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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Ao 牙周组织再生术与口腔正畸联合治疗牙周炎患者的疗
效观察

阿米娜·吐尔迪
（哈密市中心医院，新疆  哈密  839000）

0　引言
修复牙周组织是治疗牙周炎患者的关键，而牙周组织再

生术就是最常见的一种牙周组织修复方法，能够获得良好的

效果，但外观美感欠缺 [1]。因此，本院对收治的牙周炎患者

采取牙周组织再生术与口腔正畸联合治疗，获得了满意效果，

美学价值高，现将具体治疗情况作如下报告。

1　资料和治疗方法

1.1　一般资料。将本院口腔科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接

收并施予牙周组织再生术治疗的 55 例牙周炎患者作为甲组，

另选择同期接收并施予牙周组织再生术与口腔正畸联合治疗

的 55 例同疾病患者作为乙组。甲组男 25 例，女 20 例；年龄

在 20-62 岁，平均（35.62±5.38）岁；病程是 2-18 个月，平

均是（8.52±3.26）个月。乙组男 24 例，女 21 例；年龄在

21-60 岁，平均（35.60±5.35）岁；病程是 3-19 个月，平均

（8.58±3.25）个月。两组的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可对

比，P >0.05。

1.2　治疗方法

1.2.1　甲组。此组所有患者均单纯接受牙周组织再生术进行

治疗，即：主治医师为患者进行常规全方位的牙龈清洁处理，

对牙龈下的化脓组织进行刮治后平整牙根；对于合并有恶化

现象或者已经出现深牙周袋的患者采取牙周翻瓣术进行修复

治疗，于牙周骨的缺损区域选取临近牙槽嵴边缘处展开人工

骨植入操作，然后对粘骨膜瓣进行缝合并彻底清除牙龈组织。

1.2.2　乙组。此组患者均在甲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口腔正畸治

疗，即：对患者口腔予以磨牙粘接颊面管进行固定后，把直丝

弓矫正器逐步送入移位牙部位，选择规格为 0.25 mm 的镍钛

丝排齐与整平牙齿后将其移出并关闭牙间隙，或者移动至 2-3 
mm 牙间隙处，便于后续操作更为便捷。在治疗期间加强口腔

健康宣教，嘱咐患者间隔 2-3 d 对牙齿进行 1 次清洁。正畸结

束后以保持丝固定舌侧，并对矫正器采取良好的维护清洁，若

期间出现炎性加重的情况则立刻停止加力，并加强牙周维护。

1.3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患者治疗后，牙周红肿疼痛等临床

症状完全消失，且口腔相关指标如牙周探诊深度、菌斑指数

以及附着水平等降低或恢复正常，视为治疗有效；患者治疗

后各项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口腔相关指标水平较治疗前降低，

且牙周外观有明显的改善，视为治疗好转；未达到有效与好转，

或者病情加重者均视为治疗无效。

1.4　数据分析统计。通过软件 SPSS 20.0 分析出题文章数据

资料，用“[n （%）]”来表示临床疗效，选择“χ 2”进行检

验；用“（ ±s）”来表两组口腔相关指标水平，“t ”检验，

P <0.05 则说明两组对比有显著差异，即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牙周炎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甲组治疗有效、治疗

好转与治疗无效依次是 23 例、20 例、12 例，临床有效率是

78.18%；乙组甲组治疗有效、治疗好转与治疗无效依次是 40
例、11 例、4 例，临床有效率是 92.73%，两组对比差异显著，

P <0.05，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各项口腔指标情况比较。甲组牙龈指数、牙周附着

水平、牙菌斑指数以及牙周探诊深度依次是（1.66±0.15）、

（4.96±0.16）mm、（1.42±0.12）、（7.63±0.18）mm，

均 依 次 高 于 乙 组 的（0.64±0.13）、（3.70±0.15）mm、

（0.60±0.13）、（5.80±0.18）mm，P <0.05，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牙周炎作为口腔科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属于慢性、感

