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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福田区孕妇牙周健康状况调查及口腔护理干预的效果观察

翟摇 妍

[摘要]目的:调查分析深圳市福田区孕妇牙周健康状况并探讨口腔护理干预措施及临床效果。 方法:纳入深圳市福田区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妊娠期女性 1 176 例,对其牙周健康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对其中的 560 例孕妇于实施口腔护理前、后进

行口腔牙龈健康状况检查,观察其护理效果。 结果:受教育程度较低、月收入为中低水平、选用非药物牙膏、每天刷牙 1 次、刷
牙时间 < 1 min、体质量指数 > 25. 0 kg / m2、孕前 1 年无就诊、无洁牙习惯、不知道刷牙规则、不使用漱口水均为孕妇牙周问题

的危险因素(P < 0. 05 ~ P < 0. 01)。 口腔护理干预对改善孕妇口腔牙龈健康状况效果显著(P < 0. 01)。 结论:在规范妊娠期

妇女牙周健康的保健基础上,针对性加强危险因素孕妇的口腔护理干预,可进一步降低牙周问题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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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linical effect of oral care intervention on periodontal health
in pregnant women in Futian District of Shenzhen

ZHAI Yan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Futi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enzhen Guangdong 51803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he oral care intervention on periodontal health in pregnant women.
Methods:The periodontal health in 1 176 pregnant women of Futian District from January 2014 to November 2015 was investigated. The
periodontal health in 560 pregnant women was compared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oral care intervention, and the care effect was
observed. Results:The low education level,low monthly income,using non鄄drug toothpaste,brushing teeth once a day,brushing time less
than 1 min,body mass index more than 25. 0 kg / m2,non鄄seeing a doctor before 1 year of pregnancy,no habit of cleaning teeth,
unknowing the brushing teeth rule and non鄄using mouthwash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the periodontal problems in pregnant women(P <
0. 05 to P < 0. 01). The oral care interven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eriodontal health of pregnant women(P < 0. 01).
Conclusions:Based on the periodontal health care, strengthening the oral care intervention can further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periodontal problems in pregnant women.
[Key words] dental nursing;pregnant women;periodontal health;influencing factor

摇 摇 妊娠期妇女由于激素水平的变化,牙龈黏膜孕

酮及雌激素水平也随之升高,导致牙龈血管通透性

升高,上皮角化及细胞再生能力下降,渗出增加,其
黏膜屏障功能随之下降,局部刺激反应增高,使得炎

症感染发生率增加[1]。 加上孕妇自身的心理因素,
在牙龈出血发生之后,选择减少刷牙的次数及时间,
因此加重了口腔问题,牙龈感染进一步加重,给孕妇

健康带来了困扰,目前已有研究提示孕妇牙周健康

与新生儿的健康具有密切的相关性[2]。 为了了解

我地区孕妇牙周健康状况,我们对我辖区孕龄期女

性 1 176 例进行了牙周健康调查。 同时对其中的

560 例牙周问题孕妇进行了口腔护理干预,以了解

护理干预在控制孕妇牙周问题的效果,为今后妊娠

期女性进行规范化的孕产期牙周管理提供依据。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纳入深圳市福田区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1 月孕妇 1 176 例,年龄 19 ~ 41 岁。
1. 2摇 纳入标准摇 年龄在 18 岁以上的妊娠期妇女;
我地区常住人口,截止到调查日已在我地区居住 1
年以上;依从性好,可配合展开调查及接下来的护理

干预;具有知情同意权,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3摇 排除标准摇 感染、肿瘤以及其他全身系统性疾

病;近 5 年内有饮酒嗜好;近 5 年内有吸烟嗜好;侵
袭性牙周炎。
1. 4摇 研究方法摇 对我辖区内纳入研究的妊娠期妇

女进行保健及体检工作,整个研究过程均由我中心

保健科相关医护人员参照基础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

容对妊娠期女性进行调查及随访,内容包括被调查

者的个人基本资料信息、饮食习惯、体检情况、牙周

状况等。 对纳入研究的 1 176 例妊娠期妇女进行回

顾性调查分析,并在规范化干预后对贫血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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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1. 5摇 口腔护理干预措施摇 干预前进行问卷调查,拍
全口根尖片,测量身高、体质量、血压,取静脉血,检
测血脂等冠心病相关指标及血糖等生化指标。 然后

