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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美国口腔卫生士发展及教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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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口腔卫生士是毕业于受认可的口腔卫生专业，通过临床服务、教育、咨询规划以及评估等方式预防口腔
疾病，并对现有的疾病提供一定治疗，帮助人们维持口腔健康最佳水平的专业人员。成熟的口腔卫生士体系已在
超过50个国家得到了建立并优化了该国口腔医疗质量与效率。本文拟通过介绍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美国口腔卫生
士的历史发展、职能范围、教育现状以及中国相关行业发展现状，为推动中国口腔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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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status of oral hygienists in Japan and America

Yang Ruqian, Zhao Lei, Ding Yi.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al Diseases &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Oral Diseases & Dept. of Periodontics,
West China Hospital of Stomat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A dental hygienist is a health professional who graduated from an accredited school. This professional is
involved in clinical services, education, consultative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endeavours and seeks to prevent oral diseases,
provide treatment for existing disease, and assist people in maintaining an optimum level of oral health. A developed system
of dental hygienist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more than 50 countries and has optimized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oral
medical in these countries. This paper provides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y development, tasks and education of
dental hygienists in America and Japa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has also been introduc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ent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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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医师和辅助人员
的紧密配合，以门诊治疗为主的口腔临床医学则
对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护人员的配合与职
能分配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医疗服务的效率与质
量。然而，中国的口腔临床辅助人员，即口腔护
士，主要来源于普通护士专业，通常缺乏口腔专
业培训，职能范围也相应受到限制。基于此，口
腔医师往往需要在许多基础、简单的治疗上耗费
大量的时间，考虑到中国注册口腔医师数相较于
庞大人口数的缺乏以及中国快速老龄化的进程，
这种高耗低效的模式势必不利于口腔卫生事业的
发展，而培养专业的口腔临床辅助人员——口腔

卫生士，有望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1   口腔卫生士历史
1921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冈田教授开始
培养口腔卫生专科护士。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以
及口腔卫生体系的不断完善，1948年日本制定并
颁布了《齿科卫生士法》，从法律上赋予口腔卫
生士的职业资格并将口腔卫生士定义为“协助口
腔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医疗技术人员”[1]。但是，由
于培养体系的滞后，相关的工作暂时由口腔医疗
机构的普通护士完成。为了适应医学进步与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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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完善以及日本政府资金的投入，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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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卫生士培训学校与大学成立了“口腔卫生

Federation of Dental Hygienists）的定义，口腔卫

士”专业。1959年，日本口腔卫生士的培养周期
由1年延长为2年；2005年，厚生劳动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再次修改相关规定，

生士是毕业于受认可的口腔卫生专业，通过临床
服务、教育、咨询规划以及评估等方式预防口腔

推行3、4年制卫生士培养体系。如今，日本大多

疾病，并对现有的疾病提供一定治疗，帮助人们
维持口腔健康最佳水平的专业人员[8]。虽然不同国

数学校采取3年制培养方案，部分大学还开展了4
年制项目[2-3]。根据厚生劳动省每2年1次的最新统

家口腔卫生士的具体工作内容有所不同，但基本
专业临床职责是相似的，根据日本、美国口腔卫

计，截至2014年，日本境内就业的口腔卫生士为
116 299人，口腔医师103 972人，比例为1.12：1。

生士协会介绍，总结比较见表1[8-10]。

此外，其2014年与2012年的报告均显示，牙医师
人数2年期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左右，而口腔卫

表 1   日本与美国口腔卫生士的工作职能
Tab 1 Clinical duties of oral hygienists in Japan and
America

生士的2年期增长率平均为6%左右，2014年较
2012年的增幅更达到了7.6%[4-5]。近年来，日本快
速老龄化的发展改变了常见疾病的组成结构。同
时，随着医学技术的复杂化和多样化，牙科护理
需求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口腔卫生士行业在
日本飞速发展，就业人数甚至超过了牙医师人
数，这些变化对口腔卫生士的业务能力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口腔卫生士在美国的历史则更为久远。1839
年，一篇题为《口腔卫生》的文章提出“维护口
腔卫生与施行口腔修复、手术治疗同样重要”的
观点。1890年，Atkinson发表关于预防措施在牙科
手术中的运用的文章，被公认为口腔预防之父。
1902年，Wright首次提出培训专职人员进行口腔
预防操作并颁发执照的请求。随后，对口腔预防
有独到见解的Fones在1913年开始培训进行洁牙等
预防性操作的专职人员，并取名为 “口腔卫生
士”，这群人来源于老师、护士、家庭主妇以及牙
科助手等。1年后，33名入学者中27名毕业，成为
历史上最早的口腔卫生士。1917年，Fones的表妹
暨助手Newman获得康涅狄格州颁发的全美第一张
口腔卫生士执照，标志着口腔卫生士正式得到法
律认可。1923年，美国口腔卫生士协会（American Dental Hygienists’ Association）成立，1952

