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组治疗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均P<0.05)。提示血塞通联

合阿司匹林能够明显改善ICVD 患者的血脂水平。

ICVD患者中多数合并高血压,有效地控制血压是

阻止ICVD病情进一步发展和恶化的关键,并能促

进患者的康复,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中,合并高血

压的ICVD患者均给予了合理的降压药物治疗,治
疗前和治疗半年后比较,两组患者的血压均明显下

降,但研究组的血压控制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提示血塞通有明显辅助降压的作用,更有

利于患者的病情恢复。全血黏度较高也是ICVD的

危险因素,降低血液黏度也是治疗ICVD 的关键。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各项血液流变学指标

较对照组均显著降低(均P<0.05),表明血塞通联

合阿司匹林治疗ICVD,能够明显改善患者血液循

环,较单用阿司匹林的治疗效果更优[9-10]。

  综上所述,血塞通联合阿司匹林治疗ICVD的

疗效确切,具有显著改善患者全血黏度、抗凝、降血

脂和辅助降压的功效,同时可以有效缓解头晕、肢体

麻木、记忆力减退等症状,预防脑卒中等脑血管意外

事件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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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治疗前、后龈沟及口腔中细菌的变化情况分析

李艳平△,李春晖

(湖北省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荆州 434000)

摘要 目的:探讨口腔正畸治疗前、后牙龈沟及口腔中细菌菌群的变化。方法:选取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湖北省荆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口腔正畸患者130例(正畸组)及健康人群60例(对照组),收集正畸组术前及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和

对照组的牙龈沟液体进行细菌培养,比较两组菌斑指数(PLI)、牙龈沟出血指数(SBI)牙龈沟出血指数(SBI)、探针测定探诊深

度(PD)探诊深度的差异。结果:正畸组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的PLI、SBI、PD显著高于术前及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P<0.05)。与术前比较,正畸组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的球菌、杆菌、弯曲菌比例显著降低,梭状菌、螺旋菌、丝状菌比

例显著增高,牙龈卟啉单胞菌、核酸杆菌、福塞类杆菌、放线

杆菌检出率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结论:正畸治疗后口腔细菌繁殖增加,应注意维护口腔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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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诱发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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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矫治器作为儿童正畸治疗的常用治疗手

段[1],可引起牙龈组织及口腔黏膜等牙周组织的损

伤,对牙齿及牙周组织产生强扭或拉伸作用力,加重

口腔组织损伤。同时矫正器附件还会降低口腔自洁

能力[2],形成牙垢,加之儿童口腔卫生习惯不良,细
菌、真菌、病毒、支衣原体及其他多种致病微生物易

侵入牙周组织伤口,引发牙龈感染性发炎[3]。本文

分析患者正畸治疗前及治疗后1个月、3个月的后

牙龈沟及口腔中细菌菌群的变化,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

湖北省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口腔正畸患者

130例(正畸组)及同期健康人群60例(对照组),病
例纳入标准:(1)依从性好,正畸后采用指导的刷牙

及口腔清洁方式;(2)正畸治疗前菌斑指数(plaque
index,PLI)≤20%;(3)治疗前患者的牙周健康,牙
列完整。正畸组均接受恒牙牙颌固定矫正器治疗,
其中男58例,女72例;年龄7~15岁,平均(11.47
±2.86)岁。对照组中男22例,女38例;年龄7~
15岁,平均(10.96±2.73)岁。两组的年龄、性别构

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

性。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本研究方案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 标本采集与细菌培养 分别于术前及术后

1个月、术后3个月采集患者牙龈沟及口腔细菌进

行细菌培养。具体方法:清除患者牙龈菌斑,用棉签

擦干牙面,用无菌纸尖点取后牙龈沟内组织标本,后
将无菌纸放入无菌试管内,滴加600μL蒸馏水,滴
入200μL25%的Chelex-100(购于上海宝曼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56℃温度水浴30min,后振荡15s,
于4℃15000r/min离心10min,取上清液滴入无

