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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未拔除前倾或水平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的正畸治疗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例接受正畸治疗且未拔除并竖

直前倾或水平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的患者资料。患者采用直丝弓矫治技术与粘结颊面管分次排齐法治疗,并于矫治前后行头颅

定位侧位片、全颌曲面断层片检查,比较下颌第三磨牙与其近中邻牙近远中倾斜角变化、矢状方向上移动距离及面部垂直高度

变化。结果:矫治前、后,第二和第三磨牙牙长轴的夹角(牙合向)、下颌升支后缘切线与第三磨牙长轴的夹角(牙合向)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下颌升支后缘切线与第二磨牙牙长轴的夹角(牙合向)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8牙合面

中点在下颌平面上的投影至下颌角点在下颌平面上的投影间的距离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7(或6)牙合面中点在

下颌平面上的投影至下颌角点在下颌平面上的投影的距离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牙合平面角、下颌平面角、Y轴角
(面轴角)、下前面高及下前面高与全面高之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良好把握治疗适应证和矫治时机,正
畸治疗在未拔除前倾或水平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的应用中可获得满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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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的进化和食品的改进,第三磨牙阻生
率明显增大[1],由此引发的阻生牙急性冠周炎及颌
面部间隙感染、阻生牙拔除术的发生率亦明显增大,
而在正畸的临床治疗中,部分患者因个体因素,需要
选择拔牙矫治,保留并竖直阻生的第三磨牙,以替代
缺失的牙齿。本文对2009年5月至2015年5月于
本院接受正畸治疗并保留竖直前倾或水平阻生下颌
第三磨牙的20例患者临床资料进行总结,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5月至2015年5月于广西医科大
学附属民族医院口腔科就诊、需要正畸治疗且未拔
除并竖直前倾或水平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的患者

20例,其中男6例,女14例;年龄16~26岁,平均
(21.57±5.35)岁;安氏Ⅰ类6例,安氏Ⅱ类12例,
安氏Ⅲ类2例;骨性Ⅰ类9例,骨性Ⅱ类11例;均角

11例,高角9例。竖直阻生下颌第三磨牙共27颗
(拔双尖牙后竖直8的4颗,拔6后竖直8的16颗,
拔7后竖直8的7颗)。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女性≥16岁,男性≥18岁,恒牙
列;(2)减数龋坏的下颌第一或第二磨牙,或减数双
尖牙;或有下颌第一或第二磨牙或双尖牙缺失;(3)
下颌拔牙侧第三磨牙存在,且前倾或水平阻生,冠根
发育基本正常,矫治后可与上颌第二或三磨牙建立

尖窝相对的咬合关系;(4)知情同意并配合正畸竖直
治疗者;(5)牙周状况良好,无颞下颌关节功能异常;
(6)全身情况良好。排除纳入标准以外的其他情况。
1.3 观察指标

  (1)第三磨牙与其近中邻牙近远中倾斜角变化
(见图1);(2)第三磨牙与其近中邻牙在矢状方向上
移动的距离(见图2);(3)面部垂直高度的变化。
1.4 矫治方法和时机

  所有患者均采用直丝弓矫治技术矫正,利用拔
牙或缺牙间隙常规排齐整平阻生牙之外的牙弓,解
除前牙拥挤和或前突,将拔牙或缺牙间隙远中的磨
牙前移,开辟出足够容纳竖直后第三磨牙的空间,待
上、下牙弓关系已基本正常后开始竖直第三磨牙;均
采用多次调节颊面管位置、连续弓丝逐步竖直法。
每次黏接颊面管时,使之与牙合平面约成30°,直至第
三磨牙基本竖直,最后更换镍钛方丝、不锈钢方丝进
一步调整第三磨牙位置。弓丝遵循由细到粗、由软
到硬、由圆到方的原则,从0.012镍钛圆丝到0.019
×0.025不锈钢方丝顺序更换。
1.5 测量方法

1.5.1 测定下颌第三磨牙及其近中邻牙倾斜角变
化 在全颌曲面断层片上,通过定点描图(其中牙长
轴为通过牙冠牙合面中点和牙根根分歧点的直线,见
图1)。分别测量矫治前、后的∠1、∠2、∠3的角度。
1.5.2 测定第三磨牙与其近中邻牙矢状方向上移
动的距离 在头颅定位侧位片上,以经过颏底点与
下颌下缘相切的线作为下颌平面(见图2),分别测
量其矫治前、后L1与L2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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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和第三磨牙牙长轴的夹角(牙合向);∠2:下颌升支后
缘切线与第三磨牙长轴的夹角(牙合向);∠3:下颌升支后缘切
线与第二磨牙牙长轴的夹角(牙合向)。

