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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小学生口腔保健现状ꎬ为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提供参考ꎮ 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分层整群抽取广

州市 ４ 所小学(２ 所公办小学ꎬ２ 所民办小学)二三年级共 １ １１６ 名在读学生及其家长为调查对象ꎮ 通过问卷、基线调查学

生口腔健康状况ꎬ应用微视频、ＱＱ 群、开展讲座、示教等形式对小学生及家长开展为期 ６ 个月的口腔系列健康教育活动ꎮ
评价干预前后学生口腔保健知识与行为的改善程度ꎮ 结果 　 干预前后ꎬ学生认为“含氟牙膏有防龋作用”知晓率分别为

３７.０％ꎬ４５.８％ꎻ“保护六龄齿很重要”分别为 ８７.４％ꎬ９０.８％ꎻ“刷牙方法不当会导致牙损伤”分别为 ４６.７％ꎬ５２.１％ꎻ“乳牙坏

了不用治疗”分别为 ８.６％ꎬ５.２％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６.１０ꎬ６.２２ꎬ７.３２ꎬ８.８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学生“每天刷牙

≥２ 次”行为形成率分别为 ６２.１％ꎬ７２.５％ꎬ“采用刷牙方法(竖刷)”分别为 ３３.４％ꎬ４６.３％ꎻ“使用含氟牙膏”分别为 ３１.０％ꎬ
４４.７％ꎻ“每天喝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１ 次分别为 ６４.４％ꎬ８３.６％ꎻ“每天吃饼干蛋糕面包等甜点心<１ 次”分别为 ４２.１％ꎬ
５２.７％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４.７１ꎬ３４.７７ꎬ４０.５１ꎬ９７.４９ꎬ２２.６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利用微视频、ＱＱ 群ꎬ医
生讲座及示教等方式开展学校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ꎬ对提高学生龋病预防知识及口腔健康行为有积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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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从小获得良好的口腔保健知识和行为ꎬ对其

一生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１] ꎮ 采用健康促进干预措

施可以有效控制行为危险因素流行水平ꎬ进而控制和

预防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发生[２] ꎮ 本课题组前期

调查显示[３] ꎬ二三年级小学生是龋病发生的高危群

体ꎬ龋齿发生与社会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口腔卫生习

惯等因素关系密切ꎮ 课题组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ꎬ对广

州市二三年级小学生及其家长开展为期 ６ 个月的口腔

健康教育ꎬ效果评估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抽
取广州市 ４ 所小学(２ 所公办小学ꎬ２ 所民办小学)ꎬ公
办学校二三年级各抽取 ３ 个班共 ６ 个班ꎬ民办学校二

三年级各抽取 ４ 个班共 ８ 个班ꎬ共对 １ １１６ 名在读学

生及其家长进行基线调查ꎮ 开展为期 ６ 个月的口腔系

列健康教育活动后ꎬ共发放问卷 １ １１６ 份ꎬ收回有效问

卷 １ ０１４ 份ꎬ有效回收率 ９０.９％ꎬ选取调查对象每个人

干预前、后的数据配对ꎮ 其中男生 ５１７ 名ꎬ女生 ４９７
名ꎬ年龄 ９ ~ １１ 岁ꎬ平均(９.９１±０.７７)岁ꎮ 本研究已通

过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伦理审批(审批

号:２０１７０２)ꎬ所有参与调查的学生及家长均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以“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调查问

卷”内容为参考[４]对儿童进行调查ꎮ 问卷 ＫＭＯ 为０.７６
(Ｐ<０.０５)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０ꎬ可靠性较好ꎮ 问

卷主要收集研究对象基本信息(家长性别、与儿童关

系、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收入、户籍、居住环境、
医疗费用来源、儿童性别及年龄等)ꎬ以及口腔健康知

识 ７ 题、行为 ８ 题ꎮ 健康教育活动结束后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对同一批学生及家长再次进行问卷调查ꎬ效果评

