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inan Med J, May 2018, Vol. 29, No. 10

评分均有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而观察组
患者治疗依从率较高，复发率较低。另一方面，观察
组患者SQLS评分中心理社会、动力和精力评分、总分
明显低于对照组。说明医院-社区-家庭一体化模式
应用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可以有效提高患者
治疗依从性，提高临床疗效、改善生存质量。

综上所述，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中应用医
院-社区-家庭一体化模式，对巩固治疗效果、提高用
药依从性、预防复发及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方面均具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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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口腔健康干预对海口市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影响，为探索海口市社区老年人

口腔干预的有效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海口市两个居委会65~74岁老年人各

120人，一个为干预组，一个为对照组。干预组人员在为期一年的干预时间内接受口腔健康检查和口腔健康教育各

3次，同时根据个人需要提供个性指导；对照组人员则仅接受问卷调查，不对其进行任何口腔健康干预；比较两组对

象一年后的口腔健康影响程度量表(OHIP-14中文版)得分情况。结果 干预前，干预组和对照组的OHIP-14总平

均得分分别为(15.05±5.37)分、(15.42±4.32)分，两组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总分及其4个维度得分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OHIP-14总平均得分分别为(8.83±5.19)分、(14.72±7.94)分，干

预组在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总分及其心理不适、身体机能不适和疼痛与不适3个维度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口腔健康干预可有效提高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水平，应积极开

展口腔健康干预，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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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oral health intervention on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for elderly people in Haikou,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exploring effective measures for oral intervention of el-

derly people in Haikou. Methods A total of 240 people aged 65~74 years old in two residents, committees in Haikou

were selected by multi-stag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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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开始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与口腔健康状况有密切联系[1]。口腔健康相关

生活质量作为一种较为全面反映新的健康观和医学

模式的主观评价体系被老年口腔科学引入其中[2]。口

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指的是口腔相关疾病及其预防

与治疗对患者的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影响的

综合评估，该评估对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监测患者预

后以及追踪口腔健康危险因素等提供重要依据 [3-4]。

有研究发现，口腔健康教育和必要的干预措施可以有

效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5]。课题组成员于2015年5月

对海口市美兰区2个居委会的65~74岁老年人的口腔

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并对干预组老年人开展口腔健康

干预，为期1年，分析干预措施对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

生活质量的影响，为探索海口市社区老年人口腔干预

的有效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第一

阶段，在海口市美兰区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两个居委会，一个为干预组，一个为对照组。第二阶

段，根据居委会网格员给的名单，每个居委会采用简

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65~74岁的老年人120人，研究

对象共 240人。所有参与老年人都有独立行为能力，

均签订知情同意书。

1.2 调查工具

1.2.1 调查表 采用口腔健康影响程度量表

(OHIP-14中文版)在干预前后对目标人群进行调查。

1.2.2 调查表内容 口腔健康影响程度量表

(OHIP-14 中文版): OHIP-14 是用于测量口腔健康相

关问题对患者日常生活影响程度的量表，调查对象被

问及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口腔健康问题(包括牙齿和口

腔)对其造成影响的频率[6-8]。该量表共 14个条目，包

含四个维度，总得分与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为对立

关系。本量表14个条目分成四个领域：领域1包含的

条目(条目1，11~14)集中反映由口腔疾病引起的独立

能力减弱。领域2包含的条目(条目5、6、10)集中反映

由口腔疾病引起的心理不适。领域 3包含的条目(条

目 7~9)集中反映由口腔疾病引起的身体机能不适。

领域 4包含的条目(条目 2~4)集中反映由口腔疾病引

起的疼痛与不适。

1.3 干预措施 干预组：每位参与人员接受口腔

健康检查与口腔健康教育各3次。同时根据个人需要

提供个性指导。(1)每半年开展1次口腔健康检查和1

次口腔健康教育，总的干预时间为1年，2015年5月至

2016年5月。(2)口腔健康检查内容：参照第三次全国

口腔健康调查内容(65~74岁)，包括口腔黏膜、牙列状

况和牙周状况等的基础。(3)口腔健康教育内容：正确

有效的刷牙方法；常见口腔疾病如龋病、牙周病等的发

病原因、临床症状及预防措施；牙齿缺失后修复的必要

性及相关注意事项；食物嵌塞等现象的处理等。(4)根

据参与者实际口腔健康情况制定口腔保健计划。必要

时进行单独交流，专项引导。对照组：患者自行到门诊

进行一般治疗，不对其开展口腔健康相关干预。

1.4 质量控制 为确保调查组人员能熟练掌握

本次调查方案并对本次调查的相关内容有统一的认

识，调查前对调查组人员进行统一的培训，培训内容

包括检查标准和问卷调查方法等，并进行标准一致性

检验(Kappa值均>0.8)，可靠度高。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0录入数据，采

