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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价浦东新区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的质量及效果ꎬ为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技术推广实施提

供依据ꎮ 方法　 随机抽取浦东新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接受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 ６０５ 名儿童为研究对象ꎬ
评价研究对象窝沟封闭涂膜保留率ꎻ随机抽取 ２０１２ 年未接受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的 １７６ 名儿童作为对照组ꎬ评价接受和

未接受窝沟封闭儿童第一恒磨牙患龋情况差异ꎮ 结果　 ６０５ 名儿童实施窝沟封闭 １~ ３ 年后的涂膜保留率分别为 ８０.２６％ꎬ
７０.８３％ꎬ６０.４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６.４６ꎬＰ<０.０１)ꎻ实施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 ３ 年后ꎬ干预组儿童第一恒磨牙患龋率

(４.１０％ꎬ２９ / ７０８)低于对照组(７.２０％ꎬ５１ / ７０８)(χ２ ＝ ６.４１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窝沟封闭作为公共卫生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儿童

第一恒磨牙龋齿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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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儿童龋患好发牙为第二乳磨牙和第一恒磨

牙[１－４] ꎬ因此预防窝沟龋的发生ꎬ可有效降低儿童龋患

率ꎮ 窝沟封闭技术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预防龋

齿最安全、有效、经济、实用的方法ꎮ 作为预防窝沟龋

的有效手段ꎬ窝沟封闭术在许多国家已普遍开展并取

得了很好的防龋效果[５－７] ꎮ 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均证

实“六龄齿”窝沟封闭对预防龋齿效果显著[８－１１] ꎮ 窝

沟封闭作为预防儿童窝沟龋的一种有效方法现广泛

应用于临床领域[１２] ꎮ ２０１２ 年上海市政府将儿童窝沟

封闭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浦东

新区累计为 ２ 万余名儿童开展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 ５
万颗ꎮ 本研究拟对浦东新区第一恒磨牙儿童窝沟封

闭的质量和效果进行评价ꎬ为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

闭的推广实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运用随机整群方法抽取浦东

新区 ５ ~ ６ 所小学ꎬ然后在每所学校随机选择 １ 个班

级ꎬ选择接受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的 １７６ 名儿童作为

干预组(男生 ７６ 名ꎬ女生 １００ 名)ꎻ选择未接受窝沟封

闭儿童 １７６ 名作为对照组(男生 ８４ 名ꎬ女生 ９２ 名)ꎬ２
组儿童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０. ０３ꎬ Ｐ >
０.０５)ꎮ ２ 组平均年龄为(７.３４±０.６６) (７.３９±０.４９)岁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７８ꎬＰ>０.０５)ꎬ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分别按照同样抽样方法抽取接受第一

恒磨牙窝沟封闭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儿童 １３５ꎬ１１８
名ꎬ对各研究对象进行动态随访观察ꎮ
１.２　 方法　 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干预组实施第一恒磨牙

窝沟封闭前ꎬ由专业口腔医生在自然光线下使用五号

探针和平光口镜对干预组和对照组儿童进行第一恒

０３０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第 ３８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７



磨牙窝沟龋齿情况检查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由同一组专

业口腔医生在自然光线下使用五号探针和平光口镜

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儿童进行第一恒磨牙窝沟龋齿

情况检查ꎬ并记录窝沟封闭涂膜保留情况ꎮ 同时对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 年的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抽样儿童进行

涂膜保留率检查ꎮ
１.３　 评价标准　 对封闭剂存留情况和龋齿降低率进

行疗效评价ꎮ 封闭剂的复查标准为 ３ 级:完全保留、部
分脱落、完全脱落[１３] ꎮ 龋病诊断标准采用世界卫生组

织«口腔健康调查基本方法» [１４] ꎬ检查在学校现场

进行ꎮ
１.４　 统计分析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０ 软件完成检查数

据录入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组间百分

率的比较运用 χ２ 检验ꎬ均数比较运用 ｔ 检验ꎮ 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质量评价　 浦东新区儿童

实施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 １ꎬ２ꎬ３ 年后的涂膜保留率分

别为 ８０. ２６％ (１８３ / ２２８)ꎬ７０. ８３％ (２５５ / ３６０)ꎬ６０. ４３％
(２７８ / ４６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７.１０ꎬＰ<０.０１)ꎬ
通过两两比较ꎬ实施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术后 １ 年涂

膜保留率高于 ３ 年涂膜保留率( χ２ ＝ １６.４６ꎬＰ<０.０１)ꎮ
同时与窝沟封闭项目公共卫生绩效考核要求的涂膜

保留率(１ 年 ９０％ꎬ２ 年 ８０％ꎬ３ 年 ７０％)相比ꎬ调查对

象的涂膜保留率低于公共卫生绩效考核标准ꎮ
２.２　 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干预效果评价　 在实施第

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前ꎬ干预组和对照组儿童的第一恒

磨牙患龋率分别为 ２.７０％ꎬ２.５６％ꎬ患龋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０.０３ꎬＰ>０.０５)ꎮ 干预组儿童的平均年龄

为(７.３４±０.６６)岁ꎬ对照组儿童的平均年龄为(７.３９ ±
０.４９)岁ꎬ两组平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７８ꎬ
Ｐ>０.０５)ꎮ 实施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 ３ 年后ꎬ干预组

