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防牙醫學概論
Introduction to preventive dentistry

學習目標
• 齲病致病因素-細菌、宿主、飲食、
時間因素。
• 齲病預防方法。
• 何謂齒顎矯正？
• 齒列顎骨異常的原因。
• 不正齒列咬合之分類。

齲齒病因及預防
咬合不正的病因及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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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齲病致病因素
一、細菌因素
（一）致病菌的確定
（二）主要致齲菌
1.變形鏈球菌群（sreptococcus mutans
Group）
• 2.乳酸桿菌（lactobacillus）
• 3.放線菌（actinomyces）
• （三）致齲菌的作用特性

•
•
•
•
•

• 第一節 齲病致病因素
齲病是口腔常見病，多發病之一，它是在
多因素作用下的一種慢性感染性疾病，是
由口腔常在菌引起的內源性感染性疾病。

Dental Caries
Incidence and Prevalence
•Among 5- to 17-year-olds, dental caries is more than 5
times as common as a reported history of asthma and 7
times as common as hay fever.
•Despite progress in reducing dental caries, individuals in
families living below the poverty level experience more dental
decay that those who are economically better off.
•In addition to poverty level, the proportion of teeth affected
by dental caries also varies by age and race/ethnicity.

Anatomy of a Tooth
•
•
•
•
•
•
•
•

Enamel
Dentin
Cementoenamel junction
Cementum
Vascular supply
Nerve
Soft tissue
Periodontal ligament

Oral Health in America: 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Ma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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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al Caries Process

Dental Caries: Multifactorial
•Enamel Developmental Defects
•Lack of Fluoride

• Host -Tooth
• Agent - Bacteria
• Environment - pH

Agent
(bacteria)
•Early Infection
with Strep Mutans

Environment
(diet)

• Time - Frequency

Time
(frequency)

•Harmful
Food Behaviors

Host
(teeth)

•Poor Oral Hygiene
•Access to Oral Health Services

Dental Caries Process: Etiology
• Host:
– Susceptible teeth
– Crown (covered with
enamel)
– Pits and fissures (sealants)
– Smooth surface
– Root surface is not covered
by enamel

Dental Caries Process: Etiology
• Agent
– Mutans Streptococci (ms),
– Lactobacilli (deep dentinal lesions)
– Mutans Strep colonization occurs after the
eruption of primary teeth
– Transmission
– The earlier the colonization of mutans
strep the greater the risk

Dental Caries Process: Etiology
• Environment
• Mutans Streptococci utilize mono and
disaccharides (glucose, fructose &
sucrose) during glycolosis
• Results in acid byproduct which lowers
the pH
• Bacteria attach to the tooth forming a
plaque.
• Sugar consumed as a snack between
meals is associated with a marked
increase in caries.

Dental Caries Process:
• Time
Etiology
– Length of time
–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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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ring Dental Decay

Super Eruption

•White spot lesion
Decay

Dental Caries Along the Gum Line

Code 0: De-mineralization
“Precavitated” White Spot
Lesions

Dental Caries

Code 1: Untreated Caries
Pit and Fissure C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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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1: Untreated caries
Smooth Surface Caries

2. Caries Experience
• 0=No caries experience
• 1=Caries experience

2. Code 1: Caries
Experience

3. Early Childhood Caries
• Also referred to as baby bottle tooth
decay or nursing caries
• Defined in the ASTDD Basic Screening
Survey as any child three or under
found to have one of his or her six
upper front teeth missing due to caries
(code 1)

Amalgam

Composite

Early Childhood Caries
Early Childhood C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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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reatment Urgency
• Code 2: Urgent or emergency need for
dental care (within 24 hours)

Code 2: Urgent

– Pain or infection, swelling or soft tissue
ulceration of more that 2 weeks duration
– Overriding accompanying signs (multiple
decay)

• Code 1: Early dental care is needed
(within several weeks)
• Code 0: No obvious problems (next
regular checkup)

Code 2 Urgent: Large Untreated
Caries in the absence of symptoms

Code 2: Urgent

Code 1: Early Dental Care
No accompanying signs or
symptoms

一、細菌因素
在齲病發生的過程中，細菌是多因素中的主要生物
因素。在正常的口腔生理活動中，細菌與牙體之間
保持著平衡狀態，當某些因素使有關細菌（致病
菌）發生異常的生態變化，就會出現平衡失調。失
控的細菌毒素使牙體出現慢性病理性損害，而產生
牙體破壞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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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病菌的確定

1.用單菌感染確定致齲菌
2.從牙表面齲的早期病損分離有關菌種
3.從動物模型中，尋找食物種類與齲的關係
4.用離體人工模型進一步証實致齲菌的作用研究尋找有
關致病菌，大量的齲病流行病學研究証實了有齲、齲
活性，以及齲好發年齡和致齲菌數量成正相關。當採
取了控制致齲菌的措施後，就可以使齲發生減
少。

