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腔疾病预防请谨记： 

早晚用含氟牙膏刷牙。

使用牙线或牙间隙刷辅助清洁牙间隙。

饭后漱口，或嚼无糖口香糖。

保持饮食平衡。

定期进行口腔健康检查。

接受专业局部用氟、窝沟封闭措施，

预防龋病发生。

中学生口腔保健（初中版一节课）

（教师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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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口腔保健（初中版 一节课）
（教师指导用书）

一、教案
讲课题目：中学生口腔保健

讲课对象：初中生

讲课时间： 40 分钟

(1) 你看过牙吗？ ( 由此引入课程 )

牙齿的外形与结构
(1) 外形

1) 牙冠

2) 牙颈部

3) 牙根

(2) 牙齿的结构

1) 牙釉质

2) 牙本质

3) 牙髓

4) 牙龈

5) 牙槽骨

恒牙列及牙齿分类
(1) 恒牙排序

(2) 牙齿的分类

牙齿的功能
(1) 牙齿的功能

(2) 咀嚼中牙齿的分工及合作

口腔常见病

什么是龋病

(1) 龋病的病因

(2) 龋病的形成过程

(3) 龋病的表现

龋病的危害
(1) 局部影响

(2) 全身影响

口腔基础知识知多少

前言

幻灯

提问

图片

视频

幻灯

图片

提问

让我们一起远离龋病

教学内容 表达方式教学框架 什么是牙周组织

(1) 牙龈

(2) 牙槽骨

(3) 联系“大树与土地”说明牙周组织

引起牙周病的因素
(1) 牙菌斑

(2) 局部因素

1) 牙石

2) 食物嵌塞

(3) 全身因素

1) 全身健康

2) 吸烟

3) 精神压力

牙周病表现及其危害
(1) 牙龈出血

(2) 牙龈红肿

(3) 牙齿松动、移位

(4) 口腔异味

牙外伤发生的原因
(1) 牙外伤的原因

(2) 牙外伤的危害

(3) 牙外伤的应急处理

(4) 牙外伤的注意事项

错颌畸形表现及危害

(1) 错颌畸形的表现

(2) 错颌畸形的危害

幻灯

图片

动画

提问

牙龈出血，不可小觑

警惕牙外伤及

错颌畸形

幻灯

图片

动画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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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颌畸形的预防及治疗
(1) 错颌畸形的预防

(2) 错颌畸形的治疗

(1) 合理选择食物，吃完东西要漱口

(2) 控制摄糖频率

(3) 刷牙

(4) 使用牙线

(5) 局部用氟（含氟牙膏、局部涂氟）

(6) 窝沟封闭

(7) 定期检查

(8) 洁治

(9) 预防牙外伤

总结

1. 人体中最硬的组织是什么？

2. 下列哪些行为有利于牙齿健康？

3. 龋病的病因是什么？

4. 牙周病的症状有哪些？

5. 牙齿外伤后该怎么办呢？

1.《儿童口腔疾病防治学校健康教育指导手册》第一

章、第二章、第三章，人民卫生出版社

2.《中国居民口腔健康行为指南》，人民卫生出版社

3.《科普视频 01 有效刷牙》，中华口腔医学会

4.《科普视频 02 牙线的使用》，中华口腔医学会

5.《精灵爱牙课堂 06 牙齿受伤怎么办》，武汉大学

口腔医院

中学生口腔

保健秘诀

总结讲课内容

思考题

参考资料

幻灯

P1

中华口腔医学会

1

中学生口腔保健

系列口腔保健讲座

初中年龄组

P3

目录

口腔基础知识知多少

让我们一起远离龋病

牙龈出血，丌可小觑

警惕牙外伤及错颌畸形

中学生口腔保健秘诀

P2

你看过牙吗？

初中年龄组 2

P1   前言
同学们好！（举着牙齿模型）

问：大家看这是什么？

答：牙齿！

问：对了！那大家想想牙齿都有什么用呢？

答：吃饭、说话、让我们变得更漂亮…

大家回答地都很棒！看来，牙齿能帮助我们干那

么多的事情，他们对我们来说真的特别重要，那

大家知道我们有多少颗牙齿么？学生答（若答不

准确，让学生数牙模型上一共多少颗，这样会让

学生印象更加深刻。）

那是不是有那么多颗牙齿，多一颗少一颗都无所

谓呢？答案当然是 NO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

究研究每颗牙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们是怎样

一起相互合作才让我们“吃嘛嘛香”的。

P3   目录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我们的口腔，看

大家对口腔基础知识知道多少呢？让我们一起

远离龋病，并且大家要知道牙龈出血一定不可

小觑哦，另外要警惕牙外伤及错颌畸形，最后

中学生口腔保健要记牢。

P2   你看过牙吗？ 
同学们有谁去医院看过牙？是因为什么原因去

看的啊？做了哪些检查和治疗可以和大家分享

一下吗？通过看牙对牙齿有了哪些了解和认

识？（同学自由发言，时间控制在 3 分钟）

二、教学内容

04

中学生口腔保健（初中版 一节课）
（教师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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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   牙齿的结构—牙 釉 质
哇！原来牙齿是空心的！而且还分为一层一