儿童第一恒磨牙总的患龋数为 ２９ 颗ꎬ 患龋率为

４.１０％ꎻ同年未对照组儿童第一恒磨牙总的患龋数为

５１ 颗ꎬ患龋率为 ７.２０％ꎬ两组儿童的第一恒磨牙患龋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４１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评价窝沟封闭术的临床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封闭剂的保留率ꎬ窝沟封闭剂的保留率越高则防龋

能力越强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浦东新区儿童第一恒磨牙

封闭剂的保留率在第 １ꎬ ２ꎬ ３ 年分别为 ８０. ２６％ꎬ
７０.８３％ꎬ６０.４３％ꎬ被调查对象的 １ 年窝沟封闭涂膜保

留率高于潘灏等[１３] 对苏州市随机抽样的 ２０ 所学校

９２８ 名小学生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项目实施质量评价

的涂膜保留率( ７１. １％)ꎬ但低于吕冉[９] 对 １ 所小学

２８１ 名 ６ ~ ８ 岁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的涂膜保留

率(第 １ 年 ９５.５％ꎬ第 ２ 年 ８９.７％ꎬ第 ３ 年 ８３.５％)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浦东新区和苏州市开展的儿童第

一恒磨牙窝沟封闭服务项目均为政府实事工程项目

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ꎬ具有量大面广的特点ꎮ 造

成浦东新区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试剂脱落率较

高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１)儿童第一恒磨牙

窝沟封闭公共卫生服务主要是在学校现场完成ꎬ口腔

设施相对临床门诊来讲比较简陋ꎻ(２)接受窝沟封闭

服务的儿童多为一~二年级学生ꎬ配合程度比较差ꎬ进
而影响到窝沟封闭实施过程中的隔湿等操作环节ꎻ
(３)社区口腔医生以往可能开展窝沟封闭服务比较

少ꎬ自身也需要有个逐渐熟悉的过程ꎮ
既往的国内外研究都证实对儿童进行窝沟封闭

可以起到很好的防龋效果[１５] ꎮ 与以往的临床小样本

研究效果评价不同ꎬ本研究侧重于评价将窝沟封闭作

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来大范围推广实施所起到

的防龋效果ꎬ通过对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干预组和空

白对照组的比较发现ꎬ实施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可以

减少儿童第一恒磨牙龋齿的发生ꎬ为后续政府将窝沟

封闭作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推广实施提供了参

考ꎮ 尽管本研究调查发现儿童第一恒磨牙窝沟封闭

涂膜保留率较低ꎬ但也有研究证实即使封闭剂有部分

脱落ꎬ封闭剂的树脂突保留在釉质内ꎬ仍有防龋作

用[１６] ꎮ
目前ꎬ窝沟封闭术预防学龄儿童龋齿的项目在部

分地区如上海、北京、大连、广州、杭州等地已经实

行[１７] ꎮ 为保证窝沟封闭作为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推广

实施能够取得最大效果ꎬ笔者结合工作实践建议如

下:(１)加强项目实施口腔医生培训ꎬ要求口腔医生在

实施窝沟封闭术时做到严格清洁与隔湿ꎻ(２)现场实

施窝沟封闭术最好是每名口腔医生配备 １ 名护师ꎬ做
到“四手”操作ꎬ提高现场的工作效率ꎬ减少每名儿童

窝沟封闭的耗时ꎬ以此抵消儿童配合程度差对窝沟封

闭质量产生的影响ꎻ(３)建议接受窝沟封闭的患者每

隔 ０.５ ~ １ 年时间复诊 １ 次ꎬ及时修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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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河北省中学生社会资本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张宏杰１ꎬ陈玮２ꎬ王建辉１ꎬ安宇１ꎬ李辉１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ꎬ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ꎻ２.江西中医药大学体育部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健康行为的影响ꎬ为指导青少年健康行为干预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

用健康生活方式量表和青少年社会资本量表ꎬ对从河北省随机整群抽取的 １ ５９５ 名(男生 ８２５ 名ꎬ女生 ７７０ 名)中学生进行

调查ꎮ 结果　 中学生社会资本在性别、户籍类别、学段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中学生健康行为高分组社

会资本各维度得分为 １.８４~ ２.９８ 分ꎬ低分组为 １.６９~ ２.３４ 分ꎬ高分组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本ꎮ 青少年身体运动行为受社会资

本影响最深(６ 项)ꎬＯＲ＝ ２.１０２~ １.５５４ꎻ其次是压力处理、人际关系和营养行为各为 ３ 项ꎬＯＲ 值分别为(１.７１６~ １.５４６)(１.６８９
~ １.６４３)(２.５９０~ ０.６３５)ꎻ最后是健康责任和自我实现ꎬ各 ２ 项ꎬＯＲ 值分别为(１.９６５~ １.５６５)和(１.７６４~ １.５９７)ꎮ 结论　 中学

生健康行为受社会资本影响较大ꎬ应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指导青少年科学利用社会资本ꎮ
【关键词】 　 社会支持ꎻ健康行为ꎻ精神卫生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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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资本是个体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 社会网络中的资源[１] ꎮ 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因素ꎬ与健

康的关系正逐渐成为公共卫生研究的新视角[２－３] ꎮ 有

研究表明ꎬ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特定的行动[４] ꎬ对健

康的影响作用明显[１] ꎮ 由于受生活环境的限制ꎬ青少

年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学校和家庭之中ꎮ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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