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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区2502名3~5岁学龄前
儿童乳牙龋的调查分析
吴翠茹
黄惠芳
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院（胡忠医院）口腔科，广东广州 510800
[ 摘要 ] 目的 研究广州市花都区 3~5 岁儿童乳牙龋病以及软垢情况和两情况间的关系，为防龋工作提供相
关资料。 方法 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20 日，利用整群抽样法对广州市花都区 6 家幼儿园 2502 名 3~5 岁学龄
前儿童完成口腔检查，对患龋率、龋均、软垢指数等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乳牙患龋率为 62.51%，龋均为
3.82。不同年龄组的患龋率和龋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年龄组的软垢指数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患龋率与口腔软垢成正比例关系。 结论 广州市花都区 3~5 岁学龄前儿童患龋正
处于较高水平，应加强防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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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deciduous tooth caries in 2502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5 years old in Huad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WU Cuiru HUANG Huifang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Guangzhou Huadu Distric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8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deciduous tooth caries and oral hygiene status among
preschool children in Huad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and provide relevant data for the prevention of carie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10th to 20th 2021, a total of 2502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5 years old from 6
kindergartens in Huad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were selected for oral examinations by using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he deciduous tooth caries cases, mean caries and debris index-simplified were coun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caries rate of deciduous teeth was 62.51%, and the mean caries was 3.82. The caries rate of deciduous
teeth, mean caries and debris index-simplified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age groups (P < 0.05). There wa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caries and oral hygiene status.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caries in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5 years old in Huadu District of Guangzhou City is high, indicating that precaution
measures against deciduous teeth caries should be intensified.
[Key words] Preschool children; Deciduous tooth caries; Prevalence; Debris index

龋病是儿童中最常见、发病率最高的慢性口腔

生状况等，本研究抽取了广州市花都区 6 所规模较

疾病。龋病不但破坏儿童牙齿，引起疼痛，还可能引

大的幼儿园共 2502 名儿童进行调查分析，为日后防

起局部感染造成炎症，影响继承恒牙的发育。牙痛

龋工作提供重点预防的方向和相关资料。

或者牙列不完整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和心理健康，

1 资料与方法

[1]

所以龋病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 。儿童龋病的状况，
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儿童的饮食结构改变，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9 月 10 日至 20 日采取整群抽样法，随

食品制作越来越精细，摄入含糖量越来越多，儿童面

机选取广州市花都区 6 所规模较大的幼儿园，除家

临的患龋风险明显增高；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医疗

长不同意参与检查外，所有在园儿童均纳入本项调

保健水平的提高，科普力度的推广，父母的口腔保健

查中，幼儿的父母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纳入调

意识增加，使儿童的口腔卫生状况较以前大大改善，

查、接受口腔检查的儿童共 2502 名，年龄 3~5 岁，男

[2]

患龋风险有所下降 。基于这种动态平衡的调节，

1347 名（53.84%）
，女 1155 名（46.16%）
，
3 岁 儿 童 774 名

为了了解广州市花都区 3~5 岁学龄前儿童的乳牙患

（39.94%）
，
4 岁 儿 童 910 名（36.37%）
，
5 岁 儿 童 818 名

龋现状、乳牙龋好发牙位、患龋的严重程度、口腔卫

（32.69%）。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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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年龄分布 [ n（%）]

1.4 统计学方法

男

女

合计

3

420（16.79）

354（14.15）

774（39.94）

4

494（19.74）

416（16.63）

910（36.37）

5

433（17.31）

385（15.39）

818（32.69）

合计

1347（53.84）

1155（46.16）

2502（100.00）

年龄（岁）

采用 Epidata 3.0 软件将收集的数据录入数据
库，双人录入并且对其进行核校。采用 SPSS 22.0 统
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
用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者采
用中位数（M）表示，比较使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

1.2 方法
检查人员为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院儿童牙科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专科小组医生，均为从事儿童牙科临床工作 5 年以

2 结果

上，共 5 名，并配备护士为记录员，负责登记调查现

2.1 乳牙龋好发牙位统计

场的资料及整理资料录入数据系统。检查项目中一

该群体乳牙龋的好发牙位：出现比例最高的位

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时间，由幼儿园老师提

置为上颌乳切牙以及下颌乳磨牙，出现比例第二位

供，调查现场由医护人员再次核对。

的是上颌乳磨牙、上颌乳尖牙，但下颌乳尖牙、下颌

依照我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该疾病的诊断
[3]

