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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头位下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成人张闭口运动特征分析
李雪雪

王伟

【摘要】

王云

目的

汪萌芽

 论著 

张东林

对在校本科生进行咬合关系流行病学调查ꎬ比较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者和个别正常牙合者

自然头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ＮＨＰ) 下张闭口运动特征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 ２０１３ 级在校

大学生中选取 １０ 名个别正常牙合受试者和 １０ 名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受试者作为研究对象ꎬ使用颞下颌关节振
动仪( ｊｏｉｎｔ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和咀嚼肌表面肌电图仪(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ｐｈ) ꎬ比较自然头位下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者和个别
正常牙合者在张闭口运动时颞下颌关节振动和咀嚼肌肌电ꎬ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ꎮ 结果

两组受试者在

张闭口时胸锁乳突肌肌电平均幅值有统计学差异( Ｐ< ０.０５) ꎮ 两组受试者在张闭口时右侧颞下颌关节振
动总能量和大于 ３００ Ｈｚ 的振动能量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自然头位下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成人张

闭口时胸锁乳突肌肌电和颞下颌关节振动与个别正常牙合者有差异性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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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头位的标准定义是人完全放松状态下视轴
水平时头部的位置ꎬ即自然松弛下头部的位置 [１] ꎬ主
要区别于颅内参考平面ꎬ自然头位是具有个体性的ꎬ
每个 人 都 有 各 自 的 自 然 头 位ꎬ 而 且 具 有 可 重 复
性 [２－３] ꎮ 国内调查发现ꎬ安氏Ⅱ类错牙合畸形患病率很
高 [４] ꎮ 安氏Ⅱ类错牙合不仅影响口腔功能和健康ꎬ不良
外貌形态还会让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受到影响ꎮ 目
前ꎬ对安氏Ⅱ类错牙合畸形患者咀嚼肌肌电的研究较广
泛ꎬ但均没有在自然头位下进行ꎬ同时结合颞下颌关
节振动研究也较少ꎮ 下颌运动中ꎬ咬合、肌肉和关节

是一个功能共同体ꎬ一方出现异常ꎬ可能会影响其他

基金 项 目: 皖 南 医 学 院 中 青 年 科 研 基 金 ( 自 然 科 学 研 究 类 )

中颊尖对准下颌第一磨牙近中颊沟内ꎮ 此时ꎬ口腔

方ꎮ 故本研究记录分析比较安氏Ⅱ１ 类错 牙合 成人和
个别正常牙合成人张闭口运动时颞下颌关节振动特征
及咀嚼肌和颈部肌肌电幅值ꎮ 探讨自然头位下安氏
Ⅱ１ 类错牙合成人张闭口运动的规律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 ２０１３ 级在

校大学生中选取 １０ 名个别正常牙合受试者和 １０ 名安

氏Ⅱ类 １ 分类错牙合受试者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
个别正常牙合:在牙尖交错位时ꎬ上颌第一恒磨牙的近

( ＷＫ２０１８０３)

内牙齿排列整齐ꎬ拥挤度小于 ２ ｍｍꎬ牙列间隙小于 １

云、张东林) ꎻ２４３０００ 安徽马鞍山ꎬ马鞍市公安局( 王伟) ꎻ２４１００２ 安

牙尖交错位时ꎬ磨牙关系为远中错牙合关系ꎬ上颌前牙

作者单位:２４１００２ 安徽芜湖ꎬ皖南医学院口腔医学院( 李雪雪、王

徽芜湖ꎬ皖南医学院细胞电生理研究室( 汪萌芽)

通信作者:张东林ꎬＥｍａｉｌ:ｚｈｄｌｉｎ＠ １２６.ｃｏｍꎻ汪萌芽ꎬ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ｍｙ

＠ ｗｎｍｃ.ｅｄｕ.ｃｎ

ｍｍꎮ 前牙覆盖覆牙合正常ꎮ 安氏Ⅱ类 １ 分类错牙合:在
唇倾ꎮ 所有受试者还应满足以下条件:(１) 除智齿外
牙列完整ꎻ(２) 智齿拔除或者排列整齐无合干扰ꎻ(３)

 １９９６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０ 卷第 １６ 期

无正畸治疗史ꎬ无口腔颌面部外伤史ꎻ( ４) 开口度正
常ꎻ(５) 牙齿磨耗不明显ꎻ( ６) 身体健康ꎬ无精神系统
病史ꎻ(７) 无严重颜面不对称ꎮ

２.研究器材:Ｂｉｏ ＪＶＡ 颞下颌关节振动分析仪和
ＥＭＧⅢ型表面肌电测量仪( Ｂｉｏ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ꎬ
Ｉｎｃꎬ美国) ꎬ笔记本电脑ꎬ配套分析软件ꎬ一次性口镜ꎬ
酒精棉球等ꎮ

