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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益 如是说：

9月 20日是我国第二十六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为“健康每一天，从爱牙开始”，副主题“健康的一生，从爱牙开始”。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长、国际牙科医学院院士、亚洲口腔种植学会顾问王兴教授说，牙齿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连且其不可再

生的特殊性，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自二十世纪 80年代至今，人类第三副牙齿——种植牙，在我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三个阶段
（1980年—1995年重复的弯路；1995年—2005年规范发展的历史时期；2005年至今，飞速进步与发展但仍亟待进一步规范）之后，
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其中以缺牙大群体老年人为主力军。

本篇特地邀请河南省医疗机构口腔种植技术管理专家组成员，河南赛思口腔医院院长何宝杰、郑州市口腔医院孙贵峰主任、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解邦杰主任为大家讲解有关种植牙的知识。

孙贵峰 郑州市口腔医院种植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河南省医学会口腔
专业委员会种植专业组委员，河南省种
植专家组成员，郑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2003 年，在我省率先引进国际先进
的种植系统，开始口腔种植和修复工
作，将国际上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理念引
入我省，使我省的牙种植技术逐渐正规
起来。既从事种植外科也从事种植修
复工作，以修复的理念指导种植手术，
使种植体的位置、方向、直径和长度更
符合生物力学的原则，确保种植牙的美
观和使用寿命。已经开展种植牙手术
和修复 2000 余例，成功率达 99%。开展
下颌种植覆盖义齿几十例，明显改进了
老年人假牙的稳定性，提升了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单种植体覆盖义齿的临床
和基础研究》、《纯钛与复合树脂嵌体微
渗漏的对比研究》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
进步二等奖。

坐诊时间：周一至周五全天
科室电话：0371—66280537

2013年 5月 9日，河南省卫计委转发了国家
卫计委下发的《关于印发口腔种植技术管理规范
的通知》，《通知》中对加强我国口腔种植技术管
理，规范口腔种植技术临床应用行为，加强口腔
种植技术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保障医疗质量和
医疗安全，并公布了《口腔种植技术管理规范》。
至此，我国口腔种植技术有了一个统一的规范。

河南省卫计委医政处副处长钮正春说，为
了使我省的口腔种植技术管理规范落地，使就
诊者到正规的口腔种植机构，接受经过正规口
腔种植技术学习的口腔种植专家进行规范安全
的口腔种植技术，在 2013年 6月 13日，省卫计委

成立了“河南省医疗机构口腔种植技术管理专
家组”，对口腔种植技术的医疗机构和医师进行
临床应用能力的评估。

2013 年 6 月 14 日，下发了“对医疗机构口腔
种植技术进行转入管理的通知”，通知中特别提
出，对未经过批准擅自开展此项技术的单位和
个人，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
和《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严
肃处理。

2013 年 8月 7日，为了使口腔种植准入制度
更规范，省卫计委下发了《河南省医疗机构口腔
种植技术机构准入评审细则（试行）》，细则中对

准入机构的各项评分标准进行了详尽的解读。
为加强全省口腔种植技术管理，提高口腔

种植技术水平，2013年 9月 11日，省卫计委下发
了《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实行口腔种植医师培训
考核制度的通知》。2014年 5月 11日，省卫计委
组织对 282 名自愿申请开展口腔种植技术医师
进行了水平测试，并于 7月 8日—10日组织河南
省医疗机构种植技术管理专家组成员对考核 60
分以上的医师提交的既往口腔种植病例进行了
评估。根据河南省医疗机构口腔种植技术管理
专家组审核意见，确定 89 名医师作为河南省首
批拟准予开展口腔种植技术医师。

口腔种植技术从规范管理开始

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想
做种植牙的患者，因为经济条件的不同，他们会
选择不同价位的种植体，更因为个人骨质的差
异及口腔疾病的不同，需要做种植牙的手术方
式也要因个体差异而变化。