层！最外层半透明乳白色的是牙釉质，我们

每天刷牙或者定期洗牙就是在将牙釉质表面

清洁干净。牙釉质也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

但如果我们刷牙方法不正确，也会在牙釉质

上留下划痕，牙齿就不再光彩夺目。

P5  牙齿的外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牙齿的外形与结构。

同学们，大家把嘴张大，相互看看，你们看

到了什么？答：牙齿！对，是牙齿，但更准

确的说，你们看到的只是牙齿的一部分，它

叫牙冠，是我们吃东西时最主要的部分。

（点一下鼠标，显示一棵大树出来）大家看

这棵大树，大树能够枝繁叶茂，是因为有深

埋在土壤里的树根。我们的牙齿就好像这棵

牢牢长在泥土里的大树一样，牙冠就像树干，

牙根就像树根，洁白亮丽的牙冠部分之所以

能够在口腔中发挥功能，是因为在牙冠下面

有粗壮的牙根深埋在骨头里，这样牙齿才不

会在吃东西的时候松动脱落，也就是说，牙

根是牙齿的支持部分。牙齿和牙根之间的部

分称为牙颈部。这是我们嘴里所有的牙齿，

我们可以看到，有的牙有一个牙根，有的牙

有2~3个牙根，这主要和牙齿的不同功能有关。

P6  牙齿的结构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牙齿的外观，那么牙齿的

内心又是如何呢？

P4  标题页  P8   牙齿的结构—牙 本 质
紧挨着牙釉质的是牙本质，颜色比牙釉质略黄一

些，由于牙釉质是半透明的，所以，牙本质的颜

色能通过釉质透出来，牙齿看起来会有“白里透

点黄”。

P9   牙齿的结构—牙 髓 
牙齿的中央是个空腔，就像个小房子似的，里面

容纳着牙齿的精华，俗称牙神经，包含血管、神

经等。血管可以为牙齿提供营养，神经让牙齿感

受冷暖，从这张剖面图上可以看到，一旦牙齿外

壳上的这些坚硬的组织受到破坏，里面的牙神经

就会失去坚强的保护，受到刺激和伤害，我们的

牙齿就会疼痛。

P10   牙齿的结构—牙龈  
牙冠的周围包绕着一层粉红色的组织，叫牙龈。

大家可以用手摸一下自己的牙龈，摸着是不是

柔韧而有弹性？（点一下鼠标）牙龈很娇嫩，

如果我们不好好刷牙，有脏东西堆积在牙齿表

面，尤其是牙龈边缘，牙龈就会红肿发炎，有

时会出血疼痛。

P11   牙齿的结构—牙 槽 骨
大树长在泥土里，而牙齿则是长在骨头里，骨

头就是树根周围的泥土，紧紧将牙根包裹住，

这部分骨头被称作牙槽骨。如果牙槽骨因为炎

症或创伤发生吸收，就像树根周围出现了水土

流失，（点一下鼠标）牙根就会渐渐暴露，甚

至出现牙齿松动脱落。

P8

牙齿的主要部分

初中年龄组 8

牙齿的结构
P4

口腔基础知识知多少

初中年龄组 4

P5

初中年龄组 5

牙齿的外形

P10

初中年龄组

牙龈发炎常表
现出刷牙出血

10

牙齿的结构

P7

初中年龄组 7

牙齿的结构
P11

初中年龄组

支持和固
定牙齿

11

牙齿的结构

P9

为牙体组织提供养
分发炎常引起牙疼

初中年龄组 9

牙齿的结构

P6

初中年龄组 6

牙齿的结构

（一）口腔基础知识知多少

06

中学生口腔保健（初中版 一节课）
（教师指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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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   恒牙排序
问：我们已经对单个牙齿的外形结构有了一个