（二）主要致齲菌
1.變形鏈球菌群（sreptococcus mutans Group）
2.變形鏈球菌群是口腔正常菌，正常情況下，在牙菌斑內占
20%左右的比例，是革蘭陽性球菌屬中的一種。
3.在這個菌群裡主要致齲菌是變形鏈球菌、遠緣鏈球菌，它
們產生的細胞外多糖和其他附著功能，促進菌斑形成，產
酸耐酸。致齲力強，可致光滑面、窩溝、鄰面、牙頸部
齲。
4.乳酸桿菌（lactobacillus）乳酸桿菌屬

（包括亞種）共51個菌種
5.放線菌（actinomyces）

這個菌屬有12個菌種

正常菌群口腔內能分離出的有：
粘性放線菌（A. viscosus）
衣放線菌（A. israelii）
內放線菌（A. naeilundii）
溶牙放線菌（A. odontolyticus）
梅放線菌（A. meyeri）
化膿性放線菌（A. pyogenes）。

（三）致齲菌的作用特性
致齲菌的主要作用是：粘附（adhere）、產酸
（acidogenic）、耐酸（aciduric）。

（1）粘多糖（細胞外多糖）的粘附作用
除變形鏈球菌外，粘性放線菌、溶牙放線菌、唾液
鏈球菌、血鏈球菌以及乳酸桿菌等也能產生細胞外
多糖，但表現出致齲毒性強的主要是變形鏈球菌和
遠緣鏈球菌。

（2）表面附著蛋白
（3）除上述兩個重要的粘附機制外，還有細
菌細胞壁表面陰離子通過鈣離子（Ca++）
與牙獲得膜陽離子反應基團（SO3-磺先集
團、COO-羧基）結合附著。

1.粘附：指致齲菌對牙體的附著能力及促進菌斑形
成的作用。致齲菌有多種附著機制，對齲發生起
作用的主要是由致齲菌產生的細胞外多糖及表面
附著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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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酸 致齲菌能產生乳酸、甲酸、乙酸、
丙酸、琥珀酸等，其中主要是乳酸。
3.耐酸

(四）菌斑與菌斑液
牙菌斑是致齲菌的生存環境，菌斑對牙體的附著與
清除在不停地進行著，菌斑及致齲菌的滯留，是齲
發生的條件，所以控制菌斑是防齲中的重要環節。
1.菌斑致齲作用：無菌斑則無齲，而有菌斑也不一
定有齲。
菌斑分：致齲菌斑和非致齲菌斑。

不同部位的菌斑，其菌群種類不同，致齲菌的變化
也不同。根據不同部位可以分為以下幾種菌斑：
光滑面菌斑
窩溝菌斑
鄰面菌斑
根面菌斑
2.菌斑液：它是菌斑細菌細胞間質物，也是直接與牙
面接觸的液體物質

（二）牙
牙是齲病發生的底物。牙本身對齲發生存在著有利
和不利的條件。
1.牙易發生齲的條件
（1）解剖結構與牙排列關係
（2）牙體組織
2.牙的抗齲力
（三）人的行為和生活方式

二、宿主因素
宿主是齲病發生的不可少的因素，其主要直
接因素是宿主自身的牙、唾液、行為習慣及
生活方式。
（一）唾液
1.唾液組成: 無機成分．有機成分
2.流量和流速
3.緩衝能力
4.再礦化作用

三、飲食因素
食物既是人體營養的主要來源，也是口腔微生物進
行合成分解代謝的能源。部分食物成分又是致齲菌
產生毒力因子的物質基礎。
（一）食物種類與齲的關係
1.蔗糖
(1)通過變形鏈球菌體內磷酸轉移酶系統
(2)菌體外葡糖基轉移酶利用蔗糖，合成有粘附作用
的不溶性葡聚糖又稱變聚糖及可溶性右旋糖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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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果糖基轉移酶利用蔗糖合成果聚糖，是菌斑間質
的多糖儲備
(4)其他碳水化合物

(二）飲食方式與齲的關係
（三）牙發育期營養與牙的關係

2.蛋白和脂肪類食物
3.微量元素

四、時間因素
齲病是慢性硬組織破壞性疾病，它與其他慢性疾病
一樣，有一定的時間因素。
從上述各因素提示我們，控制菌斑、增加宿主抗齲
能力，建立合理的膳食飲食習慣，養成良好的口腔
衛生習慣，及時採取有效防齲措施是減少人群齲發
生率有效途徑。

齲病的易感因素包括：
1.致齲菌在口腔內的數量及在牙體聚集滯留的時
間。
2.宿主抗齲能力低，如唾液、宿主牙等抗齲機制下
降。
3.人群口腔衛生狀態不佳。
4.不合理的膳食結構。
5.有利於齲發生的社會生活環境及人的行為。

