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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地区中国人下颌第一恒磨牙根管形态的锥形束 悦栽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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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通过锥形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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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华东地区下颌第一恒磨牙不同根管形态及其发生

率袁 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遥 方法院 随机抽取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放射科行 悦月悦栽 检查的患者图像资料袁 参照

灾藻则贼怎糟糟蚤 分类法统计分析健康尧未经治疗尧发育完全的下颌第一恒磨牙的根管形态遥 结果院共获取 苑远远 例患者渊员猿苑 例患者单侧下
颌第一恒磨牙缺失冤的 员 猿怨缘 颗下颌第一恒磨牙的 悦月悦栽 图像数据遥 下颌第一恒磨牙双根的发生率大约为 远愿援缘豫袁猿 根的发生率

为 猿员援源豫曰猿 根管的发生率为 缘苑援怨豫袁源 根管的发生率为 猿愿援缘豫遥 近中根大多拥有 圆 个根管遥 大部分的远中根均为 灾藻则贼怎糟糟蚤 陨 型袁

近中牙根的根管形态比较复杂袁下颌第一磨牙拥有 远 种不同的根管形态遥 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根的个体发生率为 猿缘援猿豫遥 男

女性别间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下颌第一恒磨牙远舌根双侧对称性的发生率为 远园豫袁且右侧大于左侧袁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下颌第一恒磨牙根管形态及数目具有多样性袁悦月悦栽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来辨别分析下颌磨牙的根

管形态袁为根管治疗提供参考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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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泽藻 燥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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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燥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 则燥燥贼 葬灶凿 糟葬灶葬造 皂燥则责澡燥造燥早赠 燥枣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蚤灶 悦澡蚤灶藻泽藻 蚤灶凿蚤增蚤凿怎葬造泽

允蚤葬灶早 晕葬灶员袁圆袁在澡燥怎 在澡燥怎员袁猿袁在澡燥怎 再葬燥员袁圆袁再怎 允蚤灶澡怎葬员袁圆袁杂怎灶 悦澡葬燥员袁源袁在澡葬灶早 郧怎葬灶早凿燥灶早员袁圆鄢
渊员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藻 燥枣 杂贼燥皂葬贼燥造燥早赠袁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曰圆阅藻责葬则贼则皂藻灶贼 燥枣 耘灶凿燥凿燥灶贼蚤糟泽袁杂贼燥皂葬贼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曰猿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韵怎贼鄄责葬贼蚤藻灶贼 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袁杂贼燥皂葬贼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园曰源陨皂葬早藻 杂藻糟贼蚤燥灶袁杂贼燥皂葬贼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藻增葬造怎葬贼藻 贼澡藻 则燥燥贼 葬灶凿 糟葬灶葬造 皂燥则责澡燥造燥早赠 燥枣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蚤灶 悦澡蚤灶藻泽藻 蚤灶凿蚤增蚤凿怎葬造泽 怎泽蚤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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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悦月悦栽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粤 贼燥贼葬造 燥枣 苑远远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燥枣 悦澡蚤灶藻泽藻 凿藻泽糟藻灶贼 憎蚤贼澡 澡藻葬造贼澡赠袁憎藻造造鄄凿藻增藻造燥责藻凿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憎藻则藻 蚤灶糟造怎凿藻凿援 栽澡藻泽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藻灶贼 贼燥 贼澡藻 杂贼燥皂葬贼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燥枣 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葬灶凿 怎灶凿藻则憎藻灶贼
则葬凿蚤燥早则葬责澡蚤糟 藻曾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 遭赠 悦月悦栽 葬泽 责葬则贼 燥枣 贼澡藻蚤则 则燥怎贼蚤灶藻 藻曾葬皂蚤灶葬贼蚤燥灶袁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葬灶凿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责造葬灶灶蚤灶早援 栽澡藻 则燥燥贼 糟葬灶葬造
糟燥灶枣蚤早怎则葬贼蚤燥灶泽 憎藻则藻 糟造葬泽泽蚤枣蚤藻凿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贼澡藻 皂藻贼澡燥凿 燥枣 灾藻则贼怎糟糟蚤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悦月悦栽 蚤皂葬早藻 凿葬贼葬 燥枣 员袁猿怨缘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枣则燥皂