比较详细的了解，那口腔里有多少颗牙，它们

长得一样么？它们又是怎么排在一起的呢？

人的一生有两副牙齿，一副乳牙，一副恒牙。

我们出生后 6 个月左右就会开始长牙，那

时长出来的牙叫“乳牙”，到两岁半左右

会出齐，一共 20 颗。恒牙的牙胚位于乳牙

的根方。六岁左右，恒牙逐渐萌出，乳牙

逐渐被替换，除第三磨牙外，恒牙大约在

13、14 岁左右出齐。有些人没有第三磨牙，

所以恒牙 28~32 颗都认为正常。

P13   牙齿的分工合作
下面同学们可以想一想自己吃苹果、啃鸡腿

的时候都是怎么利用自己的牙齿的？比如吃

苹果时，我们会用门牙先咬下第一口，吃肉串、

鸡腿时会用门牙和虎牙先撕扯下来，然后再

用后面的大牙细细咀嚼。看来，我们不同部

位的牙齿有着不同的分工，但又相互配合，

才能让我们大快朵颐，享受一顿美食。

P14   牙齿的分类

P16   口腔常见病
以下是几种口腔的常见疾病，不知同学们是否有

这方面的经历呢？让我们进一步详细了解一下吧。

P18   什么是龋病？
什么是龋病呢？龋病：俗称“蛀牙”，是在细菌为

主的多种因素影响下，牙齿发生破坏的疾病。龋病

根据破坏程度分为浅、中、深三个阶段。

之前老师带大家学习过牙齿的结构，牙齿最外面一

层白色的叫做牙釉质，牙釉质里面略发黄色的叫什

么呀？对，牙本质。当龋病破坏仅仅局限在牙釉

质的时候，就是浅龋，（单击出现箭头）。当龋病

破坏到达牙本质的浅层时，就是中龋，（单击出现

箭头）。当龋病破坏到达牙本质的中层或深层时，

就是深龋了，比如这里（单击出现箭头）。

在左边的照片上，大家可以看出来，牙齿这里的破

坏不大（倒数第一颗磨牙咬合面），就是浅龋了。

这个位置有中等程度的破坏（倒数第一颗磨牙外侧

面），大致是中龋，这个位置有明显的大龋洞（倒

数第二颗磨牙），基本可以看出是深龋。当然，要

等医生治疗的时候才能准确判断它们破坏的程度。

P15   牙齿的功能
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牙齿都有什么功能呢？（互动）

牙齿不仅能咀嚼食物、辅助发音，而且对人的容貌

及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影响。牙齿和牙槽骨使我们

的面容丰满，缺牙较多时整个人面容会显得苍老、

消瘦。当然，牙齿和牙槽骨之间应当比例协调，我

们可以注意到身边有很多人通过矫正牙齿，使牙和

骨头之间的比例关系协调后会显得更漂亮。

P14

牙齿的分类

初中年龄组 14

牙齿的分类

P12
恒牙排序

初中年龄组 12

P16

龋病 错牙吅畸形

青春期龈炎 牙外伤

口腔常见病

初中年龄组 16

P17

初中年龄组 17

让我们一起远离龋病

P18

初中年龄组 18

浅龋中龋

什么是龋病

深龋

P15

• 咀嚼
• 发声
• 美观

初中年龄组

牙齿的功能

15

P13
牙齿的分工吅作

初中年龄组 13

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口腔中的牙齿。按照不

同的形态及功能，恒牙可以分为四类：切牙、

尖牙、前磨牙、磨牙。

（点一下鼠标）第一类叫切牙，就是我们平

常说的“门牙”，位于口腔前部，上下左

右各两颗，共 8 颗。它的主要功能是切割

食物，将食物切成块。

（二）让我们一起远离龋病

08

中学生口腔保健（初中版 一节课）
（教师指导用书）

（点一下鼠标）第二种类叫尖牙，也叫“虎牙”，位于口角处，上下左右各一颗，共 4 颗。它长得比较粗壮，

能够承受较大的力量，主要功能是穿透和撕裂食物。

（点一下鼠标）第三类叫前磨牙，也叫“双尖牙”，位于“虎牙”后面，上下左右各两颗，共 8 颗。它一

般有两个牙尖，主要功能是辅助“虎牙”穿透和撕裂食物，同时也和后面的牙齿一样具有一定的研磨功能。

（点一下鼠标）最后一类叫磨牙，位于“双尖牙”后面，一共 8 到 12 颗，经切牙咬下来的食物或尖牙撕下

来的食物，由舌头运送至磨牙进行研磨。磨牙的表面有许多沟槽，就好像石磨一样，能够磨碎食物，便

于胃肠道消化吸收。

牙齿是一个大家庭，缺少任何一颗都不行。

P17  标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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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   龋病的病因
龋病的病因主要有以下 4 类：

