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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安徽省城乡学生龋齿患病(龋患)情况及其变化ꎬ为开展学生龋齿防治提供

参考ꎮ 方法　 以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安徽省 ７ꎬ９ꎬ１２ 和 １４ 岁汉族中小学生共 ８ ５８２ 人为调查对象ꎬ以乳龋失补( ｄｍｆ)率、恒
龋失补(ＤＭＦ)率为指标ꎬ分析近 １０ 年患龋率和龋失补的变化ꎮ 结果　 ２０１４ 年总乳龋率为 ５０.８％ꎬ乳龋失补的构成比分别

是 ７８.２％ꎬ１６.８％ꎬ５.０％ꎬ总乳龋率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４.６３５ꎬＰ<０.０１)ꎬ恒牙 ＤＭＦ 率城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０４５ꎬＰ>０.０５)ꎻ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汉族学生的 ｄｍｆ 率分别是 ３６.５％ꎬ４８.１％ꎬ５０.８％ꎬ总体呈上升趋势(趋势性 χ２ ＝ ６１.８６３ꎬＰ
<０.０１)ꎻ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乡村不同性别学生 ｄｍｆ 率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男生趋势性 χ２ ＝ ２５. ０７９ꎬ女生趋势性 χ２ ＝
２０.６７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安徽省中小学生龋齿患病率居高不下ꎮ 学校、家庭及相关部门应重视中小学生的龋齿问

题ꎬ加大口腔保健的投入力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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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龋齿是牙齿在内外因素作用下ꎬ硬组织脱矿ꎬ有
机质溶解ꎬ牙组织进行性破坏ꎬ导致牙齿缺损的儿童

少年常见病ꎮ 龋牙不能自愈ꎬ 只能靠牙科充填治

疗[１] ꎮ 龋患早期是一个无痛性的过程ꎬ直到它发展到

不适或疼痛时人们才会关注和治疗[２] ꎮ ２０１２ 年 ＷＨＯ
报道ꎬ全球有 ６０％ ~ ９０％的学龄期儿童患有龋齿[３] ꎮ
龋齿可导致严重的疼痛ꎬ影响儿童整体的健康和生长

发育ꎬ以及上课出勤率和学习成绩等[４] ꎬ还消极影响

家庭的生活质量[５] ꎮ 同时ꎬ作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

问题ꎬ给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６] ꎮ １９９２ 年我国原

卫生部、教育部、全国爱卫会联合颁布的«学生常见病

综合防治方案»ꎬ将龋齿列为需重点防治的学校常见

病(简称“六病”)之一[７] ꎮ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４ 年的全国学

生体质健康调研安徽省数据ꎬ描述不同群体的乳、恒
牙龋患现况ꎬ并对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中小学生群体龋失补

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ꎬ从而为相关部门制定学生龋病

防治工作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安徽省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 ３ 次学生体质

健康调研均在合肥市、池州市(黄山市)、宿州市城乡

各抽取 ３ 所中、小学校 ７ 岁、９ 岁、１２ 岁、１４ 岁学生ꎬ其
中城乡男女生各年龄组抽取合格卡片均不少于 １５０
张ꎮ 样本数分别为 ２００５ 年 ２ ３９９ 人ꎬ２０１０ 年 ２ ９６８

５８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７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６



人ꎬ２０１４ 年 ３ ２１５ 人(４ 人未做恒牙检查)ꎮ
１.２　 方法　 严格按照“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工作手册” [８]要求采用统一的检测器材和检测方

法ꎬ由口腔专业人员进行检查ꎬ分别筛查了乳牙龋患

(ｄ)、龋失(ｍ)、龋补(ｆ)和恒牙龋患(Ｄ)、龋失(Ｍ)、龋
补( Ｆ)ꎬ 并计算出乳龋失补 ( ｄｍｆ) 率和恒龋失补

(ＤＭＦ)率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录

入统计系统»进行数据录入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行资料

分析ꎬ主要统计方法为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４ 年安徽省中小学生龋患状况及其城乡差异

