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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海口市小学生口腔健康知识行为现状及获取口腔健康知识的途径ꎬ为开展小学生口腔健康教育

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海口市 ４ 所小学二~六年级学生 １ ２６９ 名ꎬ采用自编结构式调查问卷进行

调查ꎮ 结果 　 小学生 １０ 个口腔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在１４.９７％ ~ ６７. ２２％之间ꎬ其中“窝沟封闭的作用” 知晓率最低ꎬ为

１４.９７％ꎻ“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的重要性”的知晓率最高ꎬ为 ６７.２２％ ꎮ 小学生 １１ 个口腔卫生行为报告率在 ８.５９％ ~ ６１.８６％
之间ꎬ其中“经常使用牙线”的报告率最低ꎬ为 ８.５９％ꎻ“每天刷牙≥２ 次”的报告率最高ꎬ为 ６１.８６％ꎮ 小学生获取口腔健康

知识的主要途径是家人(２７.１９％)、广播电视(２５.３０％)和教师(２３.７２％)ꎬ均在 ３０％以下ꎮ 结论　 海口市小学生的口腔健康

知识知晓率较低ꎬ口腔卫生行为较差ꎮ 应加强小学生口腔卫生健康教育ꎬ提高小学生的口腔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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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３６０１７２)ꎻ海南省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３０８４９)ꎮ
【作者简介】 　 邓旎(１９８３－　 )ꎬ女ꎬ海南海口人ꎬ硕士ꎬ主治医师ꎬ主要

从事口腔临床及健康教育工作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７.００８

　 　 近年来ꎬ我国中小学生的龋齿患病率逐年上升ꎬ
不利于日常学习和体质健康ꎬ也对今后的身心健康和

生活质量带来较大影响[１－２] ꎮ 小学阶段是学生个体行

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ꎬ教育小学生了解口腔健康

知识ꎬ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行为习惯非常重要[３－４] ꎮ
为了解海口市小学生口腔健康知识及行为情况ꎬ笔者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１０ 月对海口市二 ~ 六年级小学生进行

了问卷调查ꎬ为有针对性的开展口腔健康教育提供依

据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在海口市 ４ 个区

县选取 ４ 所小学二~六年级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本

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１ ３００ 份ꎬ回收 １ ２６９ 份合格问卷ꎬ
问卷回收率为 ９７ ６２％ꎮ 其中男生 ６８２ 名(５３ ７４％)ꎬ
女生 ５８７ 名(４６ ２６％)ꎻ城区学生 ６５９ 名(５１ ９３％)ꎬ农
村学生 ６１０ 名 ( ４８ ０７％)ꎻ 二 ~ 四年级学生 ７５６ 名

(５９ ５７％)ꎬ五~六年级学生 ５１３ 名(４０ ４３％)ꎮ 年龄 ７
~ １３ 岁ꎬ平均为(９ ３２±４ ８５)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内容　 参考“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

学调查报告” [５]的内容及相关文献[６－７] ꎬ自编结构式问

卷对学生进行调查ꎬ采用重测法测得问卷的效度为

０.８７９ꎬ信度为 ０.８６４ꎬ效、信度均良好ꎮ 问卷内容包括:
(１)一般情况ꎻ( ２) 小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知晓情况ꎻ
(３)口腔卫生行为报告情况ꎻ(４)获取口腔健康知识的

途径等ꎮ
１.２.２　 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 　 口腔健康知识包括正

确的刷牙方法、有益牙齿健康的食物、刷牙出血是不

正常的、牙龈出血的正确做法、定期检查口腔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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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牙菌斑是引起牙龈炎和龋齿的主要原因、含氟牙

膏可以预防龋齿、窝沟封闭的作用、甜食、碳酸饮料能

导致龋齿、睡前饮食可以导致龋齿等ꎮ 采用口腔健康

知识知晓率评价小学生口腔健康知识水平ꎬ口腔健康

知识知晓率(％) ＝ 正确回答口腔健康知识的总题数 /
(每人调查题数×被调查总人数) ×１００％ꎮ 口腔卫生行

为包括每天刷牙≥２ 次、每 ２ ~ ３ 个月更换 １ 次牙刷、每
次刷牙时间≥３ ｍｉｎ、使用含氟牙膏、经常使用牙线、饭
后漱口、定期进行口腔检查、会正确的刷牙方法(竖刷