苑远远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渊员猿苑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燥怎贼 怎灶蚤造葬贼藻则葬造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冤 憎藻则藻 燥遭贼葬蚤灶藻凿援 栽澡藻 责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憎蚤贼澡
贼憎燥 泽藻责葬则葬贼藻 则燥燥贼泽 憎葬泽 远愿援缘豫袁澡燥憎藻增藻则袁贼澡则藻藻 则燥燥贼泽 憎藻则藻 蚤凿藻灶贼蚤枣蚤藻凿 蚤灶 猿员援源豫 燥枣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援 栽澡则藻藻 糟葬灶葬造泽 憎藻则藻 枣燥怎灶凿 蚤灶
缘苑援怨豫 燥枣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葬灶凿 猿愿援缘豫 澡葬凿 枣燥怎则 糟葬灶葬造泽援 怨猿援员豫 皂藻泽蚤葬造 则燥燥贼泽 糟燥灶贼葬蚤灶藻凿 贼憎燥 糟葬灶葬造泽袁皂燥泽贼 凿蚤泽贼葬造 则燥燥贼泽 澡葬凿 葬 泽蚤皂责造藻

贼赠责藻 陨 糟燥灶枣蚤早怎则葬贼蚤燥灶袁憎澡藻则藻葬泽 皂藻泽蚤葬造 则燥燥贼泽 澡葬凿 皂燥则藻 糟燥皂责造藻曾 糟葬灶葬造 泽赠泽贼藻皂泽援 栽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责藻则皂葬灶藻灶贼 贼澡则藻藻鄄则燥燥贼藻凿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憎葬泽 猿缘援猿豫袁贼澡藻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澡葬凿 灶燥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糟藻 遭藻贼憎藻藻灶 皂葬造藻 葬灶凿 枣藻皂葬造藻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援 韵枣 葬造造 贼澡藻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猿鄄

则燥燥贼藻凿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责藻则皂葬灶藻灶贼 皂燥造葬则泽袁远园豫 燥糟糟怎则则藻凿 遭蚤造葬贼藻则葬造造赠援 栽澡藻则藻 憎葬泽 葬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澡蚤早澡藻则 蚤灶糟蚤凿藻灶糟藻 燥枣 贼澡则藻藻鄄则燥燥贼藻凿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责藻则皂葬灶藻灶贼 皂燥造葬则泽 燥灶 贼澡藻 则蚤早澡贼 泽蚤凿藻 贼澡葬灶 燥灶 贼澡藻 造藻枣贼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则藻藻鄄则燥燥贼藻凿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燥糟鄄

糟怎则则藻凿 枣则藻择怎藻灶贼造赠 蚤灶 贼澡蚤泽 悦澡蚤灶藻泽藻 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援 悦月悦栽 蚤泽 葬灶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 贼燥燥造 枣燥则 贼澡藻 凿藻贼藻糟贼蚤燥灶 燥枣 葬凿凿蚤贼蚤燥灶葬造 凿蚤泽贼燥造蚤灶早怎葬造 则燥燥贼泽 葬灶凿 蚤贼 蚤泽 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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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葬造怎葬遭造藻 葬蚤凿 枣燥则 凿藻灶贼蚤泽贼泽 责则燥增蚤凿蚤灶早 则燥燥贼 糟葬灶葬造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援
咱Key words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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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曰糟葬灶葬造 糟燥灶枣蚤早怎则葬贼蚤燥灶

