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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龋齿经历———患病率（＃０８０３００—＃０８０３０１）

请在下图每个牙齿上标注适当的代码。

牙齿和牙面代码如下：

　牙齿代码　

犛＝健全的恒牙（牙面无任何龋坏或充填）

犣＝存在牙面病变的恒牙

犇＝健全的乳牙

犓＝存在牙面病变的乳牙

犝＝未萌出的牙齿

犈＝由牙科疾病所致的缺失（龋齿／牙周疾病）

犕＝由于其他原因所致的缺失（牙齿正畸／外伤或其他非疾病因素）

犚＝由于牙科疾病所致的缺失，但有固定修复体

犡＝由于其他原因所致的缺失，但有固定修复体

犘＝由于牙科疾病所致的缺失，但有可摘修复体

犙＝由于其他原因所致的缺失，但有可摘修复体

犑＝恒牙根尖存在，但无修复体修复

犜＝恒牙根尖存在且有修复体修复

犢＝牙齿未缺失，但无法评估当前情况

　牙面代码　

根据龋面发生部位，可使用的代码如下：

０＝舌面龋

１＝$面龋

２＝唇（颊）面龋

３＝近中面龋

４＝远中面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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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牙齿修复（充填或修复体）方式，可使用的代码如下：

５＝舌面修复

６＝$面修复

７＝（唇）颊面修复

８＝近中面修复

９＝远中面修复

犆＝冠（恒牙和乳牙的简称）

口腔健康———龋齿经历———患病率

指标编号 ０８０３００

名　　称 口腔龋齿经历———患病率

定　　义 本项目用于评估龋齿、缺失牙或充填的牙面的情况

目　　的

确定乳牙和恒牙的冠部龋齿发病率，并记录补牙或拔牙的情况。确定乳牙和恒牙

的冠部龋的发病率，并记录补牙或缺失牙的情况。该结果得分作为个人牙齿健康

情况的指标

龋齿经历———患病率

测量方案编号 ０８０３０１

测量方案说明
口腔医生或口腔卫生士经检查记录龋、失、补牙面（犇犕犉犛）三项内容来确定恒牙和

乳牙的冠部龋的患病率

填表特殊指导

来自犘犺犲狀犡的口腔健康工作组建议：国家健康和营养调查问卷应用基于网页的系

统进行数据输入，它会在重复输入或输入无效信息时发出警告音，并在屏幕右下方

显示提示信息。数据输入将被禁止，直到输入一个有效的信息。本流程可在电子

笔记本的操作系统中使用，且口腔健康工作组推荐使用这一系统，因为它可以提示

记录者可纠正的错误。同时一份纸质的数据记录表也作为流程的一部分包含在

内，使用户可以看到这一数据输入系统的格式。另外，记录者有纸质表格也是必要

的，可应对停电或其他不能应用电子数据输入系统的情况

测量记录表格

龋坏牙面（犇犕犉犛指数的犇部分）

弗兰克病变就是检测到粗略的龋洞形成，因此，目前在诊断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对

于在这次调查中获得的早期病变，更难以有一致性的诊断。根据其所在部位，早期

病变可分为三类。每一类早期病变应给予下列特殊诊断考虑：

１．$面、唇（颊）面及舌面的窝沟：
这些区域被列为龋坏。当探针以适度的、持续的压力探诊时，获得的伴有区域底部

柔软和（或）模糊的边界或可提供破坏或脱矿证据的区域

龋坏区域包括：当探针以适中、稳定的压力探入该部位后会被钩住，以及探到该区

域底部柔软和（或）模糊的边界，或者该区域有证据表明破坏及脱矿。换言之，一个

深的可以足够钩住探针的窝沟并不是龋坏的充分证据，如果没有具备以下一或两

条的话

● 该区域底部柔软

● 该区域边界模糊可提供破坏或脱矿的证据

２．唇（颊）面或舌面的光滑区域：

以下情况可认为是龋坏：

（１）脱钙或任何提示区域下脱矿的白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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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齿经历———患病率