进行牙周检查[3],牙周检查指标包括菌斑指数

(PLI)、出血指数(BI)、探诊深度( PD)、附着丧失

(AL)。
干预措施:配合医生对有牙周问题的孕妇进行

牙周口腔护理,包括口腔卫生指导、龈上洁治、龈下

刮治和根面平整,每次治疗间隔 1 周。 护士通过集

中授课和个别指导的形式分 3 个阶段为孕妇提供口

腔保健和护理指导。 第 1 阶段:孕早期(12 + 6周内)
进行。 孕妇首次就诊时护士通过询问了解其饮食习

惯、口腔情况,初步评价后进行护理干预。 (1)指导

孕妇做口腔保健护理,进行口腔检查,及时清除对牙

周的不良刺激并定期复查。 (2)口腔卫生宣教,包
括孕期生理变化及口腔清洁的重要性,牙菌斑在龋

病中的作用,孕妇牙龈炎产生病因和临床表现等。
(3)指导实施口腔清洁措施,包括餐后漱口、早晚刷

牙、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牙线的技能及口腔卫生用

品的选择。 (4)指导孕妇做到营养合理、膳食平衡,
选择有利于身体健康和非致龋性及含钙、磷、氟、维
生素 A、维生素 D 丰富的食物。 第 2 阶段:孕中期

(20 ~ 24 周)进行。 回顾孕妇首次接受口腔保健护

理指导的有关知识及其在家庭中实施口腔保健措施

的情况,评估孕妇的饮食搭配和口腔卫生状况并给

予合理的建议和指导,告知孕妇此时是治疗口腔疾

病的最佳时期;胎儿生长较快、大部分乳牙处于矿化

过程中,要充分保证钙、磷无机物和维生素 A、D 的

摄入。 第 3 阶段:孕晚期(36 ~ 38 周)进行。 (1)对
前两阶段的口腔卫生知识加以复习,再次评估孕妇

的饮食搭配和口腔护理并给予合理的建议和指导,
告知孕妇胎儿的乳牙及部分恒牙胚形成,继续保证

充足的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并避免

药物造成影响。 (2)指导孕妇学习有关新生儿的口

腔卫生知识及口腔护理的方法,提供有关新生儿喂

养方式的信息,如奶瓶喂养的危害及预防奶瓶龋的

注意事项,告知新生儿正确的口腔护理方法为进食

后喂少量温开水,用清洁纱布裹住手指或用乳胶指

套牙刷轻柔擦洗口腔组织与牙龈保持口腔清洁。
1. 6 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孕妇牙周健康状况 摇 本辖区 1 176 例妊娠期

女性中,牙周问题的患病率为 47. 6% (560 / 1 176)。
2. 2摇 病人基本资料及基础疾病的单因素分析摇 孕

妇牙周问题组与孕妇牙周健康组相关因素之间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牙周疾病的影响因素(n)

分组 n
受教育程度

(逸15 年)摇
月收入为中低

摇 水平(逸5 000 元)
摇 选用非药物

牙膏

不知道

刷牙规则

不使用

摇 漱口水

每天刷牙

1 次

孕前

1 年无就诊

体质量指数(BMI)

> 25. 0 kg / m2

摇 刷牙时间

摇 < 1 min
无洁牙

习惯

孕妇牙周问题组 560 435 425 237 264 423 364 354 402 310 312

孕妇牙周健康组 616 550 512 451 412 367 345 264 275 264 382

字2 — 29. 05 9. 45 115. 31 46. 77 33. 88 9. 91 48. 75 88. 47 18. 34 4. 81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 0. 05

