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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排龈法在行前牙烤瓷冠修复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袁爱东

秦志华

【 摘要】

目的

丘丽慧

周月娥

研究双线排龈法在行前牙烤瓷冠修复中的临床应用价值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行前牙烤瓷冠修复患者 ８２ 例作为研究对象ꎬ根据排龈方法的不同进行分组ꎬ
将实行单线排龈法的患者设为对照组ꎬ实行双线排龈法的患者设为观察组ꎬ每组各 ４１ 例ꎮ 比较两组患者
的排龈效果以及患者的舒适度评分和不良反应发生率ꎮ 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模型不清晰、印模肩台不连

续不清晰及基牙与游离龈排开不全的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ꎻ修复体颜色、修复体形态、牙齿
健康状态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ꎻ观察组患者的舒适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 ꎻ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４.８８％ꎬ明显低于对照组( ２４.３９％) ( Ｐ ＝ ０.０１ꎬ χ２ ＝ ６.２５) ꎮ 结论 双线排龈法可有效提高行前牙
烤瓷冠修复患者的修复效果及美观满意度ꎬ改善患者舒适评分ꎬ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ꎬ值得临床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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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牙烤瓷冠修复是口腔科常见的一种修复术ꎬ主要适用
于前牙缺 损、 折 裂 等 问 题ꎬ 可 改 善 患 者 的 咀 嚼 能 力 和 美 观
度 [１] ꎮ 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ꎬ自身美 观 的 要 求 也 提 高

了ꎬ前牙烤瓷冠修复的执行率业逐渐上升 [２] ꎮ 然而ꎬ烤瓷冠
的修复过程中涉及牙体制备和印模操作ꎬ对牙体模型的精确
度要求较高 [３] ꎮ 有研究表明 [４] ꎬ排龈线、激光排龈、推龈器等
排龈方法均能在牙体制备过程中获得精确度较高的印模ꎬ其
中排龈线的治疗成本最低ꎬ患者治疗后满意度也较高ꎮ 本研
究就双线排龈法在行前牙烤瓷冠修复的临床应用价值展开报
道ꎬ旨在为未来临床工作提供建议和参考ꎮ

的行前牙 烤 瓷 冠 修 复 患 者 ８２ 例 为 研 究 对 象ꎬ ( １) 纳 入 标
准 [５] :①均符合前牙烤瓷冠修复术适应症ꎻ②牙周情况良好
且牙槽骨无明显吸收ꎻ③牙髓坏死者于修复前行完善根管治
疗ꎻ④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 ２) 排除标

准:①合并全身多种急慢性疾病者ꎻ②伴有临床牙龈炎症状ꎻ
③伴有凝血功能障碍或凝血异常者ꎻ④术后失访或随访资料
不全者ꎮ 根据排龈方法的不同ꎬ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ꎬ每
组各 ４１ 例ꎮ 观察组中男 ２１ 例、女 ２０ 例ꎬ年龄 ２６ ~ ６９ 岁ꎬ平均

(４７.８６±９.５０) 岁ꎻ对照组中男 ２０ 例、女 ２１ 例ꎬ年龄 ２３ ~ ７０ 岁ꎬ
平均(４８.０５±９.５７) 岁ꎮ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

一、资料与方法

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具有可比性ꎮ

作者单位:５２３０３９ 广东东莞ꎬ东莞市万江医院口腔科( 袁爱东) ꎬ

基牙龈上部分牙体制备ꎬ即于唇侧龈下 ０.５ ~ １ ｍｍꎬ腭侧平龈

１.一般资料: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
广东省东莞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 秦志华) ꎬ同步齿科( 丘丽慧) ꎬ广东
省东莞市洪梅医院护理部( 周月娥)

