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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附着体义齿修复游离端牙列缺损的临床应用

何国侠,张晓东,武庆华

[摘要]目的:分析精密附着体义齿对游离端牙列缺损的修复效果。 方法:选取牙列缺损病人 38 例,随机分成 2 组,每组 19 例,
对照组为卡环固位型可摘义齿修复;观察组为精密附着体义齿修复。 12 个月后复诊观察并比较 2 组病人的临床检查情况及

病人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病人咀嚼效果及食物嵌塞优良率比较均优于对照组(P < 0. 05)。 观察组义齿满意率为 94. 74% ,对
照组满意率为 68. 42% ,观察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 结论:精密附着体义齿修复游离端牙列缺损,临床效果好,
病人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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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e precision
attachment denturein in free end defects cases

HE Guo鄄xia,ZHANG Xiao鄄dong,WU Qing鄄hua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4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prosthese effect of the precision attachment denture in the free end defects cases. Methods:
Thirty鄄eight patients with molar missing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patients who used the precision
attachment denture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 While the patients choosed the clasp attachment denture were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12 months,the clinical situations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s of
masticatory efficiency and food impa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in the group(P < 0. 05).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94. 74% ,and which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68. 42% .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 Conclusions:The precision attachment dentures in the molar missing cases has high satisfaction and
good clinical effect.
[Key words] precision attachment denture; free end defects; prosthese

摇 摇 在口腔修复门诊中,游离端牙列缺损是比较常

见的口腔疾患,其缺损位于牙列远端磨牙区,丧失了

最重要的咀嚼压力承载,恢复咀嚼功能则是此类病

人义齿修复的重点,同时牙基表现为单侧,易造成口

腔软、硬组织的损伤[1],因此提高咀嚼功能的同时,
减轻基牙负荷,减缓牙槽嵴吸收,也是游离端牙列缺

损修复的难点[2]。 以往传统的卡环固位型可摘义

齿是修复游离端牙列缺损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基
本满足了病人对咀嚼功能的需求。 但它的缺点也显

而易见:异物感强,咀嚼效率差,基牙负荷重,软硬组

织损伤大等[3]。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生

活水平的提高,精密附着体的应用为这些不足提供

了新的方法和思路[4]。 它的设计更趋灵活,兼具固

定义齿和活动义齿的部分优点,更加稳固和美观,咀
嚼效率高,舒适感好,大大提高了病人的满意度[3]。

本研究选取 2016 - 2017 年我科收治的 38 例游离端

缺损病人,分析精密附着体义齿对游离端牙列缺损

的修复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6 - 2017 年我科就诊的游

离端牙列缺损病人 38 例,将其随机纳入精密附着体

义齿修复组(观察组)及卡环固位型可摘义齿修复

组(对照组)。 观察组 19 例,其中男 10 例,女 9 例,
年龄 38 ~ 69 岁,肯氏玉类 12 例,肯氏域类 7 例;对
照组 19 例,其中男 11 例,女 8 例,年龄 40 ~ 71 岁,
肯氏玉类 10 例,肯氏域类 9 例。 2 组病人缺失部

位、肯氏分类等一般临床资料具有可比性。
1. 2摇 纳入标准摇 病人受教育程度均为初中及以上,
经济条件较好,自愿参与,知情同意,临床资料完整,
愿意配合复诊与随访,有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病

人全身状况较好,无影响本研究的疾病,口腔卫生

好,均为游离端牙列缺损,缺牙区牙槽嵴丰满,局部

基牙牙周状况良好,颌间距正常,咬合关系较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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龋坏,残根残冠均已完善相应治疗。
1. 3摇 排除标准摇 (1)牙齿松动 > 玉度,龈间距不足

6 mm,牙周炎症或根尖炎症未控制,夜磨牙、紧咬牙

病人。 (2)严重心肺等脏器功能不全者,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年人残疾人,及意识障碍、精神障碍等病

人。
1. 4摇 主要材料 摇 精密附着体及配套工具(赛福公

司,德国),玻璃离子水门汀(3M 公司,美国),多层

色合成树脂牙(贺利氏公司),塑钢牙(松风公司),
硅橡胶,超硬石膏,排龈线等口腔科常用修复材料。
1. 5摇 方法摇
1. 5. 1 摇 修复前准备摇 2 组病人均于修复前拍摄全

