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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周炎的临床表现和危害:  大家要关注牙周炎
牙周炎的临床表现：牙周炎的临床表现：
牙龈红肿，牙齿松动，牙周袋形成，牙槽骨吸收。病人有刷牙出血或口腔

异味等。

牙周炎的分类：常见的慢性牙周炎，侵袭性牙周炎，及其它

牙周炎的危害：
2005年第三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牙周健康比率不到2成

全国35岁～44岁年龄段人群牙周健康率为14.5%，城市高于农村，女性高于男全国35岁 44岁年龄段人群牙周健康率为14.5%，城市高于农村，女性高于男
性，西部地区最高；牙龈出血检出率为77.3%；

全国65岁～74岁老年人牙周健康率为14.1%，城市低于农村，女性高于男性，国 岁 岁 年人牙周健康率为 ，城市低于农村，女性高于男性，
中部地区最低；牙龈出血检出率为68.0%；

中老年人牙齿缺失很普遍，口气不清新87%是因为口腔本身原因，23%为口腔
外部因素。



年 月 号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2017年9月19号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
表明

我国的中年人牙周健康仍有待提升。
调查发现，35-44岁居民中，口腔内牙石检出率为
96.7%，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城市，与十年前相
比，变化不大；
牙龈出血检出率为87.4%，男性高于女性，农村高于
城市，与十年前相比，上升了10.1个百分点。



正常的牙齿结构



什么是牙周病什么是牙周病？
Periodontal disease



牙周病的临床分类牙周病的临床分类
1999 AAP1999，AAP



牙龈病一、牙龈病：Gingival disease
1、菌斑性
2 非菌斑性2、非菌斑性

二、慢性牙周炎：Chronic peridontitis，CP
1、轻度； 2、中度；3、重度

三、侵袭性牙周炎：Aggrresive peridontitis，AgP侵袭性牙周炎 gg p g
1、局限性
2、非局限性



四、伴有全身疾病的牙周炎：Periodontitis as a 
manifestation of systemic diseasemanifestation of systemic disease

五 坏死溃疡性牙周病: Necrotizing ulcerative Periodontal五、坏死溃疡性牙周病: Necrotizing ulcerative Periodontal 
diasease

六、牙周牙髓联合病变: Perio-Endo combined 
lesionslesions

七、牙周脓肿: Periodontal abcess七、牙周脓肿: Periodontal abcess

八、伴有先天或后天畸形的状况: Developmental or八、伴有先天或后天畸形的状况: Developmental or 
aquired deformitis and conditions



1. 病因 2. 临床表现1. 病因 2. 临床表现

3 危害3. 危害

4. 预防及治疗4. 预防及治疗



1 病因1. 病因



始动因子 牙菌斑生物膜始动因子 牙菌斑生物膜

1.龈上菌斑生物膜
2 龈下菌斑生物膜2.龈下菌斑生物膜
3.附着性龈下菌斑

生物膜
4 非附着性龈下菌4.非附着性龈下菌

斑生物膜



龈上结石





微距镜头下的根面龈下结石



局部促进因素局部促进因素
牙石

牙体解剖因素：根分叉形态、釉突、腭侧沟等

牙齿位置异常 拥挤和错颌畸形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

不良修复体和不良正畸治疗

创伤性颌

食物嵌塞食物嵌塞

不良习惯：如口呼吸等

牙面着色



全身促进因素全身促进因素
遗传因素

性激素：如内分泌紊乱

吸烟吸烟

糖尿病

中性粒 噬细胞 常中性粒吞噬细胞异常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骨质疏松症

精神压力精神压力



2 临床表现2. 临床表现



健康者健康者：
— 牙龈颜色粉红、质地坚
韧韧
—探诊不出血

牙龈炎
— 牙龈颜色变为暗红或深牙龈颜色变为暗红或深
红色
—牙龈红肿、探诊或刷牙
出血出血
—有时伴有口臭等

无附着丧失—无附着丧失



轻度牙周炎
牙龈有炎症和探诊出血—牙龈有炎症和探诊出血

—牙周袋≤4mm
—附着丧失1-2mm附着丧失1-2mm
—X片示牙槽骨吸收不超过根长1/2
—可伴有口臭



中度牙周炎中度牙周炎
—牙龈有炎症和探诊出血、可伴有脓肿

牙周袋深度≤6mm 附着丧失3 4mm—牙周袋深度≤6mm，附着丧失3-4mm
—X片示牙槽骨水平或角形吸收超过根长1/3,但小于根长
1/21/2
—牙齿可有轻度松动