乳切牙出现该疾病的比例较低。其中 5 岁组乳磨牙

原则 ，在使用统一的人工光源下，应用平面口镜、

患龋的比例较 3、4 岁年龄组明显增加。左右侧同名

探针，视诊以及探诊作为主要手段，患龋情况只记录

乳牙患龋率基本相等。见图 1（封三）。

冠龋，依据《牙体牙髓病学》[4] 对龋病的诊断标准，

2.2 患龋率和龋均

判定为龋，统计项目：无龋用 A 表示、有龋未充填用

2502 名 儿 童 中，1564 名 儿 童 有 龋，患 龋 率 为

B 表示、充填无龋用 C 表示、充填有龋用 D 表示、因

62.51%，龋均为 3.82。不同 性 别 的 患 龋 率 比 较，差

龋缺失用 E 表示、窝沟封闭用 F 表示、金属预成冠用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男性龋高于女性，不

G 表示、先天缺失用 H，一共 8 项，检查记录的牙位

同年龄的患龋率及龋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为 全 部 乳 牙 牙 位：55，54，53，52，51，61，62，63，64，

（P < 0.05）。见表 2。不同年龄组中龋均频数的规

65，75，74，73，72，71，81，82，83，84，85。计算患龋率

律相同，其中以龋均频数为 2 颗的人数最多，占比

及龋均。患龋率（%）= 患龋人数 / 受检人数 ×100%；

为 12.67%（317 名）。其中绝大部分儿童患龋的颗

龋均 =“龋、失、补”牙数之和 / 受检人数。软垢指

数在 10 颗以内，根据龋均值的排序，得出本调查中

数使用简化软垢指数对口腔卫生情况进行评价，检

73.07%（6263 颗）的龋齿集中在 50.56%（1265 名）

查 的 牙 位 是：55，51，65，75，71，85，检 查 软 垢 使 用

儿童中。见图 2（封三）。

视诊方法，根 据 软 垢 的 大 小 依 照 标 准 对 分 数 进 行

2.3 乳牙“龋、失、补”构成情况

[3]

统计 。

龋齿共有 9553 颗牙，其中患龋未进行充填的牙

1.3 质量控制

占总数的 89.72%，仅有 10.22% 的龋齿得到充填治

参 与 调 查 的 医 护 人 员 均 接 受 统 一 培 训，经 过
考试合格后进入实验组，对其进行标准一致性检验

P < 0.001）。见表 3。

（Kappa 值 > 0.80）。

表2

不同性别、年龄患龋率和龋均情况比较

人数

患龋 [ n（%）]

男

1347

848（62.95）

女

1155

716（61.99）

项目
性别

年龄（岁）

76

疗，随着年龄增长，充填的比例明显增加，3、4、5 岁
组的充填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185.61，

χ2值

P值

0.25

0.620

龋均（M）

2.79

0.005

3.46

0.032

1.90
< 0.001

3

774

423（54.65）

1.33

4

910

586（64.40）

2.40

5

818

555（67.85）

3.28

Vol.1

P值

2.31
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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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乳牙“龋、失、补”构成情况 [ n（%）]

年龄（岁）

人数

患龋未充填牙数

缺失牙数

充填牙数

合计

3

774

2139（95.41）

1（0.04）

102（4.55）

2242（100.00）

4

910

3202（91.38）

1（0.03）

301（8.59）

3504（100.00）

5

818

3230（84.84）

4（0.11）

573（15.05）

3807（100.00）

合计

2502

8571（89.72）

6（0.06）

976（10.22）

9553（100.00）

2.4 不同性别、年龄儿童软垢指数（debris index-

牙，这与 2006 年程睿波等 [6]、2019 年吴晓艳等 [7] 的

simplified，DI-S）值

结果一致，未有明显变化。这主要与牙齿萌出顺序

2502 名 儿 童 的 DI-S 均 值 为 1.23，男 女 之 间、

相关，上颌乳切牙萌出时间为 7~9 个月，在婴幼儿时

不同年龄组的 DI-S 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期主要以母乳或者牛奶为主的饮食结构，按需喂养

