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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宝宝健康，
从“齿”开始
《我和宝贝》采编部

［ 内容提要 ］ 宝宝口腔健康一直备受家长们的关心，儿科门诊中经常会看到很多口腔疾病的患儿，如龋齿。
为了保护孩子的口腔健康，父母、牙医以及从事口腔健康护理的专业人员应同心协力，做好宝宝的口腔清
洁工作，教育学龄前儿童养成健康的口腔习惯，做到“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检查、及时治疗”，共同维
护儿童口腔健康。

牙齿是人类重要的器官，应从小就好好呵护，

长牙顺序：
（1）中切牙：下颌 6 个月，上颌 7 个

在宝宝的牙齿开始发育时，家长就应该给予适当的

半月；
（2）侧切牙，下颌 7 个月，上颌 9 个月；
（3）第

护理，才能维护宝宝的牙齿健康，那么宝宝长牙时

一乳磨牙：下颌 12 个月，上颌 14 个月；
（4）犬牙：

家长们该如何做呢？如何保持儿童口腔健康？本

下颌 16 个月，上颌 18 个月；
（5）第二乳磨牙：下颌

文就对婴幼儿口腔相关问题进行科普。

20 个月，上颌 2 岁。

一、宝宝什么时候开始长牙？

二、如何维护儿童口腔健康

小儿乳牙大约是在 6 月龄左右开始萌出，以每
个月会增加 1 颗的速度，12 月龄左右会出 6 颗牙齿。

（一）长牙前
相信很多妈妈都知道，宝宝长牙了就要刷牙，

当然每个宝宝出牙时间并不一致，但如果超过 1 岁

但是没有长牙宝宝的口腔清洁，却被许多妈妈忽视

还没有长出第 1 颗乳牙，那可能是佝偻病或其他因

了。宝宝在长牙之前，都是靠吸吮乳汁、果汁或各

素导致的，建议及时去医院检查，明确具体原因再

种流质的辅食来获得营养和水分。这些流质食物，

做诊治。

很容易附着于口腔周围的软组织黏膜上，如上下嘴
唇与牙齿之间、口腔底部黏膜、咽喉黏膜等，所以应
给宝宝做好口腔清洁。
1. 喝温水
在宝宝喝奶或果汁后，宝爸、宝妈们要注意做
好宝宝口腔的清洁，如对于还要吃夜奶的小朋友，喂
完奶后如不方便清洁，宝爸、宝妈们可以再喂 10 mL
左右的温水，帮助稀释口腔中残留的奶液，以降低
口腔发生病毒感染的概率。
2. 用纱布清洁口腔
爸爸妈妈也可以用干净的纱布缠在手指上蘸
些温开水，把宝宝舌头及牙龈处的奶渣擦拭干净，
最好每次餐后清洁 1 次，而最少也要每次睡前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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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包括午睡及晚上睡前。

