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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研究正畸矫治结束后戴用哈雷保持器与压膜保持器对后牙咬合关系的调整效果遥 方法院源园 名青少年正畸患者

直丝弓矫治结束后随机分为两组袁分别戴用哈雷保持器和压膜保持器袁使用硅橡胶制取矫治结束及保持 远 个月的后牙区咬合记

录袁扫描后录入计算机袁使用 陨皂葬早藻 栽燥燥造 猿援园 软件计算咬合接触区的面积袁前后相减得出保持前后咬合接触面积增加值袁贼 检验分
析两组间差异遥 结果院哈雷保持器组的后牙咬合接触面积和接近接触面积增加值均显著高于压膜保持器组遥 结论院正畸矫治结
束后戴用哈雷保持器更有利于后牙咬合关系的生理性调整遥
咱关键词暂 保持器曰 正畸曰 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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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矫治结束后袁由于牙周软硬组织的改建以
及咬合的平衡改建尚未完成袁牙齿有回到矫治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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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畸患者中选择 源园 例袁年龄渊员源援猿 依 圆援源冤岁遥 病例

选择标准为直丝弓矫治结束袁未拔牙袁磨牙和尖牙关

置的趋势袁因此需要继续戴用保持器来维持牙齿的

系中性袁 后牙无龋或充填体袁 颞下颌关节功能无异

员 年内全天戴用袁并至少戴 圆 年袁直至牙齿能稳定在

员援圆

位置遥 保持器通常需要在矫治器拆除后的 远 个月至
矫治后的位置上遥 正畸临床上袁活动保持器以哈雷

保持器和透明压膜保持器较为常用遥 有统计表明压
膜保持器因其良好的美观性和舒适性袁比传统哈雷

保持器更受欢迎 遥 然而袁压膜保持器相比于传统哈
咱员暂

雷保持器的优越性仍受质疑遥

前牙区的排列对于患者的美观效果至关重要袁
而后牙区却承担着更为重要的咬合功能遥 建立理想
的咬合关系是正畸治疗的首要目标袁且只有具备了
良好的尖窝交错关系才能更好地行使咀嚼功能袁并

常遥 病例随机分为两组袁每组 圆园 例遥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戴用保持器

两组患者达到矫治标准后首先拆除磨牙带环袁

黏颊面管牵引关闭带环间隙遥 哈雷保持器组于托槽
拆除前取模袁修整模型制作哈雷保持器袁约 员 周后保
持器制作完成袁拆除全部托槽袁开始佩戴保持器遥 压

膜保持器组患者一次性拆除全部托槽袁 当天完成保
持器制作并佩戴遥 两组患者除进食外全天佩戴遥
员援圆援圆 制取咬合记录

咬合记录分两次制取袁 分别为保持器初戴日和

有助于维持矫治效果的稳定 遥 戴用保持器期间袁后

戴用 远 个月后遥制取时袁首先训练患者咬合于牙尖交

但不同的保持器其效果仍存争议 遥 本研究通过测

硅橡胶印模材料渊陨皂责则蚤灶贼 陨陨 郧葬则葬灶贼袁猿酝 耘杂孕耘袁美国冤

咱圆暂

牙会进行生理性调整以达到更为紧密的咬合关系袁
咱猿暂

量保持前后咬合接触面积的方法袁比较哈雷保持器
和压膜保持器的保持效果袁为临床医师合理选择保
持器提供依据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就诊

错位袁通过触摸双侧咬肌指导其咬合力量袁然后使用

置于下颌双侧第一磨牙和前磨牙上袁 要求患者紧咬
牙至最大牙尖交错位约 猿园 泽遥

修整咬合记录袁 下颌牙咬合面向下平行放置于

扫描仪上袁精度设置为 猿园园 凿责蚤 扫描遥 扫描后的图像
使用 陨皂葬早藻 栽燥燥造 软件描计出下颌第一磨牙及前磨牙
的外形线袁计算出基于 圆缘远 灰阶的像素频数分布遥

切割 苑 块厚度各异的硅橡胶块袁 扫描并计算其

灰度值遥基于厚度和其相应的灰度值袁绘制硅橡胶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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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灰度的关系曲线渊图 员冤遥 应用此曲线计算出厚

度在 缘园 滋皂 以下及 缘园耀猿缘园 滋皂 相应的灰度值范围遥
小于 缘园 滋皂 代表接触袁缘园耀猿缘园 滋皂 代表接近接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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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出戴用两种保持器前后的接触面积及接近

平衡尧牙槽骨及肌肉动力平衡的改建尚未完成尧咬合

接触面积袁前后相减得出保持前后两种保持器的接

平衡尚未建立等原因袁 牙齿仍有回到矫正前位置的

触面积和接近接触面积增加值遥

趋势袁即为复发袁因此需要戴用保持器来维持矫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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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牙齿位置和咬合关系遥 保持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维持牙齿的位置袁 但随着牙周组织的改建以及咬合
力的作用袁牙齿的移动是不可避免的遥牙齿的轻微移
动有助于增加咬合接触面积袁使咬合更加稳定袁并提
高咀嚼效率袁这样的牙齿移动称为生理性调整咱源暂遥 理

