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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教学模拟颌架
在口腔正畸进修生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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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口腔正畸学内容灵活抽象袁操作复杂遥 如何使进修生在短时间内既掌握临床操作基本技

能又有较强的正确诊断和矫治设计的临床分析思维能力袁一直是正畸临床教学的难点遥 三维教学
模拟颌架系统能模拟临床矫治过程袁既形象直观又可进行临床操作的规范化训练袁是正畸学教学
的一种科学有效的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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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正畸学是口腔医学的一个重要临床分支学

容抽象复杂袁直观性差袁不易理解遥 此外矫治器部件

科袁主要研究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由于遗传尧环境等

多袁体积小袁构造精细袁无实物观察而要全面清晰掌

因素所致的牙齿尧颌骨尧颅面畸形的病因机制尧诊断

握有一定困难曰再次袁口腔正畸学内容灵活多变袁是

分 析 及 其 预 防 和 治 疗 遥 错 牙合 畸 形 发 病 率 高 达

一门灵活性极强的学科遥 错 牙合畸形的临床表现千变

者危害身心健康 遥 如今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袁越来

对不同患者尧不同病因尧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袁矫治

源愿援愿苑豫袁不仅影响美观袁而且会影响口腔功能袁严重

万化袁病因也因人而异袁矫治方法多种多样遥因此袁针

越多的患者要求进行错 牙合畸形的矫正治疗遥 然而正

计划都有所不同遥短时间内袁学生很难将这些方法灵

畸专业却有其特殊性袁例如院矫治疗程长渊平均 圆 年

活运用袁融会贯通曰最后袁正畸学要求实践操作能力

左右冤袁矫正技术较灵活尧复杂袁专业人才培养周期长

较高袁 正畸医生所掌握的理论知识最终都要通过临

等遥 所以国内外的口腔正畸医学培训都把教育重点

床实践活动才能加以运用袁小到一次托槽的结扎袁大

放在大学本科毕业后的研究生及进修教育 遥 全国

到各种复杂曲的弓丝弯制都需要正畸医生通过亲手

及临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培养遥 我国经过院校培训

正畸治疗的最终效果遥

咱员暂

咱圆暂

现仅有 员远 所医学院校进行正规的口腔正畸学教学

操作才能完成袁 因此临床操作能力的好坏直接左右

的专业正畸研究生非常少袁远远不能满足临床需要遥

渊二冤正畸进修生特点

为解决供需不足的矛盾袁进修教学便成为培养正畸

现行的正畸教学规划在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学任

医师特别是基层医师的重要途径遥 如何提高教学质

务主要是结合讲课尧临床见习和初步实习袁以及实验

量袁就成为一个有现实意义的难题摆在了广大正畸

室和技工室的实际操作袁 使学生初步掌握本专业的

进修生带教教师面前遥

基本知识尧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袁为毕业后的口腔正

一尧 口腔正畸学进修生临床教学特点
渊一冤正畸教学特点
首先袁口腔正畸学的基本理论涉及面较广袁包括
生物学尧生物力学尧机械力学尧材料学以及胚胎学尧遗
传学与人类演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曰其次袁正畸学内

畸学深造和开展科研工作打下基础遥 因此初上临床
的进修生袁其正畸的理论水平参差不齐袁临床实践能
力几乎为零袁对口腔正畸学均无一个具体尧清晰的认
识遥 然而进修生学习培训时间短袁 一般只有 员 年期
限袁 如何使进修生在短短 员 年的时间内既掌握较强

的正确诊断和矫治设计能力袁 又能培养其熟练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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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操作能力一直是正畸学临床教学的难点遥 三维教