易感人群的檢測
一、易感人群的定義
易感人群顧名思義是指容易發生感染的人群。齲病
的易感人群應包括：人群齲發病率明顯高於一般人
群，並存在共同的易感因素。易感因素就是致齲因
素，也就是可能導致齲病發生的危險因素。因此，
易感人群也稱“高危人群”（high risk group）。

二、齲活性試驗
齲活性試驗（caries activity test）是檢測個體與人群可能發
生齲病危險因素的敏感程度，特別是對高危人群齲病的預防
控制有一定意義。

預防的目的是早期診斷、早期防治，要做到這一點，需預先
掌握可能發生齲的危險信號。齲活性試驗就是從在齲形成前
因素裡找到與齲發生的活性界線作為試驗的指標。

從上述易感因素看，齲病易感人群的檢測應在人群
防齲項目中有計劃地定期進行，

8

（一）檢測致齲菌
1.變形鏈球菌的檢測
（1）培養法
（2） MSBB法
（3）Dentocult SM試驗
（4）刃天青紙片法（resazurin disc test）
（5）乳膠凝集試驗（latex agglutination test）

（二）細菌產酸力檢測
1.Snyder試驗
2.Cariostat試驗
與這種方法相近的還有：KK試驗和國內比色法試驗
（胡德渝等）及簡易齲蝕活性試驗（石四箴等）。

齲病的預防措施和方法
一、齲病的三級預防
（一）一級預防
1.促進口腔健康、普及口腔健康教育，制定營養攝取計畫，
定期口腔檢查。
2.實行特殊防護措施 。
(1)二級預防
(2)三級預防
.防止齲的並發症保持身體健康。

2.乳酸桿菌的檢測
（1）培養法
（2）Dentocult－LB試驗

(三) 唾液緩沖能力檢測
Deutobuff Strip試驗
齲活性試驗
若要切實觀察齲的活性，最好用兩種以方法綜合分
析，較為合適。

（四）高危及易感人群的特殊防護
1.建立對高危人群的長期專項管理制度，並由專人’
負責管理。
2.對高危人群進行調查、篩選，包括口腔常
規檢查及輔助檢查、齲活性試驗等登記建
卡，具體分析致齲的危險因素，提供具體
預防對策。
3.採取有效的防齲措施，特別是對致齲的主要危險
因素，要制定一套完善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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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the carious proces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DENTAL CARIES IS A
MULTIFACTORIAL DISEASE
DEPENDENT UPON THE
FOLLOWING FACTORS.

It begins with substrate intake and, if allowed to progress too far,
will end with a cavitated lesion. Click on the (red) hot words to se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particular component of the caries process and how
the process may be inhibited at that particular stage.

Control of these factors are required to control the disease process.

Previous

Next

Previous

Next

Principles of prevention of the carious process
Summary
• Dental caries is a multifactorial process involving
substrate, specific bacteria, host factors and time.
One factor by itself will not initiate caries.
• The carious process may be though of as a chemical
reaction with a number of intermediate steps. It
begins with the intake of cariogenic foods and may
end with a cavitated lesion if allowed to proceed to
its end.
• The various means by which the carious process
may be inhibited at the specific stages of
progression has been described.
• If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is prevented from
producing a cavitated lesion in the tooth, this
process may be reversible and curable.

2.生物學方法
（1）抗菌劑：主要作用是抑制致齲菌，從而達到控
制菌斑的作用。
（2） 抗附著劑: 這類抗附著劑有抑制吸附及解吸附
(desorption) 作用。
下列各類抗附著劑已見在防齲中應用：
• 天然植物藥類
• 酶類
• 甲殼素類

二、齲病預防方法
齲病是一種多因素疾病，其防制方法是阻斷多種因素的作
用。由於多學科的發展，使防齲方法的研究不斷深入，不斷
豐富。下面從控制菌斑，提高宿主抗齲能力等方面，介紹一
些防齲方法。
(一）牙菌斑的控制
細菌是致齲的主要因素，而防齲的關鍵環節是控制菌斑。控
制菌斑包括控制菌班數量、滯留時間、致齲箘的毒性作用。
具體方法如下：
1.機械法清除菌斑 機械清除菌斑的方法是指用牙刷、牙
膏、牙線、牙間清潔器等保健用品，清除口腔內牙菌斑。
現在這些用品的種類不斷翻新，作用不斷完善。