（1） 首先是“细菌”因素：它是龋病发生

的重要因素。没有细菌的感染就不会

发生龋病。

（2）食物因素：细菌能利用食物中的糖分产

生酸，酸能够造成牙齿的破坏，导致龋

病的发生。所以建议大家少吃糖是有道

理的。

（3）牙齿因素：指的是我们自己牙齿的样

子，牙齿的形态和排列与龋病发生有

直接关系，比如磨牙咀嚼面上的沟壑，

排列拥挤的牙齿容易发生龋病。

（4）时间因素：龋病的发生是一个慢性发

展的过程。

P20   龋病的形成
龋病刚开始的时候是浅龋，如果我们不及

时检查、治疗的话会逐步发展为中龋、深龋，

再继续发展，就会到达牙齿的中央，是什

么呢？对了，是牙髓，这样的话，就可以

引起牙髓炎和根尖周炎。如果不及时治疗，

病变会继续发展，直到牙冠完全破坏。

P21   龋病的表现
那么大家知道得了龋病以后会怎么样呢？

浅龋时，一般没有疼痛和其他不适感，瞧这位

同学手里还拿着糖美滋滋的吃着呢，什么感觉

也没有。

（单击出现下张图片）到中龋的时候，开始对

冷热酸甜敏感，瞧这小朋友吃糖时就会觉得敏

感不舒服了。当大家吃甜食比如巧克力的时候

如果感觉不舒服，就要重视起来，很可能龋病

已经发展到中龋了。

（单击出现下张图片）如果到了深龋，就对冷

热酸甜特别敏感，不敢吃这些东西。 如果龋病

继续发展，出现了冷热刺激剧烈疼痛、不碰牙

齿也会痛的情况，就说明可能发展到牙髓炎了。

P22   龋病的危害
龋病的危害表面上看会引起冷热敏感、疼痛、

对吃东西有影响等等。实际上，对全身来说，

龋病会造成咀嚼效率下降，影响食物的消化吸

收，影响生长发育；龋病会造成牙齿的破坏，

特别是在前牙会影响美观；牙齿不美观也会产

生心理压力；龋洞里的细菌也是一些全身疾病

潜在的感染源。

同学们，可要记住，如果有了龋病，可得及时

治疗，当然最好是让我们一起远离龋病。

P19
龋病的病因

初中年龄组

蛀牙

时间
含糖
食物

细菌

19

牙齿

P20

浅龋中龋深龋牙髓炎根尖周炎

20

龋病的形成

初中年龄组

P21
龋病的表现

初中年龄组 21

中龋

深龋中龋 浅龋

P24   牙周组织
牙周组织由牙龈（俗称牙肉）、牙槽骨、牙周膜（牙

龈和牙槽骨间的连接组织）组成，（单击鼠标弹

出动画）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牙周组织的大家庭。

P25   牙龈
牙龈：（单击鼠标弹出），就是左下图箭头指

的位置，是牙齿周围粉红色的牙肉，微有弹性，

能承受咀嚼的压力，耐受食物的摩擦。右侧图

上红色的这部分就是牙龈。

P26   牙槽骨
牙槽骨：包围在牙根周围骨组织，（单击鼠标

弹出动画）就是图上红色的这部分，大树周围

的土壤支撑大树的稳固，牙槽骨就像是牙根周

围的土壤，维持牙齿的稳固。

（三）牙龈出血，不可小觑

P22

初中年龄组

龋病的危害

22

局部

冷热敏感

严重可引起疼痛

咀嚼功能降低…

全身

影响生长发育

丌美观

产生心理压力

潜在感染源…

P25
牙龈

初中年龄组 25

P26
牙槽骨

初中年龄组 26

P24

牙龈
牙槽骨

牙周组织

24

牙周膜

初中年龄组

P23

初中年龄组 23

牙龈出血，不可小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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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   牙周组织
牙周组织就像土壤一样支持着我们的牙齿，

一旦水土流失，树木就会倒下，牙周组织

被破坏我们的牙齿就会松动，最后可能会

丧失。

P28   引起牙周病的因素
引起牙周病的因素有很多，牙周病的罪魁

祸首是牙菌斑，口腔中的牙菌斑导致牙周

组织发炎，产生牙周病。牙石、食物嵌塞

会加重牙周病。全身因素包括一些使身体

抵抗力下降的疾病比如糖尿病等、吸烟、

精神压力会使身体抵抗力下降，对牙周病

也有负面影响。

P29   牙周病的病因—牙菌斑
牙菌斑：是细菌的聚集地。牙菌斑肉眼看

不到， （单击鼠标弹出动画）图上是显微

镜下的牙菌斑。（单击鼠标弹出动画）牙面

上红色的部位就是被菌斑染色剂染色的牙

菌斑。同学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牙面上存在

大量牙菌斑。

P30   如何知道得了牙周病？
如何知道得了牙周病呢？如果发现（单击

鼠标左键）牙龈出血、（单击鼠标左键）牙

龈红肿、（单击鼠标左键）牙齿松动移位、（单

击鼠标左键）口臭，可能就是有牙周病了。

P31   
牙周病最常出现的表现为刷牙或吃东西时出血，

疾病加重时在不触碰牙龈的时候也有出血。（单

击鼠标左键）图中箭头指的位置就是牙龈出血

的表现。同学们平时刷牙的时候会有出血吗？

P32   
当疾病进一步发展时会出现牙龈红肿。（单击

鼠标左键弹出图片）同学们可以看右下图是正

常的牙龈，对比来看左上图的牙龈发红，水肿。

P33   牙龈炎
青春期，就是同学们现在所处的时期，由于性

激素分泌增多，我们的身体对细菌和毒素的刺

激比较敏感。最容易出现的牙周病就是牙龈炎。

口腔卫生差，牙菌斑和牙石堆积，牙龈就会发炎，

出现红肿、出血的现象。

图片是一个 12 岁的儿童，对比右下正常牙龈的

图片同学们可以看到（单击鼠标左键）箭头指

的位置牙龈出血，（单击鼠标左键）圆圈圈的

位置牙龈肿胀。如果这时我们控制好口腔卫生，

经过口腔医生的牙周治疗，病情可以逆转，牙

周组织可以恢复正常。

P31

初中年龄组 31

P27

牙周组织就像土壤一
样支持着我们的牙齿

牙周组织就像土壤一样支持着我们的牙齿

初中年龄组 27

P33
牙龈炎

红肿

初中年龄组
4

出血

P34

初中年龄组 34

警惕牙外伤及错颌畸形

P29

初中年龄组

牙周病的病因—牙菌斑

临床牙周病学第2版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9

P30
如何知道得了牙周病？

牙龈出血

牙龈红肿

牙齿松动、移位

口腔异味

初中年龄组 30

P32

初中年龄组 3

P28

初中年龄组

引起牙周病的因素

牙菌斑
始动因素

局部
因素

全身
因素

牙石
食物嵌塞

全身健康情况
吸烟
精神压力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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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口腔保健（初中版 一节课）
（教师指导用书）