估和基线调查为同一张问卷和内容ꎬ评价健康教育

效果ꎮ
１.２.２　 干预方法　 应用微视频ꎬＱＱ 群ꎬ开展讲座、示
教等形式ꎬ对学生及家长进行口腔健康教育干预ꎮ 讲

座内容主要参考葛立宏主编的第 ４ 版«儿童口腔医

学» [５] ꎬ以及胡德渝主编的第 ６ 版«口腔预防医学» [６]

中相关内容制定ꎻ播放精灵爱牙讲堂[７] ꎮ 每月进行的

主要宣教内容为:(１)认识牙齿及牙齿的功能ꎻ(２)龋

病的四联因素ꎬ强调含糖食品等对口腔健康危害ꎻ(３)
正确刷牙(儿童牙刷及牙膏的选择ꎬ刷牙方法图示、视
频ꎬ并用模型演示正确刷牙的方法)ꎬ强调坚持早晚正

确刷牙的重要性和使用含氟牙膏刷牙的必要性ꎻ(４)
龋齿的预防ꎻ(５)儿童口腔膳食平衡与正确选择零食ꎻ
(６)定期口腔检查和及时就医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由课题组统一培训调查员ꎬ讲解问卷

调查的目的和意义ꎬ以及问卷填写规则和发放回收的

时间安排ꎬ对有漏项或填写不明的按无效问卷剔除ꎬ
保证所得数据的可靠性ꎮ 口腔检查按照 «第三次全国

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方案» [８] 临床检查和质量

控制要求执行ꎬ统一检查标准ꎬ对所有参与口腔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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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生进行一致性检验ꎬＫａｐｐａ 值为 ０.９５ꎮ 健康教育

材料参考«中国居民口腔健康行为指南» [９] 及«儿童口

腔疾病防治学校健康教育指导手册» [１０] ꎮ 讲座以班级

为单位ꎬ指定一位口腔医生为宣教员ꎬ统一教学目标、
方法和要求ꎬ采用 ４０ ｍｉｎ 授课形式ꎬ按教学计划和课

程课时安排ꎬ每月 １ 次ꎬ共计 ６ 次ꎮ 通过 ＱＱ 群对家长

进行健康宣教ꎮ 每月举行 １ 次口腔健康知识宣教ꎬ每
次重点宣教 １ 个内容ꎬ于每月第一周周五下午ꎬ将宣教

内容以文档、图片、动画的形式上传于 ＱＱ 群ꎬ由家长

自行学习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全部资料经复核后统一编码ꎬ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建立数据库ꎬ实行双录入ꎮ 应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干预前后率的比较采用配对 χ２ 检验

(ＭｃＮｅｍａｒ’ｓ 检验)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比较　 在“用

含氟牙膏对牙齿有好处” “保护六龄齿很重要” “刷牙

方法不当会导致牙损伤” “乳牙坏了不用治疗” “牙齿

需要保护”“口腔健康对自己的生活很重要” “预防牙

病首先靠自己”７ 个健康知识条目的知晓率干预前后

差异均有统计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干预前后学生口腔健康知识知晓率比较

干预前后 人数
含氟牙膏

有防龋作用

保护 “六龄

齿”很重要

刷牙方法不当

可导致牙损伤

乳牙坏了

不用治疗

牙齿需

要保护

口腔健康对自己

的生活很重要

预防牙病

靠自己
干预前 １ ０１４ ３７５(３７.０) ８８６(８７.４) ４７４(４６.７) ８７(８.６) ８９６(８８.４) ９３０(９１.７) ８２４(８１.３)
干预后 １ ０１４ ４６４(４５.８) ９２１(９０.８) ５２８(５２.１) ５３(５.２) ９３４(９２.１) ９５４(９４.１) ８８２(８７.０)
χ２ 值 １６.１０ ６.２２ ７.３２ ８.８７ ８.０８ ４.３１ １２.４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２　 干预前后学生预防龋齿正确行为形成率比较　
干预后ꎬ在“每天刷牙≥２ 次” 及“刷牙方法(竖刷)”
“使用含氟牙膏”“每天喝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１ 次”

