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华 口 腔 医 学 会 
 

 

国家项目办关于开展 2022 年全国儿童 

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调研工作的通知 

 

西藏自治区项目办： 

为了解全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工作情况，推动项目顺利开展，我办定于 2022 年 8 月对你

自治区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并同期举办龋病基本防治操

作技能暨中华口腔医学会高原地区口腔疾病诊疗技术培训

班（国家级 I 类继续医学教育学分 2 分，项目编号：

2022-08-05-184 (国)）。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时间 

2022 年 7 月 31 日（7 月 31 日培训，8 月 8 日调研）。 

二、地点 

调研地点：拉萨市城关区 

理论培训：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楼四楼多功能学术

厅（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林廓北路 18 号） 

操作培训：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全科楼一层 

三、形式和内容 

（一）形式 



1、调研。8 月 8 日下午。听取自治区级和项目县（区、

市）工作进展情况汇报，查阅项目备案文件资料；现场考察

1 个项目县（区、市）管理机构、承担项目任务的医疗卫生

机构；现场反馈结果。 

2、培训。理论课和实际操做示范培训。 

（二）内容 

调研： 

重点了解项目整体情况及 2022年项目管理、组织实施、

具体进展和工作质量情况（详见附件 1） 

培训： 

1、急性牙髓炎的临床诊断思路 

2、橡皮障牙隔离术的临床应用 

3、牙列重度磨耗美学与功能重建病例分析 

4、婴幼儿龋的预防 

5、局部用氟的理论与实践 

操作演示： 

橡皮障牙隔离术的操作演示和练习 

四、调研人员 

国家项目办和技术指导组相关人员、特邀专家。 

五、其他 

（一）请你区按照要求做好调研相关准备工作。 

（二）调研专家交通、食宿费由国家项目办承担。 



（三）欢迎你区各项目县（区、市）口腔医务人员报名

参加培训。 

（四）参加培训代表免交注册和培训费，交通、食宿费

自行承担，请将培训报名表（附件 2）于 7 月 28 日前提交。 

 

调研联系人：刘雪楠，联系电话：010-82195557，

13701121020。 

培训报名联系人：安生琴，联系电话：13195757823 

 

附件：1.调研内容、方法和指标 

          2.培训报名表 

 

 

                国家项目办（中华口腔医学会代章） 

                        2022年 7 月 22 日 

 

 

 

 

 

 

 



附件 1 

 
调研内容、方法和指标 

 

表１ 总体情况 

 

省名称 
县名称 

医疗机构名称 
日期 

内容 方法 

一、综合管理 

1.工作机制 （1）成立各级项目办公室和技术指导组，人员构成合理。安排有

专人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工作。技术指导组由具有副高级技术职称

以上的口腔专家组成。承担项目任务的医疗机构选择合适，布局

合理。 

（1）查阅文件、年度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2）查阅协调相关部门的记录，如召开协调

