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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南省 １２~ １５ 岁青少年牙周状况及相关口腔健康知识、口腔卫生行为ꎬ为青少年口腔预防保健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等容量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在河南省 ４ 个县 / 区选取 １２ 所中学 １２ ~ １５ 岁学生

３ ７８６名ꎬ按照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和标准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和问卷调查ꎮ 结果　 青少年牙周健康检

出率为 ６.０８％ꎬ牙龈出血检出率为 ９３.９２％ꎬ牙石检出率为 ９０.９９％ꎮ 青少年刷牙率为 ７７.７９％ꎬ每天刷牙≥２ 次青少年报告率

为 １７.５６％ꎬ使用牙线率为 ４.５７％ꎮ 有刷牙行为、使用牙线的青少年牙周健康检出率高于无刷牙行为、不使用牙线的青少年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８１ꎬ５.９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牙周相关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为 ６２.３１％ꎻ除“细菌可引起龋齿”外ꎬ其他相关牙

周疾病知识知晓率均超过 ５０.００％ꎮ 结论　 河南省 １２~ １５ 岁青少年牙周状况不容乐观ꎬ牙周健康相关知识认知不足ꎬ口腔

卫生行为正确率低ꎬ应加强青少年口腔健康教育的宣传力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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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方向为儿少卫生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６.０１４

　 　 １２ ~ １５ 岁是乳恒牙交换阶段ꎬ易发生细菌感染ꎬ
引起龋齿和牙周疾病[１] ꎮ 青春发育期ꎬ牙龈作为性激

素的靶器官对局部菌斑刺激反应性增强ꎬ导致牙龈炎

患病率和严重程度达高峰[２] ꎮ 青少年时期是身体生

长发育的关键期ꎬ也是健康观念的形成期ꎮ 该年龄段

人群的口腔健康观念和口腔卫生行为决定了未来的

口腔健康ꎮ 本研究依托“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

学调查”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９—１２ 月对河南省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

年进行调查ꎬ意在了解河南省青少年牙周健康及相关

知识行为现状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等容量随机抽样方法ꎬ先
由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技术组在河南省内

抽取两县(濮阳县、泌阳县)和两区(漯河市召陵区、驻
马店市驿城区)ꎻ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各县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员提供的名单分别从每

个县 / 区抽取 ３ 所中学ꎻ各县 /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

责人员在抽取的每所中学中ꎬ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

法ꎬ每个年级按年龄需要抽取中学生 ８０ 名ꎬ男、女各

半ꎮ 共抽取中学生 ３ ８４０ 名ꎬ有效人数 ３ ７８６ 名ꎬ有效

率 ９８.５９％ꎮ 其中ꎬ男生 １ ９２０ 名ꎬ女生 １ ８６６ 名ꎬ年龄

２５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１２ ~ １５ 岁ꎬ平均年龄(１４.０２±１.１１)岁ꎮ 本项目经过中

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调查对象及

家长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按照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

查[３]规定的标准进行ꎮ 在人工光源条件下ꎬ以视诊结

合探针的方式进行口腔检查ꎮ 检查器械包括平面口

镜和 ＣＰＩ 探针、一次性口腔检查盘ꎮ
牙龈出血:以不大于 ２０ ｇ 的力度ꎬ将探针轻轻插

入龈沟底部ꎬ平行于牙面长轴ꎬ球部顶端顺应牙根表

面解剖轮廓作小幅度上下提拉移动探查ꎮ 从右上第

三磨牙开始ꎬ以顺时针方向依次检查每一颗牙ꎬ到右

下第三磨牙结束ꎮ 先检查唇颊面ꎬ从牙齿的唇颊面远

中邻接点到近中邻接点ꎻ再检查舌腭面ꎬ从牙齿的舌

腭面远中邻接点到近中邻接点ꎮ 牙龈出血、牙石一次

探查ꎬ以每个牙的最重情况作为该牙记分ꎬ依次检查

全口牙ꎮ 牙龈出血计分方法:０ 为没有出血ꎬ１ 为有出

血ꎬ９ 为不做记录(存在大量牙石覆盖牙面、或为残根

或有不良修复体而导致无法检查)ꎬＸ 为缺失牙ꎮ 牙

石:包括肉眼可见到的龈上牙石ꎬ探针探查时可探及

的龈下牙石ꎮ 牙石计分方法:０ 为没有牙石ꎬ１ 为有牙

石ꎬ９ 为不作记录(有修复体存在而导致无法检查)ꎬＸ
为缺失牙ꎮ 牙周健康指全口无牙龈出血、无牙周袋及

无附着丧失或附着丧失不超过 ３ ｍｍꎮ 口腔健康知识

知晓率指人群中回答正确的知识题目数占人群中知

识题目总数的百分率ꎮ
使用«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调查问卷» [３]

