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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价海南省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 １２ 岁儿童口腔健康状况及口腔健康行为的变化ꎬ为儿童口腔预防提供依

据ꎮ 方法　 通过比较 ２００５ 与 ２０１５ 年口腔流行病学调查的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口腔健康检查与家长问卷调查ꎬ分析儿童恒牙

龋患率、饮食习惯、口腔健康行为、就医行为的变化ꎮ 结果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岁儿童恒牙患龋率为 ４９.９％ꎬ牙龈出血率为 ６３.２％ꎬ
牙石检出率为 ３１.５％ꎬ２０１５ 年分别为 ５７.０％ꎬ４６.８％ꎬ３９.５％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６.７８ꎬ３６.７８ꎬ９.４５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２００５ 年ꎬ３１.０％的儿童每天吃甜点、糖果ꎬ１３.１％的儿童每天喝甜饮料ꎬ２１.８％的儿童每天喝加糖牛奶、酸奶ꎬ分别低

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０.３％ꎬ２７.５％ꎬ３０.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５３ꎬ３８.７６ꎬ１２.７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００５ 年ꎬ４９.３％
的儿童有过牙疼ꎬ２０１５ 年上升到 ５８.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３.４３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恒牙龋患率较

高ꎬ饮食习惯较差ꎬ口腔健康行为有改善ꎬ应加强 １２ 岁儿童的口腔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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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我国儿童恒牙龋患率逐年上升ꎬ２００５ 年

第三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以下简称全国流

调)报告显示ꎬ１２ 岁儿童患龋率为 ２８.９％[１] ꎬ２０１５ 年

第四次全国流调上升到 ３８. ５％[２] ꎮ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规定龋病的患病率水平以 １２ 岁龋均作为衡量

标准ꎬ因此研究 １２ 岁儿童的口腔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

义[３] ꎮ 目前ꎬ国内已有 １２ 岁儿童患龋状况及口腔健

康行为的研究[４－６] ꎬ但纵向研究较少ꎮ 本研究通过对

比分析 ２００５ 与 ２０１５ 年 ２ 次全国口腔流调数据ꎬ分析

儿童龋患情况、饮食习惯、口腔健康行为、就医行为的

变化情况ꎬ为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口腔预防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 次全国流调均采取多阶段、分层、等容

量、随机抽样的方法ꎮ ２００５ 年ꎬ随机抽取海南省 ６ 个

区(县)ꎬ包括城市(海口市、三亚市、五指山市)和农村

(琼海市、陵水市和东方市)ꎬ每个区(县)随机抽取 ２
所中学ꎬ每所中学按照性别等比例至少抽取 ８０ 名 １２
岁儿童进行口腔检查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随机抽取 ４ 个区

(县)ꎬ包括城市(海口市龙华区、三亚市市辖区)和农

村(琼海市、万宁市)ꎬ每个县(区)随机抽取 ３ 所中学ꎬ
每所中学按照性别等比例至少抽取 ８０ 名 １２ 岁儿童进

行口腔检查ꎮ ２００５ 年ꎬ选取 ７７７ 名 １２ 岁儿童(当地居

住达 ６ 个月以上者)进行口腔健康检查ꎬ并对 ６１０ 名

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ꎮ ２０１５ 年ꎬ选取 ６００ 名 １２ 岁

儿童(当地居住达 ６ 个月以上者)进行口腔健康检查ꎬ
并对 ６００ 名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ꎮ
１.２　 方法　 ２ 次全国流调口腔健康检查一致ꎬ分别按

２５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照 ２００５ 年第三次全国流调龋病检查标准[１] 、２０１５ 年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口腔健康检查标准[７] ꎬ以视诊和探

诊结合的方式检查恒牙ꎬ口腔检查包括牙状况、牙龈

状况、牙石状况、氟牙症ꎮ 问卷调查选择 ２ 次调查中问

题表述与答案一致的题目ꎬ具有可比性ꎬ问卷内容包

括一般人口学特征ꎬ儿童牙状况、牙龈状况、饮食习

惯、口腔健康行为、口腔就医行为等内容ꎮ
１.３　 评价指标[７] 　 以龋失补牙数( ｄｍｆｔ)、龋( ｄｔ)、龋
失(ｍｔ)、龋补( ｆｔ)为统计指标ꎮ 恒牙患龋率 ＝ 恒牙患