会，联合发文等文字记录和照片。（3）查看

文件档案的分类管理情况。 

（2）建立工作机制，包括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年度项

目工作目标，机构分工明确，及时协调、落实项目经费，积极争

取项目配套经费。 



（3）建立各机构分工合作的工作机制，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教育部门、媒体等。 

（4）各级项目办能够及时收集、整理、分析项目数据，完成各类

表格填写,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汇总、上

报。 

（5）项目相关文件档案管理妥当，分类存放，内容齐全，并由专

人管理。 

2.督导检查和

自查 

（1）省级督导组督导 3年覆盖所有县，区县级自查 4 年内覆盖所

有学校和幼儿园。 

（1）查阅督导计划及时间表。（2）查阅督导

通知，督导报告和整改情况报告及现场督导照

片等。 （2）及时将督导结果反馈各项目县（市、区）和各承担项目的医

疗卫生机构，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及

时整改。 

3.医疗机构服

务水平 

（1）有一定的防治经验和工作基础，服务意识强，服务措施完善。 (1）现场考察医疗机构，查看既往口腔防治活

动记录。(2）核实椅位及人员安排，考察导诊

标志。(3）查阅现场抽查医生临床操作的记录

等。(4）查阅知情同意书。 

（2）能够为本项目安排专人专椅，并在明显位置设立导诊标志，

以方便群众查找。 

（3）严格执行监护人知情同意原则，填写率达到 100%。 

(4）完成口腔健康检查后，要认真填写检查表,表格的错填、漏填



率不高于 5%。 

4.信息上报 各项目试点县（市、区）在完成相应工作量的同时，需及时、准

确上报相关数据，以便进行整理、统计和数据分析。 

现场核对相关资料。 

二、健康教育 

1.健康教育形

式 

（1）要求列出所采取的健康教育的形式种类和频次，并有照片等

影像资料。 

(1）查阅健康教育工作计划及总结。(2）查看

每种健康教育形式的教材、幻灯、实物模型、

照片等资料。 （2）要求采取多种健康教育的形式。 

2.健康教育材

料质量 

（1）教材内容用词准确，符合科学性。 查看所有健康教育材料，包括宣传折页、展板、

幻灯、光盘等。 （2）知识点完整，且分配合理，符合全面性。 

（3）教材形式活泼，配有图片、动画等，符合趣味性。 

（4）教材设计能够符合健康教育的对象特点，能够让受众理解和

接受，符合针对性。 

（5）教材的印制及图片质量等清晰效果好，符合可读性。 

三、人员培训 

1.口腔专业人

员培训参加率 

（1）举办针对与项目有关的专业人员或项目管理人员的专门培

训。所有参与此项目的相关口腔专业人员均能接受培训，并将培

训相关文件备案，如培训通知、人员签到表、教案、讲课幻灯、

（1）查阅培训通知、人员签到表、教案、讲

课幻灯、考核标准等文字资料和照片。（2）

查阅备案资料中参加项目的专业人员名单，计



照片、考核结果等。考核合格人员颁发合格证书。培训教师为副

高级或以上职称。 

算培训参加率。 

（2）以承担项目任务的口腔专业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参加培训

的口腔专业人员数占承担项目任务的口腔专业人员总数的比例。

应达到 100%。 

2.口腔专业人

员培训合格率 

（1）此指标是针对项目组专家对口腔专业人员进行窝沟封闭、局

部用氟等口腔专业培训时的合格率，培训形式要包括理论部分和

现场操作部分，要有考核结果，合格者应有培训合格证书。 

（1）查阅培训考核结果、合格证书备案等资

料。（2）查阅参与培训的专业人员的口腔执

业医师或口腔执业助理医师的资格证书复印

件。 （2）以参加培训的口腔专业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通过培训符合

考核标准和相关条件的口腔专业人员数占参加培训的口腔专业人

员总数的比例。应达到 100%。 

 

  



表 2 学龄儿童综合干预（窝沟封闭）情况 

 

省名称 

县名称： 

医疗机构名称： 

学校名称： 

日期 

内容 方法 

一、综合管理  

1.工作机制 与学校建立协调、沟通机制。 查阅协调、沟通学校的记录，如召开协调会，

签订责任状等文字记录和照片。 

2.医疗机构服

务水平 

（1）现场抽查医生进行窝沟封闭的临床操作，适应证掌握准确，

各个步骤操作规范，酸蚀、隔湿效果好，封闭剂涂布位置及用量合

适，现场检查窝沟封闭效果好。 

（1）现场考察医疗机构，查看窝沟封闭操作

流程。（2）查阅现场操作医生是否填写并反

馈结果通知单。 

（2）完成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闭操作后，要以书面形式向家长

反馈检查结果及窝沟封闭情况。 

二、健康教育 

3.健康教育覆

盖小学比例 

（1）此项目的宗旨是使健康教育尽量广覆盖，以让更多的人了解

口腔保健知识。项目所覆盖学校的适龄儿童(6-9岁)健康教育覆盖

查阅健康教育活动记录等痕迹材料，包括覆盖

小学校和儿童数。 



率应达到 90%以上。 

（2）要求同时上报各项目县（区、市）的小学校总数。 

4.小学生口腔

保健知识知晓

率 

（1）按照抽查比例和数量要求抽查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

生对口腔保健知识的掌握情况。 

抽查项目县（区、市）的小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 

（2）要求小学生口腔保健知识掌握率达到 85%以上，一天两次刷

牙率达到 40%以上（根据四次流调：32.6%，其中城市 37.7%，农村

27.3%）。 

三、口腔健康检查 

5.口腔健康检

查覆盖学校比

例 

有组织的对项目县（区、市）适龄儿童进行口腔健康检查，可以进

校开展，也可以在医疗机构进行。根据口腔健康检查的结果，筛选

出适合进行窝沟封闭的儿童。项目所覆盖学校的适龄儿童(6-9岁)

口腔健康检查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1）查阅口腔健康检查表格，要求登记项目

全面、清晰、准确。（2）查阅备案资料中项

目县（区、市）覆盖小学总数和儿童总数。 

四、窝沟封闭 

6.窝沟封闭覆

盖适龄学生比

例 

（1）项目所覆盖学校、已接受口腔检查并符合适应证的适龄儿童

中，检查已接受窝沟封闭儿童数占符合窝沟封闭适应证的儿童总数

的比例，应达到 90%以上。 

查阅口腔检查筛选记录，统计适宜开展窝沟封

闭的儿童人数和接受窝沟封闭的人数。 

（2）要求同时上报各项目县（区、市）筛选出适合进行窝沟封闭



的适龄儿童总数。 

7.窝沟封闭完

成任务量的比

例 

检查窝沟封闭已完成任务与当年总任务量的比例。根据每年项目确

定的任务量，统计在项目年度内完成的窝沟封闭牙数，应达到 90%

以上。 

核对已经完成的窝沟封闭牙数。 

8.窝沟封闭质

量复查 

（1）在对儿童进行窝沟封闭 3 个月后，了解窝沟封闭情况，要求

窝沟封闭存留率达到 85%及以上。 

抽查接受窝沟封闭的儿童进行复查，计算复查

合格率。窝沟封闭存留率的复查以牙面为单位

进行计算，即已封闭牙面中封闭剂存留的牙面

数占封闭的牙面总数的比例。 

（2）复查不合格者由开展窝沟封闭的单位进行再封闭。 

 

附件 2 

 

培训报名表 
 

编号 姓名 单位 身份证号 手机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