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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美 牙 周 病 协 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riodontology, AAP） 创 建 于 1914 年， 并

在 1947 年 被 全 美 牙 科 协 会（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 ADA）正式确认为其下属的专科协会。

牙周病专科医师，以及牙周病住院医师的专科系统

性培训，也是在那个年代大力开展和建全起来的。

从 ADA 2017 年的统计数字看，全美国有

198517 名牙科医生（其中 31% 为女性），平均人

口和牙医师的比例为 1639：1，也就是每 10 万人

口中有 61 个牙医师。全美国近 20 万的牙医师中有

21% 是专科医生，2017 年全美国的牙周病专科医师

总数为 4700 人。截至 2016 年底，美国共有 66 所

牙科学院，共有在校生 24677 名，绝大多数学校是

四年制，即大学毕业后再上四年牙科。2016 年共有

5957 名牙科学院毕业生。全美国共有 58 个牙周病

专科医师培训学校。如果按平均每个学校每年培养

出 4 个毕业生计算，目前美国每年大约培养出 230

名牙周病专科医生。牙周专科培训以前是二年制，

由于种植牙技术的引进和兴起，全美国所有的牙周

专科培训自 1994 年起均改为三年制以适应学习种

植技术的要求，我本人就是改为三年制后的第一班

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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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 下属的专科医师培训学校评审委员会负