“每天吃饼干蛋糕面包等甜点<１ 次”及“每天吃糖果

巧克力<１ 次”的行为正确率与干预前相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干预前后学生预防龋齿正确行为形成率比较

干预前后 人数
每天刷牙

≥２ 次

刷牙方

法(竖刷)
使用含

氟牙膏

每天喝可乐

雪碧等碳酸

饮料<１ 次

每天吃饼干

蛋糕面包等

甜点<１ 次

每天吃

糖果巧

克力<１ 次

刷牙后睡觉

前不吃甜点

或喝饮料

家长每

天帮助

孩子刷牙

家长每天

检查孩子

刷牙效果

家长每天

提醒孩

子刷牙
干预前 １ ０１４ ６３０(６２.１) ３３９(３３.４) ３１４(３１.０) ６５３(６４.４) ４２７(４２.１) ８６３(８５.１) ４７４(４６.８) １２０(１１.８) １９１(１８.８) ５９８(５９.０)
干预后 １ ０１４ ７３５(７２.５) ４６９(４６.３) ４５３(４４.７) ８４８(８３.６) ５３４(５２.７) ９０２(８８.９) ４７５(４６.８) ７１(７.０) １５１(１４.９) ６３１(６２.２)
χ２ 值 ２４.７１ ３４.７７ ４０.５１ ９７.４９ ２２.６４ １３.７８ ０.８０ １６.４０ １９.２８ １３３.４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形成率 / ％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学生对“含氟牙膏有防龋作用”

的知晓率上升了 ８. ８ 百分点ꎬ“保护六龄齿很重要”
“刷牙方法会导致牙损伤”“牙齿需要保护”“口腔健康

对自己的生活很重要”“预防牙病靠自己”知晓率分别

上升了 ３.４ꎬ５.４ꎬ３.７ꎬ２.４ꎬ５.７ 百分点ꎬ学生“每天刷牙

≥２ 次”“刷牙方法(竖刷)”“使用含氟牙膏”正确率分

别上升 １０.４ꎬ１２.９ꎬ１３.７ 百分点ꎮ 而先前研究表明ꎬ经
过 １ 年的健康教育干预ꎬ干预后儿童口腔知识与口腔
卫生行为较干预前显著提高[１１] 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微
视频、ＱＱ 群也是传授口腔健康知识进行口腔健康教
育的有效途径ꎮ 与 Ｓｈａｒｍａ 等[１２] 研究相似ꎬ其认为手
机短信是传授口腔健康知识进行口腔健康教育的有
效途径ꎮ Ｃｈａｃｈｒａ 等[１３]对在 ４ 所学校随机抽取的 ９７２
名 ５ ~ １６ 岁儿童的龋齿情况及其对口腔健康知、信、行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ꎬ与其他间接沟通方式相比ꎬ直接

与牙医沟通是改善口腔健康教育现状最有效的方式ꎬ
提倡牙医在治疗过程中注意对患者的椅旁宣教ꎬ并建

议口腔医生定期到学校对小学生进行口腔健康教育

知识讲座ꎮ 本研究证实ꎬ通过融合口腔医生讲座可以

提高小学生口腔健康知识水平ꎮ
由于糖类的暴露是龋病发生的一个重要病因ꎬ因

此ꎬ了解饮食的相关信息对于龋病的预防和管理非常

重要[１４] ꎮ 本研究经过 ６ 个月的宣教干预ꎬ学生“每天

喝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１ 次” “每天吃饼干蛋糕面包

等甜点心<１ 次”“每天吃糖果巧克力<１ 次”行为分别

上升了 １９.２ꎬ１０.６ꎬ３.８ 百分点ꎬ表明健康教育干预效果

明显ꎬ可帮助学生形成“减糖”生活习惯ꎮ
综上ꎬ在 ６ 个月短时期内开展系列口腔健康教育ꎬ

对提高学生的口腔健康知识ꎬ建立良好的口腔卫生和

饮食习惯有积极作用ꎮ 本研究创新了口腔健康教育

宣传形式和载体ꎬ同时更具有时效性和可操作性ꎬ可
在小学群体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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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中小学生健康知识行为及健康教育需求调查