(学生版)对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进行调查ꎮ 问卷主要内

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家长学历等)ꎻ学
生口腔健康知识、态度和行为现状ꎻ口腔卫生服务利

用ꎻ自我感觉的口腔健康问题ꎮ
１.３　 质量控制　 口腔检查人员固定 ３ 人ꎬ均从事口腔

临床工作 ３ 年以上ꎬ全部经过全国口腔流调技术指导

小组培训合格ꎮ 培训内容包括方案的掌握、检查流

程、器械的选择、疾病判断、计分方法等ꎮ 每位检查人

员均要通过操作测试ꎬ即对 １０ 名不同的受试者进行检

查ꎬ讨论并统一检查结果ꎬ从而保证诊断的质量和可

靠性ꎮ 每位检查人员均通过牙周疾病标准一致性检

验ꎬ Ｋａｐｐａ 值为 ０.６４ ~ ０.７８ꎬ另配备固定记录员 ３ 名ꎮ
成立省级调查队ꎬ每位队员均接受国家或省级统一

培训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对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ꎬ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均数的比较采用 ｔ 检
验或方差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牙周健康状况　 河南省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的牙周

健康检出率为 ６.０８％ꎬ城市高于农村(Ｐ<０.０５)ꎮ 牙龈

出血检出率为 ９３.９２％ꎬ农村高于城市(Ｐ<０.０５)ꎮ 牙

石的检出率为 ９０.９９％ꎬ农村高于城市ꎬ男生高于女生

(Ｐ 值均<０.０５)ꎮ 随着年龄的升高ꎬ牙周健康率逐渐

下降ꎬ牙龈出血和牙结石检出率上升(Ｐ 值均<０.０５)ꎮ
有刷牙行为的青少年牙周健康率高于无刷牙行为的

青少年ꎬ牙龈出血和牙石检出率低于无刷牙行为的青

少年(Ｐ 值均<０.０５)ꎮ 使用牙线的青少年牙周健康率

高于不使用牙线的青少年ꎬ牙龈出血和牙石检出率低

于不使用牙线的青少年(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河南省不同组别青少年牙周健康牙龈出血及牙石检出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牙周健

康人数

牙龈出

血人数

牙石

人数
城乡 城市 １ ９０６ １４４(７.５６) １ ７６２(９２.４４) １ ６７３(８７.７８)

农村 １ ８８０ ８６(４.５７) １ ７９４(９５.４３) １ ７７２(９４.２６)
χ２ 值 １４.７４ １４.７４ ４８.４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性别 男 １ ９２０ １１９(６.２０) １ ８０１(９３.８０) １ ７７４(９２.４０)
女 １ ８６６ １１１(５.９５) １ ７５５(９４.０５) １ ６７１(８９.５５)

χ２ 值 ０.１０ ０.１０ ９.３５
Ｐ 值 ０.７５ ０.７５ <０.０１

年龄 / 岁 １２ ９２２ ９１(９.８７) ８３１(９０.１３) ７９４(８６.１２)
１３ ９６６ ６１(６.３１) ９０５(９３.６９) ８７９(９０.９９)
１４ ９９１ ４７(４.７４) ９４４(９５.２６) ９１６(９２.４３)
１５ ９０７ ３１(３.４２) ８７６(９６.５８) ８５６(９４.３８)

χ２ 值 ３７.６７ ３７.６７ ４１.９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刷牙 是 ２ ９４５ １９９(６.７６) ２ ７４６(９３.２４) ２ ６６２(９０.３９)
否 ８４１ ３１(３.６９) ８１０(９６.３１) ７８３(９３.１０)