对根管形态的掌握以及了解不同人群根管形态
的差异对牙髓治疗来说十分重要咱员暂遥 有文献报道袁根
管形态的变异是由人种及基因决定的咱圆暂遥 在中国人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20员猿袁猿猿渊缘冤: 远怨猿鄄远怨苑暂

为 园援员圆缘 皂皂袁轴向厚度为 员 皂皂 遥 根据清晰度要求袁

在图像大小为 源园 皂皂 伊 源园 皂皂 或者 远园 皂皂 伊 远园 皂皂
的横状面或矢状面上对牙齿进行三维重建袁 对下颌

群中袁下颌磨牙根管的变异率很高袁特别是下颌第一
恒磨牙的远中舌根以及下颌第二磨牙的 悦 型根管遥

磨牙的根管形态尧 根管数目以及牙根形态进行影像
学分析遥

中舌根遗漏的现象袁因此袁熟悉并掌握远中舌根的位
置及其形态对成功的根管治疗来说十分重要咱源暂遥

确度和亮度都通过软件进行处理袁 实验观察结果包
括每个牙根的根管数目尧根管形态尧下颌第一恒磨牙

有文献报道袁在中国人群中袁下颌第一磨牙远中舌根
的发生率达到 圆圆豫咱猿暂遥 在根管治疗中袁经常会出现远

员援圆援圆 图像分析
为了保证图像的清晰度袁 这些 悦月悦栽 图像的精

研究根管形态常用的方法为清理完根管后对其
进行染色咱缘暂袁但很难收集到足够的离体牙遥 另外袁拔
出来的离体牙大部分受到了一定损害袁因此很难对
其进行精确的标记遥 在以往的实验中常使用牙科显
微镜咱远暂 和传统的 载 线片咱苑暂来观察牙齿的解剖形态袁
有文献曾建议使用三维 悦栽 技术来更好地反映牙齿
的解剖形态咱愿暂遥
通过锥形束 悦栽 渊糟燥灶藻鄄遭藻葬皂 糟燥皂责怎贼藻凿 贼燥皂燥早则葬鄄
责澡赠袁悦月悦栽冤图像袁能更加直观地看到根尖周的损害
以及根管的解剖形态咱怨原员员暂袁而且与传统的 悦栽 相比袁
它具有放射剂量低尧成像精度高等优点咱员圆原员猿暂袁并且能
在三维影像中反映各个牙根的情况以及对根尖病损
大小做出准确的评估袁为牙髓治疗提供准确的诊断
依据咱员源暂遥 因此本研究就是通过 悦月悦栽 成像技术来分
析下颌第一恒磨牙的牙根形态遥

远舌根的数量遥 根管形态分类参照 灾藻则贼怎糟糟蚤 分类法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袁不同性别以
及左尧 右侧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根的发生率比较
用卡方检验袁检验水准 琢越 园援园缘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随机抽取 圆园员园 年 员圆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猿 月在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就诊患者的 悦月悦栽 图像信息遥
选取的牙齿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院淤没有根尖损害曰于
没有经过根管治疗曰盂根管无钙化尧吸收袁根尖发育
完全曰榆获取的 悦月悦栽 图像必须清晰遥 最终获取 苑远远
例患者渊年龄 圆园耀远园 岁冤的 员 猿怨缘 颗下颌第一恒磨牙
的 悦月悦栽 图像数据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悦月悦栽 扫描
通过 晕藻憎 栽燥皂 灾郧 猿阅 渊圆园猿苑员猿缘袁 意大利 灾蚤葬
杂蚤造增藻泽贼则蚤灶蚤 公司冤成像系统袁对患者进行 悦月悦栽 扫描遥辐
射量为 愿园 噪灾袁缘园 皂粤袁曝光时间为 员苑 泽袁亚毫米分辨率