3.化學方法 洗必泰（又名氯已定）
（1）特異性抗原
亞單位疫苗
多肕疫苗
基因重組免疫
核酸疫苗

10

（2）特異性抗體：特異性抗體的使用，是用被動免疫
方法，直接在口腔內與致齲菌抗原進行免疫，達
到防齲目的。
特異性單克隆及多克隆抗體
多肕抗體
轉基因抗體

（二）糖代用品
蔗糖的致齲性最強，但從營養及經濟上考慮，目前
還沒有一種糖代用品可以完全替代蔗糖。現有的糖
代用品，只能起到限制蔗糖食用的輔助作用。

綜合上述研究，特異性抗體直接作用於口腔內的致齲
菌，可使致齲菌總數減少，粘附受抑制，齲發生率下
降，較疫苗安全。但還需要經過安全性、穩定性及有效
性的臨床驗証才有可能投入使用。

但它已從實驗試、動物實驗、臨床效果得到
驗証，有很好的防齲作用。

（三）增強牙的抗齲能力
1.氟防齲
2.激光防齲
目前用於防齲研究的激光物質有：He-Ne、Na、
YAG、CO2、XeCL（亞離子）等激發物
（excimer）。

• 咬合不正成因與防治

• 一、何謂齒顎矯正
•
利用固定或活動矯正裝置，將不整齊
的牙齒排列整齊，並同時調整上、
下顎骨生長方向或關係位置，以改善臉型
外觀，平衡顏面肌肉，增進咀嚼咬合功
能，使牙齒容易清潔，減少蛀牙、牙周病
發生，促進口腔生態合諧與健康。

二、齒列顎骨異常的原因
由於齒顎矯正治療仍針對「牙齒排列」與「上下顎
骨」 之異常進行診治，因此，必需先了解其異常之
因素，以方便診斷與後續之治療計畫擬定。
一般性原因(general factors)
1. 遺傳因素(heredity)
2. 先天缺陷(congenital defects):
3. 環境因素(environment)
a. 出生前(prenatal):
b. 生出後(postna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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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代謝性疾病(metabolic diseases)
5. 營養問題(dietary problems)
6. 不良口腔習慣(abnormal pressure habits):
7. 不良姿勢(posture)
8. 創傷與意外受傷(trauma & accidents)

Ⅱ、局部因素(local factors)
1. 牙齒數目不正常: 多生牙或缺牙。
2. 牙齒大小不正常。
3. 牙齒形狀不正常。
4. 乳齒太早掉落，恆齒掉落沒立即贗復。
5. 乳牙延遲換牙。
6. 不正常牙齒萌發順序。
7. 蛀牙。
8. 牙周病。
9. 不良假牙。
10. 牙齒粘連。
11. 其他。

三、不正齒列咬合之分類
Dr. Angle 於1899年發表以上下第一大臼齒
之關係，將不良齒列分成第一級、第二級第
一類、第二級第二類、第三級第四種不正
合，雖然此分類只重牙齒前後關係，忽略齒
列上下，左右關係及顱顏顎骨等關係位置，
但仍是最被廣用且簡單的分類。

1. 第一級( class I ) :上顎第一大臼齒近心頰側咬頭
咬在下顎第一大臼齒頰側溝上，此類咬合之顎骨
前後關係大多呈現正常。
2-1. 第二級第一類( Class I , division 1 ) : 上顎第一
大臼齒之近心頰側咬頭咬在顎第一大臼齒頰側
溝之前，且前牙前暴，過大之水平覆( overjet )
此類咬合常呈暴牙現象，下顎骨後縮或上顎骨
前突。

Angle’s Class I —Type I, II, and
III
2-2. 第二級第二類( Class II , division 2) : 上顎第一
大臼齒之近心頰側咬頭咬在下顎第一大臼齒側
側溝之前方，且上顎正門牙外突，上顎側門牙
內縮呈現過大之垂直覆蓋( overbite )，此類咬
合正常呈現深咬，較方的臉型。
3. 第三級( Class Ⅲ ) : 上顎第一大臼齒之近心頰側
咬頭咬在下顎第一大臼齒頰側溝之後方，此咬合
常呈前牙錯咬( cross bite )，下顎前突(既戽斗)。

Source: Taipei Dental Associati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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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le’s Class I —Type IV and V

Malocclusion

Source: Taipei Dental Association, 1999.

Underbite

Summary︰
齒顎矯治療的範圍
凡是牙齒排列不整齊，上下顎骨之關係異常皆屬治療範圍，
詳細包括如下:
1. 齒列擁擠不正，咬合不良。
2. 開咬、深咬、倒咬(地包天)。
3. 門齒空隙間縫、暴牙、虎
4. 上顎過突、下顎過突(戽斗)或後縮。
5. 顎骨發育不正，顏面歪斜。
6. 唇顎裂患者之齒顎不正、牙弓塌陷、齒列歪斜倒咬。
7. 先天性顱顏畸形之齒列矯正。
8. 假牙製作前之牙齒空間分配，臼齒扶正。
9. 其他。

Crowding

資料來源
• Oral Health in America:A report of the
Surgeon General, May 2000
• Taipei Dental Associatio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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