（P < 0.05）
。见表 4。DI-S 值和乳牙患龋有显著相关性

的喂养方式等导致上颌乳切牙早期患龋风险高。乳

（P < 0.001)，DI-S 值越高，
患龋率显著增高。见表 5。

磨牙为 20~24 个月时萌出，位置靠后，合面点隙窝沟
深，在 4、5 岁组儿童中，患龋率最高。因此，在增设

表4
项目

0~2 岁儿童口腔管理工作，加大口腔保健知识的宣

不同性别、年龄DI-S值比较（M）
人数

DI-S值

性别
男

1347

1.08

女

1155

1.06

年龄（岁）

Z/H值

P值

2.34

0.019

讲力度，引起父母或者监护人、喂养者对婴幼儿口腔
健康的重视 [8]。
本调查数据表明广州市花都区 3~5 岁群体出现

8.36

0.015

龋比例为 62.51%，与全国水平 [5]（71.9%）相比，广
州市花都区患龋率较低，3、4、5 岁该指标比例分别是

3

774

1.06

4

910

1.09

54.65%、64.40%、67.85%，低于广东省水平（58.33%、

5

818

1.06

68.40%、78.47%）[9]，这可能得益于近年来花都区作

合计

2502

1.07

为广州市学龄前儿童乳牙龋综合防治项目的试点工
作的大力实施。

表5

但相对于北京 [10]、深圳 [11]、上海 [12-13] 等经济发

DI-S值和患龋率的相关性

达地区，学龄前儿童乳牙龋的流行情况依然比较严

DI-S值

人数

患龋率（%）

0

180

43.89

重，花都区学龄前儿童乳牙龋均较高，部分儿童乳牙

1

1383

59.07

龋个数高于 10 颗，甚至有 20 颗乳牙全部罹患龋齿

2

806

71.22

的极端情况，个体差异大，针对患龋严重程度，按照

3

133

70.68

高、中、低不同风险人群的特点，进行分类管理，进

χ2值

63.45

P值

行防龋和治疗工作。可考虑使用氟化物，及窝沟封

< 0.001

闭等手段联合应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龋齿发病的
增加

3 讨论

[14]

。同时，提高乳牙龋的治疗比例，提高充填

率，避免龋病的发展，危及儿童口腔局部健康和全身

2015 年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调查相关信息表
明，国内 5 岁儿童乳牙患龋比例已经达到 70.9%，比
[5]

健康。
本调查发现 DI-S 值与乳牙龋呈显著正相关，口

10 年前增加了 5.9% 。说明学龄前儿童龋齿的患

腔卫生越差，软垢越多，患龋率越高，与魏少波等 [15-16]

病情况十分严峻，不容乐观。学龄前儿童作为龋病

的调查结果相符。在今后工作中应强调消除软垢这

高发的一个重要群体，各个地区均有研究报道，但是

一致龋的主要因素。

龋患情况不一，广州市花都区地处广州北部，针对本

综上所述，广州市花都区 3~5 岁学龄前儿童的

地区的调查分析罕见。通过本次的调查资料，以期

患龋率处于较高水平，口腔卫生水平较差。预防关

为制定和调整广州市花都区学龄前儿童同龋病的预

口应该提前，预防措施应从婴幼儿开始，甚至在孕妇

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学校开始设置，加大口腔保健宣传力度，继续强调本

本研究结果显示，学龄前儿童乳牙龋最好发的

地儿童口腔清洁程度，通过有效科学的刷牙等方式

牙位是上颌乳切牙和下颌乳磨牙，其次是上颌乳磨

改善儿童软垢程度，从而降低患龋比例，积极充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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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龋齿，以保证和促进学龄前儿童的口腔健康。
[参考文献]

杂志，2021，14（2）：199-203.
[9] 李剑波，范卫华，赵望泓，等 . 广东省 3~5 岁人群乳牙

[1] 葛立宏 . 儿童口腔医学 [M].4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80.

龋病抽样调查报（2015— 2016 年）[J]. 口腔疾病防治，
2017，25（11）：693-696.

[2] 袁颖，徐俊峰 . 浙江杭州西湖区儿童龋病发生情况及与
父母受教育水平关系 [J]. 中国公共卫生，2021，37（1）：
160-163.

[10] 邢娟，谷瑞 .2017— 2019 年北京市西城区 3~6 岁儿童
患龋情况调查分析 [J].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21，35
（12）：65-66.

[3]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技术组，中华口腔医

[11] 张紫阳，宣鹏，崔丹，等 . 深圳市 3~5 岁儿童龋病流行

学会 .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201502002）第四次全国

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J]. 中国公共卫生，2021，37（1）：

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2015-2018）工作手册 [R]. 北

74-77.