责制定各专科医师培训的要求和大纲，并每年更新

其评估标准，最近一次对牙周专科医师培训标准的

更新是在 2017 年 8 月。这个评审委员会对牙周病

学的定义是：它是口腔医学的一个分支，它着重于

牙齿以及牙齿替代物的周围支持组织疾病的预防、

诊断和治疗，并维护这些组织和结构的健康，功能

和美观。

ADA 对牙周专科医师的培训学校和学生的培

养，都有非常严格和详细的要求。

一、对牙周专科医师培训学校的要求

1. 牙周专科医师培训学校不能自为一体，它必

须是以下一个组织的其中一部分：牙科学院，医学

院，公共卫生学院，综合医院，以及专科医师培训 

学院。

2.学校必须制定对学员在知识教育、疾病治疗、

科研以及病人服务方面有非常明确并可以实施评估

的标准和大纲。

3. 学校必须有医德和安全素养方面的培训，并

对每一个学员有具体的记载、评估和总结。

4. 每个学校必须保障必要的经济来源，以支持

高水平的教职员工，先进的医疗条件和最好的病人

治疗水平。

5. 每个学校必须具备全面培训专科医师的条

件，要提供学员从事教学，临床 , 以及基础科研的 

条件。

6. 每个学校必须要有一个专职的主任。

7. 学制至少是 3 年，而且学员们必须接受连续

3年学习，而且其中的 2年必须是在同一个学校。

二、对牙周专科医师培训的要求和 
大纲

这个大纲着重于为牙科学院毕业后的医师们提

供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牙周专科理论知识和操作

技能，其目的在于培养从理论和实际操作上都能过

硬的牙周专科医生。

以下是大纲在具体方面的详细要求：

( 一 ) 生物医学科学

1. 尽管牙周专科住院医在大学和牙科学院学习

期间已接触到许多生物科学和医学的基础知识，这

个大纲要求提供给住院医们更深入和更新的生命医

学知识，让学员们在诊断和治疗牙周疾病时能够正

确理解和应用最新学到的医学知识，来掌握以下几

方面。

（1）分析和诊断病人患牙周疾病的风险程度，

并应用合理的治疗和预防措施；

（2）依据在发病学、病源学和病人治疗管理

方面的最新知识和理念，来诊断治疗牙周疾病以及

与其相关联的其口腔疾病；

（3）正确理解、分析和评价过去以及当前的

相关科研文献。

2. 与牙周疾病相关的基础医学知识

（1）大体、局部和显微解剖学；

（2）与牙周疾病有关的微生物学；

（3）与牙周病密切相关的炎症机制和愈合 

过程；

（4）口腔以及牙周病的感染机制；

（5）口腔及牙周病的免疫学；

（6）口腔病理；

（7）牙周疾病的发病学、病源学、组织病理学

和疾病的自然发展过程；

（8）牙周疾病的流行病学和风险评估手段；

（9）口腔及牙周疾病的遗传学、表现遗传学、

以及分子生物学；

（10）统计学以及科研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手段；

（11）以改善病人行为的行为科学和与病人以

及其他相关医生之间的交流沟通技能。

（二）临床科学

1. 对学员以下综合技能的培训。

（1） 收集、整理、分析和解释各种科研和临

床数据；

（2） 用常规和三维的方式解析与牙周和种植

牙治疗相关的影像资料；

（3） 正确的诊断、手术判断预后；

（4） 制定全面的、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方案；

（5） 理解必要的治疗手段，并能探讨相应的

机理；

（6） 有效地与牙周病人沟通他们的病情，风

险因素，和必要的治疗措施；

（7） 有效地与其他口腔和医学专业人员沟通，

并把他们的建议融汇到病人的治疗方案中；

（8） 把口腔医学其它学科的最新知识和理念

融汇到牙周病治疗中来；

（9） 设计、安排和实施牙周病人的长期维护

复诊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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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效采用医辅人员和牙科制造厂家的支

持与协作；

（11）在临床上有效地采用正确的防止感染 

措施。

2. 对学员牙周病治疗技能培养的要求如下：

（1）每个学员必须能够胜任治疗不同疾病类型

和严重程度的牙周病病人；必须能够治疗一定数量

的，资料收集齐全的中、重度牙周病病人；

（2）学员必须在毕业前把尚在接受治疗的病人

资料完整地留给学校，以为将来学员提供必要的治

疗信息和长期随访资料；

（3）治疗牙周疾病技能的培训；

①牙周病的非手术治疗，包括：

——菌斑控制；

——用器械操作的洁治深刮；

——局部及全身性药物和其它辅助治疗；

——口腔科学治疗方法。

②牙周病的手术治疗，包括：

——切除手术：牙齿成型术、牙齿切除术、牙

周翻瓣术、牙槽骨成型术、牙槽骨切除术、以及截

根术；

——再生和修补术：骨移植术、牙周组织重建

再生术以及应用合适的生物及组织代用品；

——牙周成型和美容术：牙龈瓣移植术、根面

覆盖术以及冠延长术。

③各种与牙周病和种植治疗有关的，不同难易

程度的拔牙术。

（4）牙周病学和口腔黏膜病学的培训要求：

①与牙周疾病和其它口腔病变的发病、病源、

诊断及治疗相关的医学和病理学知识；

②与牙周疾病及其它口腔病变的预防、诊断

及治疗有关的各种药物的使用机制，拮抗反应以及 

药效；

③在治疗全身系统性疾病中使用的，会对牙周

病的发展及治疗产生影响的各种药物的机制拮抗反

应以及药效；

④理解牙周状况与全身健康之间联系的牙周病

医学的准则；

⑤用全身体征、化验结果和口腔病理检查表对

病人的病情进行全面的临床和实验室评估；

⑥学员在毕业时能够胜任：

——为有全身性疾病的病人提供牙周病治疗；

——治疗和管理与系统性疾病有密切联系的牙

周病病人；

——治疗和管理非菌斑性牙周组织病变和 

紊乱。

（5）种植牙学科培训要求：

①种植的生物原理以及生物材料学、工程学 

知识；

②种植治疗的修复学原理，并掌握临时修复；

③使用种植学治疗牙周和口腔病变时的检查，

诊断，综合治疗计划制定；

④种植位点的保存和牙槽骨重建，包括上颌窦

提升术；

⑤种植体的手术植入；

⑥评估种植体周围软硬组织条件，处理种植中

的复杂并发症；

⑦治疗种植体周围炎；

⑧种植牙的长期维护。

（6）疼痛的管理和镇静麻醉

①全面掌握轻、中、重度镇静麻醉的理论知识；

②胜任临床上成人的轻度口服药物和中度非口

服药物镇静麻醉的操作。

（7）其它口腔学科知识的掌握

①面部疼痛的知识和治疗；

②理解与牙周病治疗相关的正畸学原理；

③理解并能为正畸治疗提供手术支持；

④参与治疗和管理牙周- 牙髓联合疾病。

（8）牙周诊室的经营管理知识和牙科学院教学

①鼓励学员多去参观民营牙周诊室，学习诊室

设计管理；

②学员要有 10% 的时间参与牙科学院学生的牙

周病教学，培养他们的参与感和与人打交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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