2. 3摇 牙周疾病相关因素的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

分析摇 从单因素分析中选择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

纳入多因素分析,各因素赋值标准见表 2,通过逐步

法 COX 回归拟合主效应模型分析,以评估多因素对

牙周疾病相关因素的影响,统计学检验校准为

0. 050,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月收入为中低水

平、选用非药物牙膏、每天刷牙 1 次、刷牙时间 <
1 min、BMI > 25. 0 kg / m2、孕前 1 年无就诊、无洁牙

习惯、不知道刷牙规则、不使用漱口水均为孕妇牙周

问题的危险因素(P < 0. 05 ~ P < 0. 01)(见表 3)。

表 2摇 主要研究因素定义与赋值

变量 名称摇 定义与赋值摇 摇 摇 摇

X1 受教育程度 (教育年限逸15 年) = 1 (教育年限 < 15) = 0
X2 月收入水平 (月收入逸5 000 元) = 1 (月收入 < 5 000 元) = 0
X3 选用非药物牙膏 选用 = 1 其余赋值为 0
X4 刷牙规则 知道刷牙规则 = 1 不知刷牙规则 = 0
X5 使用漱口水 使用漱口水 = 1 其余赋值为 0
X6 每天刷牙次数 每天刷牙 1 次 = 1 其余赋值为 0
X7 孕前就诊 孕前 1 年无就诊 = 1 其余赋值为 0
X8 BMI (BMI > 25 kg / m2) = 1 其余赋值为 0
X9 刷牙时间 (刷牙时间 < 1 min) = 1 其余赋值为 0
X10 洁牙习惯 无洁牙习惯赋值为 1 其余赋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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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牙周疾病相关因素的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茁 SE 字2 P OR 95%CI

受教育程度较低 1. 098 0. 465 5. 289 0. 023 2. 998 1. 176 ~ 7. 639
不知道刷牙规则 1. 076 0. 463 5. 498 0. 019 2. 936 1. 198 ~ 7. 246
不使用漱口水 0. 612 0. 246 6. 298 0. 013 1. 845 1. 145 ~ 2. 965
每天刷牙 1 次 -0. 936 0. 298 9. 915 0. 002 0. 394 0. 221 ~ 0. 703
孕前 1 年无就诊 0. 603 0. 206 4. 485 0. 023 0. 513 0. 259 ~ 0. 863
BMI > 25. 0 kg / m2 0. 856 0. 223 10. 345 0. 001 2. 542 1. 454 ~ 4. 545
刷牙时间 <1 min 0. 654 0. 242 6. 262 0. 013 1. 842 1. 124 ~ 2. 911
无洁牙习惯 -0. 845 0. 256 7. 446 0. 006 0. 453 0. 244 ~ 0. 756

2. 3摇 牙周口腔护理 3 个月后孕妇牙周状况的变化

摇 牙周口腔护理后 3 个月时孕妇的牙周炎症明显减

轻,牙周状况明显改善。 牙周口腔护理后与护理前

相比,PLI、BI、AL 和 PD 均显著减少(P < 0. 01) (见
表 4)。

表 4摇 治疗前后牙周状况的变化(x 依 s)

观察时间 PD AL PLI BI

牙周口腔护理前摇 3. 95 依 0. 13 5. 14 依 0. 35 1. 25 依 0. 12 2. 64 依 0. 15
牙周口腔护理后 3 个月 2. 37 依 0. 12 3. 97 依 0. 14 0. 88 依 0. 09 1. 48 依 0. 06

t 77. 58 73. 45* 58. 37* 169. 91*

P < 0. 01 < 0. 01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3摇 讨论

摇 摇 由于妊娠期女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机体会发生

相应的改变,其中最常见的变化之一就是牙周组织,
表现为牙龈炎患病率的增加,加重了原来牙周组织

炎症,妊娠期女性患牙周疾病可影响生育质量,因此

积极防治妊娠期女性牙周炎对母亲及胎儿有着重要

的价值[4 - 6]。 为此我们对本辖区孕妇牙周健康状况

进行了调查分析,参考牙周疾病诊断标准,细化牙周

状况的检查,客观反映牙周炎症的程度,全面收集相

关影响因素,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
教育程度较低、月收入为中低水平、选用非药物牙