圆

结 果

共获取 苑远远 例患者的 悦月悦栽 图像袁男 源园园 例袁女
猿远远 例遥 怨缘远 个渊远愿援缘豫冤下颌第一恒磨牙拥有 圆 个独
立的牙根袁源猿怨 个渊猿员援源豫冤下颌第一恒磨牙拥有 猿 个
牙根遥 当出现第 猿 个牙根时袁 它大多位于远中舌
侧遥 本研究中没有发现有 源 个根的下颌第一恒磨
牙遥 愿园愿个渊缘苑援怨豫冤下颌第一恒磨牙拥有 猿 个根管袁
缘猿苑 个渊猿愿援缘豫冤下颌第一恒磨牙拥有 源 个根管袁缘园个
渊猿援缘豫冤下颌第一恒磨牙拥有 圆 个根管遥
远 种根管形态的下颌第一恒磨牙的 悦月悦栽 图像
见图 员袁 下颌第一恒磨牙及其远中舌根横断面的
悦月悦栽 图像见图 圆袁远 种根管形态及所占比例见表 员袁
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根发生率与性别的关系见表
圆袁不同性别之间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根发生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根牙位分
布以双侧对称性分布最多袁其次为右侧袁左侧最少袁
三者间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遥
猿

讨 论

本研究选取包括正畸治疗前常规检查的患者袁
拔牙前需要通过 悦月悦栽 对阻生牙的位置进行确认袁
种植手术前需要对骨量进行评估遥 而传统的 悦栽 检
查放射剂量较高袁 因此患者往往会选择放射剂量较
小的 悦月悦栽遥 通过 悦月悦栽 完整拍摄根管的三维图像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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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月

悦

阅

耘

云

粤院圆 个独立牙根袁员 个近中根袁员 个远中根袁每个牙根各有 员 个根管曰月院圆 个独立牙根袁近中牙根 员 个根管袁远中牙根 圆 个根管曰悦院圆 个独立牙

根袁近中牙根 圆 个根管袁远中牙根 员 个根管曰阅院圆 个独立牙根袁近中牙根 圆 个根管袁远中牙根 圆 个根管曰耘院猿 个独立牙根袁员 个近中根袁员 个远中颊

根袁员 个远中舌根袁每个牙根各有 员 个根管曰云院猿 个独立牙根袁近中根 圆 个根管袁远中颊根 员 个根管袁远中舌根 员 个根管遥

云蚤早怎则藻 员

图员

下颌 远 种不同根管形态的 悦月悦栽 图像

悦月悦栽 蚤皂葬早藻泽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糟葬贼藻早燥则蚤扎葬贼蚤燥灶 燥枣 贼澡藻 泽蚤曾 增葬则蚤葬灶贼泽 蚤灶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皂燥造葬则泽 枣燥怎灶凿 蚤灶 贼澡蚤泽 泽贼怎凿赠

粤

粤院为下颌第一恒磨牙 悦月悦栽 图像曰月院显示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根存在遥

云蚤早怎则藻 圆

图圆

月

下颌第一恒磨牙及其远中舌根的横断面图像

悦月悦栽 蚤皂葬早藻 燥枣 葬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 憎蚤贼澡 葬 糟造藻葬则造赠 凿蚤泽贼蚤灶早怎蚤泽澡葬遭造藻 凿蚤泽贼燥造蚤灶早怎葬造 则燥燥贼

从而可以完整的观察到下颌第一恒磨牙 远 种不同
的根管形态遥 通过选取的下颌第一恒磨牙 悦月悦栽 图
像来研究其根管形态袁下面几个因素可能会影响到
对实验结果的评估院 淤根管钙化以及根管内吸收曰
于充填材料影响图像的清晰度曰盂慢性的根尖疾病
对根尖组织造成破坏遥 因此本研究为了保证实验结

果的准确性袁选取的为健康尧发育完全尧未经过治疗
的下颌第一恒磨牙遥
尽管有研究表明 悦月悦栽 技术是检测根管形态及
根管充填效果的有效工具袁但患者在照射时仍暴露于
辐射中遥所以当通过传统的根尖片和临床检查能清晰
地观察到根管病变时袁 就无需再进行 悦月悦栽 的拍摄遥

