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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口臭的原因大致有三
种，第一种是因为食物残留在口
腔中发酵，形成腐败物。第二种
是口腔中有炎症(如牙周炎，牙
龈炎)。第三种导致口臭的原因，
就是人们常说的“肠胃热、胃火
旺”了，事实上，肠胃对口腔异味
的影响，只有 5% 甚至 1%。

对于缓解口腔异味，很多人
习惯嚼口香糖，喷口气清新剂。
而在牙医看来，这种做法只能治
标不治本。对于此类情况，首先
要排查口腔疾病，看有无坏牙、
损牙及时补治。其次，注意口腔
卫生，养成饭后漱口的习惯，也
能使病菌不易生长。

除此之外，可以每半年做
一次洗牙，通过洗牙来祛除牙
菌斑、色素以及常年沉积的牙
结石等，也可以达到缓解口臭
的作用。 见习记者 张珊

牙膏也应定期换
目前市面上的牙膏大体分

为药物牙膏和非药物牙膏两种，
而药物牙膏大体包含中草药牙
膏、消炎牙膏、含氟牙膏和去垢
增白牙膏等。由于儿童存在吞咽
牙膏的情况，3 岁以下的儿童应
避免使用含氟牙膏，中草药牙膏
虽然对缓解牙龈炎症有一定辅
助作用，但长期服用抗凝药物的
血液病患者应慎重选用。另外，
消炎类牙膏不能长期使用，否则
会导致口腔内正常菌群失调，应
一到两个月更换一次。

而在选择牙刷的时候，尽量
选择软毛款。因为刷牙的目的在
于清洁口腔内的食物残渣，软毛
牙刷相比硬毛牙刷更不容易损
伤牙齿。而对于刷头的大小来
说，也不是越大越好，选择刷头
较小的能便于牙刷在口腔中灵
活转动，能够刷到牙齿的各个
面，并容易刷到最后一颗牙齿。

见习记者 张珊

我国 5 岁儿童
乳牙龋患率为 70 . 9%

近日，国家卫计委发布第四
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其中 5 岁儿童乳牙龋患率
为 70 . 9%。

调查显示，5 岁和 12 岁儿
童 每 天 两 次 刷 牙 率 分 别 为
24 . 1% 和 31 . 9%，含氟牙膏使用
率分别为 42 . 1% 和 55%，因预防
口腔疾病和咨询检查就诊的比
例分别为 40% 和 43 . 2%。其中 2
岁儿童恒牙龋患率为 34 . 5%，比
十年前上升了 7 . 8 个百分点。5
岁儿童乳牙龋患率为 70 . 9%，比
十年前上升了 5 . 8 个百分点。12
岁儿童平均龋齿数为 0 . 86 颗。
除此之外，调查显示成人每天两
次刷牙率为 36 . 1% ，含氟牙膏使
用率为 61 . 0% 。各年龄组男性每
天两次刷牙率低于女性，农村低

于城市。 据《人民日报》

口臭不能怪肠胃

▲李彤，济南市口腔
医院牙体牙髓科副主

任医师，山东大学口腔临
床医学硕士，中华口腔医
学会牙体牙髓专业会员，对
成人各类牙体的龋病，牙髓
病，根尖周病的诊断治疗有
丰富的临床经验。

11998899年年，，由由卫卫生生部部、、
教教委委等等部部委委联联合合签签署署，，
确确定定每每年年的的99月月2200日日为为
全全国国爱爱牙牙日日。。宗宗旨旨是是通通
过过爱爱牙牙日日活活动动，，在在群群众众
中中进进行行牙牙病病防防治治知知识识的的
普普及及教教育育，，增增强强口口腔腔键键
康康观观念念和和自自我我口口腔腔保保健健
的的意意识识，，建建立立口口腔腔保保健健
行行为为，，提提高高全全民民族族的的口口
腔腔健健康康水水平平。。今今年年99月月2200
日日是是第第二二十十九九个个““全全国国
爱爱牙牙日日””，，主主题题为为““口口腔腔
健健康康全全身身健健康康””。。