χ２ 值 １０.８１ １０.８１ ５.８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使用牙线 是 １７３ １８(１０.４０) １５５(８９.６０) １４８(８５.５５)
否 ３ ６１３ ２１２(５.８７) ３ ４０１(９４.１３) ３ ２９７(９１.２５)

χ２ 值 ５.９６ ５.９６ ６.５６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２　 口腔卫生行为　 有刷牙行为的学生 ２ ９４５ 名ꎬ刷
牙率为 ７７.７９％ꎬ城市高于农村ꎬ女生高于男生(Ｐ 值均

<０.０５)ꎮ 每天刷牙≥２ 次的学生 ５１７ 名ꎬ占 １７.５６％ꎬ
城市高于农村ꎬ女生高于男生(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使用

牙线的学生 １７３ 名ꎬ占 ４. ５７％ꎬ城市高于农村 ( Ｐ <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河南省不同城乡性别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口腔卫生行为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刷牙 每天刷牙≥２ 次 使用牙线
城乡 城市 １ ９０６ １ ５２５(８０.０１) ３６６(２４.００) １１２(５.８８)

农村 １ ８８０ １ ４２０(７５.５３) １５１(１０.６３) ６１(３.２４)
χ２ 值 １０.９９ ９０.７７ １５.０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性别 男 １ ９２０ １ ３１３(６８.３９) ２０５(１５.６１) ９６(５.００)
女 １ ８６６ １ ６３２(８７.４６) ３１２(１９.１２) ７７(４.１３)

χ２ 值 １９９.２６ ６.１７ １.６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牙周相关口腔健康知识　 青少年牙周相关口腔

健康知识知晓率为 ６２.３１％(１１ ７９５ / １８ ９３０)ꎬ除“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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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引起龋齿”以外ꎬ其他相关牙周疾病知识知晓率

均超过 ５０. ００％ꎮ 经统计学分析ꎬ除“吃糖可导致龋

齿”外ꎬ城乡之间知晓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ꎻ除“细菌可引起龋齿”外ꎬ女生知晓率高于男

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河南省不同城乡性别 １２~ １５ 岁青少年牙周相关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刷牙牙龈

出血不正常

细菌可引起

牙龈发炎

刷牙对预防牙

龈出血的作用

细菌可

引起龋齿

吃糖可

导致龋齿
城乡 城市 １ ９０６ １ １２９(５９.２３) １ ３２６(６９.５７) １ ３２６(６９.５７) ８５３(４４.７５) １ ２１９(６３.９６)

农村 １ ８８０ １ ０９２(５８.０９) １ ２５６(６６.８１) １ ３６２(７２.４５) ８６７(４６.１２) １ ３６５(７２.６１)
χ２ 值 ０.５２ ３.３３ ３.８１ ０.７１ ３２.６９
Ｐ 值 ０.４７ ０.０７ ０.０５ ０.４０ <０.０１

性别 男 １ ９２０ １ ０８９(５６.７２) １ ２３４(６４.２７) １ ３０４(６７.９２) ８４９(４４.２２) １ ２７９(６６.６１)
女 １ ８６６ １ １３２(６０.６６) １ ３４８(７２.２４) １ ３８４(７４.１７) ８７１(４６.６８) １ ３０５(６９.９４)

χ２ 值 ６.０８ ２７.７１ １７.９７ ２.３１ ４.８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３

合计 ３ ７８６ ２ ２２１(５８.６６) ２ ５８２(６８.２０) ２ ６８８(７１.００) １ ７２０(４５.４３) ２ ５８４(６８.２５)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３　 讨论