２.方法:两组患者均行前牙烤瓷冠修复ꎬ修复过程中对照
组患者采用单线排龈法ꎬ首先常规进行基台预备和取模ꎬ完成
齐ꎬ制成肩台ꎬ并进行抛光处理ꎮ 根据龈沟宽度匹配合适的排
龈线ꎬ排龈线选用北京中天美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 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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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ｔｒａｐａｋ 排龈线ꎬ采用排龈器将排龈线压进游离龈和基牙之
间进行固定处理ꎬ方向为顺时针ꎬ排龈时间 １５ ｍｉｎꎬ之后将排

资料以率( 例ꎬ％) 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Ｐ< 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具
有统计学意义ꎮ

龈线和印模先后取出ꎬ并清理牙龈边缘ꎮ 观察组则采用双线

二、结果

１.两组患者的排龈效果比较:观察组患者的模型不清晰、

排龈法ꎬ受限采用相对较细的排龈线ꎬ压入龈沟与固定的操作
与对照组相同ꎬ第二次选择相对较粗的排龈线ꎬ压入龈沟ꎬ位

于第一次固定排龈线之上ꎬ固定后排龈 １０ ｍｉｎꎬ之后将排龈线
和印模先后取出ꎬ并清理牙龈边缘ꎮ 手术结束后叮嘱患者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印模肩台不连续不清晰及基牙与游离龈排开不全的发生率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１ꎮ
表１

食饮料等含有色素的食物ꎬ特别是修复 １ 个月之内ꎬ以防修复

体被染色而影响美观ꎻ指导患者掌握正确刷牙的方式ꎬ养成饭

组别

后漱口的好习惯ꎬ并定期去医院进行牙石去除ꎬ保持良好的口

对照组( ｎ ＝ ４１)
观察组( ｎ ＝ ４１)
χ２ 值

腔坏境ꎮ

３.观察指标:( １) 比较两组患者的排龈效果比较ꎻ( ２) 比

较两组患者对修复牙齿的美观满意度ꎻ( ３) 比较两组患者的
我院相关部门编制ꎬ各项评分均为 １００ 分ꎬ>８０ 分为满意ꎬ０ ~

７９ 分为不满意ꎮ 舒适度评分采取百分制量表评定ꎬ评分越
高ꎬ舒适度越好ꎮ

５.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专业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进行 ｔ 检验ꎮ 计数
表２

对照组( ｎ ＝ ４１)
观察组( ｎ ＝ ４１)
χ２ 值

满意

４０(９７.５６)

表３

观察组( ｎ ＝ ４１)
ｔ / χ２ 值

舒适度

７４.１９±６.７１
８５.６７±６.３９

Ｐ值

讨论

７.９３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６.６１

２(４.８８)

１(２.４４)

５.８５

者的舒适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 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４.

８８％ꎬ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４.３９％) ( Ｐ ＝ ０.０１ꎬχ２ ＝ ６.２５) ꎬ见表 ３ꎮ

不满意

９(２１.９５)
５.１４

２(４.８８)

０.０２

１０(２４.３９)
２(４.８８)
６.２５
０.０１

烤瓷冠修复是使用特定的材料制成的人造牙冠粘

结在经过特殊制备的牙齿上的过程ꎬ又称牙冠修复 [８] ꎮ 前牙
烤瓷冠修复是其中一种ꎬ它主要以修复缺损的牙齿、恢复牙齿
功能为主要目的 [９] ꎮ 但由于前牙处于易于暴露的位置ꎬ牙齿
的损伤常会影响美观ꎬ给患者带来困扰 [１０] ꎮ 因此ꎬ改善牙齿

的外观已然成为前牙烤瓷冠修复的一项不可忽视的作用 [１１] ꎮ
由于烤瓷冠修复过程中涉及牙体制备ꎬ制备深度在唇侧龈下

０.５ ~ １ ｍｍ 左右ꎬ而牙齿根部神经分布密集ꎬ因此该过程过程

中常常会不可避免地损伤龈沟内神经结缔组织ꎬ引发牙周炎、
牙龈渗血等不良反应 [１２] ꎮ

烤瓷冠修复过程中牙体制备所引发的手术不良反应也是

目前临床所面对的难点问题之一 [１３] ꎮ 有研究称 [１４] ꎬ使用适

合的排龈技术可有效避免牙体制备过程对牙周组织带来的损
伤及不良反应 [１５] ꎮ 而排龈技术中以本文的排龈线为例ꎬ就是

５.５８

３.两组患者的舒适度和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观察组患

３９(９５.１２)