景片,并根据检查结果,了解病人余牙牙周状况、牙
槽嵴及软组织情况并行相应的牙周系统治疗及残冠

残根等的根管治疗,积极完善修复前各项相关准备

工作[5]。
1. 5. 2摇 修复设计摇 对照组予以卡环式可摘义齿修

复,取模并进行修复方案设计,可采用单臂卡、舌支

托、RPI 组合式卡环等固位装置,观察组严格依据病

人游离端牙齿缺失数目,基牙牙周及牙槽嵴状况选

择不同冠外附着体,基牙通常选择 2 颗或 2 颗以上

制作联冠及附着体阴极部分,对于单侧游离缺失 2
颗磨牙的病人,应在其对侧前磨牙或磨牙设计间接

固位体,对于双侧游离缺失或者单侧缺失 3 颗以上

病人,应增设舌杆或舌板,以增加义齿稳定性,并行

功能性印模及缓冲型冠外附着体修复[6]。 所有临

床治疗、修复工作均由同一组医师完成。
1. 5. 3摇 修复方法摇 对照组:常规牙体制备取模,超
硬石膏灌模,记录颌位关系,送加工厂制作义齿,临
床试戴:观察义齿就位情况,调整咬合,排除黏膜压

痛及基托边过度伸展。 嘱病人初戴义齿注意及保养

事项[7]。 观察组:排龈线排龈,基牙以烤瓷冠标准

完善预备,基牙舌腭侧需额外磨除约 0. 5 mm 以保

障舌侧支持壁强度和厚度。 再次排龈,硅橡胶取模,
超硬石膏灌模,记录颌位关系,制作临时冠,模型送

加工厂。 烤瓷联冠及精密附着体阴极部分制作完成

后口内试戴,确认烤瓷冠完全就位,边缘密合性好、
邻接紧密,调磨咬合后戴入基牙上不予粘固,硅橡胶

二次印模,并对游离端牙槽嵴实施功能性压力印模,
超硬石膏灌模,再次记录颌位关系后送加工义齿活

动部分,将制作好的附着体固定部分和支架口内试

戴调牙合后,烤瓷联冠粘固,支架同时就位。 嘱病人

连续戴用 24 h 后如有不适及时复诊,并口腔卫生

宣教。

1. 5. 4摇 随访复查摇 所有病人修复治疗 1 年后复查,
进行主观满意度调查以及客观临床检查。 满意度调

查使用我科自行设计的满意度调查表。 主观感觉包

括:美观性、舒适度、语言功能,固位效果,咀嚼功能

等;临床检查项目:病人口腔卫生状况、义齿固位稳

定性、咬合关系、基牙牙体牙周状况、缺牙区软硬组

织状况、烤瓷牙崩瓷、基托折裂、牙槽骨吸收情况以

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 咀嚼效率测定方法、固位

稳定性及牙周状况等指标评定方法及指标均参照相

关文献[5]。
1. 5. 5摇 病人主观满意率标准摇 (1)满意:主观上美

观舒服,假牙不松动,能嚼烂食物,牙齿无疼痛,黏膜

无压痛,牙托内无存积食物。 (2)基本满意:主观上

有异物感,假牙偶有松脱,牙托内少量食物存积,黏
膜有压痛,基托调磨后缓解。 (3)不满意:主观上感

觉不美观,异物感强,稳定性差,嚼不烂食物,食物嵌

塞严重,黏膜压痛并多次调磨未见好转,烤瓷牙崩瓷

等。 根据评价标准对 2 组病人的修复体进行病人满

意度评价。 满意和一般满意纳入总满意率中。
1. 5. 6摇 临床修复效果评定标准摇 (1)优:病人口腔

卫生好,义齿洁净光亮,基牙无松动,烤瓷冠颈缘密

合无崩瓷,牙周无炎症,义齿固位稳定性好,咬合接

触良好,黏膜无红肿压痛,影像学检查基牙牙周膜无

明显改变,根尖周无异常,牙槽骨无吸收。 (2)良:
义齿外观良好,固位尚好,食物有轻度的嵌塞,少数

病人局部黏膜有轻度的疼痛感;经过调磨及治疗后,
上述症状得以改善或解决。 (3)差:基牙有明显的

牙体牙周炎症、根折、松动 >域度,烤瓷联冠崩瓷,义
齿部件断裂影响固位稳定,义齿翘动松脱或或黏膜

压痛反复调改无效者[8]。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秩和检验。

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临床修复效果比较摇 观察组咀嚼效

果和食物嵌塞优良率优于对照组(P < 0. 05) (见
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临床修复效果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固位力 牙周状况 咀嚼效果 黏膜状况 食物嵌塞