原远怨远原

南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京

医

科

下颌第一恒磨牙 远 种根管形态及其所占比例
阅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泽 葬灶凿 责藻则糟藻灶贼葬早藻泽 燥枣 贼澡藻 泽蚤曾 糟葬贼藻早燥则蚤藻泽
燥枣 增葬则蚤葬灶贼泽 蚤灶 贼澡藻 则燥燥贼 糟葬灶葬造 葬灶葬贼燥皂赠 燥枣 责藻则 鄄
咱灶渊豫冤暂

皂葬灶藻灶贼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数量渊灶越员 猿怨缘冤

根管分类

缘园渊猿援缘冤

粤

园猿渊园援圆冤

月

源苑源渊缘源援远冤

悦

员源员渊员园援员冤

阅

源猿渊猿援园冤

耘

猿怨远渊圆愿援猿冤

云

粤院圆 个独立牙根袁员 个近中根袁员 个远中根袁每个牙根各有 员 个

根管曰月院圆 个独立牙根袁近中牙根 员 个根管袁远中牙根 圆 个根管曰悦院

圆 个独立牙根袁近中牙根 圆 个根管袁远中牙根 员 个根管曰阅院圆 个独立

牙根袁近中牙根 圆 个根管袁远中牙根 圆 个根管曰耘院猿 个独立牙根袁员个

近中根袁员 个远中颊根袁员 个远中舌根袁每个牙根各有 员 个根管曰云院
猿个独立牙根袁近中根 圆 个根管袁远中颊根 员 个根管袁远中舌根 员 个
根管遥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性别
男
女
合计

大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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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过传统根尖片观测到一些不确定的影像或者无

法对其异常做出诊断时袁 可以通过 悦月悦栽 成像技术
更加清晰尧直观地反映根管形态袁为诊断提供参考遥

本研究通过 悦月悦栽 成像技术分析研究下颌第一
恒磨牙的牙根形态及根管数目袁 结果显示 远愿援缘豫的
下颌第一恒磨牙拥有 圆 个牙根袁与 在澡葬灶早 等咱员缘暂 对华
西地区中国人下颌第一恒磨牙的研究结果相似袁高

于 匀怎葬灶早 等咱员远暂 用根尖片对台湾地区下颌第一恒磨
牙的根管研究遥 猿员援源豫的下颌第一恒磨牙拥有 猿 个
牙根袁与 在澡葬灶早 等 咱员缘暂 的 悦月悦栽 研究结果相似袁高于
栽怎 等咱愿暂的 悦月悦栽 研究结果遥 下颌第一恒磨牙 圆 根管
的发生率为 猿援缘豫袁与 匀怎葬灶早 等咱员远暂 研究结果相似袁高
于在澡葬灶早 等咱员缘暂 的研究结果袁下颌第一恒磨牙 猿 根管

的发生率为 缘苑援怨豫袁与 在澡葬灶早 咱员缘暂尧 匀怎葬灶早 等 咱员远暂 的研
究结果相似袁 下颌第一恒磨牙 源 根管的发生率为
猿愿援缘豫袁低于在澡葬灶早咱员缘暂尧 匀怎葬灶早 等咱员远暂的研究结果遥

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根与性别的关系

栽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贼澡藻 早藻灶凿藻则 葬灶凿 贼澡藻 凿蚤泽贼燥造蚤灶早怎葬造 则燥燥贼 燥枣 责藻则皂葬灶藻灶贼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牙数