□□本本版版撰撰文文 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张张珊珊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饮食
经过的第一道关口就是牙齿，而
健康的饮食更是离不开一口健康
的好牙。在上个月，年仅2 9岁，曾
是感动南京的“最帅救人医生”高
苏麒因牙疼引发败血症不幸离
世。人们在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对
自己的口腔问题产生隐约的担
忧。牙疼这件看似不大的小事，是
如何一步一步变为噩梦的？近日
记者对话济南市口腔医院的口腔
科专家，从专业角度解读牙病的
那些事。

牙病第一程：浅龋齿

当牙齿开始逐渐变黑，说明
牙齿已经开始发生病变。虽然牙
齿感觉不到疼痛，但已发展为浅
龋了，而龋病是由以细菌为主的
多种因素导致的牙齿硬组织发
生慢性进行性破坏的一种疾
病，此时牙病患者应该进行

药物治疗或者充填治疗，
以免使牙病症状“更

上一层楼”。

牙病第二程：中龋齿

牙齿变黑后，牙齿偶感酸疼，说
明牙齿的病变已经破坏到牙本质浅
层，牙齿已经有龋洞形成，对酸甜食
物格外敏感。因此提醒患者，你的牙
齿需要做充填治疗了！

牙病第三程：深龋齿

当牙齿咀嚼食物产生困难，不
得已只能换用另一侧时，说明此时
牙齿病变已经破坏到了牙本质深
层，温度刺激以及食物进入龋洞均
会引起疼痛，此时，及时做充填治疗
还来得及保住牙髓。

牙病第四程：急性牙髓炎

当牙病感使人夜不能寐，只
能靠吃消炎药或者止痛药时，说
明病变已经侵入牙髓组织，产生
的炎性渗出液形成了髓腔高压，
从而导致了剧烈的疼痛。此时，
开髓引流是缓解疼痛最有效的
方法。

牙病第五程：急性根尖周炎

当牙疼导致脸肿得睁不开
眼睛时，说明牙齿可能患上急性
根尖周炎了，若引起间隙感染，严

重的还会危及生
命。此时需要到
正规口腔医院
治疗患牙，配
合药物治疗，
必要时要做
脓 肿 切 开
引流术。

牙病第六程：残冠残根牙

当牙齿正在一块块的脱落。最
后只剩下少量牙冠时，说明牙齿已
经是残冠残根牙了。此时，应到正
规的牙科医院做根管治疗。根管治
疗后桩冠修复可以很好地保存残
冠残根，而无痛根管治疗能达到最
好的效果，正规的牙科医院都可以
做根管治疗。

牙病第七程：拔牙

当牙齿损伤已无可挽救
时，牙齿就需要进行拔除了。而
拔牙后可以采取镶牙方式，目
前镶牙的方式有种植牙、活动
义齿、烤瓷牙三种，可以满足不
同牙病患者的需求。虽然牙齿
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但镶牙
再好也比不过原本自己
的“原配”真牙，所以别
拿牙病不当病，发
现口腔小问题时
务必引起重视
并及时补救，
别等到事态
严重时再
后悔。

智智齿齿无无关关脸脸型型
更更不不会会影影响响智智慧慧

智齿是指人类口腔内牙槽骨
上最里面的第三颗磨牙，从正中的
门牙往里数刚好是第八颗牙齿。由
于它萌出时间很晚，一般在16～25
岁间萌出，此时人的生理、心理发
育都接近成熟，有“智慧到来”的象
征，因此被俗称为“智齿”。

有许多患者感觉会被“智齿”
的名字误导，感觉拔了智齿后记忆
力变差或其他自身变化，但其实智
齿只是一颗普通的牙齿，它的主要
功能是掌管面部痛温触觉的感觉
以及控制咀嚼运动，跟智力和记忆
没有任何关系。