染性病范畴，发病后进展性较慢，但往往累及患者的牙龈与

牙周膜等，对其口腔内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影响日常生活

质量。通常情况下，牙齿错位或者细菌侵袭是引发牙周炎的

重要因素，治疗不当可能加重牙齿错位或畸形的程度，进一

步加重牙周炎，损伤患者的口腔功能 [2]。因此，对牙周炎患

者及时采取有效、安全的方法进行治疗，是改善其口腔功能

和牙周组织的关键。

本研究中，甲组牙龈指数、牙周附着水平、牙菌斑指数以

及牙周探诊深度均高于乙组，且临床有效率为 78.18%，低于

乙组的 92.73%，P < 0.05，有统计学意义。由此说明对牙周炎

患者实施牙周组织再生术与口腔正畸进行联合治疗的效果颇

为显著，主要是由于牙周组织再生术可以根据牙体组织的结构

展开修复治疗，经膜材料植入到牙体组织的缺损部位，从而为

该部位的牙骨修复创造有利空间，便于后期顺利开展牙种植，

对于牙周组织可以起到良好的改善作用。与此同时与口腔正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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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对牙周炎患者采取牙周组织再生术与口腔正畸进行联合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将本院口腔
科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接收并施予牙周组织再生术治疗的 55 例牙周炎患者作为甲组，另选择同期接收并
施予牙周组织再生术与口腔正畸联合治疗的 55 例同疾病患者作为乙组，对比其结果。结果   甲组牙龈指数、牙周
附着水平、牙菌斑指数以及牙周探诊深度均高于乙组，且临床有效率为 78.18%，低于乙组的 92.73%，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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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细胞、T 淋巴细胞等多种细胞与细胞组分参与所致 [5]。近

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峻，

外界环境因素以及个人体质均为诱发因素。尤其是在急性发

作期可引起咳嗽、喘息、胸闷、气促、呼吸困难等常见病症，

部分患者表现为凌晨、夜间发作加重。有研究者指出，与气

道高反应性、遗传因素或者是呼吸道感染存在紧密关联 [6]。

由于不同患者的病情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部分患者在几小

时内或是数天内急性发作支气管哮喘，也有的部分患者在短

短几分钟内生命垂危。一旦病情控制不佳可引起急性发作，

临床中应当加强重视，并积极制定安全可行的预防、治疗方案。

在目前临床中，常用雾化吸入方式治疗呼吸系统疾病，采用

不同雾化吸入方式将液体冲击成微小颗粒，并使其在气流中

保持悬浮，湿化后直接喷入人体呼吸道内，于患处发挥消炎、

解痉、化痰的作用 [7]。氧驱动雾化吸入方式与压缩泵雾化吸

入方式均具有操作简单、舒适性高等优势。

本研究表明，试验组的控制效果明显较对照组好，提示

氧驱动雾化吸入治疗可增强临床控制成效，究其原因就在于

氧气作为一种驱动力，其所产生的气雾量以及雾化颗粒的大

小能够促使在人体肺组织内雾化颗粒的沉降，加快了其进入

下呼吸道时间，具有起效快、作用强的优点。此外，还可吸

入较多氧气，能够轻松将药物溶液吸入肺泡内，从而使气促、

喘息、咳嗽临床症状均得到明显改善，对调节肺功能，改善

呼吸肌供氧情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2 组在治疗前的 FEV1、

FEFR 指标比较差异不显著；经治疗后，试验组的 FEV1、

FEFR、FEV1 改善率、FEFR 改善率与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

差异，提示氧驱动雾化吸入治疗方式可改善肺组织呼吸功能，

可有效避免引起不可逆性气道阻塞，有利于改善预后。袁威 [8]

在研究中采用氧驱动雾化吸入方式与压缩泵雾化吸入方式治

疗 118 例中度、重度的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结果得出

氧驱动雾化吸入的总有效为 79.66%，压缩泵雾化吸入的总有

效为 67.80%；组间对比，氧驱动雾化吸入的总有效显著高于

压缩泵雾化吸入方式，提示氧驱动雾化疗法同压缩泵雾化吸

入方式进行比较，其更有助于帮助患者缓解临床症状，改善

呼吸功能，临床应用价值高。这与本次研究结论基本相似。

综上所述，在临床治疗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患者中应用

氧驱动雾化吸入治疗，可改善肺功能，比压缩泵雾化吸入方式

更加具有代表性，控制成效可观，可有效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减少复发，可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医学借鉴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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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应用，可以帮助患者重新排列牙齿的现状，达到牙齿整平

的效果，在保障治疗疗效的同时又能全面提升患者牙齿的美观

程度，减少各类不良反应的发生，保障治疗的安全性 [3]。

综上所述，口腔正畸与牙周组织再生术联合治疗牙周炎

的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建议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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