３.研究方法:在安静房间内ꎬ嘱受试者直立放松ꎬ

自然头位ꎬ颞下颌关节振动记录佩戴 ＢｉｏＥＧＮ 头帽ꎬ
ＪＶＡ / ＪＴ 模式ꎬ使受试者按照节拍器的指示进行最大
张闭口运动ꎬ 要求在牙尖交错位时发出叩齿声ꎬ频率
为 １.５ ｓ / 次ꎬ每次 １０ ｓꎬ间隔 １ 分钟ꎬ重复三次ꎮ 咀嚼
肌和颈部肌肌电记录使用八道表面肌电仪ꎬ用 ７５％

乙醇进行所测咀嚼肌表面皮肤脱脂ꎬ分别在各咀嚼
肌体表相应位置安放表面电极ꎬ每组记录 ３ 次ꎬ间隔

１ 分钟ꎬ取其平均值进行统计分析ꎮ

４.数据记录:( １) 颞下颌关节振动记录:①振动

总能量(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ꎬＴＩ) ꎻ②频率小于 ３００ Ｈｚ 的振动
能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３００ Ｈｚ) ꎻ③频率大于 ３００ Ｈｚ 的振动
能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 ３００ Ｈｚ) ( ２) 咀嚼肌和颈部肌肌电记
录:记录实验对象张闭口时左右 侧 ＴＡ、 ＭＭ、 ＤＡ 和
ＳＣＭ 肌电平均幅值ꎮ

５.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ꎬ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左侧和右侧颞下颌关节振动能量结果:右侧颞

下颌关节振动总能量和振动大于 ３００ 的能量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组大于个别正常牙合组ꎬ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ꎮ 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组振动总能量、大于 ３００ 的

振动能量和小于 ３００ 的振动能量ꎬ均大于正常牙合组ꎮ
见表 １ꎮ
表１

个别正常牙合组和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组左右侧颞下颌关节
振动能量比较( ｘ
±ｓ)

指标
左侧颞下颌关节

个别正常牙合组
( ｎ ＝ １０)

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组
( ｎ ＝ １０)

Ｐ值

ＴＩ

９.３５０±６.４８０

１６.７６０±１２.１４０

０.１０６

<３００Ｈｚ

０.８８０±０.２９４

１.０８０±０.５０９

０.２９６

≥３００Ｈｚ
右侧颞下颌关节

８.４８０±６.４００

１３.６２０±９.９２０

ＴＩ

７.３７０±４.６２９

１３.９００±６.６９５

<３００Ｈｚ

１.０５０±０.６７４

１.４２０±０.７６９

≥３００Ｈｚ

６.４７０±３.９５６

１２.５１０±６.５９８

０.１８５
０.０２１ ∗
０.０２６ ∗
０.２９８

注:∗Ｐ<０.０５

２.左侧和右侧咀嚼肌和颈部肌肌电幅值结果:个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别正常牙合组左侧胸锁乳突肌肌电幅值大于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组肌电幅值ꎬ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个别正常牙合组和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组左右侧咀嚼肌
和颈部肌肌电比较( ｘ
±ｓ)

个别正常牙合组

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组

ＴＡ

６.７８３±２.３３５

４.５８３±０.８０９

０.０５４

ＳＣＭ

１４.７８３±６.６６０

４.８６７±１.９４４

０.００６ ∗
０.８４１

指标
左侧

ＭＭ
ＤＡ

( ｎ ＝ １０)

９.６３３±３.２７３

( ｎ ＝ １０)

