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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病的危险因素分析

陈玉润△,李 敏,段 优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重庆 401320)

摘要 目的:探讨牙周病的主要危险因素,为牙周病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收集2013年6月至2016年5月在重庆市巴

南区人民医院口腔科诊治的162例牙周病患者,作为病例组,另随机选择同期在本院进行体检的162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

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牙周病的影响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吸

烟、饮酒、刷牙习惯、定期洁牙、定期口腔检查及糖尿病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吸烟(OR=5.684)、饮酒(OR=4.743)、患有糖尿病(OR=6.128)是牙周病的危险因素(均P<0.05);定期洁牙

(OR=0.062)、刷牙≥2次/d(OR=0.064)是牙周病的保护因素(均P<0.05)。结论:口腔医师应开展口腔卫生宣教、戒烟、戒

酒、控制血糖水平等综合措施预防和减少牙周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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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riskfactorsofperiodontaldisease
YurunChen,MinLi,YouDuan.(Thepeople'shospitalofBananDistrictofChongqing401320)

Abstract Objective:Thisstudyinvestigatedthemainriskfactorsofperiodontaldisease,whichwouldpro-
videtheoreticalbasisforthepreventionandtreatmentofperiodontaldisease.Methods:Weselected162pa-
tientswithperiodontaldiseaseindepartmentofstomatologyofthePeople'sHospitalofBananDistrictin
ChongqingfromJune2013toMay2016asstudygroup,andrandomlyselected162peoplewithhealthyex-
aminedinthehospitalascontrolgroupinthesameperiod.Influencefactorsofperiodontaldiseasewereana-
lyzedbysingle-factoranalysisandmulti-factorLogisticregressionanalysis.Results:Single-factoranalysis
resultsshowthatcomparedwiththecontrolgroup,culturallevel,familyincome,smoking,drinking,brush-
inghabits,regularteethcleaning,regularoralexamination,withdiabetesincasegroupweresignificantly
different(allP<0.05).Multi-factoranalysisshowedthatsmoking(OR=5.684),drinking(OR=4.743),

diabetes(OR=6.128)weretheriskfactorsofperiodontaldisease,andregularteethcleaning (OR=
0.062),brushteeth≥2times/d(OR=0.064)weretheprotectionfactorsofperiodontaldisease.Conclu-
sion:Weshouldcarryoutcomprehensivemeasureswithoralhealtheducation,quitsmokinganddrinking,

controlbloodsugarlevelstopreventandreducetheoccurrenceofperiodontaldisease.
Keywords Periodontaldisease;Riskfactors;Multi-factoranalysis

  牙周病是牙周组织的一种慢性感染性疾病,包
括牙龈炎和牙周炎,其病因复杂,是口腔最常见的疾

病之一。吸烟、菌斑堆积、功能性创伤,以及患者刷

牙方式为横刷等可共同作用引发牙周病[1]。牙周病

可导致牙槽骨的吸收和牙周组织的破坏,甚至影响

咀嚼及发音,是造成35岁以上人群失牙的主要原

因[2]。第3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

80%~97%的成年人群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病[3]。
本文采用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比较了牙周病患者和

健康体检者的一般情况、健康行为、口腔保健情况、
口腔治疗情况、患慢性病情况以及全身健康史等方

面的差异,探讨牙周病的相关危险因素,为牙周病的

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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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3年6月至2016年5月

在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口腔科诊治的162例牙周

病患者作为病例组,其中男91例,女71例;年龄

21~68岁,平均(49.51±12.38)岁;轻度牙周炎45
例(27.78%),中度牙周炎79例(48.76%),重度牙

周炎38例(23.46%)。所有患者的诊断均符合牙周

病的诊断标准[4]。另选择162例同期在本院行健康

体检的正常人作为对照组,其中男83例,女79例;
年龄20~72岁,平均(51.02±9.74)岁。

1.2 调查方法 参照第3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

学调查方案自行设计调查表,由经本院统一培训并

考核合格的专业口腔医生进行问卷调查和牙周检

查。调查表的内容主要包括一般情况(性别、年龄、
民族、文化程度、收入)、健康行为(吸烟、饮酒、饮食

习惯)、口腔保健情况(刷牙次数、刷牙时间、定期洁

牙、定期口腔检查)、口腔治疗情况(是否拔过牙、缺
牙数目等)、患慢性病情况以及全身健康史(既往史、
家族成员有无牙周病史、正服药情况)。本研究共发

放调查问卷324份,回收324份,回收率为100%。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牙周病的危险因