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２.４４)

对照组( Ｐ<０.０５) ꎬ见表 ２ꎮ

３２(７８.０５)

两组患者的舒适度和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对照组( ｎ ＝ ４１)

０.０１

５(１２.２０)

２.两组患者对修复牙齿的美观满意度比较:观察组患者

满意

０.０１

Ｐ值

排开不全
９(２１.９５)

修复体形态

８(１９.５１)
６.１２

基牙与游离龈

两组患者对修复牙齿的美观满意度比较[ ｎ( ％) ]
不满意

３３(８０.４８)

印模肩台

不连续不清晰
１１(２６.８３)

的修复体颜色、修复体形态、牙齿健康状态满意度均明显高于

修复体颜色

组别

模型

不清晰
１５(３６.５８)

Ｐ值

舒适度和出血、牙齿松动等不良反应发生率ꎮ

４.评价标准:美观满意度采取问卷调查法 [７] ꎬ调查问卷由

两组患者的排龈效果比较[ ｎ( ％) ]

牙齿健康状态
满意

不满意

３４(８２.９３)
４０(９７.５６)

７(１７.０７)
４.９９

１(２.４４)

０.０２

牙体制备过程中中获取精确的复制ꎮ 排龈过程一般在 １０ ~ １５
ｍｉｎ 左右ꎬ游离龈边缘在外力去除后即可恢复原位ꎬ如发生退
缩ꎬ一般退缩距离在 ０.１ ｍｍ 左右ꎬ退缩距离十分之小ꎮ 排龈
线除能充分暴露基牙肩台的边缘形态以外ꎬ还具有止血、使龈
沟软组织保持干燥的作用ꎮ 而使用排龈线数量、技术的不同ꎬ
所产生的手术效果也不同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与采用单线排
龈的对照组患者相比较ꎬ采用双线排龈的观察组患者的模型
不清晰、印模肩台不连续不清晰及基牙与游离龈排开不全的
发生率均明显较低ꎬ原因与双线排龈提高了牙体制备的精确
度有关ꎬ从未提升了手术效果ꎮ 而从患者额对修复牙齿的美
观满意度方面来看ꎬ观察组修复体颜色、修复体形态、牙齿健
康状态满意度以及舒适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ꎬ这是因为双线
排龈使得牙体制备的精确度得以提高ꎬ从而使得模型与印模
肩台更为清晰ꎬ最终使牙齿的整体修复状态更为美观ꎬ因此患
者的满意度也较高ꎮ 同时观察组患者的舒适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ꎬ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ꎬ原因在于双线排龈过程
所需时间更短ꎬ且排龈过程中取模前只需取出上层排龈线ꎬ下
层排龈线则持续保持止血、干燥的功能ꎬ显著改善了患者的舒
适度ꎬ有效降低了患者发生牙龈出血、牙齿松动、牙周炎等不
良反应的几率ꎬ避免了修复过程中出现影响操作的事故出现ꎬ
改善了患者的手术质量ꎮ

通过一系列操作将健康的游离龈边缘推开使其与牙齿保持一

综上所述ꎬ双线排龈法可有效提高行前牙烤瓷冠修复患

定距离ꎬ从而使得基牙肩台的边缘形态得以充分暴露ꎬ便于在

者的修复效果及美观满意度ꎬ改善患者舒适评分ꎬ降低不良反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０ 卷第 １８ 期

应的发生ꎬ值得临床借鉴ꎮ
参 考
[１]

文

[９]