翻开武警河南总队医院口腔科厚厚的种植
牙患者回访记录本，在 5000 多例病例的成活率
一栏，都清清楚楚地显示着两个字“成活”。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牙齿种植成活率，解邦
杰说，对适宜做种植牙的牙齿缺失患者，他会根
据患者的牙槽骨骨质情况选择合适的种植体，
对骨质和牙槽骨韧性非常好的患者，大多选择
国产种植体，骨质好但牙槽骨韧性较差的患者，
大多选择合资种植体，对老年人和骨质牙槽骨
反映不是很好的患者，选择全进口种植体的比
较多，它独具特色的上下两颗种植体种植，实现
全口牙技术，已为 1000 多位老年缺牙患者成功

实现了再次吃水果与肉食品的梦想。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口腔科的口腔种植疑难

病例有很多。
全口无牙的陈先生，是我省某高校教授，因

带上全口假牙吐字不清，严重影响到了教学，先
后辗转北京、陕西做种植牙。因陈先生牙龈萎
缩严重，两地医生都给出了运用国外计算机模
拟导板制作假牙（费用在 13 万元左右），然后再
手术的种植方案，且等待时间不能确定，同时，
制作的模板假牙不合适还要重寄往国外再制
作。

繁琐的过程，使陈先生又回到了郑州，再次
找到了有着 20 年颌面外科经验，15 年牙齿种植
丰富临床经验，特别经过国内外多次牙种植技
术培训进修的解邦杰主任，运用最传统导板方
法制假牙，手术时用手感知整个牙龈的角度和
深度，把所有的种植牙技术全部都用在了陈先

生身上，为陈先生种了 13颗种植牙，完成了全口
固定种植牙，恢复了 48 岁陈先生 30 岁的牙功能
和形态。

严重糖尿病、心脏病、脑梗塞患者 76岁的孙
老太太，是坐着轮椅来到口腔科的，住进口腔科
病房的孙老太太，在降糖过后，考虑到孙老太太
的骨质情况很好，解邦杰在给她拔过牙之后两
个种植体解决了全口牙难题。

86 岁的王奶奶，在这里种植过四颗种植牙
之后，拥有了全口无松动的洁白牙齿。

因患骨瘤，牙槽骨大面积缺失，56岁的严先
生，在解邦杰上颌窦提升种牙技术和口腔颜面部
整形美容技术同时实施下，种上了牙齿。

因外伤，颈骨受到损伤的刘先生，在解邦杰
颈骨骨折内固定术、上颌窦提升种牙技术和口
腔颜面部整形美容技术共同实施下，为他种上
了牙齿。

种植牙技术的产生，在口腔界具有划时代
的重要意义，它相对完美地填补了缺失牙患者
面部美观受损、进食受限等遗憾，让缺失牙患者
切身感受“失而复得”的愉快体验。

种植牙产生之前，传统的镶牙方法解决不
了全口失牙患者假牙稳定的问题，佩戴假牙多
年以后，牙床大多会严重萎缩，假牙在口腔里的
固位力和咀嚼食物时的稳定性会变得很差，说
话时假牙甚至会从口腔里掉出来，严重影响全
口失牙患者的生活质量。这种情况在下颌最为
明显，因为下颌牙床面积小，舌头需要灵活运动。

现在，通过种植牙技术可以彻底改变这种
状况。

孙贵峰主任告诉记者，对于严重牙床萎缩
的患者可以在颌骨前部种植两个种植体，比如
种植覆盖义齿技术来进行修复，患者不需要植

入更多的种植体即可达到预期效果。该技术植
入两颗种植体后，像传统镶全口假牙一样镶牙，
只是在假牙相对种植体的位置，放入两个橡皮
圈，通过橡皮圈将假牙固定到种植体上。该方
法的优点是需要植入的种植体少，假牙修复简
单，更经济；通过假牙基托恢复患者的面型，美
观性更好；手术简单，手术时间短，对患者创伤
小，更适合高龄的老年人。