图1 磨牙轴倾角变化测量图

L1:8牙合面中点在下颌平面上的投影到下颌角点在下颌平面
上的投影间的距离;L2:7(或6)牙合面中点在下颌平面上的投
影到下颌角点在下颌平面上的投影的距离。

图2 磨牙矢状向上移动的距离

1.5.3 测定面部垂直高度 在头颅定位侧位片上,
用常规 头 颅 侧 位 片 描 记 法,选 择 硬 组 织 标 记 点

12个、牙性标记点2个、参考平面2个,分析能较客
观反映面部垂直高度项目:(1)牙合平面角(OP-SN);
(2)下颌平面角(SN-MP);(3)Y轴角或面轴角(Y
axis);(4)下前面高(ANS-Me);(5)下前面高与全面
高之比(ANS-Me/N-Me),分别测量其矫治前、后
值。
  所有患者矫治前、后头颅定位侧位片、全颌曲面
断层片均由同一技师在同一机器上拍摄,并由同一
位医师按同一标准在1周内用5H笔在硫酸纸上描
绘,每片重复测量3次,取其平均值。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及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
s)表示,矫治前、后采用配对t检验;以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总体治疗情况

  所有患者均按计划完成正畸治疗,疗程23~
39个月,平均(31.25±8.32)个月。27颗前倾或水
平阻生的下颌第三磨牙全部竖直萌出,达到正常的
牙合平面,与对颌牙建立尖窝相对的咬合关系,与邻牙
邻接关系良好,无颊舌向扭转等。竖直的第三磨牙
与其近中邻牙基本平行,X线片显示原阻生牙牙冠
所占的位置被正常牙槽骨组织代替。
2.2 矫治前、后磨牙倾斜度的变化

  ∠1及∠2矫治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3矫治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
2.3 磨牙在水平方向上移动距离变化

  L1矫治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L2矫治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4 矫治前、后面部垂直高度的变化

  矫治前、后,OP-SN、SN-MP、Yaxis、ANS-Me
及NS-Me/N-Me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3。

表1 矫治前、后牙齿倾斜度比较(°,췍x±s)
指标 矫治前 矫治后 t P
∠1 59.11±26.15 7.36±4.47 7.710 0.001
∠2 83.60±22.90 27.50±10.60 7.776 0.026
∠3 24.10±9.99 25.10±6.95 -0.443 0.241

表2 磨牙在水平方向上移动的距离比较(mm,췍x±s)
指标 矫治前 矫治后 t P
L1 24.17±4.36 25.33±3.96 -1.052 0.317
L2 30.40±3.40 36.00±3.80 -5.430 0.001

表3 矫治前、后面部垂直高度比较(췍x±s)
指标 矫治前 矫治后 t P

OP-SN/° 17.10±6.70 18.60±6.90 -1.350 0.902
SN-MP/° 34.90±5.80 34.00±8.30 -0.829 0.528
Yaxis/° 69.50±2.90 66.70±11.60 -0.649 0.134

ANS-Me/mm 64.10±5.40 64.20±4.60 -0.194 0.756
ANS-Me/N-Me 57.90±2.10 59.50±4.00 -1.102 0.350

3 讨 论

3.1 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竖直的意义和必要性

  由于人类演化,第三磨牙阻生率明显增加,尤其
是下颌第三磨牙近中阻生[1],且口腔卫生欠佳,磨牙
发生龋坏的概率较大,易致残冠、残根甚至缺失。在
正畸临床治疗中,根据病牙优先拔除的原则,矫治设
计时往往选择将龋坏的第一或第二磨牙拔除,保留
阻生的第三磨牙,既解决了正畸的问题(拥挤、前突
等),又避免了由缺牙带来的修复或种植问题,磨牙
和前磨牙在数量和功能上更接近口腔的自然状况,
是解决这类问题较为理想的方法。对于部分拔除双
尖牙矫治的患者,随着下颌后牙的前移,亦可获得下
颌第三磨牙萌出所需的空间,此时若上颌第三磨牙
存在且发育正常,保留并矫治阻生的下颌第三磨牙
可以增加咀嚼牙单位,提高咀嚼效率,同样具有较大
的临床意义。
  研究表明,影响第三磨牙萌出的主要因素是萌
出间隙和倾角[2]。成人拔牙矫治可以增大第三磨牙
的萌出间隙,改善第三磨牙倾角[3],但不能保证第三
磨牙的正常萌出[4]。因此,当磨牙前移,开辟出足够
第三磨牙的萌出空间后,针对阻生第三磨牙的正畸
竖直治疗就 显 得 尤 为 必 要。本 文 的 研 究 对 象 为