献

刘思言ꎬ牟雁东.选择性双线排龈技术在前牙全瓷冠修复中的
应用研究[ Ｊ] .实用医院临床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１３(４) :１４１￣１４３.
Ｈｓｕ Ｂꎬ Ｌｅｅ Ｓꎬ Ｓｃｈｗａｓｓ Ｄ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ｇｉｎｇｉｖａｌ ｒ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Ｊ ] . Ｊ Ａｍ
ＤｅｎｔＡｓｓｏｃꎬ２０１７ꎬ１４８(７) :Ｓ０００２８１７７１７３０２３５０.
刘洪良ꎬ李京荣.选择性双线排龈技术在前牙全瓷冠修复中的
临床应用[ Ｊ] .川北医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３１(２) :２３２￣２３４.
Ｔａｏ ＸꎬＹａｏ Ｊ ＷꎬＷａｎｇ Ｈ Ｌꎬ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ｇｉｎｇｉｖａｌ ｔｒｏｕｇｈｉｎｇ
ｂｙ ｌ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ｄ [ Ｊ] . Ｉｎｔ Ｊ Ｐｅｒｉｏｄｏｎｔ Ｒｅｓ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８
(４) :５２７￣５３２.
张新媛ꎬ董海涛ꎬ吴效民ꎬ等.半导体激光排龈法与排龈线排龈
法的临床效果对比研究[ Ｊ] . 现代口腔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７( １) :
１２３￣１２５.
ＭｏｕｄｉＺꎬ Ｔａｖｏｕｓｉ 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ｋｅｙ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 Ｊ] .
Ｎｕｒｓ Ｍｉｄ Ｓｔｕｄꎬ２０１６ꎬ５(２) .
Ｌａｊｎｅｒｔ Ｖꎬ Ｋｏｖａｃｅｖｉｃ ＤＰꎬ Ｐａｖｌｉｃ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ｍｉｌ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ｂｒｉｅｆ ｆｉｖｅ－
ｉｔｅ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ｍｉｌ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Ｊ] . Ｉｎｔ Ｄｅｎｔ Ｊꎬ２０１８.
冯传翠ꎬ 张晓明. ３ 种排龈方 法对排 龈 效 果 影 响 的 对 比 研 究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２２７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８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 Ｊ] .实用口腔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１) :１２７￣１２８.
骆碧珠ꎬ姚江武.数字化口腔修复( ６) 应用口内扫描仪精确设
计冠边缘位置( 附病例报告) [ Ｊ] .临床口腔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２
(３) :３５１￣３５２.
包凡ꎬ郭慧ꎬ董菲ꎬ等.铸瓷贴面修复伴牙本质暴露的前牙牙体
缺损疗效观察[ Ｊ] .中国美容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８(５) .
Ｋａｇｕｅ ＥꎬＷｉｔｔｅｎ ＰＥꎬＳｏｅｎｅｎｓ Ｍꎬｅｔ ａｌ.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 ｓｐ７ ｍｕｔａｎ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ｏｏｔｈ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ꎬ 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ｅｔｈ[ Ｊ] .Ｄｅｖ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４３５(２) :１７６￣１８４.
张余生ꎬ张春燕ꎬ张强ꎬ等. ＣＢＣＴ 在下牙槽神经管与下颌阻生
第三磨牙解剖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Ｊ] . 实用临床医学ꎬ２０１６ꎬ１７
(９) :４５￣４８.
Ｍｅｒｅｌ ＳＥꎬ Ｍｅｉｅｒ ＣＡꎬ Ｍｃｋｉｎｎｅｙ Ｃ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ｕｓ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ａ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
ＪＰａｌｌｉａｔ Ｍｅｄꎬ２０１６ꎬ１９(１１) .
王晓琳ꎬ戴杰ꎬ阮方超.硅橡胶不同印模方法的效果比较[ Ｊ] .临
床口腔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１２(１) :２９￣３２.
袁媛ꎬ邹强ꎬ牛文芝.对行前牙牙冠延长术后的患者进行氧化锆
全瓷牙冠修复对其牙周组织的影响[ Ｊ] . 当代医药论丛ꎬ２０１５
(２２) :２６５￣２６６.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８)