测量记录表格

（２）如果该区域在以下情况下质地柔软

● 探针可穿入，或

● 探针可刮动该区域

仅有可见的脱矿证据不足以诊断龋齿

３．邻面：

● 当受检区域易进行视诊和触诊，如，周边无邻牙齿，方法同唇（颊）面或舌面牙齿

检查

● 当受检区域不能被直接检查时，可用其他方法

○ 对于前齿，透照检查为邻面病变的发现提供有用帮助。透照检查是指将镜子置

于牙齿舌侧，调整检查光源使其能透过牙齿并反射到镜子中。如果牙齿邻面呈

特征性阴影或不透明，则提示该表面为龋面。理论上说，只有在检查者检查到

牙釉质表面破坏时才能确诊；然而，透照检查的明显可视性病变仍然可作为诊

断依据

○ 对于后牙，仅靠外观证据，如边缘脊下方破坏，不是邻面病变的有力证据。只有

在检查者用探针探到牙釉质表面破坏时才能确诊

缺失牙面数（犇犕犉犛指数中的犕部分）

该标准传统地仅描述由龋齿导致拔除恒牙的情况。然而，正确区分导致拔除牙齿

的原因是龋齿或牙周疾病十分困难，此次检查非用于区分导致牙齿缺失的这两种

原因。但是，确定拔除牙齿的原因是由于龋齿或牙周疾病还是其他原因是至关重

要的

代码“犈”表示拔除牙齿的原因为龋齿或牙周疾病

代码“犕”表示牙齿缺失原因为外伤，正畸治疗或其他非疾病相关原因

代码“犝”用于指示牙齿未萌出或先天缺牙

为了确定是用“犈”、“犕”或“犝”表示，检查者需要对受试者牙齿缺失原因进行提问，

若缺失牙齿利用固定或可摘假牙代替时可使用以下代码：

“犚”表示该牙齿由于牙科疾病缺失，但由固定修复体代替

“犘”表示该牙齿由于牙科疾病缺失，但由可摘修复体代替

“犡”表示该牙齿由于其他原因缺失，但由固定修复体代替

“犙”表示该牙齿由于其他原因缺失，但由可摘修复体代替

若固定或可摘修复体在口腔中可见，则认为其存在。如未见此类修复体，则检查者

应询问受试者是否有。如受试者告知有此类修复体，无论佩戴频率高低则该类修

复体被认为存在

当修复体存在时，则检查者不必在记录时考虑其使用情况及是否适当。若修复体

不存在，即使牙齿移动关闭了缺失牙的空隙，检查者亦无需对是否需要使用修复体

或修复体是否有足够的空间进行临床评估

当多颗牙齿被一个桥体替代，则每颗牙齿缺失空间都应计算在内

无替代 替　代

疾病 犈 犚，犘

无疾病 犕 犡，犙

当在牙齿计数时发现存在有种植体，则使用代码“３”，适用冠部龋合理修复后的代

码为“犚”、“犡”、“犘”或“犙”。代码的正确选择取决于修复体的类型和自我报告的恒

牙缺失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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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齿经历———患病率

测量记录表格

充填过的牙面（犇犕犉犡指数的犉部分）：

犉部分代表的是因龋齿而进行的永久或暂时性充填的牙面。区分是由龋齿还是由

于其他原因（如外伤、发育不全、畸形或桥的基台）而进行的牙面修复是至关重要

的。为确保正确选择代码，检查者必要时可对受试者进行询问

恒牙评分：

健全的恒牙（“犛”）用于区别经过修复或有龋坏的恒牙（“犣”）。代码“犣”用于任何其

他龋齿或填充牙面的合理诊断之前。例如，如果一个恒磨牙$面存在龋齿，但其他
部分仍旧健全的话，则代码“犣”将与表示$面龋齿的代码组合使用，如“犣１”。如果
该恒牙是健全的，则仅使用代码“犛”。对于在牙齿计数中代码为“５”的恒牙，必须使

用代码“犜”或“犑”。电子数据输入系统不接受任何其他冠部龋代码

任何恒牙根（尖）已有修复体作为合适的牙冠结构或用作覆盖义齿的支持结构，则

将被编码为“犜”。包括存在任何可摘全口或局部义齿下的可见残根。如果存在可

见残根，并且没有修复体，则正确的代码是“犑”

与恒牙有关的特殊代码列出如下：

犛＝健全的恒牙（牙面无任何龋坏或充填）

犣＝牙面有病变的恒牙

犑＝恒牙根尖存在，但无修复体

犜＝恒牙根尖存在且具有修复体

乳牙评分：

对乳牙牙面龋坏或充填所进行评分的评分方式与恒牙相同，它们使用同一诊断标

准。然而，由于该调查对恒牙和乳牙都予以关注，故在填写代码时，应对非永久性

的健全乳牙使用代码（“犇”），并对健全恒牙使用代码（“犛”）进行区分。使用代码

“犓”表示修复过或龋坏的乳牙，以区分修复过或龋坏的恒牙（“犣”）。代码“犓”在任

何其他对乳牙龋齿或填充表面进行的合理诊断之前标明。例如，如果乳磨牙$面
龋齿，但其他部分仍旧健全的话，代码“犓”将与$面龋齿代码组合使用（如，“犓１”）。
如果乳牙健全，则代码“犇”单独使用