想的保持器应当在防止复发的同时允许牙齿的生理
园

缘园

图员

员园园
灰度值

员缘园

圆园园

性移动遥
临床中最为常用的活动保持器为哈雷保持器和

硅橡胶厚度与灰度值对应曲线

压膜保持器遥 哈雷保持器由塑料基托和不锈钢丝部

统计学分析

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软件对两组的接触面积和

接近接触面积增加值进行 贼 检验袁 分析其统计学差
异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圆援员

件组成袁与牙齿的颊舌面为线接触或较小的面接触袁
没有覆盖牙齿咬合面的部分袁因此袁可以允许后牙发
生轻微的扭转或轴倾袁 且不会妨碍牙齿的垂直向运
动袁有利于咬合接触面积的增加遥压膜保持器为厚度

为 员援园 皂皂 的塑料膜片经加热负压成型制成袁与后牙

果

的颊舌面和咬合面全面接触袁限制力较强袁不利于牙

保持器戴用情况

齿的生理调整袁 所以咬合接触面积增加值明显少于

两组患者均能按时佩戴保持器袁期间未发生保

哈雷保持器组遥因此袁我们认为主动矫治结束后戴用

持器损坏或丢失情况遥 哈雷保持器组的患者普遍反

哈雷保持器有助于牙齿的生理性调整袁 其效果优于

映戴用早期有发音不清尧流口水等情况袁个别患者有

压膜保持器遥在以往的研究中袁研究者多采用计数接

未诉明显异物感袁且对发音影响较小袁美观效果也更

验中袁我们采用测量咬合接触面积的方法袁相比之下

恶心症状袁戴用 员 周后较为改善曰压膜保持器组患者
为理想遥
圆援圆

触点数量来比较不同保持器的保持效果 咱缘暂袁在本实
更为精确遥

后牙咬合接触面积变化

由于进食时保持器需取下袁 咀嚼运动产生的咬

如表 员 所示袁经过 远 个月的保持袁戴用哈雷保持

合力对牙周组织产生刺激袁 将有助于牙齿的咬合调

戴用压膜保持器者增加了渊园援猿员 依 园援员园冤皂皂 袁两者相

保持器可能产生干扰袁若继续将其强行戴入袁又会将

器的患者后牙接触面积增加了渊园援源源 依 园援员愿冤皂皂 袁而
圆

圆

比有统计学差异渊孕 越 园援园员冤遥 哈雷保持器组的后牙咬
合接近接触面积增加值为渊猿援缘苑 依 园援苑猿冤皂皂 袁显著优
圆

于压膜保持器组的渊圆援愿猿 依 园援愿员冤皂皂 渊孕 越 园援园园缘冤遥 由
圆

此可以看出袁戴用哈雷保持器的患者后牙咬合接触面
积和接近接触面积均显著高于压膜保持器组遥
表 员 两组后牙咬合接触面积增加值
实际接触
哈雷保持器组
压膜保持器组
贼值

猿

讨

接近接触

牙齿推回到原来的位置遥 如此反复的牙齿移动是否
会对牙周组织造成伤害尚需进一步研究袁 这点对于

压膜保持器更应引起重视咱远暂遥 因此袁在保持期复诊时
临床医师应仔细检查保持器和牙齿之间是否有干

扰袁 患者后牙区是否有牙齿松动并及时对保持器进
行调磨袁 在不会引起畸形复发的前提下为牙齿的生
理性调整提供空间遥
本研究还发现袁 咬合面积增加值较多的患者往

园援源源 依 园援员愿

猿援缘苑 依 园援苑猿

往是那些初始咬合接触面积值较小者袁 可能是这些

圆援苑员源

圆援怨愿苑

系袁因此在保持阶段出现了较大的牙齿生理性调整遥

园援猿员 依 园援员园
园援园员园

孕值

渊皂皂圆袁灶 越 圆园冤

整袁使咬合更加紧密遥 牙齿在发生轻微移动后袁和原

圆援愿猿 依 园援愿员

患者在主动矫治后期未能达到较好的后牙咬合关

园援园园缘

这与 月葬泽糟蚤枣贼糟蚤 等咱源暂的结论相符袁在保持器的选择上袁

论

主动矫治结束后袁由于牙周膜纤维张力未恢复

他建议矫治结束后如果需要牙齿的生理调整则佩戴
哈雷保持器袁若咬合接触关系已经非常理想袁则使用
压膜保持器遥 这点对临床正畸医师选用合适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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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遥 尽管在保持阶段牙齿会发生
生理性调整袁仍然强调在主动矫治后期阶段建立良
好的咬合关系袁而不应寄希望于戴用保持器后的生

咱圆暂

理性调整遥

般佩戴 员 周后会慢慢适应袁但位于前牙唇侧的不锈

咱猿暂

钢丝对美观效果有明显影响遥 压膜保持器由透明膜
片制成袁其较小的异物感和较好的美观效果受到了
更多患者的青睐袁但长期佩戴效果及其对颞下颌关

咱源暂

不甚理想袁但其对保持阶段后牙区的咬合调整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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