法)、经常吃甜食、经常喝碳酸类饮料、睡前饮食等ꎬ采
用行为报告率评价小学生的口腔卫生行为ꎬ口腔卫生

行为报告率(％)＝ 报告口腔卫生行为的总题数 / (每人

调查题数×被调查总人数) ×１００％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前在其中 １ 所学校进行预调查ꎬ
对问卷进行了完善和修改ꎮ 调查前统一培训调查员ꎬ

问卷由学生独立、匿名填写并当场收回ꎬ教师现场回

避ꎮ 数据采用双人双击录入ꎬ以保证准确性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录入数据ꎬ应
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数据分析主要

采用描述性分析和 χ２ 检验进行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小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由表 １ 可见ꎬ小
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在 １４.９７％ ~ ６７.２２％之间ꎬ
其中“窝沟封闭的作用”的知晓率最低ꎬ“定期检查口

腔很有必要”的知晓率最高ꎮ 城市学生的口腔健康知

识知晓率均高于农村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ꎻ除“正确的刷牙方法”“窝沟封闭的作用”以

外ꎬ五~六年级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均高于二

~四年级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海口市小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地区年级间比较

健康知识

地区

城市

(ｎ ＝ ６５９)
乡村

(ｎ ＝ ６１０)
χ２ 值 Ｐ 值

年级

二~四年级

(ｎ ＝ ７５６)
五~六年级

(ｎ ＝ ５１３)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 １ ２６９)

口腔卫生知识
　 正确的刷牙方法 ３６２(５４.９３) ２７３(４４.７５) １３.１３ <０.０１ ３６５(４８.２８) ２７０(５２.６３) ２.３１ >０.０５ ６３５(５０.０３)
　 有益牙齿健康的食物 ４５５(６９.０４) ３７５(６１.４８) ８.０２ <０.０１ ４７３(６２.５７) ３５７(６９.５９) ６.６６ <０.０１ ８３０(６５.４１)
　 刷牙出血是不正常的 ４４１(６６.９２) ３７２(６０.９８) ４.８５ <０.０５ ４６５(６１.５１) ３４８(６７.８４) ５.３２ <０.０５ ８１３(６４.０７)
　 牙龈出血的正确做法 ４１９(６３.５８) ３５２(５７.７０) ４.５９ <０.０５ ４３４(５７.４１) ３３７(６５.６９) ８.８０ <０.０１ ７７１(６０.７６)
　 定期检查口腔的必要性 ４４６(７０.４１) ３８９(６３.７７) ６.３４ <０.０５ ４８９(６４.６８) ３６４(７０.９６) ５.４６ <０.０５ ８５３(６７.２２)
龋齿防治知识
　 牙菌斑是引起牙龈炎和龋齿 ２２０(３３.３８) １４６(２３.９３) １３.７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２６.５９) １６５(３２.１６) ４.６３ <０.０５ ３６６(２８.８４)
　 　 的主要原因
　 含氟牙膏可以预防龋齿 ３１８(４８.２５) ２４６(４０.３３) ８.０６ <０.０１ ３１３(４１.４０) ２５１(４８.９３) ７.０１ <０.０１ ５６４(４４.４４)
　 窝沟封闭的作用 １２２(１８.５１) ６８(１１.１５) １３.５０ <０.０１ １０９(１４.４２) ８１(１５.７９) ０.４５ >０.０５ １９０(１４.９７)
　 甜食、碳酸饮料能导致龋齿 ２８３(４４.４６) ２２３(３６.５６) ８.２０ <０.０１ ２８９(３８.２３) ２２７(４４.２５) ４.５９ <０.０５ ５１６(４０.６６)
　 睡前饮食可以导致龋齿 ２６８(４０.６７) １８９(３０.９８) １２.８９ <０.０１ ２５４(３３.６０) ２０３(３９.５７) ４.７３ <０.０５ ４５７(３６.０１)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２　 小学生口腔卫生行为报告情况　 由表 ２ 可见ꎬ海
口市小学生的口腔卫生行为报告率在 ８.５９％ ~ ６１.８６％
之间ꎬ其中“经常使用牙线”的报告率最低ꎬ为 ８.５９％ꎻ
“每天刷牙≥２ 次”的报告率最高ꎬ为 ６１.８６％ꎮ 城市学