项目

工作职能情况
日本

美国

患者专科评估

+

+

拍摄X线片

+

+

牙周洁刮治

+

+

预防性口腔治疗措施（窝沟封

+

+

制取印模

-

+

戴取暂冠

-

少数州

窝洞衬洞、垫底

-

少数州

椅旁辅助牙医师治疗（吸唾、

+

-

局部麻醉与吸入镇静

-

多数州

口腔卫生宣教

+

+

诊室相关管理（就诊、档案、

+

+

+

+

闭、氟化物使用等）

传递器械等）

器械等管理）
科研活动

口腔卫生士作为基础性口腔疾病防治的工作
人员，在口腔医疗领域主要扮演辅助口腔医师完
成复杂口腔疾病治疗操作以及独立完成简单防治
操作的角色。然而诸如根管治疗、牙周手术等高

年，美国各个州先后通过立法承认口腔卫生作为

级操作，口腔卫生士则不能执行，只能由口腔医
师完成。但在美国少数州，口腔卫生士通过附加

口腔医学亚专业 [6]。如今，美国已建立专职、学
士、硕士教育的多层次培养体系，据美国劳工部

的考试获取相应证书后，也可进行暂冠的取戴，
窝洞衬洞、垫底等工作[11-12]。总而言之，口腔卫生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现有口腔卫生士200 550
人，口腔医师116 750人，比例约为1.72：1[7]。

宣教及接受患者咨询、帮助患者通过预防疾病的
方式促进全身健康是口腔卫生士工作中的主要目
标。这种职能规划使口腔医疗任务的分配得到了
优化——基础性工作由口腔卫生士完成，口腔医
师的工作负担缓解，临床诊疗效率提高，社会医
疗成本降低，医疗服务质量提升。如今，包括日

2   口腔卫生士职能
根据国际口腔卫生士联合会（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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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美国在内，已有30多个国家成立了口腔卫生

加口腔卫生士研究生项目，以培养更高级的研究

士协会，以期与其他口腔医护人员协同合作提高
大众口腔相关生存质量。

型人才。
在日本，每年3月份举行国家口腔卫生士执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口腔辅助人员（dental auxiliary professions）进行了一定的区分。口腔

考试。日本口腔卫生士通过率较高，据口腔医学基
金会统计，近10年通过率平均在96%左右[16]。

辅助人员主要包括4类，即口腔卫生士（dental
hygienists）、牙科助手（dental assistants）、口腔

在继续教育方面，2008年日本开始了专科口
腔卫生士认定制度，对于具有口腔特定专业知

技工（dental laboratory technicians）以及被部分州
所承认的承担更多修复职能的辅助人员 [13] 。其

识、技术的卫生士进行认定，比如牙周专科卫生
士、种植体专科卫生士、儿童口腔专科卫生士

中，最易混淆的即口腔卫生士与牙科助手，两者
最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牙科助手并不一定要完成

等。专业协会对于达到规定学分的齿科卫生士认
定后，报口腔卫生士审查会核准颁发对应的认定

正规的教育计划或取得证书甚至执照；牙科助手
的操作权限也低于口腔卫生士。

证书[3]。许多医疗或教育机构均会开展口腔卫生士
研修班，以满足继续教育的需求。日本口腔卫生

3   口腔卫生士教育及资格认定

士委员会根据学习程度的逐步深入，将继续教育
分为A~E共5级[17]，具体内容见表3。
表 3   日本口腔卫生士继续教育

在日本，高中或同等学历毕业生可通过入学
考试后在口腔卫生士培训机构（职业中专、大
专、大学）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根据日本厚生
劳动省2015年最新修订的法案，口腔卫生士的最
低课程要求[15]如表2所示。

Tab 3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oral hygienists in Japan
培训类型
基本培训