代老太太是孙贵峰 3 年前的一位患者，74
岁，从 30 多岁起牙齿就经常上火、发炎，50 岁牙
齿就全部“下岗”，早期镶满口假牙，感觉还可
以，几年后因牙床萎缩更换新假牙，感觉就差
很多，近几年老人吃东西时嘴巴里不是这里疼
就是那里磨烂，尤其是下半口牙，说话就掉，肠
胃也大不如以前，非常痛苦。辗转多家医院更
换假牙，均因固位差不能取得好的效果。后经

人介绍到郑州市口腔医院就诊，经检查下牙床
完全变平，除了比较消瘦以外，身体状况还可
以，因老人家庭条件一般，孙贵峰同老人协商
后决定在下颌种两颗种植体，采用种植覆盖义
齿的方式修复失牙，上颌仍采用一般的全口牙
修复方式。半年后复查，上下牙稳定性都非
常好 ，老 人 反 映 什 么 都 能 吃 ，体 重 增 加 了 十
多斤。

孙贵峰特别提出，牙齿缺失后，不是缺一颗
就要种一颗，要根据每一位患者的具体情况如
患者的年龄、口腔局部的骨质、身体状况以及患
者的经济条件等制订适合患者本身的个性化种
植修复方案，如种几颗种植体，在哪些位置种，
采用什么方法修复等，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患者
牙齿“失而复得”的同时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
让患者获得身、心全方位的舒适感受。

个性化种植，打造全方位的舒适度

上颌窦提升种牙技术、全口无牙颌种牙技术、即刻种植即刻负重种牙技术等复杂牙种植技术

数千例疑难种植牙在这里成功种植

62 岁的陈老先生：我
想做种植牙，一直为人工
种植牙的成功率而烦恼。

经过儿女们的网上查
询和医院专家解说，我知
道了，目前国际公认的种
植牙临床统计资料人工
种植牙的 5 年成功率达
85%，10 年成功率在 80%
以上。资料记载，有30年
以上还在完好地使用种
植牙的病例。种植牙的
失败率低于人类自身牙
齿的失牙率。

Doctor益 请您分享

请听过来人怎么说：

何宝杰 河南口腔种植中心主
任，河南赛思口腔医院院长，口腔种植
硕士，副主任医师，国际口腔种植学会

（ITI）会员，瑞典 Nobel Biocare 中国区
种植技术讲师，中华口腔医学会理事，
河南省医疗机构口腔种植技术管理专
家组组长，郑州市公安局特聘刑事科学
技术专家，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从事口腔临床工作 30年，专业擅长
口腔种植与种植义齿修复、上颌窦底提
升术、骨增量技术（GBR）、前牙美学区
种植修复术、（即刻拔牙）即刻种植术、
全口义齿种植修复手术、“All-on -4”全
口种植一日重建技术，开展种植手术近
10000 例，曾多次赴美国、瑞士、泰国及
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开展学术交流。
发表论文百余篇。

坐诊时间：周二、周三全天
科室电话：0371-63826699

53岁的于大妈：在我
的最初认知里，只要是缺
牙的人，都可以接受人工
种植牙修复。

随着对种植牙知识
的了解，我知道了，人工
种植牙修复可用于各种
不同失牙情况。但如同
任何一项医疗技术，它也
有一定适应范围，并非每
一位失牙患者都可植入
种植体：应先由专业医师
进行口腔检查，摄全景 X
线片和做血液常规检查，
才 可 确 定 是 否 适 合 手
术。如有出血性疾病、高
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骨
质疏松症、精神病、内分
泌等全身性疾病，在该病
被治疗稳定后，方可接受
牙种植术。一般拔牙后6
个月左右即可种植；对于
70岁以上患者，应根据身
体具体情况而定。

65 岁的车大妈：因为
骨质不好，我在60岁的时
候，牙基本上全掉完了，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来到
医院咨询种植牙技术。