乳牙缺失使计数存在潜在问题，因为通常对该牙齿脱落是否由于龋齿，特别是处于

混合牙列期时难以辨别。为了避免该问题出现，在检查过程中，所有缺失乳牙都记

为未萌出的恒牙（“犝”）。在分析数据时，受试者的年龄可作为辨别牙齿缺失原因的

依据

与乳牙有关的特殊代码如下：

犇＝健全的乳牙

犓＝牙面有病变的乳牙

再次注意，若同一牙位中同时存在乳牙和恒牙，只记录恒牙情况，乳牙不予以评分

评分综合指南

为便于使用，牙齿和牙面代码再次在此列出如下：

牙齿代码：

犛＝健全的恒牙（牙面无任何龋坏或充填）

犣＝存在牙面病变的恒牙

犇＝健全的乳牙

犓＝存在牙面病变的乳牙

犝＝未萌出的牙齿

犈＝由牙科疾病所致的缺失（龋齿／牙周疾病）

犕＝由于其他原因所致的缺失（牙齿正畸／外伤或其他非疾病因素）

犚＝由于牙科疾病所致的缺失，但有固定修复体

犡＝由于其他原因所致的缺失，但有固定修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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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齿经历———患病率

测量记录表格

犘＝由于牙科疾病所致的缺失，但有可摘修复体

犙＝由于其他原因所致的缺失，但有可摘修复体

犑＝恒牙根尖存在，但无修复体修复

犜＝恒牙根尖存在且有修复体修复

犢＝牙齿未缺失，但无法评估当前情况

牙面代码：

根据龋面发生部位，可使用的代码如下：

０＝舌面龋

１＝$面龋
２＝唇（颊）面龋

３＝近中面龋

４＝远中面龋

根据牙齿修复（充填或修复体）方式，可使用的代码如下：

５＝舌面修复

６＝$面修复
７＝（唇）颊面修复

８＝近中面修复

９＝远中面修复

犆＝冠（恒牙和乳牙的简称）

记录过程：

牙冠龋齿检查被分为四排，每排分别对应口腔的四个象限：右上、左上、左下和右

下。这些象限被标记在屏幕的左侧部分。牙齿的标记区在顶部。除第三磨牙外，

每个牙齿都有空间填写整颗牙的龋齿情况和每个牙面的情况。每个象限的７个牙

齿都应留有记录代码的空间。每个受试者所计分的恒牙牙数应在２８个以内。第

三磨牙或智齿不用于龋齿计分

注意：检查者和记录者均应确保检查者所报数值与正确的牙齿位置相对应。为确

保以上顺利进行，对于牙齿位置的报告应涉及其所在象限位置和牙齿位置。例如，

当检查者开始从新的象限检查时或长时间未报数时，记录者应提示下一个牙齿空

位的位置。如“左上中切牙”

为达到诊断的一致性，应采用以下惯例：

１．每颗牙面只能有一个诊断。若一牙面同时有龋坏和充填，只诊断其龋坏。如果

检查者对每一牙面做出两个诊断，记录者应立即提醒检查者

２．若某颗牙齿发生旋转，则应根据解剖面而不是该牙齿的当前面进行诊断

３．前牙切缘不应记为一单独面。若病变或修复仅限于边缘，评分应根据其最邻近

面进行。若病变与其邻近面等距，则统一记为舌面

４．前牙有４个面可标记：唇面、舌面、近中面和远中面

５．后牙有５个面可标记：颊面、舌面、近中面、远中面和$面
６．当龋坏所致的损坏（非充填的）范围超越线角并达到另一面，该面仍记为龋面。

而对于存在修复体的，应遵从以下规则：

● 对于前牙，其邻面的充填不认为其能涉及相邻的唇面或舌面，除非其蔓延到至少

邻近面１／３的长度。该标准的原因在于，在进行前牙邻近面修补时，即使唇面或

舌面无龋损坏，通常也会移除前牙唇面或舌面部的部分牙齿结构，以提供用于邻

近部位修复的入口

● 对于后牙，为避免类似的过度诊断的可能性，在被认为龋损面侵犯颊面或舌面

前，应确保近端修复的扩展超过线角１犿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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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记录表格