拟治疗过程中患者牙齿真实移动的全部变化袁通过这

学模拟颌架系统引入正畸学进修生教学将有效地解

个过程袁进修生们将对力学在正畸牙移动中所起作用

决这个难题遥

的理解变得更加透彻遥 使抽象复杂尧直观性差尧不易理

二尧 三维教学模拟颌架系统的
组成与正畸教学中的优点

解的正畸学内容变得直观尧感性而且生动有趣遥
渊三冤有利于操作训练
三维教学模拟颌架可以使学生于口外完成各种

三维教学模拟颌架系统是一套模拟各类错牙合畸

正畸临床基本操作如托槽的粘接尧 弓丝的结扎等的

形而设计的三维模型 渊图 员冤袁 分为蜡堤和颌架两部

初级训练遥 较传统的正畸进修生带教中直接拿患者

分遥 前者以特质蜡制作而成袁在 远园益恒温水浴中可软

练手的模式相比袁 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进修生

化遥它具有上下牙弓基本形态及各种错牙合表现的牙槽

操作的自信心袁 而且也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和不必要

窝袁在牙槽窝中可插入模拟牙形成各类错位牙畸形模

的医疗纠纷遥

型遥 颌架可三维调整袁形成各类垂直向尧矢状向或横向

渊四冤教学条件易满足

骨性错牙合遥其主要用途在于演示各类错牙合畸形正畸治

购买三维教学模拟颌 架系统及恒温水浴箱即

疗的各个阶段袁在模拟牙齿上粘结固定矫治器袁利用

可遥 而且三维教学模拟颌架中的蜡堤与模拟牙及托

蜡堤遇热变软的特性袁给牙齿施以不同大小和方向的

槽等均可多次重复利用袁不会造成过大经济负担遥

正畸力袁使牙齿模拟治疗过程快速移动袁多用于探索

渊五冤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

牙齿移动机制的离体研究以及教学工作遥将其应用于

相对于过去单一的理论讲授和在石膏模型上学

正畸进修生的临床教学中的优点如下遥

习错牙合畸形的诊断与治疗设计的教学模式袁 三维教
学模拟颌架上的模拟实验使进修生可以生动而形象
地观察袁并理解掌握各类矫治器的特点与应用袁根据
不同的错牙合 袁矫治中通过橡皮圈尧橡皮链尧镍钛拉簧尧
镍钛推簧等对牙齿施以不同的间歇力或持续力实现
颌内尧颌间牵引及方丝转矩的应用袁学会巧妙地设计
牙齿的移动方式尧支抗的控制袁使前牙建立正常的覆
牙合覆盖袁后牙中性尖窝交错袁达到理想矫治效果遥 这
样大大提高了进修生学习正畸知识的主动性袁 在加
强学生操作技能的训练的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对过去
一些较抽象的理论教学知识有了深刻的感性认识遥

三尧三维教学模拟颌架模拟实验的
教学设计及实施
图员

三维模拟颌架的组成

渊一冤理论课讲授
口腔正畸学的理论授课是早期正畸学进修生教

渊一冤时间短

学的主要内容袁在这段时间里要讲解牙列拥挤尧前牙

在 员 天内完成牙齿矫正 圆耀猿 年间的演变过程袁

反 牙合 和前牙深覆 牙合 深覆盖等常见牙颌畸形的诊断

可以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对正畸治疗的各个阶段有整
体的了解遥 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正畸矫治疗程长渊平
均 圆 年左右冤与进修生学习培训时间短渊平均 员 年左

与矫治遥
渊二冤模拟实验
在三维教学模拟颌架上袁学生对于不同的错 牙合

右冤之间的矛盾遥 使其在短时间内可以模拟操作完

畸形袁采用不同的拔牙模式袁采用方丝弓矫治器尧直

成多种类错牙合 畸形的正畸治疗遥

丝弓矫治器进行矫治训练遥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学生

渊二 冤形象直观便于理解

可以进行如下操作院淤操作酸蚀尧清洗尧干燥尧粘结托

学生能够直接近距离观察模拟颌架上各种正畸

槽的全过程曰于演示及操作弓丝弯制及结扎的过程曰

部件例如托槽尧各种弯制曲尧附件等结构袁有利于学

盂将模拟颌架置于 源园益耀缘园益水浴箱内袁 使蜡牙槽

生理解与记忆遥 此外袁在三维教学模拟颌架上袁学生
对牙齿施以不同大小和方向的正畸力后可以快速模

骨软化遥 错位牙在正畸力作用下慢慢移动至正常位
置袁观察牙位变换过程曰榆常温冷却使蜡重新凝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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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齿稳固于蜡牙槽骨内袁演示体会保持过程曰虞演示

学生将理论学习与实践工作有机结合的能力袁 使感

颌间牵引所产生的作用曰愚演示及操作扩弓等复杂

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升华 咱猿暂遥 此外袁通过对进修生上临

错 牙合 的矫 治过 程曰舆操 作去 除 托 槽 尧带 环 尧磨 光牙
面曰余学会活动保持器设计及制作遥

四尧三维教学模拟颌架在口腔正畸进修生
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体会

床前统一规范的三维教学模拟颌架操作训练将有效
地弥补其正畸临床操作能力的欠缺袁 从而避免了常
规进修生教学中用患者进行操作规范化培训的尴
尬遥这点无论从社会学尧伦理学还是法律层面上来讲
都是一次进步遥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正畸科

口腔正畸学是一门对实践操作能力有较高要求

为了更好适应海西建设袁 在进修生的培养模式上不

的学科袁同时它又具有复杂性尧灵活性和抽象性等特

断进行改革与探索袁 于 源 年前将三维教学模拟颌架

点遥 正畸进修生培训的教学任务重袁教学时间短遥 如
何完成好进修生的培养一直以来都是正畸学教学的

引入进修生的临床教学培训中袁现已取得良好效果袁
并得到了正畸带教老师与进修生的一致好评遥

一个难点遥 三维教学模拟颌架利用蜡堤遇热变软的

综上所述袁 将三维教学模拟合架系统引入到正

特性袁使牙齿模拟治疗过程快速移动遥 这样一来就

畸进修生的教学中是对正畸进修生培养方式的一种

能很好解决正畸病例疗程长而进修时间短之间的矛

有效改进袁 使得进修生教学工作朝着更科学合理的

盾袁使得学生在短时间内能亲手完成各种常见的错

方向发展袁有益于进修医师业务水平的提高袁必将有

牙合 畸形的治疗袁从而对正畸治疗的各个阶段有整体

利于我国正畸事业的发展袁值得推广遥

的了解袁能更好理解各矫正阶段所制定的矫正目标
的实际意义遥 错位牙齿的矫正需作三维方向移动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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