“智齿贡献的咀嚼能力对于现
代人来讲已经不是必需存在的了，
因此很多爱美的年轻人会选择拔
除智齿来起到瘦脸的效果。但是事
实上，拔智齿并不会改变脸部轮
廓。”济南市口腔医院外科副主任
医师崔婧说，影响脸型的是下颌骨

的下颌角，而智齿是在下颌骨完全
成型之后才萌出，是否拔除，对下
颌角的角度并没有影响，所以奔着
瘦脸去拔除智齿是完全没必要的。

“我们的口腔就像一个停车场，有32
个车位只能停32辆车，如果现在只
有28辆车不需要那么多车位，如果
硬要停进来32辆车，那后来的车只
能歪歪扭扭了。而这种歪斜就会造
成其它牙齿的问题，因此需要拔
除”。崔婧还表示，拔智齿的依据也
不是因为美观来拔的，要不要拔要
看它是否影响我们的口腔。对位置
比较正，能正常萌出的、智齿冠周
软组织没有发炎和疼痛史的、智齿
没有龋坏和有对咬牙的智齿，可以
无需拔出。相反，如果智齿出现龋
坏，造成邻牙病变、因空间不足引
发冠周炎或无对咬牙影响咬合的
情况，都建议及时拔除，以免危害
口腔健康。

崔婧，济南市口腔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对口
腔颌面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丰富经验，擅长各类疑难
牙尤其是智齿、多生牙的拔除，各类牙齿缺失后种植修复。

牙齿矫正是小孩和青年人
的专利吗？

很多人认为牙齿矫正
只是针对儿童和青年人，
中老年人不能进行正畸治
疗，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
的。成年人虽然生长发育
已经停止，骨的外部形态
已稳定，但骨内部的再生
改建能力依然存在(如骨折
后愈合)，一般来讲，成年人
如果没有严重牙周炎症的
话，牙齿是可以矫正的。对
于60岁成年人和12岁儿童，
矫正力对健康牙齿的移动
效果没有太大差异。
矫正牙齿需要拔牙？

大约50%左右的矫正
患者需要拔牙。拔牙的目
的在于：①利用拔牙间隙
排齐拥挤的牙齿。②利用
拔牙间隙将前牙内收，改
善牙弓突度，改善面型。③
利用拔牙间隙调整后牙咬
合关系，使得后牙尖窝交
错，咬合接触面积最大，达
到最佳的咀嚼效率。
矫正牙齿需要多长时间？

一般矫正需要一年半
到两年左右。一般儿童比
成人要快一些，拔牙治疗

比不拔牙治疗时间要长一
些。复杂的错和畸形比简
单的错和畸形治疗时间要
长。骨骼畸形比单纯牙性
畸形的矫治时间要长一
些。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
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治疗时间上也因人而异。
矫正完成后，一般需戴用
保持器大约一年半。
牙齿矫正后，年老牙齿易
脱落？

矫正时，牙齿受力发
生移动的过程中会有一点
轻微的松动，但矫治完成
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持，
牙齿周围的牙槽骨经过改
建，牙齿会重新变的和以
前一样稳固。所以不必担
心“老了也会掉”的问题。
矫治与美观是否能兼顾？

有很多成年人非常想矫
正牙齿，但是对于戴上矫正
器后的"钢嘴铁牙"顾虑重
重，出于美观的考虑，现在
有透明托槽和舌侧矫正
器。透明托槽和牙齿的颜
色接近，所以看起来不是很
明显。而舌侧矫正器是将托
槽贴在牙齿的里面靠舌头
侧，所以从外面是看不见的。

2017年9月20日我国第29个爱牙日

牙牙齿齿正正畸畸
五五大大疑疑虑虑无无需需惧惧

相关链接

郭新星，济南市口腔医院正畸
科副主任医师，口腔正畸学博
士，擅长各种口腔错牙合畸形的
矫治，尤其擅长牙列不齐、反牙
合、青少年骨性错牙合及成人错
牙合畸形的诊断及治疗。

科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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