京：中华口腔医学会，2015：8，27-29.
[4] 樊明文 . 牙体牙髓病学 [M].4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43-44.

[12] 刘晓丹，
孙嘉曦，
许卫星，
等 . 上海市黄浦区 3~6 岁儿童患
龋状况调查 [J]. 上海预防医学，
2019，
31（9）：759-762.
[13] 王沪宁，王艳，张皓，等 . 上海市 1296 名 3~5 岁儿童龋

[5] 王兴 . 全国第四次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12-14.

病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J]. 上海口腔医学，
2020，29
（2）：174-178.

[6] 程睿波，张晓芳，张颖，等 . 沈阳市 5375 名 3~6 岁学龄
前儿童乳牙龋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J]. 上海口腔医学，
2006，15（6）：596-600.

[14] 刘颖，
夏大弘 . 武汉市 1~3 岁儿童龋病管理社区家庭医
生模式初探 [J]. 口腔疾病防治，
2021，
29（6）：406-410.
[15] 魏少波，纪恩涛，师梦园，等 . 西安市学龄儿童患龋

[7] 吴晓艳，王静雪，蔡婷，等 . 重庆市学龄前儿童乳牙龋
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19，37
（1）：81-86.

情况和软垢指数关系的横断面研究 [J]. 职业与健康，
2021，37（2）：250-253，257.
[16] 李奉华，刘虹，阙国鹰，等 .156 例替牙期小学生龋病

[8] 易芳羽，张皓，曾晓莉，等 . 基于风险评估的上海市 3 岁
儿童龋病分级管理临床效果评价 [J]. 中国实用口腔科

（上接第 74 页）

相关因素分析 [J].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06，16（4）：
489-491.

[12] 刘雪曼 . 语言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以及相关发育障碍

发育迟滞患儿语言功能及智力的影响 [J]. 中国全科医

性疾病的综合评估及鉴别诊断的临床思考框架 [J]. 中

学，2020，23（21）：2689-2692.

华儿科杂志，2021，59（11）：901-904.

[7] 刘芳，张文柳，谭丽俊，等 . 早产对婴幼儿早期语言、睡

[13] 唐丽娜，颜田，徐璐，等 . 基于儿童保健门诊的强化式

眠及认知发育影响的探讨 [J].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情境教学模式在语言发育迟缓干预中的应用 [J]. 中华

2021，13（6）：461-464.

儿科杂志，2021，59（11）：916-921.

[8] 单丹丹，
刘晓娟，
白银燕 .2017~2019 年郑州市部分城区学

[14] 王亚，武改，辛鑫，等 . 言语疗法配合视听觉统合康复

龄前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患病情况及危险因素分析 [J].

训练对全面性发育迟缓儿童智力及语言恢复的干预效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2021，13（6）：465-468.

果 [J]. 安徽医药，2021，25（11）：2270-2272.

[9] 王艳娟，刁旺，王文荣 . 儿童屏幕暴露对孤独症谱系障

[15] 刘冬梅，邱晓露，罗秀，等 .18~36 月龄孤独症谱系障

碍和语言发育迟缓患病风险的影响 [J]. 中华行为医学

碍儿童语言发育特征分析 [J]. 中国妇幼保健，
2021，36

与脑科学杂志，2021，30（12）：1102-1106.

（19）：4397-4400.

[10] 朱梅，王雨晴 . 孤独症谱系障碍及智力落后引起的语

[16] 杜瑜，毛正欢，王慧，等 . 中文版 Griffiths 发育评估量表

言发育迟缓儿童的共同注意力分析 [J]. 蚌埠医学院学

在 2~4 岁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中的应用研究 [J]. 中华

报，2021，46（12）：1741-1743，1747.

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2021，43（9）：816-820.

[11] 单新亚，李宾，田晶，等 . 启智博士早期语言评估与干

[17] 常艳玲 . 可视音乐 + 语言认知综合训练对精神发育迟

预仪对 3~6 岁语言发育迟缓儿童的治疗效果 [J]. 中

滞患儿发育月龄及 DQ 评分的影响 [J]. 现代诊断与治

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2021，19（6）：455-457.

疗，2020，31（18）：2959-2960.

78

FUER JIANKANG DAOKAN

Vol.1

No.7 July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