菌试管[4]。将采集的标本混匀10倍稀释后,分别接

种于TSBV培养基和脑心浸液血琼脂板,并在37℃
恒温培养箱培养,培养条件:80% N2、10% CO2、

10% H2,无氧培养48h。采用全自动细菌检定仪

(美国Biolog公司)进行药敏试验以及细菌鉴定,按

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协会(ClinicalandLaboratory
StandardsInstitute,CLSI)2010年(M100-S20)标
准判断结果进行药敏试验以及细菌鉴定。

1.3 观察指标 参照文献[5]目测记录PLI,包括

菌斑厚度及数目,0:无菌斑;1:少量菌斑;2:菌斑覆

盖牙面<1/3;3:菌斑覆盖牙面≥1/3。针探牙龈边

缘及牙龈组织,牙龈沟出血指数(sulcusbleedingin-
dex,SBI)0:正常;1:牙龈轻微水肿,无出血;2:牙龈

有水肿且出血;3:牙龈自发性出血或溃疡。探针测

定探诊深度(probingdepth,PD),取后牙龈沟检测

最大值,精确到1mm。记录正畸组术前及术后1个

月、术后3个月和对照组的2个下颌中切牙唇侧近

中、中及远中的PLI、SBI、PD数值,并比较正畸组不

同时间与对照组的牙龈沟液细菌检出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
示,组间两两比较采用t检验;等级资料采用中位数

及四分位间距[M(IQR)]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本研究的数据属于重复测量资料,中位数

检验采用 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广义估计方程,以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牙周临床指标变化情况 正畸组术前与对照

组的PLI、SBI、PD检测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术后1月、术后3月的PLI、SBI、

PD检测水平较术前均显著升高(均P <0.05),正
畸组术后1月、术后3月的PLI、SBI、PD检测水平

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1。

2.2 牙龈沟液细菌分布变化情况 正畸组术前与

对照组的牙龈沟液中球菌、杆菌、梭状菌、螺旋菌、弯
曲菌、丝状菌分布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月、术后3月正畸组的球菌、杆
菌、弯曲菌比例较术前均显著降低,梭状菌、螺旋菌、
丝状菌所占比例则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2。

2.3 牙龈沟液细菌检出情况比较 正畸组术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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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的牙龈沟液中牙龈卟啉单胞菌、核酸杆菌、福
塞氏类杆菌、放线杆菌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术后1月、术后3月正畸组的上述

4种细菌检出率较术前均显著升高(P <0.05),见
表3。

表1 正畸组不同时间与对照组的牙周临床指标变化[M(IQR)]

组别 时间 PLI SBI PD/mm
正畸组(n=130) 术前 0.5(0,1) 0.5(0,1) 1.063±0.107

术后1月 1.5(0,3)*■ 1.5(0,3)*■ 1.293±0.121*■

术后3月 1.5(0,3)*■ 1.5(0,1)*■ 1.169±0.109*■

对照组(n=60) 0.5(0,1) 0.5(0,1) 1.057±0.115
          与组内术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正畸组不同时间与对照组的牙龈沟液细菌分布变化情况(췍x±s)

组别 时间 球菌 杆菌 梭状菌 螺旋体 弯曲菌 丝状菌

正畸组
(n=130)

术前 55.1±1.8 31.2±2.0 4.3±0.8 3.5±0.7 3.1±0.5 2.8±0.6

术后1个月 30.5±1.7* 21.4±1.9* 21.6±1.2* 4.8±0.9* 2.5±0.6* 20.2±1.3*

术后3个月 42.3±1.9* 25.4±1.5* 14.0±1.1* 3.7±0.7* 2.9±0.7* 8.7±0.9*

对照组
(n=60) 54.9±1.6 31.5±1.6 4.2±1.0 3.4±0.6 3.3±0.6 2.7±0.5

    与组内术前比较,*P<0.05。

表3 正畸组不同时间与对照组的牙龈沟液细菌检出情况比较

组别 时间
牙龈卟啉单胞菌 核酸杆菌 福塞类杆菌 放线杆菌

检出数
检出
率,%

检出
数

检出
率,%

检出数
检出
率,%

检出数
检出
率,%

正畸组(n=130) 正畸前 7 5.38 18 13.85 8 6.15 19 14.62
术后1个月 23 17.69* 57 43.85* 42 32.31* 55 42.31*