培训课程
A 临床培训课程

B 进阶课程

基础科学思维（人与生活）

10

专业基础课程

人体结构与功能（牙齿、口腔除外）

4

牙齿、口腔结构与功能

5

疾病起源与恢复过程

6

口腔公共卫生预防

7

口腔卫生士概论

2

临床口腔医学

8

口腔疾病防治理论

8

口腔健康指导理论

7

辅助口腔诊疗理论

9

临床实践

20

专业课程

7

选修
合计

c 成人口腔保健

学分

通用基础课程

93

2005年4月1日起，3、4年制教育体系开始被
普遍推行，以弥补以前2年制培养时间的不足，3
年制课程教育主要培养从事临床工作的人员，4年
制本科教育则主要培养从事相关教育和研究工作
的高级人才 [14]。此外，日本预计会在未来几年增

a 牙科治疗辅助
b 儿童口腔保健

Tab 2 Basic courses for oral hygienists in Japan
课程内容

a 牙周基础治疗
b 饮食、吞咽功能治疗

表 2   日本口腔卫生士学历教育课程

课程分类

培训项目

d 老年人及需要看护者的口腔
保健
e 残疾人口腔保健
f 赈灾支援
g 口腔卫生护理流程
h 其他相关内容
C 特定课程

a 牙科诊所等医疗机构安全管
理措施
b 围手术期患者口腔护理
c 口腔健康家庭护理

特別培训

D 自学课程

参与指定会议或培训，发表论
文、报告等

指定培训

E 特定培训课程

4年制大学或研究生课程学习

直至2015年底，美国已有335项通过审核的口
腔卫生士培训项目。申请者需经过至少2年的学习
才能获得参加执业考试的资格。1939年，密西根
大学首次推出口腔卫生士本科项目。如今，大学
等机构的4年制项目一般授予学士学位，而低于4
年的项目则一般授予大专学历。此外，美国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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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成熟的口腔卫生士硕士培养体系，并在未来

（National Board Dental Hygiene Examination）以

探索授予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在课程设置上，包
括先修课程、专业课程以及实践课程 [18]，具体见

及当地的执业考试[19]。此外，每1~5年，各州委员
会还会进行执照审查，从业者可能被要求提供继

表4。值得一提的是，牙科认证委员会（Commission on Dental Accreditation）要求一年级学生至少

续教育、免疫接种等证明以通过审查。美国的口
腔卫生士均需要参与每年至少10 h的继续教育，

每周有6 h的实践时间，一年级下半学期开始则提
高到每周8~12 h，而毕业年级学生的实践时间每

其内容包括感染控制、医疗急救、儿童虐待及/或
家庭暴力鉴定、口腔公共卫生等。口腔卫生士还

周至少为12~16 h。完成学业后，申请者需要通过
执业考试才能成为注册口腔卫生士、执业。一般

可通过自学方式（如参与研究、会议等）完成继
续教育要求[20]。

来说，申请者需要通过美国国家口腔卫生考试
表 4 美国口腔卫生士课程
Tab 4 Basic courses for oral hygienists in America
课程类型
先修课程

课程内容
口头和书面沟通、心理学、社会学、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病理学和病理生理学、营
养和药理学

专业课程

牙体形态、头颈部及口腔解剖学、口腔胚胎学和组织学、口腔病理学、放射影像学、牙周病学、疼痛管理、牙科材料学

专业实践课程

口腔健康教育和预防咨询、健康促进、患者管理、临床口腔卫生、特殊需要患者的服务与管理、社区口腔健康、急诊处
理、口腔卫生实践的法律和伦理、感染控制、血源性传染疾病患者的口腔卫生保健服务

据调查，口腔卫生士的工作地点包括社区诊

提案，口腔疾病治疗工作量的64%可以由口腔卫

所、医院、政府机关、惩教机构、研究机构以及
教育机构等。由于口腔医疗行业的发展特点，大

生士来完成，然而在中国，口腔医师仍是该部分
工作的承担主体。如果以口腔医务人员（包括口

部分口腔卫生士就职于私人诊所。

腔医师和口腔卫生士）与人口比例为1：3 000，口
腔医师与口腔治疗师比例为1：1测算，中国口腔

4   我国口腔卫生士相关行业教育发展现状

治疗师的需求量为23万。
现今在中国，口腔卫生士的类似职能由口腔

中国口腔卫生人力资源短缺，据世界卫生组
织《世界卫生统计》现有数据显示，2005—2010
年中国百万人口腔从业人员（牙医师及口腔辅助
人员）密度仅为0.4，日本则为7.4；值得注意的
是，在更新统计中（2006—2013年），虽然中国
该数据尚缺，但在日本该数据为7.9，较先前数据
呈上升趋势。此外，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该数值>
3；在同等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等）>1，巴

