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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利用锥形束 悦栽渊糟燥灶藻鄄遭藻葬皂 糟燥皂责怎贼藻凿 贼燥皂燥早则葬责澡赠袁悦月悦栽冤检测牙槽突裂植骨术植入骨量的准确性遥 方法院对 员圆 例

单侧牙槽突裂患者实施自体髂嵴松质骨植骨术遥 术前利用 悦月悦栽 测算牙槽突裂隙体积袁根据计算结果指导术中植骨量曰术中利
用注射器压缩法计算实际植骨量袁计算与术前 悦月悦栽 测算牙槽突裂骨缺损体积比值的平均值曰术后 员 周利用 悦月悦栽 对植入骨量
进行测量袁与术中实际植骨量数据进行比较分析遥 结果院术中实际植入骨量体积与术前 悦月悦栽 测算牙槽突裂骨缺损体积比值的

平均值为 员援源猿 依 园援园苑遥 术后测量体积与术中实际植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术后 悦月悦栽 测量牙槽突裂植骨量准
确性为渊怨苑援愿园 依 员援缘园冤豫遥 结论院悦月悦栽 可以准确地评估牙槽突裂裂隙体积及手术植骨体积袁具有指导手术及进行术后评价的临
床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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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槽突裂是胚胎发育期球状突与上颌突融合障
碍所致袁常与唇腭裂相伴发袁对患者的生理尧心理会
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遥 目前修复牙槽突裂的主要手
段是牙槽突裂植骨术袁恢复牙弓及牙槽骨连续性袁为
牙齿的萌出提供支持袁并改善上唇和鼻翼基底部的
塌陷遥 植骨术前外科医生需对患者牙槽突缺损进行
评估袁了解裂隙的大小和解剖位置袁同时由于植入骨
质会发生部分吸收袁术后需随访掌握植入骨存活情
况并及对吸收情况作影像学的评估遥 上颌咬合片和
全景片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影像学评估方法袁但由
于其仅能形成平面影像袁评价的精确性和有效性存
在不足遥 近年来袁 锥体束 悦栽 渊糟燥灶藻鄄遭藻葬皂 糟燥皂责怎贼藻凿
贼燥皂燥早则葬责澡赠袁悦月悦栽冤因具有放射剂量小尧空间分辨率
高尧使用方便尧费用合理等优点袁逐渐应用于口腔颌
面部疾病研究咱员原猿暂遥 本研究运用 悦月悦栽 对单侧牙槽突
裂患者进行植骨术前及术后测量袁并与术中实际植
入骨量的数据进行比较袁 评价 悦月悦栽 对牙槽突裂植
骨术植入骨量检测的准确性及临床应用价值遥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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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口腔医院颌面外科单侧牙槽突裂植骨修复术患
者 员圆 例袁其中男 苑 例尧女 缘 例袁年龄 愿耀员圆 岁袁平均
年龄 员园援圆 岁遥
员援圆

方法

采用扫描装置为 晕藻憎栽燥皂 灾郧蚤 悦月悦栽渊澳大利亚

陨晕蕴陨晕耘 公司冤遥 首先对 员圆 例患者进行术前 悦月悦栽 扫

描袁放射参数分别为 员员园 噪灾尧缘 皂粤袁曝光时间 猿援远 泽袁
扫描层厚为 园援圆 皂皂遥 将获取的数据以 阅蚤糟燥皂 的格式
转移到 杂蚤皂孕造葬灶贼 员员援园源 软件中袁 进行三维重建分析

渊图 员粤耀阅冤袁并在冠状尧矢状及水平 猿 个方位对裂隙

部位进行人工圈定袁标记为黄色渊图 员耘耀匀冤袁计算牙

槽突裂的缺损体积遥 每个病例测算 猿 次袁取平均值遥
牙槽突裂植骨术中袁以术前 悦月悦栽 扫描预测牙槽

突骨缺损区体积为参照袁考虑到术后植入骨将发生不
同程度的吸收而适当增加约 缘园豫取骨量咱源暂袁术中取出
患者髂嵴松质骨后袁 将其剪碎后紧密压入 缘 皂造 无菌

注射器内袁标记管内高度袁植骨结束再次标记袁两者相
减即为术中实际植入骨量遥

植骨手术后 员 周再次进行 悦月悦栽 扫描袁由于新植

入骨与牙槽突影像很容易区分渊图 圆粤耀阅冤袁仍然采用

上述方法进行描点袁标记为绿色渊图 圆耘耀匀冤袁计算出植
入骨的体积袁每个病例同样测算 猿 次袁取平均值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 员猿援园 统计软件对 悦月悦栽 术后测算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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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耀阅院术前牙槽突裂骨缺损区 悦月悦栽 扫描三维图像曰耘耀匀院术前牙槽突裂骨缺损区 悦月悦栽 扫描三维模拟描点图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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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牙槽突裂骨缺损区 悦月悦栽 扫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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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耀阅院术后牙槽突裂植骨区 悦月悦栽 扫描三维模拟图像曰耘耀匀院术后牙槽突裂植骨区 悦月悦栽 扫描三维模拟描点图像遥