２０１４ 年安徽省中小学生总乳牙龋失补 ( ｄｍｆ) 率为

５０.８％ꎬ城市学生牙龋患、龋失、龋补的构成比分别为

７６.６％ꎬ１６.２％ꎬ７.２％ꎬ乡村学生分别为 ７９.５％ꎬ１７.２％ꎬ
３.３％ꎬ乡村学生乳牙龋患(ｄ)、龋失(ｍ)的构成比均比

城市高ꎬ龋补的构成比比城市低ꎮ 表 １ 显示ꎬ７ 岁、９ 岁

城乡男女生 ｄｍｆ 率均超过 ６０％ꎬ１２ 岁时 ｄｍｆ 率明显下

降ꎮ 乡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学生的乳牙 ｄｍｆ 率均高于

城市ꎬ 且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２４.６３５ꎬ Ｐ <
０.０１)ꎬ尤其是 ７ 岁时乡村男、女学生 ｄｍｆ 率分别为

７８.９％和 ８１.６％ꎮ

表 １　 安徽省 ２０１４ 年汉族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城乡学生乳牙龋失补率 / ％

性别 年龄 / 岁
城市

调查人数 龋患 龋失 龋补 ｄｍｆ 率
乡村

调查人数 龋患 龋失 龋补 ｄｍｆ 率
男　 ７ １９３ ７３.６ ２０.９ ５.５ ６６.８ ２１３ ７４.０ ２１.９ ４.２ ７８.９

９ １７４ ７６.１ １８.８ ５.１ ６５.５ ２２０ ８３.２ １４.６ ２.２ ７２.３
１２ ２００ ９１.７ ８.３ ０ ６.０ ２００ ８１.０ １９.０ ０ ９.５

女　 ７ １９４ ７１.４ １６.２ １２.４ ６３.４ ２１７ ７８.３ １７.６ ４.１ ８１.６
９ １９１ ８３.７ ９.８ ６.５ ６９.１ ２２４ ８２.５ １４.２ ３.３ ６９.６
１２ １９６ ８５.７ １４.３ ０ ６.６ １６８ ９２.３ ７.７ ０ ７.７

　 　 ２０１４ 年安徽省中小学生总恒牙龋失补(ＤＭＦ)率

为 ９.９％ꎬ城市学生恒牙 ＤＭＦ 的构成比分别为７９.９％ꎬ
５.９％ꎬ１４.２％ꎬ乡村学生分别是 ７９.８％ꎬ９.３％ꎬ１０.９％ꎬ
乡村学生龋失( Ｍ)的构成比高于城市ꎬ龋补( Ｆ)的构

成比低于城市ꎮ 表 ２ 显示ꎬ不同年龄段女生的恒牙

ＤＭＦ 率均高于男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３.９５９ꎬＰ
<０.０１)ꎬ但恒牙 ＤＭＦ 率城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０４５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２　 安徽省 ２０１４ 年汉族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城乡学生恒牙龋失补率 / ％

性别 年龄 / 岁
城市

调查人数 龋患 龋失 龋补 ＤＭＦ 率

乡村

调查人数 龋患 龋失 龋补 ＤＭＦ 率
男　 ７ １９３ １００.０ ０ ０ １.６ ２１３ ７５.０ ０ ２５.０ １.４

９ １７４ ８３.３ ０ １６.７ ３.４ ２２０ ９０.９ ９.１ ０ ５.０
１２ ２００ ８１.５ ３.７ １４.８ １２.０ ２００ ８２.８ ６.９ １０.３ １４.０
１４ １９８ ８３.９ ６.５ ９.７ １３.１ １８９ ７４.１ １４.８ １１.１ １３.２

女　 ７ １９４ １００.０ ０ ０ ３.６ ２１７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４.６
９ １９１ ７６.２ ０ ２３.８ ８.９ ２２０ ８３.３ ０ １６.７ ７.７
１２ １９６ ７６.５ ５.９ １７.６ １６.３ ２０９ ７７.８ ６.７ １５.６ １９.１
１４ １９２ ７５.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８.８ ２０５ ７６.９ １５.４ ７.７ １６.６