护士承担，口腔护士多来源于普通护士专业。其
培养模式多为先行内科、外科等大临床知识学
习，辅以非系统的口腔专科知识学习，相关从业
者随后再参与不等时间的口腔相关岗前培训后从
事口腔医疗辅助工作 [14]。总体来看，我国现今还
未有完善的口腔卫生士培养体系与行业制度，现
有的人事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口腔卫生
士的行业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相关学者
专家的重视，建立中国口腔卫生士系统性教育、
规范行业标准的尝试在近年来得到呼吁与探索。
20世纪80年代，原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医学

西甚至达到了11.8，同比可见中国口腔医疗资源在
全球医疗格局下的匮乏 [21-22]。考虑到中国行业管
理制度不成熟及统计数据的部分缺失，现实情况
较该数据可能稍显乐观。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
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提
高，口腔疾病防治任务越来越繁重，口腔医务人
员的需求大幅增长，辅助人员亟待增加。
根据中华口腔医学会的调查报告及俞光岩会
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关于优化口腔医务人员结构的

系曾招收过6届口腔卫生士学生，但因毕业后缺乏
人事部规定的技术职称系列无法晋升职称而被迫
中止。近年来，部分中专院校开设“口腔护理”
专业；2011年，浙江大学15位牙科助手经过2年培
训，获得了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牙学院颁发的口腔
卫生士证书 [11]。2015年，中国口腔医学会成立口
腔护理专业委员会，并将确定口腔护理人员的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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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范畴、制定口腔护理行业规范和指南、编写口

齐鲁护理杂志, 2014, 20(11): 47-48, 49.

腔护理教材、建立口腔专科护理质量控制体系等
内容作为工作重点。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口

Lin L, Xu GH. Current status of dental nurses educa-

腔护理的专科化，口腔医务人员的结构优化在未
来还需进一步讨论探索。

47-49.

tion at home or abroad[J]. J Qilu Nurs, 2014, 20(11):
[4]

厚生労働省. 就業歯科衛生士·歯科技工士及び歯
科技工所[EB/OL]. (2015-07). http://www.mhlw.

5   结语

go.jp/toukei/saikin/hw/eisei/14/dl/kekka2.pdf. [20173-14].

大多数口腔疾病（如龋病、牙周病、牙列缺

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Employment

损）可以通过定期口腔检查、健康宣教、预防性
措施或基础治疗等得到控制，这也正是口腔卫生

status of the dental hygienist/dental technician[EB/

士奋斗的主要目标。口腔卫生士是维护人们口腔
乃至全身健康、改善提高人们生活品质的职业。

kin/hw/eisei/14/dl/kekka2.pdf. [2017-3-14].

口腔卫生士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可优化口腔医务
人员结构，降低人力成本，缓解口腔医疗就诊压
力，为社区和基层医疗机构提供适宜技术人才，
提高中国口腔病防治的整体水平。通过学历教
育、执业认证、继续教育、审查等一系列培养及
监督体系，日本、美国等国已探索出一套成熟的
口腔专科辅助人员方案。而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
段。截至2014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12亿，预计2025年将超过3亿人。根据第三次全
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抽样调查显示，中老年人群
90%以上的龋病和牙周疾患未能及时诊治 [23]。根
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35~44岁居
民中，口内牙石检出率为96.7%，牙龈出血检出率
为87.4%，口腔卫生教育与基础治疗形势严峻，对
口腔卫生士需求量大，由此可窥见一斑。通过借
鉴国外的经验，笔者认为中国口腔医学院校以及
相关行政单位可结合国情，推动中国口腔医学专
业辅助人员口腔卫生士的培养，完善相关法律认
证体系，合理优化口腔医护人员职能范围，提高
中国口腔医疗服务质量。

OL]. (2015-07). http://www.mhlw.go.jp/toukei/sai[5]

厚生労働省. 就業歯科衛生士·歯科技工士及び歯
科技工所[EB/OL]. (2013-07). http://www.mhlw.
go.jp/toukei/saikin/hw/eisei/12/dl/h24_shika.pdf.
[2017-3-14].
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Employment
status of the dental hygienist/dental technician[EB/
OL]. (2013-07). 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eisei/12/dl/h24_shika.pdf. [2017-3-14].

[6]

Fones AC.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he dental hygienists[J]. J Dent Hyg, 2013, 87(Suppl 1): 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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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 The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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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1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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