７．若某牙齿因龋坏而进行整个牙冠修复，该牙齿应记录为“犆”，它代表牙齿表面的

最大数量。如前牙有４个面和后牙有５个面

以下原则适用于：

● 所有后牙牙冠，包括固定或可摘假牙的基牙，均视为因龋齿被替换

● 然而，对于前牙，检查者应确定牙冠替代原因。如果该牙冠因龋齿以外的单独原

因而被替代，如外伤、畸形、牙齿美容或桥的基台，则该牙齿应用代码“犢”记录

对于３／４牙冠，以下原则适用：

● 通常，若牙齿修复面积小于该牙齿所有面积，则每面均以常规方式进行检查和评

分。然而，当牙冠覆盖扩展至舌面或（唇）颊面，从而对齿尖进行保护时，除非覆

盖面（向牙颈部的方向）超过牙尖或切缘２犿犿，则该面不进行修补评分

● 对于３／４牙冠作为基牙者，如果该基牙为后牙，则所有表面以常规方式评分。对

于前牙，如果能够确定仅因为是做基牙的原因，而非龋齿才替换牙冠，则该修复

不在评分范围内，但没有牙冠覆盖的牙齿表面仍然是常规检查和评分的内容

８．有正畸带环和托槽进行正畸治疗的牙齿，按常规方法进行检查，并且所有可见面

都需计分

９．有些牙齿，尤其是第一双尖牙，可能已经因为正畸治疗而拔除了。这些牙齿都被

编码为“因其他原因导致的缺失”或“犕”，并且将被排除在犇犕犉犛分析之外。检查

者必须判断是否因正畸的原因而拔的牙，因这些拔牙所具有的典型对称性，这通常

是不难决定的。因为一致性的原因，所有正畸拔取的双尖牙被计分为第一双尖牙。

除双尖牙以外的牙齿也可能因正畸的原因被拔去。在很多情况下，受试者能很好

地回忆拔牙原因，并能帮助做出正确的决定

１０．死髓牙的计分方式与活髓牙相同。但若该死髓牙的修复是仅因为封闭根管而

非龋齿，则此修复不计分。若该死髓牙不存在任何病变或修复，则记为“犛”

１１．发育不全的牙齿按常规方法进行计分。但若能够明确该牙修复仅仅是因为美

容而非龋齿原因所进行的，则此修复不计分。若该发育不全的牙齿进行全牙冠修

复，则记为“犢”

１２．畸形牙齿按常规方法进行计分。若该牙齿因为美容原因而进行全牙冠修补，则

记为“犢”

１３．当乳牙牙冠发生龋坏且仅残留牙根，记为所有的牙面龋坏（后牙的５个牙面：

－０，１，２，３，４；和前牙的４个牙面：－０，２，３，４）

１４．当同一牙面既有龋坏又有充填，则仅对龋坏计分

１５．除非该牙齿存在龋坏，因牙齿折断或缺失而进行的修复均记为恢复完好。若此

牙齿存在龋坏，则对龋坏面计分而不对修复面评分

１６．对于多生牙，一个牙位仅对一颗牙评分。检查者应判断哪颗牙是合理的占据

牙位

１７．若同一牙位既有乳牙又有恒牙，则只对恒牙进行评分

１８．第三磨牙不以评分。当在检查第二磨牙时，应密切注意可能会有移位的第三磨

牙占据了恰巧缺失的第二磨牙的位置。如果发生此类情况，诊断和评分均应根据

缺失的第二磨牙进行，而非第三磨牙。例如，若第二磨牙因为龋坏被拔除而导致第

三磨牙占据其空间，则第二磨牙记为拔除（“犈”），第三磨牙仍不予以计分

１９．若牙冠的任何一部分有露出牙龈则认为该牙齿萌出。该判据比基于牙齿萌发

晚期制定的判据更容易标准化

２０．牙齿的染色和色素沉着不能视作龋齿的证据，因为其也能发生在健康牙齿

如恒牙牙面无任何龋坏或充填，检查者记其为“犛”。若牙齿为恒牙但不为健齿，则

检查者记其为“犣”，且符合牙面情况的代码描述如下。“犇”表示的是所有健全的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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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齿经历———患病率

测量记录表格

牙，若乳牙牙面有状况（龋坏，修复）则记为“犓”并用符合牙面情况的代码表示。若牙

齿缺失原因与其他相关代码符合，则检查者用恰当字母标记（犝，犈，犕，犚，犡，犘或犙）。

记录者在第一个空白处填写符合牙齿情况的代码。在这第一个空白处后，有一个

分开的区块来输入牙面情况的代码（必要时）

若牙齿为恒牙并伴有一面或多面龋坏或充填（犣），检查者应记录伴有龋坏或充填的

牙面数。如下举例：

● 若检查者记为０、１、２、３或４，表示该牙齿具有以上数字代表的龋坏牙面数

● 若检查者记为５、６、７、８或９，表示该牙齿具有以上数字代表的充填牙面数

● 若检查者记为犆，表示该牙齿具有冠修复。

● 在不同牙面同时伴有龋坏和充填是允许的。例如，若检查者记为“１，８，９”，则表示

该牙齿$面具有龋坏，近中面和远中面具有充填
对口腔中四个象限的检查均截止于第二磨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