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以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牙周病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吸烟、饮
酒、刷牙习惯、定期洁牙、定期口腔检查、糖尿病患病

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2.2 牙周病相关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吸烟

(OR=5.684)、饮酒(OR=4.743)、患有糖尿病(OR

=6.128)是牙周病的危险因素(均P<0.05);定期

洁牙(OR=0.062)、刷牙≥2次/d(OR=0.064)是牙

周病的保护因素(均P<0.05),见表2。

表1 牙周病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n(%)]

变量 病例组
(n=162)

对照组
(n=162) χ2 P

性别 0.794 0.373
 男 91(56.17) 83(51.23)
 女 71(43.83) 79(48.77)
年龄/岁 1.728 0.786
 20~30 23(14.20) 19(11.73)
 31~40 25(15.43) 27(16.67)
 41~50 26(16.05) 21(12.96)
 51~60 48(29.63) 47(29.01)
 >60 40(24.69) 48(29.63)
民族 1.015 0.314
 汉族 136(83.95) 129(79.63)
 其他 26(16.05) 33(20.37)
文化程度 13.761 0.003
 小学及以下 52(32.10) 24(14.81)
 初中 36(22.22) 49(30.25)
 高中/中专 44(27.16) 51(31.48)
 大专及以上 30(18.52) 38(23.46)
家庭月收入/元 12.681 0.002
 <4000 76(46.91) 45(27.78)
 4001~6000 46(28.40) 62(38.27)
 >6000 40(24.69) 55(33.95)
吸烟 22.662 <0.001
 是 118(72.84) 76(46.91)
 否 44(27.16) 86(53.09)
饮酒 10.376 0.001
 是 124(76.54) 97(59.88)
 否 38(23.46) 65(40.12)
饮食习惯 3.702 0.157
 偏咸 21(12.96) 34(20.99)
 偏甜 46(28.40) 42(25.92)
 适中 95(58.64) 86(53.09)
刷牙时间/min 2.015 0.365
 <1 70(43.21) 58(35.80)
 1~3 60(37.04) 65(40.12)
 >3 32(19.75) 39(20.08)
是否拔过牙 0.835 0.361
 是 42(25.92) 35(21.60)
 否 120(74.08) 127(78.40)
刷牙习惯/(次/d) 14.871 <0.001
 ≤1 51(31.48) 22(13.58)
 ≥2 111(68.52) 140(86.42)
定期洁牙 21.993 <0.001
 是 14(8.64) 47(29.01)
 否 148(91.36) 115(70.99)
定期口腔检查 24.383 <0.001
 是 20(12.34) 58(35.80)
 否 142(87.66) 104(64.20)
患有糖尿病 5.702 0.017
 是 23(14.20) 10(6.17)
 否 139(85.80) 152(93.83)

表2 牙周病相关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 s췍x Wald P OR(95%CI)
吸烟 1.738 0.481 13.061 <0.001 5.684(2.215~14.585)
饮酒 1.557 0.414 14.172 <0.001 4.743(2.109~10.667)
刷牙≥2次/d -2.755 0.949 8.436 0.004 0.064(0.010~0.408)
定期洁牙 -2.783 1.109 6.297 0.012 0.062(0.007~0.544)
患有糖尿病 1.813 0.530 11.694 0.001 6.128(2.168~1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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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牙周病是口腔常见病和多发病,是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探讨牙周病的危险因素对牙