吕香莲ꎬ孙慧彦ꎬ罗永园ꎬ林健ꎬ李超ꎬ刘玉梅

海南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ꎬ海口 ５７１１９９

　 　 【摘要】 　 目的　 了解三亚市中小学生健康知识和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ꎬ为海南省中小学健康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参

考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６ 日ꎬ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ꎬ抽取三亚市 ３ ３６４ 名学生进行健康知识和行为问卷调

查ꎮ 结果　 三亚市中小学生健康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４５.８３％ꎬ不同学段、性别、民族、籍贯、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

工作地学生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８ ６９８. ８１ꎬ２１７. ６６ꎬ２４０. ２９ꎬ１８. ７６ꎬ１ ２５５. ６２ꎬ９２４. ８２ꎬ
４５ ６３５.８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各年级不同维度健康知识知晓率不同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８８. ０６ꎬ９１５. ００ꎬ
１５２.７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中一~三年级学生疾病预防相关知识知晓率最低(４６.９４％)ꎬ四~六年级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知晓

率最低(２７.８３％)ꎬ七~九年级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相关知识知晓率最低(２６.４０％)ꎮ 中小学生健康行为总体形成率为

５８.２４％ꎬ不同学段、民族、籍贯、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工作地学生健康行为形成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

别为 １１２.８２ꎬ３０.３４ꎬ６.８８ꎬ３７.５４ꎬ２２.５８ꎬ６.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学生能经常做到的健康行为排在前 ３ 位的是饭前便后洗手

(８１.３９％)、每天早晚都刷牙(７０.３６％)和咳嗽或打喷嚏时遮住口鼻(６７.５１％)ꎮ ８２.５２％的学生愿意接受健康教育ꎬ７９.１６％
希望通过健康教育课程获取健康知识ꎮ 学生最想学习的健康知识排在前 ３ 位的是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的知识和技能

(７９.８５％)、心理健康知识(６４.０６％)和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５７.４６％)ꎮ 结论　 三亚市中小学生健康知识知晓水平较低ꎬ健
康行为有待改善ꎻ学生对健康教育的需求较强ꎮ 学校应因材施教ꎬ提高学生的健康知识水平ꎬ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健康

行为ꎮ
【关键词】 　 健康知识ꎻ态度ꎻ实践ꎻ健康教育ꎻ卫生服务需求ꎻ健康促进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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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健康教育是促进中小学生健康发展的重

要途径[１] ꎮ 有效的中小学健康教育不仅可以促进学

生身心和谐健康发展ꎬ而且可以影响群体、家庭和社

会ꎬ达到全民健康、终身健康的目标ꎬ具有重要的社会

意义ꎮ 本研究对三亚市 ２ 所小学、２ 所初中的学生开

展问卷调查ꎬ旨在了解中小学生健康知识和行为现

状ꎬ从而为海南省中小学校开展健康教育提供理论和

实践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５—６ 日ꎬ采取多阶段抽样

方法ꎬ随机抽取三亚市 ２ 所小学(一~六年级)、２ 所初

中(七~九年级)ꎬ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６ 个班级ꎬ共抽取

中小学生 ３ ８００ 名ꎮ 有效回收问卷 ３ ３６４ 份ꎬ有效回收

率为 ８８. ５３％ꎮ 其中男生 １ ５５７ 名 ( ４６. ２０％)ꎬ 女生

１ ８０７名(５３.７０％)ꎻ小学生 ２ ４０７ 名(７１.５５％)ꎬ初中生

７２４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第 ４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