长期全口牙缺失的患
者，由于牙床萎缩、吸收，
高度降低。患者最苦恼
的问题是假牙戴不稳，特
别是下颌义齿，一张口就
脱落。如果使用人工种
植 牙 技 术 ，根 据 颌 骨 情
况，植入数枚或十几枚植
体，可较满意地解决义齿
的稳定问题，恢复和提高
咀嚼功能。

解邦杰 武警河南总队医院口腔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全军军职口腔种
植专家，现为河南省口腔种植委员会副
主委、武警部队口腔委员会副主委、河
南省口腔专业委员会常委、郑州市口腔
专 业 委 员 会 副 主 委 。 国 际 口 腔 种 植

（ITI）学会委员、韩国奥齿泰口腔种植
系统特聘专家、台湾安联种植系统特聘
专家、中荷 BLB 种植系统特聘专家、卫
生部科技中心 CDIC 种植系统特聘专
家。

坐诊时间:周一、三、五、六上午
科室电话：0371-66962713

0371-66964364-24587

婴儿呱呱坠地六个月后，开始长牙齿，到了
两岁，一副漂亮整齐的乳牙成为儿童咀嚼食物摄
取营养的重要器官。虽然“虫牙”（齿）、外伤严重
损坏乳牙。但人们一般并不太介意，因为人类的
第二副牙齿——恒牙将取代乳牙。恒牙将伴随
人的一生，行使咀嚼、语言、美观等功能。但在长
期的使用过程中，由于“虫牙”、牙周病、外伤、肿
瘤、过度磨损等原因，致使恒牙过早脱落，有些人
甚至在孩童时期恒牙就被破坏以至脱落。到了
40 岁左右，许多人已掉了不少牙齿。60 岁以后，
全口失牙的患者越来越多。第二副牙齿掉一颗，
则少一颗，不能再生，真是恒牙不恒。衰老就是
从失牙开始的。

目前，科学工作虽不能让人类再生一副新
牙，但利用仿生学的原理和方法研制成功了人工
种植牙这种仿生器官。通过人工种植牙技术修
复缺失的恒牙后，不仅形态逼真美观，患者感觉

舒适，咀嚼功能恢复，而且生存质量也进一步提
高。所以说人工种植牙是科学技术进步为人类
提供的第三副牙齿。

1.种植牙不是永生的。孙贵峰主任说，种植
牙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以为种上一个牙
的种籽, 然后长出一个新牙。那么种植牙是什么
呢？ 它是在牙槽骨里种上一个钛的种植体, 然
后经两个月左右的愈合期, 让它和牙槽骨长在一
块, 再在种植体上接上一个配套的、十分精致
的、密合的桩, 最后在桩上做个假牙，这假牙可以是
一个和自己牙十分逼真的烤瓷牙或活动的假牙。

种植牙不是永恒的，它也需要日常的维护，如
果患者能正确使用, 注意口腔卫生，遵从医生的指
导, 定期复诊检查并护理, 一般可以使用较长时
间。 再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是否致癌的问题，种植
牙所用的材料, 至今医学上尚未发现会致癌。

2.种植牙不是人人适宜。种植牙需要患者接

受一个小手术，即将人工牙根植入牙床的过程。
能否承受或有无条件接受这个手术，主要涉及患
者的全身状况和局部条件。

解邦杰说，从全身状况来看，必须是全身情况
良好身心健康的成年人或骨和牙齿发育已定型的
青年人，无各类脏器的器质性疾病和骨质疏松症。

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如结核病、糖尿病、血
液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疾病、脑血管等疾病；患
有精神疾病、心理素质不稳定者；有吸毒、酗酒、
严重精神衰弱、身体素质差者；对种植手术来说
上述疾患都是禁忌者。

种植牙虽然是小手术，但对某些局部情况也
有禁忌，如口腔内软、硬组织的各种炎症；未治愈
的口腔内各种良恶性肿瘤；咬合异常及畸形、张
口受限者。另外，对有严重磨牙习惯及口腔卫生
不良者也为禁忌。