16岁以上青年,第三磨牙的发育基本完成,前移磨
牙开辟出足够的萌出空间后均可不同程度萌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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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出状态均不理想,均需进一步的正畸治疗。
3.2 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竖直的适应证

  把握是否符合保留并正畸治疗竖直前倾、水平
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的要求需注意[5-8]:(1)下颌第三
磨牙存在且牙体大小形态正常(不是过小牙或畸形
牙),前倾、水平阻生,牙根发育正常,无吸收、粘连或
阴影,必要时结合X线片或CT扫描;(2)矫治后可
与竖直的下颌第三磨牙建立咬合关系的上颌磨牙
(不一定是上8)存在且发育基本正常,无牙根吸收、
粘连或阴影,必要时应结合X线片或CT扫描分析
判断;(3)竖直空间足够:正畸拔除前磨牙或第一、第
二磨牙治疗后,或利用缺牙间隙解除前牙拥挤和
(或)内收解除了前牙前突,阻生下颌第三磨牙之前
的拔牙或缺牙间隙已关闭后,下颌有足够的空间容
纳直立后的第三磨牙者;(4)成人均角型、后牙前移
较少的成人低角型患者及后牙前移较多的成人高角
型患者。对于后牙前移较少(下颌强支抗)、有开牙合
倾向的成人高角型患者慎用。
3.3 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竖直的方法

  有研究指出[9],在阻生磨牙颊面粘颊面管,结合
片段正轴辅弓和螺旋推簧进行磨牙竖直,但不易清
洁,且对埋伏较深的水平阻生磨牙操作难度大,多需
配合手术去骨,暴露阻生磨牙的颊面,增加了感染和
创伤的机会。缪耀强等[5]在阻生磨牙之近中邻牙上
粘焊有多曲推簧的带环,结合自制小拉钩竖直阻生
磨牙,但制作和焊接显繁琐,且不利于清洁。各种弯
有T形曲、靴形曲、U形曲、小圈曲的竖直辅弓既容
易刺激黏膜又不利于清洁。利用种植支抗竖直磨牙
牢固、可靠、舒适,但费用较高且植入手术增加了感
染和创伤的机会。本研究采用粘接颊面管分次排齐
法,主要是考虑其装置简单,易于清洁,力量柔和,对
周围组织和黏膜刺激较小,阻生牙之前的牙齿不需
连轧也不发生倾斜,矫治后27颗阻生下颌第三磨牙
之近中邻牙的倾斜度(∠3)均无明显变化,前倾或水
平阻生的下颌第三磨牙均被竖直,萌出到正常的牙合
平面,与上颌牙建立良好的咬合关系,近中邻牙均没
有出现远中倾斜、舌向扭转等支抗丢失现像,X线曲
面断层片示原阻生牙冠所占的位置为正常牙槽骨组
织所代替,下颌第三磨牙与其近中邻牙牙轴基本平
行,这充分展示了本研究所采用方法的实用性和优
越性。
3.4 磨牙在矢状方向上移动的距离分析

  理论上说,临床上阻生下颌第三磨牙冠会随着
下颌第二磨牙的前移同步“跟进”,但Slodov等[10]指
出阻生牙竖直时作用力不通过抗力中心,其竖直的
生物力学原理是旋转运动与向后平移运动的结合。
本文对该20例患者资料进行分析亦发现,矫治后下
颌第三磨牙并未随下颌第二磨牙同步“跟进”,甚至
观察到个别存在下颌第三磨牙后移的现象,与上述
文献的观点相符。
3.5 矫治前、后面部垂直高度的变化分析

  本研究中,前倾、水平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竖直治
疗后,牙合平面、下颌平面、颏部均未发现有明显的向

上或向下的旋转;面下1/3高度、面下1/3比例均未
发现明显变化。考虑一方面因选择竖直的磨牙均有
对颌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伸长的作用,另一方
面则是所选病例均为拔牙矫治、后牙前移较多者,咬
合支点前移,逆时针旋转下颌,面下1/3高度有减小
趋势,这个作用正好与治疗中Ⅱ类颌间牵引伸长下
后牙顺时针旋转下颌的作用相抵,导致最终面部高
度及下颌平面角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对具有治
疗条件的患者,在矫治中坚持轻力原则,竖直阻生下
颌第三磨牙不会导致面部垂直高度的增加,但对于
后牙前移较少(下颌强支抗)、有开牙合倾向的成人高
角型患者仍需慎用。
  综上所述,良好把握治疗适应证和矫治时机,正
畸治疗在未拔除前倾或水平阻生下颌第三磨牙的应
用中可获得满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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