２.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乳、恒龋总体情况变化　 如表 ３ 所

示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汉族学生的 ｄｍｆ 率分别是３６.５％ꎬ
４８.１％ꎬ５０.８％ꎬ总体呈上升趋势(趋势性 χ２ ＝ ６１.８６３ꎬＰ
<０.０１)ꎬ由 ２００５ 年的人均乳龋 １.１ 个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

的 １.８ 个ꎻ安徽省汉族学生 ＤＭＦ 率 ２０１４ 年较 ２０１０ 年

有所下降但仍高于 ２００５ 年ꎻ乳、恒牙的龋失和龋补构

成比呈上升趋势ꎬ乳、恒牙龋患的构成比呈下降趋势ꎮ

表 ３　 安徽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汉族学生乳牙恒牙龋均和龋失补率比较

年份

乳牙

龋均 龋患 龋失 龋补 ｄｍｆ 率 / ％

恒牙

龋均 龋患 龋失 龋补 ＤＭＦ 率 / ％

２００５ １.１ ６３３(８４.０) １０４(１３.８) １７(２.３) ３６.５ ０.１ ９３(８８.６) ４(３.８) ８(７.６) ４.３
２０１０ １.７ １ ０４４(８５.５) １２６(１０.３) ５１(４.２) ４８.１ ０.４ ４９３(８７.３) ３１(５.５) ４１(７.３) １７.１
２０１４ １.８ １ １５７(７８.２) ２４８(１６.８) ７４(５.０) ５０.８ ０.２ ２８１(７９.８) ２７(７.７) ４４(１２.５) ９.９
χ２ 值 ６６.７６９ ４４.９５２ ２１.５４０ ７２.９３０ ２４７.３７３ １５.２３８ １７.４８５ ２５４.６２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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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乳、恒龋城乡差异变化 　 图 １ 显

示ꎬ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乡村不同性别学生 ｄｍｆ 率均呈逐年

上升的趋势(男生趋势性 χ２ ＝ ２５.０７９ꎬ女生趋势性 χ２ ＝
２０.６７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城市不同性别学生 ｄｍｆ 率处于

较高水平ꎬ但近 ２ 次调研显示处于相对稳定水平ꎮ
图 ２ 显示ꎬ４ 个群体 ＤＭＦ 率波动均较大ꎬ２０１４ 年

４ 个群体 ＤＭＦ 率均比 ２０１０ 年低ꎬ仍比 ２００５ 年高ꎮ 其

中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４ 年城乡差异均不明显ꎬ２０１０ 年城乡差异

明显ꎮ
３ 次调研乳牙的 ｄｍｆ 率男女生之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而各次调研女生恒牙的 ＤＭＦ
率均比男生高ꎬ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图 １　 安徽省城乡男女学生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乳牙 ｄｍｆ 率

图 ２　 安徽省城乡男女学生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恒牙 ＤＭＦ 率

３　 讨论

龋齿是可预防的儿童常见病之一ꎬ它的发展是一

个不可逆的过程ꎬ严重的龋患可以导致疼痛、败血症、
食欲不振并影响美观ꎬ虽然经过治疗上述症状可以明

显缓解ꎬ但是没有治愈的方法ꎬ龋患可持续发展直到

牙齿彻底失去功能[９－１０] ꎮ 英国、美国、日本和瑞典 ４ 个

发达国家于 １９６０—２０１４ 年进行的纵向研究显示ꎬ发达

国家 ５ ~ １４ 岁的恒牙龋患率总体呈下降趋势[１０] ꎬ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安徽省的龋患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ꎮ
提示安徽省中小学生龋齿防治需要引起个人、家庭、