3.种植牙的优越性。传统方法镶装的假牙，

由于没有牙根的支持，全口假牙及基托是骑跨在
牙床上，靠口腔唾液的吸附，牙床黏膜直接受力；
而部分缺牙镶装的假牙，多靠邻牙的支持，在邻
牙上需作卡环固位或切割邻牙作牙套固位，邻牙
易受损伤。种植牙由于在患者的颌骨里种植人
工牙根（即种植体），则是以颌骨和种植体作为支
持和固位，何宝杰提出，比起传统假牙它有以下
优点：

①固位好，比传统假牙戴的稳固、牢靠。
②咀嚼效率较传统假牙有大幅度提高，酷似

真牙。
③种植牙因假牙基托小，全固定式种植体甚至

无基托，所以美观舒适，无异物感，对发音影响小。

正确认识人类第三副牙齿——种植牙

策划 赵志刚
采访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李 冰

口腔种植学经历了近 50 年的发展，随着医
学技术的不断进步，1993 年，葡萄牙 Dr.Paulo
Malo和他的研究团队开始研究“All-on-4”全口
种植一日重建技术，历时 5 年，于 1998 年开始进
入临床治疗，轰动国际口腔种植学界。历经 20
多年发展，成为成熟完善高效的无牙颌种植技
术。

“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技术的核
心：“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技术的核心
在于两颗前牙部位的种植体垂直植入牙槽骨
内，而两颗远中部位的种植体采取倾斜角度植
入牙槽骨内，然后在种植体上安装“拱形连桥”
全口牙冠，这样整个种植牙的受力就呈现出“拱
形”的特征，即一点受力会均匀地分布到整体，
这在建筑力学上是最为稳固的形状。由于其特
殊的植入方式和力学设计，可以实现拔牙以后
即刻种植，在种植体植入后 5-7 个小时，即可完
成从制取印模到义齿制作的全部过程。整个手

术过程一次性完成，且种植的牙齿当天就可吃
东西，是真正的即种即用种植牙。

“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技术的好
处：它是全口、半口无牙颌患者的首选。该技术
不需要植骨，不需要上颌窦底提升，即便是口内
余留牙的健康状况不佳，同样可以完成当天拔
除患病牙，当天植入种植体，并当天完成牙齿修
复，恢复咀嚼功能。不仅减少了患者术后的痛
苦，也减少了费用，缩短了 3-10 个月的治疗周
期。

“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技术的优
势：（1）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新的替换牙桥只
要求每个颌骨有四个种植体。由于所需的种植
体减少，成本随之降低。（2）降低对骨移植的需
求。其中两个种植体的特殊倾斜结构可确保牢
稳地固定替换的牙桥，通常不必进行骨移植。

（3）治疗和愈合时间更短。替换牙桥可在植入
后立即连接到种植体上。手术之后无需等待愈

合期即可进行牙齿的替换（佩戴假牙）。（4）方案
灵活。可选择最适合的最终修复解决方案，如
固定方案（耐久性和咀嚼功能最好，但无法自行
取下）或活动方案（可以自行取下，便于清洁）。

“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技术由于采
用两直两斜的种植体植入方式，手术难度成倍
增加，对医生的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术前
必须靠高精度口腔 CT 进行精准的三维检测，然
后由种植导板进行精准定位，才能实现成功种
植。2014 年 4 月 25 日上午，世界著名口腔种植
大师 Dr.Paulo Malo与河南赛思口腔医院签订了
技术合作协议，至此，郑州成为了继北京、上海、
广州之后的中国内地 MALO CLINIC 的又一个
技术合作医疗机构。

在成功种植了近万例口腔种植手术之后，
该 院 院 长 何 宝 杰 ，已 经 进 行 了 近 百 例

“All-on-4”全口种植一日重建手术，手术目前
都很成功。

“All-on-4”技术，开启当日种植当日使用全口牙的新篇章

益
和你聊健康

健康
社群

Doctor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