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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葬皂燥灶 匝 自锁托槽矫治器和传统直丝弓托槽矫治器临床疗效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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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 阅葬皂燥灶 匝 自锁托槽矫治器和传统 砸燥贼澡 直丝弓托槽矫治器临床疗效的差异遥 方法院猿圆 例拥挤玉度的安氏

玉类错 畸形非拔牙患者袁治疗前进行同行评估打分袁两组均质性相当袁根据分值进行配对分组遥其中 阅葬皂燥灶 匝 自锁托槽矫治器
组渊粤 组冤员远 例袁男 远 例袁女 员园 例曰传统直丝弓托槽矫治器组渊月 组冤员远 例袁男 苑 例袁女 怨 例遥 对两组矫治结束的治疗满意度尧矫治

时间尧患者矫治器戴用初期的舒适度袁以及矫治过程中的口腔卫生状况进行对比遥 结果院两组的治疗满意度无明显统计学差异袁

粤 组的治疗时间明显短于 月 组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戴用矫治器初期舒适度 粤 组明显优于 月 组袁口腔卫生状况 粤 组和 月 组无明显差异遥
结论院两种矫治器均能达到满意的矫治效果袁自锁托槽矫治器可适当缩短疗程袁且戴用舒适度较好袁但价格较贵袁临床上可根据
需要各取所需遥
咱关键词暂

自锁托槽矫治器曰直丝弓托槽矫治器曰临床疗效

咱中图分类号暂

砸苑愿猿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晕杂圆园员远园愿圆苑

咱文献标志码暂

月

随着材料学的发展袁各种矫治器在临床层出不
穷袁治疗技术也日新月异袁医师和患者在治疗时都
有了更多的选择袁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患者的矫治器
是医患共同面临的问题袁 除了达到满意的矫治效
果袁缩短矫治时间尧美观性尧舒适度和价格成本都成
了大家关心的问题遥 本研究选择临床常用的两种固
定矫治器袁从矫治满意度尧矫治时间尧矫治初期舒适
度以及矫治过程中的口腔卫生状况等几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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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粤 组采用美国 韵则皂糟燥 公司生产的 阅葬皂燥灶 匝 自

锁托槽矫治器袁月 组采用杭州新亚公司生产的 砸燥贼澡
直丝弓托槽矫治器袁结扎丝结扎袁两组初始弓丝均

为 园援园员圆 蚤灶糟澡 的热激活镍钛圆丝袁 两组复诊时间均

为 源耀愿 周袁 如实记录患者初诊和治疗结束时的日
期袁比较两组治疗时间的差异曰在治疗初期 员 周内

采用疼痛量化评分表记录患者治疗初期的不适感

对比研究袁为临床矫治器的选择提供参考遥

和疼痛反应渊园 分院一点不痛曰员耀猿 分院轻度疼痛曰源耀苑

员

分院中度疼痛曰愿耀员园 分院重度疼痛冤曰每次复诊记录患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者上下颌中切牙到第一磨牙唇侧的软垢值渊软垢指

对象

数的记分标准为院园 分院无可视软垢曰员 分院牙颈部有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

分散的点状软垢曰圆 分院牙颈部有连续软垢带袁宽度

圆园园愿要圆园员源 年门诊恒牙列错

畸形患者袁要求矫治

前后模型尧病例资料完整袁且不需要拔牙的安氏玉

类错 袁拥挤度均为玉度遥 矫治方法为 阅葬皂燥灶 匝 自
锁托槽矫治器和传统 砸燥贼澡 直丝弓托槽矫治器袁根据

小于 员 皂皂曰猿 分院软垢带大于 员 皂皂袁但覆盖 员 辕 猿 以
下牙冠面积曰源 分院软垢覆盖 员 辕 猿 以上牙冠面积冤遥 对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记存模型进行同行评估打分袁比

较两组治疗效果和满意度遥

治疗前记存模型的同行评估打分进行配对分组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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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冤员远 例袁男 远 例袁女 员园 例袁平均年龄渊员猿援苑 依 园援圆愿冤

以均数依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 对两组患者的同行评

苑 例袁女 怨 例袁平均年龄渊员源援圆 依 园援猿猿冤岁遥

园援园缘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筛选出 猿圆 例遥 其中 阅葬皂燥灶 匝 自锁托槽矫治器渊粤
岁曰传统 砸燥贼澡 直丝弓托槽矫治器组渊月 组冤员远 例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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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缘援园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袁数据

估打分尧疼痛感评分尧治疗时间采用成组 贼 检验袁孕 臆

圆

结

果

粤 组的初期疼痛不适感咱渊员援员圆 依 园援园猿冤分暂明显

轻于 月 组咱渊圆援猿员 依 园援园源冤分暂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曰粤 组平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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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进行 酝藻贼葬 分析袁显示在固定正畸治疗中袁自锁托

槽较传统托槽更有利于牙周健康遥 本研究中选用的

生的保持无明显差异 咱渊员援猿圆 依 园援圆员冤 分 增泽援渊员援源员 依

两种矫治器在矫治过程中口腔卫生状况的保持并

统计学意义遥

虽然自锁托槽组的矫治时间明显短于传统直丝弓

猿

托槽组袁且自锁托槽的初期不适感略轻于传统直丝

园援猿源冤分袁孕 跃 园援园缘暂曰两组的矫治满意度差异无明显
讨

论

无显著性差异袁与 增葬灶 郧葬泽贼藻造 等 咱愿暂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弓托槽组袁但是自锁托槽的价格要明显高于传统直

自锁托槽矫治器利用自带的弹簧片夹固定弓
丝袁被动限制弓丝脱出袁但并不主动对弓丝产生弹

丝弓托槽遥 因此临床上医生可以为患者提供多重选
择袁患者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各取所需遥

性压力袁跟传统直丝弓矫治器相比袁减少了摩擦阻

自锁托槽矫治器种类多样袁本研究仅选择了其

力袁提供持续轻力矫治袁在治疗初期矫治力产生的

中一种袁使用其他种类自锁托槽矫治器以及进行长

疼痛感能得到有效缓解袁而在治疗中期能更有效地

时间临床观察的试验结果还需进一步研究遥 另外袁

利用滑动机制进行牙齿移动袁在后期弓丝与托槽全

对于自锁托槽矫治器的原理和相关机制也需要进

方位的接触袁也更有利于托槽转矩的表达袁从而更

一步探索遥

好地实现牙齿的整体移动和旋转控制 遥 这些优点
咱员暂

都被认为可以有效地减少治疗时间并减轻矫治初
期的不适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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