学校的重视ꎬ 社会更需要加大宣传和医疗保健的

投入ꎮ
分析结果表明ꎬ安徽省中小学生龋患情况严峻ꎬ

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１)龋患普遍存在ꎬ特别是乳龋

严重ꎬ且趋于低龄化ꎻ(２)３ 次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

均显示乡村学生 ｄｍｆ 率比城市高ꎬ且乡村学生 ｄｍｆ 率
呈逐年增长趋势ꎬ因此ꎬ乡村学生乳龋成为安徽省学

生龋患防治工作的薄弱环节ꎮ (３)龋失补构成比中ꎬ
龋患和龋失的构成比较高ꎬ而龋补的构成比较低ꎮ 龋

补是减少龋失的一个关键措施ꎬ在龋失补构成比中的

比重反映一个地方的口腔保健水平ꎬ本文结果可以看

出安徽省相关部门近 １０ ａ 在口腔保健方面的努力ꎬ但
龋补的情况依然普遍低于全国水平ꎬ而龋失的构成比

又高于全国水平[１１] ꎬ提示还需加大学校口腔保健的

力度ꎮ
本研究显示了城乡不同性别学生龋患的差异ꎬ可

能与社会经济状况、性别以及文化差异有关[１２－１４] ꎬ我
国有重男轻女的文化倾向ꎬ特别是农村地区ꎬ家长会

比较忽视女生的口腔问题[１３] ꎬ也可能与男女生饮食习

惯差别有关ꎮ
相比于恒牙ꎬ乳牙釉质和牙本质薄ꎬ矿化度低ꎬ抗

酸能力弱ꎬ且牙缝较恒牙大ꎬ较易残留食物残渣ꎬ加上

儿童喜黏、软、甜的食物[１４] ꎬ而饮料对牙釉质具有脱矿

作用[１５] ꎬ使乳牙较恒牙更易患龋ꎬ而恒牙患龋会伴随

终身ꎬ故乳牙、恒牙龋病的预防同样重要ꎮ 因此ꎬ可从

以下几点预防中小学生龋齿的发生:养成使用含氟牙

膏良好的习惯ꎬ每天早晚各刷一次牙ꎬ抑制细菌的繁

殖ꎬ从而预防或减缓龋齿的发生[１６] ꎻ改变饮食习惯ꎬ减
少游离糖的摄入ꎬＷＨＯ 为减少龋齿的发生ꎬ强烈建议

将成人和儿童游离糖摄入量降至摄入总能量的 １０％
以下[１７] ꎻ定期口腔检查ꎬ学校提供系统的口腔健康教

育[１８] ꎻ把口腔健康问题纳入医疗保险中ꎬ口腔健康问

题的费用一般都比较昂贵ꎬ导致了牙科保险是预防口

腔疾病及对牙科服务利用的重要决定因素[１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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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适龄儿童中窝沟封闭率逐年提高ꎮ 张辉等[１４] 调

查发现ꎬ北京市区 ９ ~ １０ 岁儿童中ꎬ窝沟封闭率达

４５.１２％ ~ ４５.３１％ꎮ 方达峰等[１５] 报道杭州市中小学生

窝沟封闭率高达 ５２.８９％ꎮ 但在西部地区ꎬ窝沟封闭率

还很低[５ꎬ１６] 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宁夏南部山区 ６ ~ １２ 岁

学生窝沟封闭率仅为 ６.７％ꎬ其中 ８ ~ １０ 岁学生窝沟封

闭率分别为 １３.１％ꎬ９.６％ꎬ１０.６％ꎬ在所调查的 １ 区 ５
县中ꎬ有 ４ 县窝沟封闭率仍为 ０ꎮ 分析原因发现ꎬ宁夏

适龄儿童免费窝沟封闭项目启动晚ꎬ由于人力、财力

所限ꎬ宁南山区只在原州区、彭阳 ２ 县城区部分小学局

部开展ꎬ受益学生有限ꎮ 由于宣传不够ꎬ大多数家长、
教师对窝沟封闭防龋的效果认识不足ꎬ还没有建立主

动窝沟封闭、预防龋齿的意识ꎮ 另有调查发现ꎬ宁南

山区口腔专业技术人员相对缺乏ꎬ各县综合医院不重

视口腔科的建设ꎬ而其他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

保健所、乡镇卫生院等医疗单位均无口腔科设置[１７] ꎮ
可见ꎬ口腔卫生服务资源不能满足当地居民口腔健康

的需求ꎬ也是造成该地区窝沟封闭率低、患龋率高、龋
齿充填构成比低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综上所述ꎬ宁夏南部山区 ６ ~ １２ 岁回族、汉族学生

患龋率高、龋齿充填构成比较低ꎬ应进一步深入调查

研究ꎬ针对可能的影响因素ꎬ加强综合干预防龋措施

实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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