重度牙周炎重度牙周炎
—炎症明显或发生牙周脓肿
—牙周袋＞6mm,附着丧失≥5mm牙周袋＞6mm,附着丧失≥5mm
—X片示牙槽骨吸收超过根长1/2以上
—多根牙有根分叉病变
—牙多有松动





重度侵袭性牙周炎 女 29岁重度侵袭性牙周炎，女，29岁



3 危害3. 危害



各种异常牙龈表现：出血、红肿、口气





牙龈红肿增生牙龈红肿增生



药物性牙龈增生－－－环孢菌素、硝苯地平和苯妥英钠等



牙齿移位



牙周炎是导致成人失牙

牙松动 脱落
的首位原因！

牙松动、脱落

因牙周炎拔除右
侧上切牙侧上切牙



与全身疾病相关

牙周炎与糖尿病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牙周炎会增加
糖尿病并发症的风险，治疗牙周炎有利于糖尿病患
者的恢复

口腔异味
牙周脓肿、疼痛等



DR  CAO WHU

慢性牙周炎伴II型糖尿病，及错合畸形慢性牙周炎伴II型糖尿病，及错合畸形



4 预防及治疗4. 预防及治疗



牙周病的三级预防
1、一级预防
在牙周组织受到损害之前防止致病因素的侵袭，或致
病因素 侵袭到牙周组织 但在尚未引起牙周病损之病因素已侵袭到牙周组织，但在尚未引起牙周病损之
前立即将其去除。
2 二级预防2、二级预防
二级预防旨在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减轻
已发生的牙周病的严重程度，控制其发展。发 严 程度 控制其发
3、三级预防
三级预防旨在用各种药物和牙周手术方法最大限度地
治愈牙周组织病损 防止功能障碍 以义齿修复失牙治愈牙周组织病损，防止功能障碍，以义齿修复失牙
，重建功能，并通过随访、精神疗法和口腔健康的维
护 维持其疗效 预防复发护，维持其疗效，预防复发。



如何预防牙周病？如何预防牙周病？



口 腔 卫 生 指 导口 腔 卫 生 指 导
Oral hygiene instruction

OHI:是通过椅旁指导或通过小册
子家庭自学 教会患者自我控制菌斑的子家庭自学，教会患者自我控制菌斑的
方法（刷牙，牙线，牙缝刷，漱口水等
），该措施能够有效地控制菌斑指数和
出血指数 是牙周系统治疗和疗效维护出血指数，是牙周系统治疗和疗效维护
的前提和基础。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BASS刷牙法）

学会使用牙线或牙间隙刷
（BASS刷牙法）

口腔卫生指导口腔卫生指导

定期进行口腔检查
定期洁牙

均衡饮食，保持
身体健康 ，定期洁牙身体健康



牙周基础治疗
龈上、龈下洁治
根面平整、手工刮治根面平整、手工刮治
其他

手工刮治器和根超声洁 机 手工刮治器和根
面平整超声洁牙机



牙周洁治常见治疗并发症处理
1、出血
2、敏感
3 牙齿暂时松动增加3、牙齿暂时松动增加
4、牙间隙增大
5、急性牙周脓肿或牙龈脓肿
6、牙髓炎症状6、牙髓炎症状



牙周手术治疗周
—牙周翻瓣术
—牙龈切除术、牙龈成形术
—牙周骨成形术牙周骨成形术
—牙冠延长术
—牙周再生性手术—牙周再生性手术
—膜龈手术

其他—其他



总 结总 结
全面的认识牙周病

认真的做好口腔卫生指导（宣教）认真的做好口腔卫生指导（宣教）

扎实的从牙周基础治疗做起扎实的从牙周基础治疗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