龋人数 / 检查人数×１００％ꎮ 牙龈出血检出率 ＝ 牙龈出

血人数 / 检查人数×１００％ꎮ 牙石检出率 ＝ 牙石检出人

数 / 检查人数×１００％ꎮ 氟牙症患病率 ＝ 氟牙症检出人

数 / 检查人数×１００％ꎮ 儿童饮食习惯、口腔健康行为、
口腔就医行为采用行为形成率表示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数据收

集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主要采用描述

性分析、χ２ 检验、非参数检验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恒牙患龋及氟牙症变化情况　 ２００５ 年海南

省 １２ 岁儿童恒牙患龋率为 ４９.９％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５７.０％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７８ꎬＰ<０.０５)ꎮ １０ 年间ꎬ男
童、农村儿童恒牙患龋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

别为 ４.２５ꎬ１０.０１ꎬ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００５ 年ꎬ１２ 岁儿

童氟牙病患病率为 ３.６％ꎬ２０１５ 年患病率为 ０ꎮ
２.２　 儿童恒牙龋均变化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岁儿童的恒

牙龋均高于 ２００５ 年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ꎮ
不同性别、城乡儿童恒牙龋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 ２００５ 与 ２０１５ 年恒牙患龋率比较

性别与城乡
２００５ 年

人数 患龋人数

２０１５ 年

人数 患龋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０６ １８４(４５.３) ３０１ １６０(５３.２) ４.２５ ０.０４
女 ３７１ ２０４(５５.０) ２９９ １８２(６０.９) ２.３５ ０.１３

城乡 城市 ４４７ ２２５(５０.３) ３６１ １９２(５３.２) ０.６５ ０.４２
农村 ３３０ １６３(４９.４) ２３９ １５０(６２.８) １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７７７ ３８８(４９.９) ６００ ３４２(５７.０) ６.７８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患龋率 / ％ꎮ

表 ２　 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 ２００５ 与 ２０１５ 年龋均比较(ｘ±ｓ)

性别与城乡
２００５ 年

人数 ｄｍｆｔ ｄｔ ｍｔ ｆｔ
２０１５ 年

人数 ｄｍｆｔ ｄｔ ｍｔ ｆｔ
ｔｄｍｆｔ值 ｔｄｔ值 ｔｍｔ值 ｔｆｔ值

性别 男 ４０６ １.０７±１.４６ ０.８１±１.３１ ０.００±０.０７ ０.１２±０.４６ ３０１ １.５３±２.１９ １.２７±１.９１ ０.００±０.０６ ０.２６±０.８４ ３.３５ ３.６０ － ２.６２
女 ３７１ １.１０±１.５９ １.１２±１.５０ ０.０７±０.４２ ０.０６±０.３２ ２９９ １.８９±２.４４ １.６８±２.３４ － ０.２１±０.６７ ４.８３ ３.５９ － ３.５４

城乡 城市 ４４７ ０.９７±１.４９ ０.９５±１.４０ ０.０５±０.３６ ０.１２±０.４６ ３６１ １.５０±２.０６ １.２７±１.８３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２３±０.７４ ６.７３ ２.７４ － ４.２４
农村 ３７０ １.２０±１.５４ ０.９７±１.４３ ０.０２±０.１５ ０.０６±０.３５ ２３９ ２.０３±２.６５ １.７８±２.５２ － ０.２４±０.７８ ４.３９ ４.５２ － ３.３６

合计 ７７７ １.０８±１.５２ ０.９６±１.４１ ０.０３±０.２８ ０.０９±０.４１ ６００ １.７１±２.３２ １.４７±２.１４ ０.００±０.０４ ０.２４±０.７６ ５.７７ ５.０３ － ４.３７