周病的临床治疗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单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病例组与对照组比较,文化程度、
家庭收入、吸烟、饮酒、刷牙习惯、定期洁牙、定期口

腔检查、患有糖尿病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进一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

现,吸烟、饮酒、患有糖尿病是牙周病的危险因素(均
P<0.05)。大量研究表明,吸烟是牙周病的重要危

险因素,烟龄越长其发病率越高[5-8],可能是由于吸

烟可选择性促进牙龈组织对TLR-4受体的表达,增
加单核/巨噬细胞对牙周致病菌的识别,促进炎症反

应[5];同时,吸烟还会影响口腔局部血液循环,降低

局部氧量,导致菌斑中厌氧菌数量上升,有利于致病

菌生长[6,9]。李丛华[8]的研究发现,轻度吸烟者患牙

周炎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的2.18倍,中度吸烟者患

牙周炎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的2.58倍,重度吸烟者

患牙周炎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的3.07倍。本研究

发现 吸 烟 者 患 牙 周 炎 的 可 能 性 是 不 吸 烟 者 的

5.684倍,明显高于李丛华的研究结果,可能与样本

的选择或地域差异有关。吸烟是牙周病的发病重要

因素之一,所以在牙周病预防和治疗中,戒烟极为重

要,应该在人群中进行口腔卫生宣教工作时尽可能

提倡不吸烟或少吸烟。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酒精是牙周病的促进因

素之一,酒精能降低红细胞的变形能力,改变其液体

流动性,从而影响局部血液的微循环,降低牙周组织

的抵抗力,最终引发牙周病[10]。本研究发现,饮酒

者发生牙周病风险是不饮酒者的4.743倍,与Lee
等[11-1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在牙周病的防治

中应鼓励患者尽量不饮酒或少饮酒,以降低牙周病

患病风险。
  由于糖尿病会影响牙龋组织的微循环功能,有
利于致病菌及其毒素的感染和侵袭,降低机体抗感

染能力,还能影响胶原的合成、成熟、降解、刺激破骨

细胞吸收牙槽骨,从而使牙周病病情加重。大量研

究发现,糖尿病与牙周病之间存在关联,且互为高危

因素,糖尿病患者的牙周病发病率明显高于非糖尿

病者,且牙周病可促进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13-14]。
本研究结果显示,糖尿病是牙周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之一,患有糖尿病者发生牙周病是非糖尿病患者的

6.128倍。然而,绝大多数人对糖尿病引起口腔疾

病的危害性重视程度不够,不了解糖尿病能使牙周

病加重,也不重视牙周病的治疗。所以,对于糖尿病

患者,应鼓励其定期做常规口腔检查,发现牙周疾

病,及早治疗,以获得健康的口腔环境,同时也有利

于糖尿病控制。
  对于牙周病患者而言,口腔卫生状况不佳往往

是牙周病的促进因素。本研究发现,定期洁牙、刷牙

≥2次/d等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能有效地减低牙周

病的发病风险,是牙周病的保护因素(均P<0.05)。
有关牙周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口腔卫生状况越

差,牙周炎的患病率越高,不定期洁牙者患牙周病可

能性是定期洁牙者的9.5倍;定期洁牙者具有较好

的口腔保健意识,能及时和预防性地加以治疗,口腔

健康状况也较好,牙周病的患病率较低[6-8]。可见,
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是预防和治疗牙周病的关

键。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文化程度、家
庭收入等因素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其并非牙周病

的危险因素,与大多数学者[6-7,9]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学历越低、月收入越低者患牙

周病的可能性越大[8,15-17]。
  综上所述,牙周病是一种受多因素影响的疾病,
口腔医师应开展口腔卫生宣教,增强患者的口腔保

健意识;鼓励吸烟者戒烟、戒酒,合理调整膳食,提高

机体抵抗力;指导糖尿病患者积极控制血糖水平,注
意保持口腔卫生,从而预防和减少牙周病的发生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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