观察组 19 18(94. 7) 17(89. 5) 18(94. 7) 17(89. 5) 17(89. 5)

对照组 19 13(68. 4) 11(57. 9) 12(63. 2) 11(57. 9) 10(52. 6)

字2 — 4. 38 4. 886 5. 700 4. 89 6. 27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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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2 组病人满意度比较摇 术后随访 1 年,失访者

0 例。 结果显示观察组不满意 1 例为黏膜压痛反复

磨改无效,返厂重做义齿活动部分),其中 11 例曾

佩戴过卡环固位义齿的病人评价精密附着体义齿比

传统卡环固位义齿在美观度、舒适度、固位及咀嚼效

果方面满意度高,在语言方面无明显差异。 对照组

基本满意的 5 例病人评价卡环固位的活动义齿初戴

时有轻度异物感,部分语言发音稍受影响,美观效果

一般,稳固性和咀嚼效果尚好;不满意的 6 例病人诉

牙托面积过大,嚼不烂食物,食物嵌塞,固位力降低

等不良情况。 观察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病人满意率比较(n)

分组 n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 % Z P

观察组 19 17 1 1 94. 74

对照组 19 8 5 6 68. 42 4. 40 < 0. 01

合计 38 25 6 7 81. 58

3摇 讨论

摇 摇 游离端牙缺失在口腔临床诊疗中比较常见,当
各种原因造成牙缺失后,破坏了咀嚼器官的完整性,
不仅影响病人的面容发音咀嚼功能,更是严重影响

病人口颌系统,消化系统及心理健康。 因其末端游

离,后牙缺失,单端基牙及缺牙区软硬组织易损伤等

特点,大大增加了修复的困难。 现有的修复方式有

传统的活动修复、种植修复、固定活动联合修复等类

型[9]。 种植义齿是目前修复此类牙列缺损的首选

方案,但该方案修复周期长,属于有创操作,并常因

局部解剖因素,修复费用及病人身体状况等条件所

限,其使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10]。
目前临床上仍有一部分病人受限于自身健康状

况或经济条件,仍选用传统的可摘局部义齿修复游

离端牙缺失。 此法简便卫生,设计灵活,磨除牙体组

织少,适用范围广,通过卡环和基托将义齿固定在口

腔内,部分恢复缺失牙的咀嚼功能及缺损组织解剖

形态,易于修理及增补。 但其不足也不容忽视:义齿

体积大,美观效果差,咬合力不足,牙托内易存积食

物残渣,需反复摘戴清洗,义齿固位稳定性差,影响

余留牙及缺牙区软硬组织健康等。
近年来,附着体义齿因其兼具活动义齿和固定

义齿的一些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游离端缺牙修复中。
附着体义齿其阴性结构通过联冠形式固定于基牙

上,基牙因联冠的保护,不易龋坏。 对于轻度松动的

基牙亦有牙周夹板的作用,同时无金属暴露,美观效

果好;其阳性部分与义齿相连,两者之间靠不同的结

合形式形成固位力并持久保持,使病人自觉舒适,稳
固性好,咀嚼效能高。 同时其支点接近于牙体长轴

并靠近龈方,咬合力可以沿基牙牙体长轴传导,同时

基牙舌侧设置对抗臂,可减小基牙所受的扭力,更好

的保护基牙牙周组织的健康。 在前牙区如果基牙有

扭转,龋坏,色泽等问题时可以通过附着体改善基牙

的外形和色泽,达到美观效果[11]。 观察组咀嚼效果

和食物嵌塞优良率优于对照组。 对照组中卡环固位

力下降,咀嚼效果差,嵌塞食物,基牙偶有酸疼等不

良状况多见,与谢煜庭等[12]研究结果一致。 不足的

是,本次研究的病例为游离端缺牙病人,选择范围局

限,病例样本量少,随访时间短,这些情况在今后的

研究和临床应用中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综上所述,精密附着体应用于游离端牙列缺损