保健方法。美国牙医协会（ADA）建议，儿童每 6 个

3. 及时戒掉安抚奶嘴

月至少涂氟 1 次。

吸吮安抚奶嘴或大拇指的时间过长会影响孩
子的牙齿和口腔发育。不鼓励吸吮大拇指或过多使

6. 窝沟封闭保护“六龄牙”
窝沟封闭是目前国际公认的预防磨牙咬合面

用安抚奶嘴，更不要用安抚奶嘴蘸糖或蜂蜜给宝宝。

发生龋齿最有效的办法，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预

4. 遵循奶瓶喂养的原则

防蛀牙方法。窝沟就是磨牙咀嚼面上的凹坑和裂

奶瓶中只装母乳、配方奶、牛奶或白开水，避免

隙，细菌和食物容易藏在其中，刷牙、漱口等方法很

在牛奶中添加糖，或在奶瓶中装甜饮料。可以鼓励

难深入窝沟，因为 70% ～ 80% 以上的龋齿都发生

孩子从 1 岁开始使用水杯。

在窝沟，只要把窝沟部位保护好，就会大大降低宝

（二）长牙后

宝患龋齿的可能。医生用一种树脂类的物质，把“六

1. 应保证每天早晚刷牙

龄牙”（6 岁长出的第一个恒磨牙，终身不换）面上

3 岁以下的儿童可使用米粒大小的含氟牙膏刷

的裂隙或较深的窝填平。

牙（含氟牙膏可以使儿童的牙齿保持强健），3 岁以

三、儿童常见牙病

上的儿童使用豌豆大小的一薄层含氟牙膏刷牙，应

（一）牙外伤

保证每天早晚各刷牙 1 次。养成早晚刷牙，进食后

儿童因为年龄小，喜欢追逐打闹，难免磕磕碰

漱口的好习惯。

碰，一旦牙齿磕碰折断、脱落，该怎么办？一般认

2.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为，脱落的牙齿是没有用的，其实牙齿和树苗一样

巴斯刷牙法又称龈沟清扫法或水平颤动法，将

是可以再植的，只要掌握好再植的时间、方法，同

牙刷与牙长轴呈 45°角指向根尖方向（上颌牙向上，

样可以“救活”。万一因磕碰导致牙齿脱落，应该

下颌牙向下）。按牙龈 - 牙交界区，使刷毛一部分

马上找到脱落的牙齿，捏住白色的牙冠而不是压

进入龈沟，一部分铺于龈缘上，并尽可能伸入邻间

根捡起来，然后用自来水冲洗 10 s，放回原来的牙

隙内，用轻柔的压力，使刷毛在原位作前后方向短

槽窝位置，如果不能放回牙槽窝，可以把它浸泡在

距离的水平颤动 4 ～ 5 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

冰牛奶或生理盐水中，如果条件有限，也可以含在

1 mm，每次刷 2 ～ 3 颗牙。在将牙刷移到下一组牙，

舌下，以最快的速度到医院就诊，30 min 内能再次

注意重叠放置。睡前刷牙非常重要，因为晚上产生

植回牙槽窝内，再植成功率很高。千万不要用纸

唾液较少，口腔里细菌易粘在牙齿上；舌头也要一

巾或布包着干燥保存，否则即使到了医院，也很难

起清洁，每天可用舌头清洁器或者牙刷清洁一次舌

再植成功；对于折断的牙齿，同样不要扔掉，应该

面，因为舌面聚集着细菌和食物残渣，会导致口臭。

找到捡起来，及时去医院，进行断冠再接，让牙齿

3. 定期更换牙刷

恢复原状。

每 3 个月需要更换一次牙刷，磨损的旧牙刷不
能有效清洁牙齿。
4. 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二）龋齿
龋齿是最常见的口腔疾病之一，其患病率高、
覆盖范围广。龋齿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如牙齿刚

晚上刷牙后不要再吃糖果、点心及碳酸饮料等

长出时，牙钙化程度较低，表面不光滑且有许多微

零食，睡觉前把牙齿刷干净非常重要，否则细菌会

孔，这样的牙齿耐酸性差，细菌易附在牙面上形成

整晚粘在牙齿上，从而导致“虫牙”。吃太多糖对

菌 斑；新 长 出 的 牙 齿，特 别 是 年 轻 恒 牙 咬 合 面 的

每个人都不健康，少让小朋友吃含有淀粉（多糖）、

沟、窝、点隙多而深，牙缝较大，这些地方易使食物

精制糖类的零食，以及少吃巧克力和糖果等，儿童

嵌 塞 滞 留，隐 藏 细 菌，且 刷 牙、漱 口 不 易 清 洁；儿

每天摄入的糖量应少于 3 茶匙。此外，既要让宝宝

童牙齿咀嚼功能较弱，吃的多为软食，且其中又常

吃细软的食物，也要让孩子认真咀嚼富含粗纤维的

含有大量的糖分，容易发酵产酸而发生龋齿；有的

粗粮、蔬菜等，这有助于帮助孩子上下牙齿咬合关

儿童睡前吃面包、糕点等且吃完不刷牙就睡觉或

系的良好发育；也有助于换牙时乳牙松动脱落。

含糖睡觉的不良习惯等，所以更易诱发龋齿。而

5. 定期进行牙齿涂氟

且部分家长常认为乳牙是临时的，对孩子龋齿不

涂氟常用于乳牙，口腔医生用一种含氟的物

够重视，未能及时就医、治疗，增加了龋坏的发展。

质，对每一颗牙齿表面进行氟化处理，这是一种预

殊不知儿童龋齿不仅可导致牙齿脱落，还影响儿

防龋齿非常有效的方法，也是一种常规的儿童牙齿

童的咀嚼和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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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爱咬住上唇或下唇

