２１±０.３２ａｂ １.１９±０.３２ａｂ １.２２±０.４４ａｂ １.１０±０.２９ｂ １.１７±０.３５ｂ １.１３±０.３０ｂ １.１６±０.２８ａｂ

职校 ４７ １.２８±０.３４ｂ １.３４±０.３７ｂ １.２３±０.３７ｂ １.２７±０.３８ｂ １.２１±０.２６ｂ １.２７±０.４０ｂ １.０７±０.１６ｂ １.１７±０.２６ １.１５±０.２４ １.２１±０.２６ｂ

Ｆ 值 １５.６４ １０.８２ ７.３５ ９.１３ １２.８３ ９.９１ ９.１９ ３.７７ ５.６４ １０.９０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注:ａꎬｂꎬｃ 分别为与小学、初中、高中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除隐裂因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外ꎬ其他因子(釉质缺损、 牙齿脱矿、龋损、牙龈出血、
牙周袋探诊、凸面型、 凹面型、面部偏斜)与全国平均

水平(常模)相比ꎬ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偏低[４] ꎮ 可能

因为常州属于江苏苏南地区ꎬ城市环境良好ꎬ人们普

遍对口腔健康比较重视ꎬ且城市化节奏不快ꎬ生活压

力普遍不大ꎬ家长有充足时间来给孩子宣教ꎮ 目前已

有的研究发现ꎬ男女学生在一些因子分上也存在差

异[６] ꎮ 本研究显示ꎬ女生口腔健康状况不如男生ꎬ可
能与女生偏爱甜品甜食ꎬ频吃糖果 / 巧克力、频喝糖

水ꎬ相对消极的认知方式等有关ꎮ 在牙齿脱矿方面ꎬ
男生明显不如女生ꎬ主要可能与男生喜欢运动ꎬ更喜

好频繁地喝碳酸饮料如雪碧、可乐ꎬ碳酸饮料可降低

牙釉质的硬度ꎬ导致年轻恒牙脱矿ꎬ已得到很多研究

的证实[９－１２] ꎮ 调查还发现ꎬ在常州地区不同学段的学

生之间口腔基本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中小学生

口腔健康状况相对较差ꎬ探究原因:一是该人群多为

乳牙列或混合牙列ꎬ乳牙及年轻恒牙的矿化程度低ꎬ
易受理化因素的影响ꎻ二是小学生保健知识相对薄

弱ꎬ接受教育程度不同ꎻ三是家庭示范功能在孩子中

所起的作用ꎬ很多低年级小学生家长认为孩子乳牙会

被恒牙替代ꎬ龋齿不需要补ꎬ甚至很多家长自己都没

意识到晚上刷牙的重要性以及刷牙质量比次数更重

要的观念ꎬ不会帮助孩子选择合适的牙刷及辅助清洁

工具(如牙线、牙缝刷、冲牙器等) [１０－１６] ꎮ 高中生和职

业学校学生由于已经具备自理能力和主动的就医行

为ꎬ能够自我维护好口腔健康ꎮ 另外ꎬ随着经济的高

速发展和社会舆论宣传力度的加大ꎬ学生群体心理也

日趋成熟ꎬ自我美观意识和就诊欲望强烈[２ꎬ１５] ꎮ
目前大部分研究局限在口腔内情况调查ꎬ本研究

同时还对在校学生的颌面部相关情况进行测评ꎬ发现

面部不对称、面部偏斜、凹凸面型与口腔健康状况(牙

齿缺损、龋病、牙龈出血、牙周袋深度等)也有一定的

相关性ꎮ 综上所述ꎬ不良的牙齿健康状况极大降低了

咀嚼功能ꎬ增加了胃肠道负担ꎮ 在微整形风靡全球的

时代ꎬ不佳的面型也影响着注重颜值的学生群体心理

健康ꎬ无形之中增大了他们的心理压力ꎮ 因此ꎬ早期

预防和干预治疗ꎬ使学生建立口腔健康新观念和良好

的面部美观意识显得尤为重要[２ꎬ１４－１６] ꎮ 需要学校积极

开设相关课程ꎬ不断完善家庭功能模式ꎬ同时卫生管

理部门合理配置卫生资源ꎬ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职能ꎬ为保持终生的口腔及颌面部健康打下牢固的基

础ꎬ给在校学生良好的行为模式及心理发育的成熟提

供一个稳定和安全的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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