( 本文编辑:隋会敏)

异烟肼联合地塞米松胸腔内注射治疗结核性胸膜炎
的临床观察
张嘉麟
【 摘要】

目的

探讨异烟肼联合地塞米松胸腔内注射治疗结核性胸膜炎的治疗效果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５０ 例结核性胸膜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两组ꎬ每组各 ７５ 例ꎮ 对照组常规采用 ２ＨＲＺＥ / １０ＨＲＥ 化疗方案ꎬ并行 Ｂ 超引导下胸腔穿刺引流胸腔积液ꎻ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ꎬ待胸腔穿刺引流完成后ꎬ胸腔注射 ３００ ｍｇ 异烟肼和 ５ ｍｇ 地塞米松ꎮ 记录并比较
两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胸腔积液消失时间ꎻ采用肺功能仪测定两组治疗前与 ２ 个月强化治疗期完成后肺

功能情况ꎬ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最后一次引流胸腔积液中总蛋白( ＴＰ) 、葡萄糖( ＧＬＵ) 、ＩＦＮ－γ、ＴＮＦ
－α、癌胚抗原( ＣＥＡ) 、腺苷脱氨酶 ＡＤＡ 水平ꎮ 结果 观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ꎬ观察组胸水引流量高于对
照组ꎬ胸水吸收时间和症状改善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ꎬ观察组胸膜厚度减少量大于对照组ꎬ胸膜肥厚发生
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ꎬ两组患者肺功能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ꎬ观察组改善效果优于对
照组ꎬ观察组胸水总蛋白、ＩＦＮ－γ、ＴＮＦ－α、ＣＥＡ、ＡＤＡ 指标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ꎮ 结论

异烟肼联合地塞

米松胸腔注射治疗结核性胸膜炎ꎬ可显著促进胸腔积液消失ꎬ转归临床症状ꎬ对提高疗效、改善预后有重要
意义ꎮ
【 关键词】

异烟肼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２１

地塞米松ꎻ

结核性胸膜炎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胸腔积液ꎻ

胸腔注射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１２

结核性胸膜炎是临床常见的肺外结核病症ꎬ是由结核杆
菌及其自溶产物、代谢产物进入人体胸膜腔ꎬ引起机体高度变
态反应导致胸膜炎症ꎮ 目前结核性胸膜炎发病机制上不明
确ꎮ 研究表明ꎬ胸腔积液 ３０％ ~ ６０％ 由结核性胸膜炎导致ꎮ
大部分结核性胸膜炎患者胸腔积液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纤
维蛋白ꎬ若不能有效控制ꎬ极易导致胸膜增厚、胸膜黏连乃至
胸膜钙化ꎬ严重影响肺通气功能及抗痨治疗效果ꎬ甚至可导致
支气管胸膜漏、胸廓坍塌等严重并发症ꎬ影响患者健康及生活
作者单位:１５４００７ 黑龙江佳木斯ꎬ佳木斯市肿瘤结核医院结核内一科

质量ꎮ 临床上抗痨药物常采用口服或静脉注射异烟肼、利福
平、吡嗪酰胺、乙胺丁醇治疗方法ꎬ尽管该化疗方法对清除结
核分枝杆菌效果显著ꎬ但对胸膜炎症及胸水吸收有效性较为
不明显ꎬ疗效缓慢ꎮ 为防止患者胸膜增厚黏连及胸水包裹等
症状发生ꎬ本研究采用异烟肼联合地塞米松胸腔注射治疗结
核性胸膜炎ꎬ取得良好效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本院收治的
１５０ 例结核性胸膜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ꎬ其中男 ８７ 例ꎬ女 ６３
例ꎬ年龄 １８ ~ ６５ 岁ꎬ平均(４２.３６±４.３７) 岁ꎮ 根据患者意愿及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