青少年牙龈炎因其进展缓慢ꎬ早期无自觉症状或

者症状较轻而容易被忽视[２] ꎮ 牙龈出血是牙周疾病

的一个临床表现ꎬ牙石是牙周疾病的局部刺激和加重

因素[４] ꎮ 目前采用 ＣＰＩ 探针检测牙龈是否出血ꎬ操作

简便ꎬ适合大样本量流行病学调查ꎮ 但同时检测结果

易受检查者的影响ꎬ如检查者疲劳过度、临床经验、检
查手法及探查角度ꎬ尤其是探查力度等ꎮ 牙龈出血检

查具有不可重复性ꎬ所以流行病学调查中ꎬ牙龈出血

检查的质量控制是难点ꎮ 但是二分类的牙龈出血指

标仍是目前 ＷＨＯ 所推荐的、不可替代的流病检查指

标ꎬ结果仍具有参考价值[５] ꎮ
牙周相关疾病的影响因素很多ꎬ当地的经济发展

水平、居民接受外来信息的途径、对自身健康关注的

程度、家庭收入、居民的受教育背景和年限及该地区

的口腔医疗条件等[４ꎬ６]都与牙周病密切相关ꎮ 牙周病

的预防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自身的口腔健康行为[１] ꎮ
尤其是青少年学生ꎬ对牙周健康知识了解偏少、重视

程度严重不足ꎬ加之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没有采取正

确的口腔保健方法[７] 等ꎬ一些低年级学生牙龈出血检

出率还受父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２]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河南省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的牙周

健康检出率为 ６.０８％ꎬ牙龈出血检出率 ９３.９２％ꎬ牙石

检出率为 ９０.９９％ꎬ高于同时期国家平均水平[８]及其他

省市[５ꎬ９－１２]的研究ꎮ 提示河南省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牙周

健康处于一个很严重的状态ꎬ必须引起重视ꎮ 青少年

牙周病常以牙龈炎为主ꎬ衡量牙龈健康状况的指标很

多ꎬ牙龈出血是检测牙龈炎的敏感指标[１３] ꎬ而口腔卫

生差则主要表现为有软垢或牙石存在[１１] ꎮ 提示河南

省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口腔卫生状况较差ꎬ应加强青少年

及家长的口腔健康教育宣传ꎮ

牙龈出血检出率、牙石检出率均为农村高于城

市ꎬ与山东省[９] 、江西省[１０] 及全国[８] 研究结果不同ꎬ
与广州市[１１]研究结果相同ꎮ 提示河南省 １２ ~ １５ 岁青

少年牙周状况呈现出地区差异ꎮ 城市地区社会经济

水平较发达ꎬ相对能提供更多口腔保健措施和口腔健

康教育ꎬ人群口腔卫生水平较高ꎮ 牙石检出率为男生

高于女生ꎬ说明女生更容易养成良好个人口腔健康习

惯ꎬ且女生比男生更注重口腔卫生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河南省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的刷牙

率、有效刷牙率、牙线使用率及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８] 及山东省[９] 、广州市[１１] ꎮ 提

示河南省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口腔健康知信行均有待提

高ꎮ 口腔卫生行为城市好于农村ꎬ与林琳等[１１－１３] 的研

究结果一致ꎮ 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及口腔卫生行为

率女生均高于男生ꎬ与山东省[９] 结果一致ꎬ说明女生

比男生更注重口腔保健ꎬ女生对待口腔健康的态度比

男生更积极[１４－１５] 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刷牙、每天刷牙≥２ 次、使用

牙线的青少年牙龈出血检出率、牙石检出率均比较

低ꎬ良好的口腔卫生行为可有效降低牙周患病ꎮ 有研

究表明ꎬ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有助于清除牙菌斑、减
少牙龈出血和牙石的发生[７ꎬ１６] 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牙周疾病ꎬ促进口腔健康ꎮ
综上所述ꎬ河南省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牙周状况及相

关知信行现状不容乐观ꎮ 河南省卫生行政部门应加

强 １２ ~ １５ 岁人群的口腔健康教育ꎬ制定长期口腔保健

规划ꎬ公平配置口腔卫生资源ꎮ 并以社区、学校、家庭

为依托强化 １２ ~ １５ 岁青少年口腔健康意识ꎬ加强口腔

相关知识教育ꎬ注重刷牙习惯等口腔健康卫生行为的

培养ꎬ以提高口腔健康水平ꎬ减轻口腔疾病负担ꎮ
(下转第 ８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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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经历方面ꎬ只有地震中被困和父母在地震中受伤

是焦虑障碍的风险相关因素ꎬ地震中被困也许会延长

并加剧青少年的恐慌恐惧情绪体验的时间ꎬ父母地震

中受伤可能会威胁到青少年的安全感－保护者有可能

会失去ꎬ以上方面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去证实和探

索产生的路径ꎬ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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