生的口腔卫生行为报告率均高于农村学生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除“每 ２ ~ ３ 个月更换 １ 次牙

刷”“使用含氟牙膏”以外ꎬ不同年级学生的口腔卫生

行为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２　 海口市小学生口腔卫生行为报告率地区年级间比较

卫生行为与习惯

地区

城市

(ｎ ＝ ６５９)
乡村

(ｎ ＝ ６１０)
χ２ 值 Ｐ 值

年级

二~四年级

(ｎ ＝ ７５６)
五~六年级

(ｎ ＝ ５１３)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 １ ２６９)

每天刷牙≥２ 次 ４３３(６５.７１) ３５２(５７.７０) ８.５９ <０.０１ ４４１(５８.３３) ３４４(６７.０６) ９.８６ <０.０１ ７８５(６１.８６)
每 ２~ ３ 个月更换 １ 次牙刷 ４３０(６５.２５) ３３７(５５.２５) １３.２６ <０.０１ ４７３(６２.５７) ２９４(５７.３１) ３.５３ >０.０５ ７６７(６０.４４)
每次刷牙时间≥３ ｍｉｎ ３４３(５２.０５) ２５１(４１.１５) １５.１２ <０.０１ ３８０(５０.２６) ２１４(４１.７２) ８.９７ <０.０１ ５９４(４６.８１)
使用含氟牙膏 １２４(１８.８２) ８１(１３.２８) ７.１７ <０.０１ １１９(１５.７４) ８６(１６.７６) ０.２４ >０.０５ ２０５(１６.１５)
经常使用牙线 ７２(１０.９３) ３７(６.０７) ９.５３ <０.０１ ５３(７.０１) ５６(１０.９２) ５.９４ <０.０５ １０９(８.５９)
饭后每次漱口 ３１４(４７.６５) ２４０(３９.３４) ８.８８ <０.０１ ３０７(４０.６１) ２４７(４８.１５) ７.０６ <０.０１ ５５４(４３.６６)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２９１(４４.１６) １９７(３２.３０) １８.８４ <０.０１ ２６８(３５.４５) ２２０(４２.８８) ７.１４ <０.０１ ４８８(３８.４６)
会正确的刷牙方法(竖刷法) ３１２(４７.３４) ２４９(４０.８２) ５.４７ <０.０５ ３１６(４１.８０) ２４５(４７.７６) ４.４０ <０.０５ ５６１(４４.２１)
经常吃甜食 ２１７(３２.９３) １６４(２６.８９) ５.５１ <０.０５ ２０９(２７.６５) １７２(３３.５３) ５.０３ <０.０５ ３８１(３０.０２)
经常喝碳酸类饮料 １０９(１６.５４) ７１(１１.６４) ６.２５ <０.０５ ９２(１２.１７) ８８(１６.８３) ５.５４ <０.０５ １８０(１４.１８)
睡前进食 ７６(１１.５３) ５０(８.２０) ３.９４ <０.０５ ８６(１１.３８) ４０(７.８０) ４.３８ <０.０５ １２６(９.９３)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小学生获取口腔健康知识的途径　 表 ３ 显示ꎬ海 口市小学生获取口腔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排在前 ３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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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次是家人(２７.１９％)、广播电视(２５.３０％)和教师 (２３.７２％)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海口市不同地区小学生获取口腔健康知识途径报告率