取同份资料双录入，对数据进行比较和逻辑检查，以

减少误差。应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t检
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参与并完成干预的老年人共235

人，干预组有 4 人失访，共 116 人完成，男性 42 人，占

36.2%，女性74人，占63.8%，平均年龄为(70.31±5.96)岁；

对照组有1人失访，共119人完成，男性45人，占37.8%，

女性74人，占62.2%，平均年龄为(69.33±4.62)岁。

with 120 people in each group.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examination of mouth (3 times) and oral health education (3

times) were conducted during a one-year intervention period, and individualized guidance was provided according to in-

dividual needs. The control group only received the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which was not given any oral health ex-

amination and oral health education. The scores of the oral health impact scale (ohip-14) after one year was compared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average OHIP-14 score of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were respectively (15.05±5.37), (15.42±4.3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total score

of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its four dimens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total average OHIP-14 score of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8.83 ± 5.19), (14.72 ±

7.94); the total scores of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psychological discomfort, physical functional discomfort,

pain and discomfort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Oral health interven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which

should be actively carried ou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 Haikou; Elderly; Or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ealth intervention

··1392



Hainan Med J, May 2018, Vol. 29, No. 10

3 讨 论

生活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主要包括身体状

态、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三个方面[9]。有研究显示，我

国 65~74岁年龄组人群龋齿患病率较高，牙周健康率

仅为 13.6%[10]。老年口腔疾病负担较重，同时老年人

的生活质量与口腔健康状况有密切关系[11]。因此，重

视老年人口腔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对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开始关注口腔健康

相关生活质量。引入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价指

标可以更好的满足口腔医学专业人员对口腔健康相

关信息的需求，而且有利于适应现代健康观和医学模

式的转变[12]。OHIP-14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和反应

度，可以比较全面评估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是许

多评价体系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9]。

本研究显示，干预前，两组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

生活质量总分及4项得分均基本相同；干预后，干预组

老年人在心理不适、身体机能不适、疼痛与不适3个维

度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干预组老年人口腔健康

相关生活质量总分及4个维度得分较干预前均明显降

低，对照组变化不明显。由此表明，口腔健康教育可

有效改善老年人口腔健康生活质量，与肖伦旺[11]的研

究一致。考虑可能是因为口腔健康教育指导有利于

缓解老年人口腔健康知识匮乏的状况，从而增强口腔

保健能力，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进而提高口腔

健康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口腔健康干预可有效提高老年人口腔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水平，应加强口腔健康知识的宣传

力度，积极开展口腔健康教育相关活动，以综合提高

老年人对口腔健康知识的认知程度，从而有效提升老

年人晚年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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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口市老年人口腔健康生活质量的干预效

果 干预前，两组老年人的 OHIP-14 总平均得分、独

立能力减弱、心理不适、身体机能不适、疼痛与不适得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干预组

老年人的OHIP-14总平均得分、心理不适、身体机能

不适、疼痛与不适的平均得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干预组干预前后

OHIP-14 总分及独立能力减弱、心理不适、身体机能

不适、疼痛与不适得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差异均

有显著统计学意义(t=8.970、2.079、6.532、4.969、7.713，

P<0.01)，而对照组干预前后的上述各项指标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干预前后两组老年人口腔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比较(x-±s，分)

组别

干预组

对照组

t值
P值

干预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人数

116

119

116

119

独立能力减弱

3.97±3.83

3.84±3.58

0.289

0.773

3.07±2.66

3.63±3.38

1.409

0.160

心理不适

2.73±2.54

2.64±2.55

0.271

0.787

1.07±1.02

2.59±2.42

6.245

0.000

身体机能不适

4.00±2.92

4.12±2.86

0.318

0.751

2.54±1.22

3.93±2.75

4.986

0.000

疼痛与不适

4.36±2.74

4.81±2.60

1.293

0.198

2.14±1.45

4.56±2.39

9.355

0.000

总分

15.05±5.37

15.42±4.32

0.584

0.560

8.83±5.19

14.72±7.94

6.723

0.000

时间

干预前

干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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