能够更好的保护稳定基牙,并且咀嚼效果好,病人满

意度高。 但是精密附着体义齿在实际应用中也会存

在一些问题,比如:烤瓷牙崩瓷、基牙龈缘炎、继发

龋、固位力下降,制作成本高等问题[13]。 因此,在实

际临床工作中,要加强与病人的沟通,根据病人的现

实条件及要求,严格掌握其适应证,提高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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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途径经腹膜外腹腔镜下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临床疗效分析

吴绍山1,谈宜傲2,陶摇 陶1,肖摇 峻1,周林玉1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途径经腹膜外腹腔镜下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ELRP)治疗局限性前列腺癌的临床疗效。 方法:对 87 例

经 ELRP 治疗的局限性前列腺癌病人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三孔法 ELRP 组 28 例,四孔法 ELRP 组 59 例。 所有病人

术前均行前列腺穿刺活检或前列腺电切术后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且排除外周组织器官浸润及盆腔淋巴结转移。 对 2 组病人

年龄、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前列腺体积、临床分期、高血压、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Gleason 评分、手术切缘阳性、
术后生化复发率和术后尿管留置时间等分析比较。 结果:所有病人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一例中转开放手术。 三孔法 ELRP 组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前列腺体积分别为(90. 56 依 17. 87) min、(121. 45 依 45. 76) mL、(36. 75 依 12. 26) mL,均少于四孔法

ELRP 组的(118. 66 依 22. 45)min、(189. 87 依 75. 43)mL、(67. 47 依 22. 65)mL(P < 0. 05);切缘阳性数分别为 2 例和 4 例、术后加

用内分泌治疗,2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此外,2 组病人在年龄、tPSA、临床分期、术前是否合并高血压、术后 Gleason
评分、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复发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术后随访 3 ~ 17 月,生化复发 6 例,予内分泌治疗

后控制满意。 结论:相比于四孔法 ELRP,三孔法 ELRP 不仅尚未增加并发症,而且更加微创,对于体积较小局限性前列腺癌值

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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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extraperitoneal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by different surgical approaches
WU Shao鄄shan1,TAN Yiao2,TAO Tao1,XIAO Jun1,ZHOU Lin鄄yu1

(1. Department of 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STC,Hefei Anhui 230031;
2. Department of Urology,West Branch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STC,Hefei Anhui 23003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alysis of extraperitoneal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on local prostate cancer
by different surgical approache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7 patients with local prostate cancer undergoing extraperitoneal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mong them,28 cases underwent three鄄port ELRP and 59 cases
underwent four鄄port ELRP. The clinical factors as ages,tPSA,prostate volume,clinical stage,hypertension,operative time,estimated
blood loss,pathological scores,positive surgical margin rates,biochemical recurrence and drainage tube keeping days. Results:All the
patients underwent successful surgery without turn to open surgery. During the three鄄port group and four鄄port group,operative time were
(90. 56 依 17. 87) min and(118. 66 依 22. 45) min,the estimated blood loss were(121. 45 依 45. 76)mL and (189. 87 依 75. 43) mL,
prostate volume were (36. 75 依 12. 26) mL and (67. 47 依 22. 65) mL respectively,with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P < 0. 05).
Positive surgical margin were 2 cases and 4 cases,of which underwent the endocrine therapy,with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P > 0. 05).
Thes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other factors(P > 0. 05). Follow鄄up 3 to 17 months after surgery,biochemical recurrence in 6

摇 摇 摇 cases,to endocrine control satisfaction. Conclusions:Compared
with the four鄄port ELRP,the three鄄port ELRP not only has not
increased complicaiton,but also is more minimally invasiv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for small and localized prostate
cancer.
[Key words] prostate neoplasms; extraperitoneal lapa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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