地区 人数 家人 教师 网络 医务人员 广播电视 宣传栏 报纸书籍
城市 ６５９ ２０７(３１.４１) １５２(２３.０７) １６３(２４.７３) １３８(２０.９４) １７８(２７.０１) ９２(１３.９６) １４４(２１.８５)
农村 ６１０ １３８(２２.６２) １４９(２４.４３) １０８(１７.７０) ９５(１５.５７) １４３(２３.４４) ７１(１１.６４) １０５(１７.２１)
合计 １ ２６９ ３４５(２７.１９) ３０１(２３.７２) ２７１(２１.３６) ２３３(１８.３６) ３２１(２５.３０) １６３(１２.８４) ２４９(１９.６２)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龋病、牙周病等是影响小学生口腔卫生健康的常

见病ꎬ不但影响他们的口腔健康ꎬ而且影响其生长发

育、学习状况及全身健康[８] ꎮ ６ ~ １２ 岁年龄段的儿童

是口腔健康行为和观念的重要形成期ꎬ口腔健康知识

和态度直接影响他们的口腔健康行为ꎬ对该年龄段的

儿童进行口腔健康教育很有必要[９] ꎮ
调查显示ꎬ小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均较

低ꎬ均在 ７０％以下ꎬ尤其是“龋齿的病因”“窝沟封闭的

作用”“日常防龋的方法”“正确刷牙的方法”等知识知

晓率较低ꎬ与王燕波等[３] 、符筠等[６] 、赵瑞兰等[１０] 的

报道一致ꎮ 调查显示ꎬ小学生正确的口腔卫生行为较

低ꎬ尤其是“使用含氟牙膏” “经常使用牙线” “定期进

行口腔检查”等行为ꎬ与潘耀耀等[７] 、程秒等[１１] 的报

道一致ꎬ可能与小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有限有关ꎮ 提示要加强小学生口腔健康教育ꎮ
儿童口腔健康知识的认知和行为程度受到学校

和家庭的影响[１２－１３] ꎮ 城市小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知晓

率和正确的口腔卫生行为报告率均高于农村学生ꎬ与
符筠等[６] 、张妤等[１４] 的报道一致ꎬ可能与城市家庭家

长文化程度相对较高ꎬ口腔保健的意识更强ꎬ城市学

校更注重口腔健康教育课程的设置与相关人员的配

备等因素有关ꎮ 提示要对农村小学生开展有针对性

的健康教育ꎮ
高年级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和口腔卫生

行为报告率较高ꎬ与李陈晨等[１５]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可
能由于高年级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较高ꎬ自
控能力较强ꎬ从而能接收正确的口腔健康知识和行

为ꎬ低年级学生“每 ２ ~ ３ 个月更换 １ 次牙刷” “每次刷

牙时间≥３ ｍｉｎ”报告率高于高年级学生ꎬ可能与高年

级学生学业负担比较重ꎬ对时间要求比较紧ꎬ从而忽

视了每次刷牙的时间有关ꎮ 在饮食习惯上ꎬ高年级学

生吃甜食、喝碳酸类饮料比例越来越高ꎬ与潘耀耀

等[７]的报道一致ꎮ 可能与随着年龄的增长ꎬ高年级学

生受到家庭的监督减弱、可支配的金钱增多等因素有

关ꎬ提示要对高年级学生进行饮食习惯的健康教育ꎮ
小学生获取口腔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排在前 ３ 位

的是家人 ( ２７. １９％)、 广播电视 ( ２５. ３０％) 和教师

(２３.７２％)ꎬ均在 ３０％以下ꎬ说明小学生的口腔健康教

育存在着严重的不足ꎮ 学校是学生口腔健康教育最

重要的场所ꎬ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的获取主要在学校ꎬ
家庭是学生重要的生活场所ꎬ学生口腔卫生行为的形

成主要取决于家庭的说教ꎬ因而学生口腔健康教育应

该由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面共同参与ꎬ通过多种途

径和措施开展小学生口腔健康教育活动ꎬ普及口腔健

康知识ꎬ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口腔行为习惯ꎮ
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限制ꎬ本次研究未能纳入更多

的学校ꎬ在结果的外推上应当慎重ꎬ今后的研究应进

一步扩大样本量和调查范围ꎬ更准确地反映海口市小

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及行为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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