８.８１７±４.１２１

Ｐ值

０.７１５

３７.４３３±１１.４３７

３８.４３３±１３.６２９

ＴＡ

７.３００±２.１０６

６.９８３±２.００２

０.７９５

ＳＣＭ

１２.４６７±８.８３９

５.８１７±３.３９９

０.１１６

右侧

ＭＭ
ＤＡ

７.３６７±２.２８４

３５.１６７±１３.０６０

注:∗Ｐ<０.０５

９.０３３±４.３７７
４０.０００±１９.６３７

０.４２８
０.６２７

自然头位下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成人张闭口时胸锁
乳突肌肌电和颞下颌关节振动与个别正常牙合有差异
性ꎮ
讨论 正畸学中参考平面大体可以分为颅内和
颅外两类ꎬ颅内参考平面最常用的为眼耳平面和前
颅底平面ꎬ学者们刚开始认为颅内平面是相对稳定
的ꎬ从而作为拍摄头颅侧位片的参考平面ꎬ但随着研
究发现ꎬ依据这些平面测量的头影测量结果有时候
不能反映真实颅面结构特征ꎮ 自然头部位置是标准
位置ꎬ适用于所有个体ꎬ是可以重复且具有良好稳定
性的参考位置 [５－７] ꎮ
张闭口运动是在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下ꎬ通过
相应肌肉收缩活动而完成的ꎮ 若将咀嚼系统作为一
个运动系统来看ꎬ颞下颌关节为其运动轴ꎬ咀嚼肌为
动力ꎬ牙齿则为直接作用器官 [８] ꎮ 牙合、关节和肌肉是
咀嚼系统的三大组成内容ꎬ三者之间是有机统一整
体ꎬ其中一项出现异常ꎬ张闭口运动中其他两者可能
会受到影响ꎮ 有学者指出ꎬ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畸形患者
的咀嚼效能低于正常患者ꎮ 即牙合的异常会影响咀嚼
肌效能 [９] ꎮ 本研究选取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畸形受试者
与个别正常牙合受试者在自然头位下进行对比ꎬ目的是
为了观 察 咬 合 异 常 对 咀 嚼 肌、 颈 肌 及 颞 下 颌 关 节
(ＴＭＪ) 的影响ꎮ 发现两组受试者在张闭口时胸锁乳
突肌肌电平均幅值有统计学差异ꎬ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受
试者的颞肌前束和咬肌肌电幅值均低于个别正常牙合
者ꎬ图示也能表明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受试者的咀嚼肌和
颈部肌肌电幅值矮于个别正常牙合者( 如图 ２ꎬ４) ꎬ说明
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者咀嚼肌和颈部肌的功能状态低于个
别正常牙合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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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动能量和小于 ３００ Ｈｚ 的振动能量均高于个别正
常牙合者ꎬ右侧颞下颌关节振动总能量和大于 ３００

的振动能量高于个别正常 牙 合 者 且 有 有 统 计 学 差
异ꎮ 提示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受试者颞下颌关节可能有早
期异常ꎮ
图１

以上差异说明不同的牙合关系有不同的颞下颌关

个别正常牙合颞下颌关节振动图形

节振动和颈部肌电ꎮ 对于错牙合畸形的治疗ꎬ现在更加
关注咀嚼肌的肌功能ꎬ本研究先发现咬合异常ꎬ然后
发现咀嚼肌和颞下颌关节异常ꎮ 但到底是牙合的异常
导致肌功能的异常ꎬ还是肌功能导致牙合的异常则不确
定ꎬ也可能是两者互相作用ꎮ 对于两组受试者咀嚼
肌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ꎬ而颈部肌有统计学差异ꎬ认
为开闭口运动涉及开、闭颌肌群以及对头颈部正常
位置起稳定作用的颈部深、浅肌群等ꎮ 这些肌群之
图２

间或肌肉之间在解剖位置与功能上环环相扣ꎬ组成

个别正常牙合张闭口肌电图形

口颌系统肌链ꎮ 肌肉链内任何一组肌肉的运动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另一组肌肉的运动ꎬ影响其张力和功
能 [１２] ꎮ 这也许就是本研究中两组受试者颈部肌肉肌
电有所差异的原因所在ꎮ
参

图３

[１]

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受试者颞下颌关节振动图形

[２]
[３]
[４]
[５]
安氏Ⅱ １ 类错牙合受试者张闭口肌电图形

[６]

在个体正常咬合受试者测得的颞下颌关节振动

[７]

图４

中ꎬ可以发现总振动能量相对较低( 见图 １) ꎮ 在本研
究中ꎬ正常个体的左、右颞下颌关节的总振动能量分
别为(９.３５±６.４８) ＰａＨｚ 和(７.３７±４.６３) ＰａＨｚꎮ 李雪铃
等 [１０] 研究结果为个别正常牙合者左右侧颞下颌关节的
振动能量为 ４.７０ ＰａＨｚ 与 ８.６７ ＰａＨｚꎬ两者研究结果

[８]
[９]

类似ꎬ这是因为个体正常牙齿的咬合是协调和稳定

[１０]

的ꎮ 下颌运动平稳协调ꎬ髁突位于关节盘的适当位

[１１]

置ꎬ关节盘无异常搏动和磨损ꎬ无异常关节音
１

[１１]

ꎮ 安

氏Ⅱ 类受试者关节振动的形态表现出明显的干扰
线( 图 ３) ꎬ安氏Ⅱ１ 类错牙合受试者的左右两侧颞下颌
关节振动总能量为(１６.７６０±１２.１４) ＰａＨｚ 和(１３.９００±
６.６９５) ＰａＨｚꎬ其颞下颌关节振动总能量、大于 ３００ Ｈｚ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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