（四）警惕牙外伤及错颌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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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   视频
好了，看了这个视频，大家都学到了些什

么？举手发言。很好，下面让我们把牙外

伤的知识再系统回顾一下。

P38   牙外伤的危害
（点鼠标）那么牙外伤对我们的生活都有

哪些危害呢？很明显的，不好看，因为最

容易受伤的就是前牙，影响美观，还有 牙

齿掉了或者磕掉一半还会影响我们说话发

音、影响吃东西。

P39   牙外伤的危害
牙齿外伤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P40   牙完全脱位应急处理
如果牙完全脱位，应该立即将牙放入原位。我

们用手拿牙齿的时候应该拿着牙冠，避免触碰

牙根。如果脱落的牙齿较脏，可用生理盐水或

自来水冲洗约 10 秒。将牙齿尽量放回脱落牙的

牙槽骨内。如果无法放回原位，可放入牛奶内

或者放在嘴里保存。在最短时间内找口腔科大

夫就诊。最好在 20 分钟内到达，最长时间不

要超过 2 小时。

P41   牙外伤注意事项
我们在牙外伤之后应该注意什么呢？吃东西有

什么注意的？

 首先，要吃软的食物，千万注意不要嚼硬的

东西，这会加重牙齿的损伤。

 其次，要注意保持口腔卫生，饭后用软毛牙刷刷

牙；还可以每天用漱口水或者盐水漱口 2 次。

 最后，我们还应该定期复诊，让医生及时了解

患牙的变化，调整治疗方案，以便达到最好的

治疗效果。

P42   错颌畸形
牙外伤讲完了，我们还看这几张图片，有同学

的牙齿是类似这样的吗？同学们觉得这样的牙

齿好看么？这就是中学生时期第四种常见口腔

病——错颌畸形。

P40

初中年龄组

手拿牙冠部位 生理盐水戒自来水冲洗

牛奶保存

牙完全脱位应急处理

40

P42

初中年龄组

错颌畸形

42

P38

初中年龄组

牙外伤的危害

危害

影响美观

影响进食

38

P39

初中年龄组

牙齿外伤后该怎么办呢？

39

P41

初中年龄组

漱口进软食

牙外伤注意事项

41

P37
牙外伤发生的原因

初中年龄组 37

P37   牙外伤发生的原因
那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往往会发生牙外

伤呢？

 （点鼠标）1、同学们如果在活动时不慎

摔倒或发生碰撞，容易发生牙外伤。

 （点鼠标）2、运动，尤其是篮球、足球、

轮滑等比较危险的体育活动。

 （点鼠标）3、暴力。

  （点鼠标）4、交通事故：包括汽车、摩托车、

自行车等意外事故。

 （点鼠标）5、其他：包括吃东西时磕牙，

用牙开酒瓶盖，咬硬物等。

14

中学生口腔保健（初中版 一节课）
（教师指导用书）

P36

初中年龄组 36

P35   牙外伤
同学们这个年龄另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就

是牙外伤，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人牙齿受

过外伤呀？大家举手发言。是在哪里伤到

的呢？怎么受伤的呢？当时牙齿有没有松

动或者牙龈出血呢？你的牙齿受伤之后是

怎么处理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爱牙精

灵里这个小朋友的经历吧。

P35

初中年龄组

牙外伤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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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4   错颌畸形的预防
既然错颌畸形有那么多的危害，同学们该

怎么去预防呢？我们要有意识的预防和治

疗龋齿，有缺牙了要及时去医院看看，保

持牙列的完整，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些口腔

不良习惯应尽早破除，平时吃饭的时候适

当吃粗粮或含有粗纤维的食物。

P45   错颌畸形的治疗
但是当错颌畸形发生了之后，就要我们必须

去医院治疗了，那到底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去

治疗呢？治疗时机：一般学生错颌畸形的矫

治是在 12 周岁左右，但是各年龄段均有正

畸治疗的可能，并不存在严格的年龄限制。

对于严重的错颌畸形，应该尽早治疗。

P46   错颌畸形的治疗
有没有同学正在做正畸治疗或者曾经做过

正畸治疗呢？与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P48   怎样保护我们的牙齿
好了，常见的口腔病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

讲讲怎样保护我们的牙齿。同学们，你们都知

道哪些保护牙齿的方法吗？（自由发言）

P49   有益于牙齿健康的食物
首先我们要合理选择食物，建议大家要多吃新

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维生素、

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含量少，还含有粗纤维，

非常有益于牙齿的健康。

P50   不利于牙齿健康的食物
碳酸饮料、蛋糕、冰激凌、糖、巧克力等，这

些好看又甜的食物对于牙齿来说都是糖衣炮弹，

它们很容易黏附在牙齿表面，容易使口腔中的

细菌大量繁殖，从而损害牙齿。建议同学们尽

量少吃。

P49

初中年龄组

有益于牙齿健康的食物

49

P44

•预防和治疗龋齿，保持牙列完整

•口腔丌良习惯应予尽早破除

•适当吃粗粮戒含有粗纤维的食物

初中年龄组

错颌畸形的预防

44

P46

初中年龄组

错颌畸形的治疗

46

P48

初中年龄组

大家讨论一下吧！

怎样保护我们的牙齿

5

P47

初中年龄组 47

中学生口腔保健秘诀

P50

初中年龄组

丌利于牙齿健康的食物

50

P45

初中年龄组

错颌畸形的治疗

正畸治疗的可能性：丌存在年龄限制

各年龄段

45

（五）中学生口腔保健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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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3   错颌畸形的危害
错颌畸形的一大危害就是影响容貌外观，