　 注: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儿童牙龈出血变化情况　 ２００５ 年海南省 １２ 岁儿

童牙龈出血率为 ６３.２％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４６.８％ꎬ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３６.７８ꎬＰ<０.０５)ꎮ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ꎬ２０１５ 年

不同性别、城乡儿童牙龈出血率均下降ꎬ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 ２００５ 与 ２０１５ 年牙龈出血率比较

性别与城乡

２００５ 年

人数
牙龈出

血人数

２０１５ 年

人数
牙龈出

血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０６ ２６６(６５.５) ３０１ １５９(５２.８) １１.６２ <０.０１
女 ３７１ ２２５(６０.６) ２９９ １２２(４０.８) ２６.１１ <０.０１

城乡 城市 ４４７ ２７７(６２.０) ３６１ １８４(５１.０) ９.８６ <０.０１
农村 ３３０ ２１４(６４.８) ２３９ ９７(４０.６) ３２.９５ <０.０１

合计 ７７７ ４９１(６３.２) ６００ ２８１(４６.８) ３６.７８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出血率 / ％ꎮ

２.４　 儿童牙石检出情况　 ２００５ 年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牙

石检出率为 ３１.５％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３９.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９.４５ꎬＰ<０.０５)ꎮ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ꎬ２０１５ 年女童、
城市儿童牙石检出率上升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 ２００５ 与 ２０１５ 年牙石检出率比较

性别与城乡
２００５ 年

人数 检出人数

２０１５ 年

人数 检出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０６ １５０(３６.９) ３０１ １２４(４１.２) １.３２ ０.２５
女 ３７１ ９５(２５.６) ２９９ １１３(３７.８) １１.４９ <０.０１

城乡 城市 ４４７ １２５(２８.０) ３６１ １５３(４２.４) １８.４０ <０.０１
农村 ３３０ １２０(３６.４) ２３９ ８４(３５.１) ０.０９ ０.７７

合计 ７７７ ２４５(３１.５) ６００ ２３７(３９.５) ９.４５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２.５　 儿童饮食习惯、吸烟变化情况 　 ２００５ 年 ３１.０％
(１８９ / ６１０)的儿童每天吃甜点、糖果ꎬ１３.１％(８０ / ６１０)
每天喝甜饮料ꎬ２１.８％(１３３ / ６１０)每天喝加糖牛奶、酸
奶ꎬ分别低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０. ３％ ( ２４２ / ６００ )ꎬ ２７. ５％
(１６５ / ６００)ꎬ３０.８％ ( １８５ / ６００)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 ５３ꎬ ３８. ７６ꎬ １２. ７３ꎬ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２.６％的儿童每天或偶尔吸烟ꎬ低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２％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９.０７ꎬＰ<０.０１)ꎮ
２.６　 儿童口腔健康行为变化 　 ２００５ 年 ３８.７％ (２３６ /
６１０)的儿童每天刷牙≥２ 次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４０.５％ (２４３ /
６００)ꎻ０.８％ (５ / ６１０)的儿童每天使用牙线ꎬ２０１５ 年为

１.３％(８ / ６００)ꎻ４.３％ (２６ / ６１０) 的儿童使用含氟牙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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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降低到 ３.５％(２１ / ６００)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ꎬ１２ 岁

儿童每天刷牙次数、使用牙线情况、使用含氟牙膏情

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０.４２ꎬ１.７１ꎬ０.５５ꎬ
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７　 儿童口腔就医行为变化 　 ２００５ 年 ４９.３％ (３０１ /
６１０)的儿童有过牙疼ꎬ２０１５ 年上升到 ５８. ８％ ( ３５３ /
６０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３.４３ꎬＰ<０.０５)ꎮ ２００５
年 ５４.１％(３３０ / ６１０) 的儿童没有去医院看过牙ꎬ２０１５
年降低到 ５１.８％ (３１１ / ６００)ꎬ是否去医院看过牙与距

离上次看牙的时间最近 １０ 年比例基本一致ꎬ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０.６２ꎬ１.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恒牙患龋率为