（1）乳牙滞留。乳牙在换牙期不脱落，导致恒

有些宝宝，由于缺乏安全感，或由于感到无聊、

牙没有足够的空间萌出最终导致牙齿不齐。牙齿

缺少陪伴等，会通过咬嘴唇的下意识行为来寻求慰

不齐，可以通过矫正的方式得到改善，保持良好的

藉。经常咬唇，不仅容易咬烂而致唇炎等口腔问题，

口腔卫生是关键。（2）乳牙提前脱落。如果乳牙提

而且长期反复咬嘴唇，还可致上门牙或下门牙受到

前脱落，新生的恒牙很可能占有其他恒牙的空间，

挤压而造成门牙向后移动，如果经常咬上嘴唇，可

而后期长出的恒牙就没有自己的位置，最终导致牙

造成前牙反合，下颌向前突出，常咬下嘴唇则会导

齿不齐。

致上前牙突出，下颌后缩，上嘴唇变得厚而短，呈张

四、影响宝宝牙齿健康的不良行为

开状态，牙齿外露，影响美观。

（一）暴饮暴食

（八）习惯一侧咀嚼

暴饮暴食除了会导致孩子发胖之外，还会让孩

有些宝宝在吃东西时，总是喜欢用一侧去咀

子的体内摄入大量的糖分和酸，而这两种成分极易

嚼，偏侧咀嚼时，由于咬合力不同，通常健用侧的肌

引起蛀牙。另外孩子吃零食的过程中，由于口腔唾

肉收缩力强于少用侧，长此以往，容易造成健用侧

液的分泌量会偏少，所以更多的食物残渣会残留在

咀嚼肌纤维密度较强，看起来较为饱满，而对侧则

牙齿上，特别是淀粉类食物。所以家长要注意帮助

易出现肌肉萎缩，进而造成下巴、咬合偏斜，出现左

孩子戒除暴饮暴食的习惯，在吃完东西之后，要帮

右脸型，尤其是下颌部位不对称。

助孩子清洁牙齿，将齿缝中的食物残渣使用牙线清

（九）爱咬东西

洁干净。

有些孩子在无聊或压力较大时，喜欢咬手指

（二）冷热食物交替食用
冷热食物交替食用会刺激孩子的牙龈，导致孩

或笔，易造成经常咬手指或咬笔的部位上下牙接触
不良，牙齿拥挤不齐，形成牙齿局部的小开颌畸形。

子牙痛。

另外，如果乱咬硬物，如玩具、木棍等，也会损伤娇

（三）睡前喝奶不刷牙

嫩的乳牙、牙龈和口腔黏膜等。

孩子睡觉前喝完奶或果汁不刷牙就睡觉，长

（十）不注意口腔清洁

期这样一定会损伤牙齿。因为果汁、牛奶会有一

有些宝宝很喜欢吃糖，但又不注重口腔的清

部分残留在宝宝口腔里，发酵之后就容易使宝宝

洁，这就有可能造成大量的致龋菌在牙齿表面“安

的牙齿受损，且果汁、牛奶中还含有糖分，是细菌

家落户”，形成牙菌斑，使牙齿的腐蚀情况变得更严

繁殖的温床。

重，从而导致龋齿。

（四）使用牙齿开瓶盖或者打开一些塑料包装

五、常见问题

使用牙齿开瓶盖或者打开一些塑料包装非常
容易导致牙齿产生裂纹，这对孩子的牙齿来说也是

（一）宝宝长牙时需要注意什么？
长牙时，宝宝口水较多。可提前准备磨牙棒，

一种损伤。

按摩牙龈，促进牙齿萌出。（1）安全方面：磨牙棒

（五）磨牙

被孩子口水浸泡过之后容易断，所以家长必须要在

经常有夜间磨牙习惯的人，会有严重的牙体磨

旁边监护，避免发生意外；
（2）饮食方面：多给孩子

耗、牙髓损伤及牙周病变。如果存在磨牙的问题，

准备较硬的蔬果，让她啃咬咀嚼；
（3）卫生方面：宝

在白天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让孩子吃生硬的食物，这

宝长牙了会痒，会不舒服，看到什么都会啃，从而也

样可以减轻磨牙给牙齿带来的损害。儿童夜磨牙

容易吃到细菌，所以要对宝宝的玩具及其他用品定

多是肠道寄生虫的缘故，应及时用药治疗。

期消毒，降低细菌感染。

（六）常用舌尖舔牙齿

（二）为什么宝宝的乳牙之间“缝隙”大？

儿童换牙期较长，一般需要 6 ～ 7 年，此期间

经常会有妈妈表示，宝宝长出不少乳牙了，可

如果宝宝养成了舔牙的习惯，如在乳牙松动的时候

牙齿之间的裂缝太大，需要矫正吗？孩子到 2 岁半

喜欢用舌尖去舔，养成习惯后又不自觉地去舔新出

左右乳牙会全部萌出，形成完整的乳牙列。乳牙的

的恒牙，被舔的牙齿受到向外的推力，时间久了容

尺寸小，中间会有缝隙，也主要是让下排的恒牙从

易使牙冠向前方倾斜而造成上下嘴唇不易闭合的

牙齿间隙整齐排列萌出。一点缝隙都没有，很可能

“开唇露齿”状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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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所以乳牙牙齿间有裂缝属于正常现象，家