术后3个月 16 12.31* 45 34.62* 37 28.46* 49 37.69*

对照组(n=60) 3 5.00 8 13.33 5 8.33 8 13.33
      与组内术前比较,*P<0.05。

3 讨 论

  由于口腔固定器治疗儿童牙齿畸形时,其结构

部件会影响唾液缓冲能力,干扰牙齿的自清洁功能,
引起牙菌斑产生及数量增加,影响患者口腔清洁,可
致酸性病菌大量繁殖,加之儿童不勤于牙齿保健及

喜甜食的习惯,易形成儿童龋齿,还会进一步恶化为

牙龈、牙周炎[6]。有研究显示,若对患儿进行治疗,

PLI及SBI可在治疗后1个月内升高程度较明显,
但在3个月后,虽仍高于治疗前水平,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5)[7]。本研究发现正畸组术前与

对照组的PLI及SBI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个月、3个月的PLI及SBI水平

较术前显著增高(P<0.05),但术后3个月检查水

平要低于术后1个月,同时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本组认为在儿童植入固定器早期及时进行

口腔抗菌治疗,可有效抑制炎症发生。PD可准确评

价牙周健康程度[8],有研究认为在固定器矫正初期

时,即使出现牙周炎,人体的PD水平应无明显变

化,而本研究与此不同,术后1个月PD水平较之前

有显著增高,其在3个月后也呈现降低趋势。这可

能因为牙龈出现轻微或假性炎症所致,若患者采取

积极治疗,在一段时间后(如3个月)PD水平可逐渐

恢复正常。但由于本研究未设立不同时间点的平行

对照,不同时间点上观测值的变化可能是“处理”的
作用,也可能是患者病情的自然变化,因此在临床应

用时需谨慎。也提示未来的研究中应设立平行组,
通过组间差别的大小说明处理组效应的大小,并探

索处理因素与时间的交互作用。

  有研究证明[9],后龈沟是口腔内一个沉积物的

滞留空间,约有300多种病菌寄居在其中,约90%
以上为厌氧性细菌,和人体牙周健康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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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畸固定器植入口腔后,其上面附件较多,极易嵌留

各种残渣及分泌沉积物,同时破坏天然口腔生态环

境各细菌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平衡状态[10],且
牙龈沟长时间处于低氧或缺氧状态,这些厌氧聚攀

附在沉积物或者附件上大量繁殖,污染口腔,引起牙

周炎。本研究显示,正畸组术前与对照组的牙龈沟

液中球菌、杆菌、梭状菌、螺旋菌、弯曲菌、丝状菌所

占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术后

1个月、3个月的球菌、杆菌、弯曲菌较术前均显著降

低,梭状菌、螺旋菌、丝状菌所占比例显著增高。潜

在的原因是梭状菌属于耐氧厌氧菌,而螺旋菌、丝状

菌属于厌氧菌,它们均适合后龈沟低氧环境生存并

增殖,而正常人口内多以球菌为主,健康的牙齿环境

被破坏时,术后球菌数量会减少。有研究认为[11-12],
牙龈卟啉单胞菌、核酸杆菌、福塞类杆菌、放线杆菌

与牙周炎的发生呈明显正相关关系,均是关键的致

炎病菌,在正畸后,数量均会显著上升,并随着炎症

恶化程度加重而逐渐增高。在本研究中,术前正畸

组这4类病菌所占比例分布情况和对照组相比无明

显差异(P>0.05)。术后1个月、3个月正畸组的

上述4种细菌检出率较术前均显著升高(均 P <
0.05),且术后3个月检出率低于术后1个月。这也

是因为在矫正初期,牙斑积聚在牙龈处,引起出血,
血清血红素可被4类病菌利用实现自我复制,造成

它们的数量快速倍增,引起炎症,但随着时间发展,
免疫细胞被激活后通过牙周血管进入牙龈发挥抑菌

功能,同时患者也进行药物抗菌治疗,故术后3个月

4类病菌数量下降。

  综上所述,口腔正畸治疗后,会引起口腔微生态

变化,导致致炎病菌数量上升,因此需对正畸治疗患

者的口腔微生态进行动态监测,及时进行干预和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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