４９.９％ꎬ２０１５ 年上升到 ５７.０％ꎬ高于全国(３４.５％) [２] 、
四川省 ( ３７. ２％) [８] 、 浙江省 ( ４４. ０％) [９] 和广东省

(４３.０７％) [１０] ꎬ说明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恒牙龋患率在全

国处于较高水平ꎬ可能与海南地处亚热带ꎬ儿童摄入

较多的含糖类食物、饮料ꎬ且口腔健康教育比较滞后

等因素有关ꎬ提示要加强 １２ 岁儿童的口腔健康教育ꎮ
２００５ 年ꎬ１２ 岁儿童氟牙病患病率为 ３.６％ꎬ２０１５ 年氟

牙症患病率为 ０ꎬ可能与本次调查地点不是含氟地区

有关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牙龈出血率为

６３.２％ꎬ２０１５ 年虽然降低到 ４６.８％ꎬ但仍高于四川省

( ４６. ７１％) [８] 、 广 东 省 ( ４３. ７５％) [１０] 和 山 东 省

(２９.１％) [１１] ꎮ 牙石是口腔卫生指标ꎬ本调查结果显

示ꎬ２００５ 年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牙石检出率为 ３１. ５％ꎬ
２０１５ 年上升到 ３９.５％ꎬ低于四川省(６６.８５％) [８] 、山东

省(７６.１％) [１１]和广东省(４０.５７％) [１０] ꎬ可能与居住环

境等因素有关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２００５ 年 １２ 岁儿童每天吃甜点、

糖果ꎬ每天喝甜饮料ꎬ每天喝加糖牛奶、酸奶均低于

２０１５ 年的调查结果ꎬ已有研究证实摄入糖类食物的频

率是龋病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１２] ꎬ提示应该进行儿童

饮食行为干预ꎬ降低儿童含糖类食物摄入频率ꎮ 有研

究显示ꎬ吸烟能引起口腔烟臭、牙齿烟斑ꎬ引起或者加

重牙周疾病[１３] 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２ 岁儿童每天吸烟和偶尔吸

烟的频率高于 ２００５ 年ꎬ提示在口腔健康干预中要涉及

禁止青少年吸烟的内容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每天刷牙≥２ 次ꎬ刷牙使用牙线

均高于 ２００５ 年ꎬ儿童的口腔健康行为有所改善ꎬ但仅

有 ４０.５％的儿童每天刷牙 ２ 次ꎬ提示要进行口腔健康

行为干预ꎬ促进儿童早晚刷牙ꎮ 有研究显示ꎬ含氟牙

膏在清除牙菌斑的同时也能增加抗龋性[１４] ꎬ本调查结

果显示ꎬ仅有 ３.５％的儿童使用含氟牙膏ꎬ可能与儿童

不知道什么是含氟牙膏有关ꎬ提示要开展对含氟牙膏

使用的宣教ꎮ
早期检查、早期治疗可以防治龋病的发生与发

展ꎬ有研究显示ꎬ定期看牙医能显著减少龋病的发

生[１５] 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２００５ 年 ４９.３％的儿童有过牙

疼ꎬ２０１５ 年上升到 ５８.８％ꎬ高于林蓉等[５] 的 ４７.０７％ꎻ
２００５ 年 ５４.１％的儿童没有去医院看过牙ꎬ２０１５ 年降低

到 ５１.８％ꎬ说明部分家长对儿童口腔重视程度不够ꎬ导
致医生不能及时发现儿童口腔问题ꎬ同时ꎬ儿童口腔

就医行为 １０ 年来无显著改善ꎬ可能与部分家长对儿童

口腔健康知识较低有关ꎬ提示应定期口腔检查ꎬ让医

生能进行及时的口腔健康教育及相应的干预措施ꎮ
综上所述ꎬ海南省 １２ 岁儿童恒牙患龋率较高ꎬ含

氟牙膏使用率低ꎬ口腔健康行为有所提高ꎬ应该加强

１２ 岁儿童的口腔健康教育ꎬ推广含氟牙膏的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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