生会建议第 2 天再刷牙，刷牙时要提醒孩子吐掉嘴

长不要担心，也不要觉得不好看，怕影响美观。

里的漱口水，不要吞掉。

（三）儿童牙齿防龋涂氟过程

（九）涂氟对孩子来说安全吗？

（1）清洁牙面：嘱儿童在涂氟保护漆前刷牙

涂氟已经是目前世界各地牙医普遍采取的保

以清除牙面的牙菌斑和食物残渣。
（2）隔湿、擦干：

护牙齿的方法，对孩子来说是相对安全的。涂氟时，

使用棉纱卷隔湿后，用大棉棒或大棉球擦干牙面。

氟化物的用量很少，且迅速硬化，所以一般不会发

（3）涂氟：用小刷子蘸氟保护漆后涂擦牙齿表面。

生吞服的情况。4 ～ 12 h 后，多余的氟化物就可以

（4）张口 1 分钟：氟保护漆的凝固时间为 1 min。

被刷掉。但是如果氟过量是会导致中毒的！儿童

（5）涂 后 事 宜：嘱 涂 擦 后 45 min 内 不 漱 口、不 进

每天氟摄入量应在 1.0 ～ 1.5 mg。如果超过 3 mg，

食。（6）定期防龋涂氟：作用持久，全面渗透，能保

氟就会在孩子体内积蓄，引起氟中毒。

护牙齿的各个部位。

（十）窝沟封闭的操作过程

（四）为什么要做牙齿涂氟呢？
牙齿很怕酸性物质的腐蚀，氟化物是一种能使

（1）清洁：清洁牙齿，
去除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
（2）酸蚀：用酸蚀剂让牙齿表面轻微脱矿。
（3）干燥：

牙齿重新矿化，从而变得坚硬、不容易被酸腐蚀的

对牙齿进行清洗并干燥。（4）涂封闭剂：涂上窝沟

物质。（1）坚固牙齿：对宝宝刚萌出的牙齿加强钙

封闭剂。（5）固化处理：用特定光源照射使封闭剂

化，使牙齿变得坚固，可预防牙齿发生不完全钙化。

固化。（6）检查：检查固化程度和黏结情况，如无

（2）修复蛀牙：如果乳牙发生早期龋齿，涂氟后可

问题，窝沟封闭完成。

有再钙化的作用。因此，涂氟有修复龋齿的作用。
（3）减少过敏：很多宝宝对冷、热、酸等味道的食物
过敏，涂氟后可防止牙本质发生过敏。
（五）什么时候可以做牙齿涂氟？
理论上跟刷牙一样，宝宝一长出乳牙就可以涂
氟，一般宝宝 6 个月左右长出第一颗牙，特别是父
母有过龋齿的，或是有奶睡习惯的宝宝，都建议尽
早涂氟防龋。但是考虑到小宝宝可能不配合涂氟
的过程，而且不会吐口水，也不能控制吞咽动作，所
以一般医生会建议 2 周岁再进行涂氟。当然，如果
2 周岁前已经发现有龋齿的征兆，那么就应尽快就
医，安排涂氟，以最大可能的保护牙齿。涂氟也无
法一直保护牙齿，一般建议 6 个月左右涂氟 1 次，
也就是一年 2 次。对于有高龋齿风险的宝宝，建议
3 个月涂氟 1 次。
（六）涂了氟牙齿就不会坏了吗？
并不是。牙齿涂氟并不能完全防止蛀牙，但如
果孩子每天坚持正确有效地刷牙，定期使用牙线，

（十一）窝沟封闭需要多长时间？
窝沟封闭的过程很快，如果孩子配合度高的
话，一颗牙齿只需要 10 min 左右。
（十二）窝沟封闭的材料有毒吗？
窝沟封闭材料通常采用的是无毒高分子树脂，

保持口腔健康，牙齿涂氟可以很好地预防蛀牙。

安全性毋庸置疑，即使脱落之后吃进肚子里也可

（七）涂氟疼吗？

以排出，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有些妈妈一听到酸

不疼。氟化物通常是孩子们喜欢的水果味道，

蚀就觉得对牙齿有伤害，其实酸蚀是让牙齿轻微脱

整个涂氟过程几分钟就可完成，完全不疼。

矿，方便封闭剂的黏着。

（八）涂氟后应该注意什么？

（十三）什么年龄段适合做窝沟封闭？

一般涂完氟后孩子就可以立即吃东西。但医

最理想的情况下（尤其是龋齿风险比较高的孩

生会建议 30 min 内不要进食，如果要进食，也请注

子，例如窝沟深的），窝沟封闭应该在以下 3 个年龄

意要给孩子较软的食物或者流食，避免吃太热的食

段进行：3 ～ 4 岁时做乳磨牙窝沟封闭；6 ～ 7 岁
（下转第 23 页）

物。至少 4 ～ 6 h 内不要刷牙或使用牙线；一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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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念，所以目前中国的性教育仍然存在严重的误