图圆

术后牙槽突裂植骨区 悦月悦栽 扫描方法

入骨量与术中实际植入骨量进行相关分析袁采用配

对 贼 检验袁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计算 悦月悦栽
术后测算植入骨体积对植骨术中实际植入骨体积检

算植入骨体积对术中实际植入骨体积检测的准确性
为渊怨苑援愿园 依 员援缘园冤豫遥
表员

测的准确性袁计算公式为渊员原渣悦月悦栽 术后测算植入骨
体积原术中实际植入骨体积渣 辕 术中实际植入骨体积冤

病例

伊员园园豫曰 并且计算术中实际植入骨量与术前 悦月悦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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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牙槽突裂骨缺损体积比值的平均值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术前 悦月悦栽 测算牙槽突裂骨缺损体积

术前 悦月悦栽 测算牙槽突裂骨缺损体积与术中实

际植骨量对比见表 员袁 术前 悦月悦栽 测算牙槽突裂体
积平均为渊员援园远 依 园援园怨冤糟皂猿袁术中测量植入骨体积平
均为渊员援缘员 依 园援员圆冤糟皂猿袁术中实际植入骨量体积与术
前 悦月悦栽 测算牙槽突裂骨缺损体积比值的平均值为
员援源猿 依 园援园苑遥
圆援圆

术后 悦月悦栽 测算植入骨体积

术后 悦月悦栽 测算植入骨体积与术中注射器压缩

法测量实际植入骨体积对比见表 员袁 两组体积测量

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术后 悦月悦栽 测算

植入骨体积平均为渊员援缘猿 依 园援员员冤糟皂猿袁术后 悦月悦栽 测

猿

术前尧术中及术后 猿 种方式体积测定的数值
渊糟皂猿冤
体积检测
术前 悦月悦栽 测算 术中测量 术后 悦月悦栽 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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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悦月悦栽 是在 悦栽 基础上发展的影像学技术袁 对颅

面部骨骼有良好成像效果咱缘原远暂遥 与传统 悦栽 相比袁悦月悦栽
具有其独特的优点袁 首先 悦月悦栽 使用类似全景 载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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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艳彬等院锥形束 悦栽 在牙槽突裂植骨术中的应用研究

机低能耗的阳极管袁 围绕患者旋转 员 周即可收集到

察植骨术后牙槽嵴状况袁提供精准数据袁有利于下一

只对需要检查的部位进行照射袁 从而有效减少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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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三维容积数据袁而且 悦月悦栽 的视窗可以调节袁
区域袁降低了照射剂量 咱员袁远暂曰其次 悦月悦栽 采用锥形束

步治疗计划的制定遥

提高成像精度遥 而且 悦月悦栽 影像可以由接诊医师直
目前国内外已有一些学者运用 悦月悦栽 对牙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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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对牙槽突裂植骨术后骨吸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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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槽突裂植骨术植骨量进行量化比较分析遥 牙槽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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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植骨术是唇腭裂序列治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袁目前为止由 月燥赠灶藻 和 杂葬灶凿泽 咱怨暂于 员怨苑圆 年采用髂
骨松质骨修复牙槽突裂的自体骨植骨术仍被当作

牙槽突裂移植的金标准而被广泛使用遥 接受牙槽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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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平均值为 员援源猿 依 园援园苑袁表明植入骨量超过术前

测算值的 源猿豫袁基本达到适当增加约 缘园豫取骨量的
要求袁以防术后植入骨发生不同程度的吸收咱源暂遥

在进行牙槽突裂术后正畸治疗时会发生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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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侧牙齿松动脱落的情况袁这是由于植入骨唇腭

长情况的精确掌握对患者的后续治疗尤为重要遥 传
统的上颌咬合片或者全景片均不能提供有效的三

维视角袁而 悦月悦栽 可以做到袁同时 匀葬皂葬凿葬 等咱员员暂对植
骨区采用 悦月悦栽 检查后认为袁悦月悦栽 能清晰地显示

移植骨与周围骨的界限遥 据此袁 本研究通过 悦月悦栽
对牙槽突裂植骨区进行扫描袁获得患者术后植入骨
三维重建模型及三维方向的测量值袁 采用 杂蚤皂鄄

孕造葬灶贼员员援园源 软件计算出植入骨体积袁 并与术中实测

植骨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说明 悦月悦栽 对牙槽

突裂植入骨量化分析的精确性遥 这便于我们随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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