这样就会让很多同学有自卑感，不自信，

进而又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除此之外错

颌畸形还影响口腔功能，使牙齿不能充分

发挥咀嚼功能，会导致机体营养吸收不良，

引发身体的其他疾病。而且牙齿长得不齐，

我们刷牙效率就会降低，老是刷不干净牙

齿，就容易引起一些牙齿疾病，比如龋病、

牙周病，影响口腔健康，所以错颌畸形不

能被轻视。

P43

初中年龄组

错颌畸形的危害

影响
容貌外观

心理
问题

影响
面部发育

影响
口腔健康

影响
口腔功能

43

P37  标题页  



P52   控制摄糖频率
控制摄糖的频率比控制摄糖的量更重要。

含糖饮食最好在正餐中或正餐后集中食用，

不要在两次正餐之间分多次吃。而且，应

该少吃黏性大的含糖食物。吃完含糖食品

要刷牙，以减少糖停留在牙面的时间。还

有一点要记住：晚上睡觉前不要吃甜食，

不喝加糖的牛奶、饮料，因为牙表面的细

菌在人睡着的时候最活跃。

P52

初中年龄组

控制摄糖频率

52

P51   吃完东西要漱口
饭后漱口可以降低饭后口腔内的酸度，降低

牙齿脱矿龋坏的风险。喝完茶水、有色饮料

后漱口，能有效防止色素沉积在牙面上。

P51

初中年龄组

吃完东西要漱口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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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3   小贴士
现在给大家讲几个小贴士来预防龋齿。

避免吃过量的糖，减少进食糖的次数，缩

短糖在口腔里停留时间，不要把糖含在嘴

里。睡前、刷牙后不吃甜食。吃完甜食可

以通过刷牙、喝白开水或者漱口减少糖对

牙齿的损害。使用糖的替代品——木糖醇，

（单击出现下张图片）。

P54   有效地刷牙，面面俱到
有效刷牙，能面面俱到地清洁牙齿，清除

牙面上的牙菌斑，又不会对牙齿及其周围

组织带来伤害。

P55   刷牙
同学们平时是怎么刷牙的？哪位同学愿意上来

示范一下自己的刷牙方法（请同学示范刷牙方

法），同学们觉得刷牙的目的是什么？同学们

每天刷几次牙？每次刷多长时间？是横着刷还

是竖着刷 ? 大家有没有刷舌头？同学们认为自己

刷牙达到效果了吗？

P56   视频
我们看一段小视频，跟着视频学习一下怎么刷

牙。（播放刷牙视频）

P57   改良 BASS 刷牙法

            ——水平颤动拂刷法
我们看着图片再来回顾一下刷牙的方法：大家

要认真学习一会老师要请同学上来示范。

（1）将牙刷毛放在牙龈和牙齿交界处，与牙面

成 45 度角，轻轻加压使刷毛末端进入牙龈

沟，（单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

（2）2~3颗牙为一组，短距离水平颤动 10次左右，

然后再拂刷，再移到下一组牙面。（单击

鼠标左键引出动画）

（3）上下前牙内侧应将牙刷头竖直放置，使用

刷头接触牙龈缘处牙面，上下颤动。（单

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

（4）刷咬合面时将刷毛指向咬合面稍用力做短

距离来回刷。

（5）刷最后一颗牙的后面时，使刷头竖起，从

最后一颗牙的舌面沿牙龈缘转过这个牙的

后面到达颊面。

（6）最后的时候在刷一下舌头。刷完牙后舔一下牙

齿，如果牙齿表面很光滑说明牙齿刷干净了。

P58   
现在大家有没有学会怎么刷牙啊？大家今天晚

上回家要用这个方法仔细刷牙，同时也要把这

种方法教给自己的家长。

P57
改良 刷牙法——水平颤动拂刷法

初中年龄组 57

P53

• 控制食糖总量

• 减少进食糖的次数，缩短糖在口腔里停留时间

• 食糖不正餐同步，睡前、刷牙后丌吃甜食

• 吃完甜食要刷牙 喝白开水 漱口

• 使用糖的替代品——木糖醇

初中年龄组

小贴士

53

P55

同学们平时是怎么刷牙的？

初中年龄组

刷牙

55

P56

初中年龄组 56

P58

初中年龄组 58

P54

初中年龄组

有效地刷牙，面面俱到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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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0   刷牙小贴士
大家看一下图片中的错误在哪里？