人数
总人数
源园园
猿远远
苑远远

总牙数
苑圆缘
远苑园
员 猿怨缘

远舌根人数咱灶渊豫冤暂
员源愿渊猿苑援园冤
员圆猿渊猿猿援远冤
圆苑员渊猿缘援猿冤

远舌根牙数咱灶渊豫冤暂
圆猿苑渊猿圆援远冤
员怨缘渊圆怨援员冤
源猿圆渊猿园援怨冤

表 猿 不同性别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根牙位分布率比较
栽葬遭造藻 猿

牙位分布
双侧
左侧
右侧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燥枣 贼澡藻 凿蚤泽贼燥造蚤灶早怎葬造 则燥燥贼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责藻则皂葬灶藻灶贼 皂葬灶凿蚤遭怎造葬则 枣蚤则泽贼 皂燥造葬则泽 憎蚤贼澡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早藻灶凿藻则
男
人数渊灶越员源苑冤
怨园渊远员援圆冤
员源渊怨援缘冤园
源猿渊圆怨援圆冤

女
牙数渊灶越圆猿苑冤
员愿园渊苑缘援怨冤
员源渊缘援怨冤
园源猿渊员愿援员冤

人数渊灶越员圆猿冤
苑圆渊缘愿援缘冤
圆圆渊员苑援愿冤
圆怨渊圆猿援缘冤

根据 灾藻则贼怎糟糟蚤 根管形态分类袁愿怨豫的远中牙根
为玉型的牙根形态袁 然而近中牙根的根管形态比较
复杂袁在 员 猿怨缘 个下颌第一恒磨牙中袁怨猿豫的近中牙
根拥有双根管袁根管形态大部分为郁型渊愿园豫冤和吁
型渊员员豫冤遥
传统的放射技术很难观察到下颌磨牙远中舌根
的存在袁因为其牙根较细袁在图像中容易产生重叠遥
另外袁有些根管分支也很难观察到遥选取一定的角度
进行投照会有一定的帮助咱员苑暂袁但要获得完整又清晰
的图像往往十分困难遥 如果其邻牙做过冠修复或种
植袁那会更容易产生重叠影像袁从而降低图像的清晰
度遥 当进行根管治疗时袁一定要有意识的去寻找远中

合计
牙数渊灶越员怨缘冤
员源源渊苑猿援愿冤园
圆圆渊员员援圆冤
员怨渊员源援愿冤

人数渊灶越圆苑园冤
员远圆渊远园援园冤
园猿远渊员猿援猿冤
园苑圆渊圆远援远冤

咱灶渊豫冤暂

牙数渊灶越源猿圆冤
猿圆源渊苑缘援园冤
猿远渊愿援猿冤
园苑圆渊员远援远冤

舌根袁特别是当它比较细袁而且呈一定方向弯曲时遥 下
颌磨牙远中舌根遗漏会造成根管治疗失败遥
最近的文献调查显示袁在中国人群中袁下颌第一
恒磨牙 猿 牙根的发生率高达 圆怨豫咱猿原源暂袁远远高于亚洲
的其他国家渊泰国 员猿豫袁缅甸 员园豫冤袁下颌磨牙第三
牙根大多位于牙齿远中舌侧袁与之前 宰葬造噪藻则 等咱员愿暂的
报道一致遥 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根的发生率存在
种族和地区的差异遥
本研究显示中国华东地区人群下颌第一恒磨牙
远中舌根的个体发生率为 猿员援源豫袁 在男女性别间无
差异袁右侧的发生率要高于左侧袁这与刘晓静等咱员怨暂的
研究结果相似遥 本研究显示下颌第一恒磨牙远中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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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双侧的发生率为 远园豫袁其结果与 匀怎葬灶早 等咱员远暂研究

结果差距较大袁这可能与样本量尧实验方法不同尧及
病例筛选标准有关遥

有趣的是袁本研究发现了有 圆 个牙根且每个牙
根各有 员 个独立根管的下颌第一恒磨牙遥 当然也不
排除会有其他不同的牙根类型袁如 源 个牙根且每个
牙根各有 员 个根管袁但在本研究中未发现此类病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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