膏、每天刷牙 1 次、刷牙时间 < 1 min、BMI > 25. 0
kg / m2、孕前 1 年无就诊、无洁牙习惯、不知道刷牙

规则、不使用漱口水为孕妇牙周问题的危险因素。
本辖区孕妇牙周健康状况不甚理想,1 176 例孕

妇中牙周问题的患病率为 47. 6% ,牙周问题较为普

遍,远差于发达国家妊娠期女性牙周健康状况,文化

程度较低且孕妇对牙周健康的认知度相对欠缺,原
因可能是这部分人群对牙周健康的重视度及关注度

不够,对孕期牙周问题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弱,缺乏牙

周健康的维护知识,导致牙周疾病的发展。 调查还

发现该类女性获得知识的途径有限,主要通过电视

广告[7 - 10];而高学历及高收入人群获得知识的渠道

较为广泛,以网络、医院诊治为主,因此加强宣传力

度是我们需要解决孕期口腔问题的办法之一。 另外

口腔维护习惯差的孕妇牙周疾病患病率较高,牙菌

斑是牙龈炎的启动因素,因此随着牙垢的不断增加,
而造成上皮附着的丧失,增加了牙周炎的发生

率[11 - 13]。 本研究调查显示良好的口腔清洁习惯及

正确的刷牙可有效控制牙菌斑的数量,缓解牙龈炎

症。 BMI 是衡量身体脂肪含量的指标,本研究发现

肥胖是牙周炎症的危险因素之一,肥胖孕妇具有较

高的牙周疾病患病率,可能与其饮食习惯及身体状

况有着密切的关系[14 - 15]。
本研究中通过 560 例孕妇于实施口腔护理前、

后进行口腔牙龈健康状况检查,观察其护理效果。
结果显示,牙周口腔护理后 3 个月时孕妇的牙周炎

症明显减轻,牙周状况明显改善。 牙周口腔护理后

与护理前相比,PLI、BI、AL 和 PD 均显著减少。 因此

结果提示开展孕期的牙周口腔护理对孕妇口腔疾病

的控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针对高危因素进行口

腔护理干预中强调心理护理干预,充分调动孕妇对

孕期牙周问题的防护意识,使得口腔护理获得更为

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我辖区孕妇孕期牙周情况不太乐观,

应当不断完善和规范健康档案管理、孕前检查及牙周

保健措施,进一步规范孕妇牙周健康状况的保健服

务,针对性地加强妊娠期女性的牙周保健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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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芬太尼应用于腰麻 -硬膜外联合阻滞麻醉分

娩镇痛,虽然具有操作技术成熟、药物起效快、镇痛

效果好、持续时间长等优点,但属于有创性操作,需
要进行硬膜外腔穿刺,损伤较大且并发症发生率较

高,孕妇常出现恶心呕吐、皮肤瘙痒、骨骼肌强直、穿
刺点疼痛及咽部痉挛等不良反应,产妇往往惧怕该

穿刺方式,从而影响了舒芬太尼腰麻 - 硬膜外联合

阻滞在分娩镇痛上的应用。 而瑞芬太尼静脉自控给

药是近年来临床应用的一种新型分娩镇痛方式,为
孕妇提供了安全、有效的分娩镇痛方法,其操作简

便、起效快、镇痛效果好、人体内代谢率高,即使长时

间输注,也不存在蓄积风险,虽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

体内,但在胎儿体内可进行快速代谢,为母婴提供安

全保障,适合静脉自控分娩镇痛[7],但瑞芬太尼使

用中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心率减慢和呼吸抑制,常规

的产科护理无法达到静脉分娩镇痛监护和管理的需

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麻醉护士熟悉药物不良

反应和监护处理专业知识,并且通过加强了对瑞芬

太尼静脉自控镇痛分娩的监护与管理[8],严密监测

母亲及胎儿状况,可以及早发现产妇在分娩镇痛中

的异常情况,保证了产妇镇痛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

性,并随时知晓产妇镇痛的需求,有效地减轻了产妇

分娩痛,加速产程进展,对药物过量导致的产妇的呼

吸、循环抑制和胎儿的宫内抑制能及时发现[9],与
以往的非专业人士管理相比,最大限度地确保了产

妇和胎儿生命安全。
本研究结果表明,支持组疼痛程度低于对照组;

支持组静脉镇痛泵平均进药总量及按压次数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减少了静脉麻醉药物应用剂量和产妇

自控镇痛泵按压次数;支持组第一产程、第二产程用

时均短于对照组,最大化地缩短了产程时间。 因此,

麻醉护士对无痛分娩产妇进行围产程期产程调试,
对产妇进行分娩镇痛的健康宣教,并全程陪伴在产

妇身边直至其顺利生产,指导并管理产妇应用瑞芬

太尼静脉自控镇痛分娩,可有效地减轻或消除产妇

分娩镇痛过程中疼痛感,增强产妇自然分娩的信心,
使产妇更好地配合医护人员顺利安全地生产,确保

了产妇和胎儿生命安全,同时降低了麻醉医生工作

量,保证了护理的完整性[10],提高了产妇对医护人

员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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