1.  避免用力横刷，横刷会导致牙龈退缩和

牙颈部缺损伤害我们的牙齿和牙龈。

2. 刷毛外翻 / 倒毛应随时更换 ，牙刷至少

每三个月要更换一次 , 因为牙刷用一段

时间后刷毛会外翻不能清洁干净牙齿，

另外刷毛上面也会残留较多细菌。

3.（单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刷毛向下是错

误的，（单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应该

刷毛向上放在漱口杯，这样可以在保持

牙刷头通风，防止细菌滋生。

P61   牙线
通过刷牙可以有效地清洁我们牙齿表面的菌

斑和软垢，而我们牙缝中每天也积攒了大

量的菌斑和软垢，刷牙也刷不干净，这该怎

么办呢？这就需要牙线来清洁了。同学们平

时谁用过牙线，举一下手。同学们多长时间

用一次呢？我们想要拥有一口洁白美丽的牙

齿，与牙线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

P62   牙线
牙与牙之间的缝隙叫做牙间隙，是最容易滞留

牙菌斑和软垢的位置，刷牙时牙刷毛很难伸到

牙间隙中。牙线则能有效剔除牙缝里的残留物

及菌斑。

P63   牙线视频
牙线对我们口腔健康如此重要，我们跟着视频

学一下该如何使用牙线。（播放牙线视频）

P65   
重复上述步骤，清洁下一个牙的牙面，全口牙

按顺序依次完成。牙线目前在发达国家的使用

已经是极为普遍，是人们生活必需品，而饭后

使用牙线对牙齿进行自我清理，就像人们饭前

洗手，饭后漱口一样，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一个卫生习惯。

P66   牙线小贴士
1. 牙线很细，它是不会使牙缝变大的。

2. 如果使用方法正确发现牙线上有血，说明牙

龈可能存在炎症。

P64  老师教同学们如何使用牙线
（1）（单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取一段 20 厘米

的线，将末端绕于两手中指，留 5~7 厘米

于两指之间。（单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

（2）用拇指和食指顶紧牙线，中间留下 2 厘米

宽度。（单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

（3）将牙线放在牙间隙前后轻轻滑动直至通过

牙齿之间的接触，进入牙龈缘以下。（单

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

（4）紧贴一侧牙面的颈部，呈“C”形包绕牙面，

（单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

（5）由牙龈向牙冠方向运动，刮除菌斑，每个

牙面重复 3~4 次。（单击鼠标左键引出动画）

（6）将牙线包绕牙间隙的另一个牙面重复刮除动作。

P63

初中年龄组 63

P66

牙线丌会使牙缝变大 牙龈发炎了

初中年龄组

牙线小贴士

66

P61

初中年龄组

牙线

61

P62

牙线

牙线有助于牙间隙的清洁，

要把牙线和牙刷同等重要看待

初中年龄组 62

P64

初中年龄组 64

P65

初中年龄组 65

P60

避免用力横刷 刷毛向上放在
漱口杯里

刷毛外翻
随时更换

X X
初中年龄组

刷牙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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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9   刷牙小贴士
1.面面俱到：刷牙要按一定的按顺序进行，

牙面和牙面之间要有重叠，这样才不会

有遗漏把每个部位都刷干净。

2. 容易忽略的部位：下牙舌侧、最后一颗

磨牙的后面，这些部位刷牙时很难刷到，

所以要给予特殊关照，以免遗漏，最后

一颗磨牙的后面还可以用牙线清洁。

3. 时间：保证每天至少刷牙两次，晚上睡觉

前要清洁牙齿，因为我们吃了一天的食

物，口腔中残留了大量的食物残渣，当

然不能带着这些脏东西睡觉，早晨起床

后再清洁一次保持口腔清洁，每次至少 2

分钟的时间才能把每一颗牙齿清洁到位。

P59

面面
俱到

时间

初中年龄组 59

容易忽略
的部位

• 下牙舌侧
• 最后一颗磨牙的后面

• 按顺序进行
• 重叠

• 每天两次
• 每次 分钟

刷牙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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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7   局部应用氟化物
除了合理饮食、刷牙、使用牙线，还有什