他们的同伴、媒体或其他信息来源得到相互矛盾、

区。在孩子对性知识好奇时，父母对孩子关于性知

有时甚至是错误的信息。而优质的性教育是通过

识的态度，通常是严肃的。而在如今的信息化时代，

提供正确信息和正确价值观的培养，使儿童及青少

对孩子的性教育也应提上桌面，如果孩子问到父母

年免受错误信息的误导。

关于性问题时，父母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会导致孩

（三）误区三：性教育只适合年轻人而不适合年幼

子认为性方面的问题是不能问的，他们就很难真正

的儿童

拥有正确的性观念。所以，当孩子问起性相关问题

专家表示，性教育包括了一系列的合作关系，

时，父母要把握好自己的态度和情绪，和孩子交流

不仅是性关系。要在儿童采取性行为之前，让他们

时不要过于严肃，而尽量用比较轻松的语气，让孩

知道和认识这些关系。

子知道这些问题是可以询问的。父母在面对孩子

总而言之，儿童性教育是终生教育，始于出生，

提出的性问题时，要采用孩子能够理解和接纳的方

终于生命终止。对于孩子的性教育是需要爸爸妈

式对其进行教育，并且还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来决

妈们耐心正确地去引导和解释的，家长们不要认为

定灌输性教育的多少。

性教育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也不要期望孩子自

八、性教育常见误区

己能明白。如果你的孩子有着健康的性观念，他会

（一）误区一：性教育导致过早发生性行为

更有自信，懂得选择适宜的人做朋友，在成年后更

据研究显示，性教育不仅不会导致性行为过早

会选择合适的恋人。事实上，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对

发生，反而能导致推迟的、更负责任的性行为。

于孩子的教育，包括平常列举的例子、书籍、电视、

（二）误区二：性教育剥夺了儿童的“天真无邪”

电影等对孩子产生的影响远胜于孩子自己通过其

专家认为，在幼年时获得科学准确、与年龄相

他途径看到、听到的。因此，父母必须及时正确认

适应的、完整的正确信息，是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

识和引导孩子的性教育，让孩子正确认识性，更健

权利。由于缺乏这些正确信息，儿童和青少年会从

康快乐的成长。

（上接第 15 页）

小，且清洁度更高。而牙线与齿间刷应该选择哪

时进行第一恒磨牙（六龄齿）窝沟封闭；11 ～ 13 岁

一个呢？牙线适用于牙缝太小或牙齿不整齐的很

时做双尖牙和第二恒磨牙窝沟封闭。

难把齿间刷塞入牙缝的人；齿间刷适用于牙缝大

（十四）做完窝沟封闭就不会有蛀牙了吗？
不是的。虽然，窝沟封闭剂并不易脱落，但是，

（孩 子 的 牙 缝 会 随 着 颅 骨 的 发 育 而 逐 渐 变 大）的
人以及用牙线总是掌握不好力度，容易划伤牙龈

由于牙齿每天进行咀嚼摩擦，封闭剂轻微脱落不可

的人。

避免，所以要每 3 ～ 6 个月进行一次复查修补。与

（十七）儿童能使用电动牙刷吗？

此同时，每天认真刷牙、清洁口腔仍是口腔保健的
重点工作。
（十五）涂氟和窝沟封闭哪个效果好？
两者各有侧重。涂氟适用于全口牙齿，而窝沟

符合国家标准的儿童电动牙刷，是可以使用
的。购买之前看清楚电动牙刷的适用年龄即可。
总之，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牙科护理理念的
更新以及家长知识的增长，国民的整体口腔健康水

封闭主要针对磨牙（包括乳磨牙和恒磨牙），因为磨

平也不断提高。为了保护孩子的口腔健康，父母、

牙最容易发生龋坏。建议听从牙医的意见，在不同

牙医以及从事口腔健康护理的专业人员应该同心

时期为孩子做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协力，教育学龄前儿童养成健康的口腔习惯，做到

（十六）如何选择牙线和齿间刷？

“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检查、及时治疗”，维护

相较于使用牙签，牙线对牙齿、牙龈的伤害较

儿童口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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