么方法可以保护牙齿呢？大家还记得牙齿

最外层的结构是什么吗？

对，是牙釉质。氟化物能增强牙齿表层牙

釉质的抵抗力，并抑制口腔中引起龋齿的

细菌生长，适量用氟能有效预防龋病。这

就好比给牙齿穿上了一件盔甲，抵抗外来

的不良刺激。主要有平日使用含氟牙膏刷

牙和到医院接受专业涂氟。刷毛向上放在

漱口杯，这样可以在保持牙刷头通风，防

止细菌滋生。

P68   含氟牙膏
科学家发现，氟化物能增强牙齿防龋能力，

有效预防龋病。比如含氟牙膏里就添加了

氟化物。同学们回家可以看看牙膏背面的

成分表，含有氟化物的牙膏会有标注。（连

续单击出现下张图片，多张动画效果）

P69   氟化物涂布
介绍完我们自己如何对牙齿进行保护，现

在说说专业医疗机构是怎么帮助我们预防

龋病的。每半年到一年，我们可以到医院

涂氟。像图片中那样，把牙齿保护起来。

P70   窝沟封闭
磨牙的咀嚼面，也就是用来咀嚼食物的牙

面是凹凸不平的，凹陷的部位就叫窝沟。

如果发育不好，这些窝沟非常深，食物和

细菌嵌塞进去，很容易发生龋病。大约

90％的龋病都是从窝沟龋坏开始的。（连

续单击出现图片）窝沟封闭是用高分子材

P72   定期口腔检查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定期口腔检查可以及时发

现口腔中的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达到较好的

治疗效果，同时对有些口腔问题做到预防。

P73   洁治
此外呢，在定期检查的时候，专业医生检查后

如果认为有必要，还需要进行牙周洁治，也就

是洗牙，预防牙周病。我们刚才讲过牙石必须

通过洗牙才能去除。洁治就是去除牙面的牙菌

斑、牙石、色素等牙垢。

P74   牙外伤的预防
最后，还应当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预防牙外伤。

体育活动时应该加强防护措施，防止意外发生。

参加剧烈运动时可以戴防护牙托或者头盔，防

护牙托可以到口腔医院进行制作。其次日常生

活中不在楼梯、走廊等危险狭窄的地方追逐打

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坐车的时候一

定要系好安全带，减小意外发生时的伤害。

P71   窝沟封闭的过程
窝沟封闭的过程就像图片显示的样子。清洁、

酸蚀、冲洗和干燥、涂封闭剂、固化、检查。（点

击鼠标依次出现图片）

P71

初中年龄组 71

P67

初中年龄组

局部应用氟化物

氟化物保护膜
增强我的抵抗力

67

P74

初中年龄组

牙外伤的预防

74

P70

——预防窝沟龋的有效方法

初中年龄组

窝沟封闭

70

窝沟封闭前 窝沟封闭后

P72

初中年龄组

定期口腔检查

72

P68

初中年龄组

含氟牙膏

68

P73

洁治

每半年到一年到医院进行
检查，必要时牙周洁治

初中年龄组 73

P69

初中年龄组

氟化物涂布

69

料封闭这些间隙，使窝沟底部变平，容易清洁，

可以预防龋病发生。6-7、11-13 岁就可以进行恒

磨牙的窝沟封闭了。同学们，你们现在应该做

哪颗牙齿的窝沟封闭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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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内容。

P75

人体中最硬的组织是什么？
初中年龄组

思考题

75

P82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预防科郭岩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宋文莉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孙玥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郑小雯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戴帆帆
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正畸科张婕
广东省口腔医院正畸科 刘从华
广东省口腔医院预防科 范卫华
提供病例图片

初中年龄组

致谢

82

P76

下列哪些行为有利于牙齿健康

运动中保护牙齿

定期口腔检查

养成早晚刷牙好习惯

想吃甜食时就吃

控制摄糖频率

初中年龄组

思考题

76

P77

龋病的病因是：

细菌

食物

宿主

时间

以上都是

初中年龄组

思考题

77

P81

• 《儿童口腔疾病防治学校健康教育指导手册》第五章，
人民卫生出版社

• 《中国居民口腔健康行为指南》，人民卫生出版社
• 《科普视频 有效刷牙》，中华口腔医学会
• 《科普视频 牙线的使用》，中华口腔医学会
• 《精灵爱牙课堂 牙齿受伤怎么办》，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初中年龄组

推荐材料

81

P78

牙周病的症状有：

牙龈出血

牙齿疼痛

牙齿松动

口腔异味

初中年龄组

思考题

78

P79

初中年龄组

牙齿外伤后该怎么办呢？

思考题

79

P80

• 牙脱位后，立即将牙放入原位

• 如果牙齿已污染，应用手拿着牙冠拾起，避免触碰牙根，就

地用生理盐水戒无菌水冲洗，然后放入原位。

• 如丌能立即复位，可将患牙放置于患者的舌下戒者口腔前庭

处，也可放在牛奶、生理盐水戒自来水里，幵尽快到医院就

诊，最好在 分钟内到达，最长一定丌要超过 小时。

初中年龄组

思考题

80

P75 人体中最硬的组织是什么？
答：牙釉质。

P79/80   牙齿外伤后改怎么办呢？
 牙脱位后，立即将牙放入原位

 如果牙齿已污染，应用手拿着牙冠拾起，避免

触碰牙根，就地用生理盐水或无菌水冲洗，然

后放入原位。

 如不能立即复位，可将患牙放置于患者的舌下

或者口腔前庭处，也可放在牛奶、生理盐水或

自来水里，并尽快到医院就诊，最好在 20 分

钟内到达，最长一定不要超过 2 小时。

P76 下列哪些行为有利于牙齿健康？   

          （ABCE）
A. 运动中保护牙齿

B. 定期口腔检查

C. 养成早晚刷牙好习惯

D. 想吃甜食时就吃

E. 控制摄糖频率

P77  龋病的病因是（E）
A 细菌 

B 食物 

C 宿主 

D 时间

E 以上都是

P78  牙周病的症状有： (ABCD)
A. 牙龈出血

B. 牙齿疼痛

C. 牙齿松动

D. 口腔异味

三、课后练习

24

中学生口腔保健（初中版 一节课）
（教师指导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