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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种植学外科及影像技术的
一致申明与临床推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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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种植治疗的成功需要基于修复学方面的考量

及有效的治疗模式来对手术设计进行正确的术前规

划。在过去的 10 年里，CBCT 的引入及广泛应用

让临床医师能够在种植体植入前后对颌骨进行三维

立体的诊断评估，取代了过去作为标准的CT检查。

而且，计算机引导的种植外科常规采用 CBCT 扫描

得到的数据。考虑到科学理论和临床的快速进展，

本学组中 Bornstein 等和 Thamaseb 等的两篇综述

就关注了这些方面的焦点问题。

对于缺牙区牙槽嵴过窄的临床情况，有两种可

行的外科措施。一是使用小直径种植体以避免骨增

量步骤，进而降低患者发病率。然而这一点至今没

有得到文献系统回顾的证实。另外，水平骨增量技

术被广泛用于提升种植植入所需的骨量。然而，对

于在上颌前牙区进行骨增量的有效性及长期效果，

我们依然知之甚少。因此，“一组”中 Klein 等、

Kuchler 和 von Arx 等的综述对这两种相当不同的

治疗方案的现有数据进行了评估。

1.1　公开声明

组内所有成员都接受质询以避免有影响此联合

声明结果的情形，所有成员否认与此一致声明有任

何利益冲突。

2　种植中的 CBCT

2.1　总评

Bornstein 等的系统回顾目标是通过对口腔种

植医学中术前术后 CBCT 图像应用的下列方面的可

用资料进行鉴别、回顾、分析与总结，包括：①现

有的使用指南；②其使用的适应证与禁忌证；③相

关辐射剂量风险。

对于上述 3 个问题，所选择的文献中的结果变

异很大，很难让人对结果进行比较。至于 CBCT 的

应用指南、适应证、禁忌证，必须确保 CT 检查本

身对于每一名患者而言利大于弊（http://www.

eadmfr.eu/basic-principles-use-dental-c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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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ct）。然而，很难通过前瞻性对比试验在评

估种植存活 / 成功率、下牙槽神经或其他神经血管

等颌骨结构损伤等方面来考量通过 CBCT 获得三维

图像是否优于通过传统方式（例如全景片）获得二

维图像，因为这样的评估需要大量的病例（效力）。

考虑到辐射剂量风险，有人倾向于通过应用特殊的

影像协议，包括考虑辐射剂量（mA 与 kVp），图

像质量参数（基础图像数量，分辨率）以及精确控

制视野来仅对目标区域成像，从而获得辐射剂量上

的最优化。

2.2　一致声明

考虑到种植中CBCT图像的应用、各自的应用

指南、适应证及禁忌证以及相关的辐射剂量风险，

可以作出下列声明：

（1）现有的口腔种植临床CBCT应用指南提供

的建议是以共识为基础或者是源自不标准的方法。

（2）已发表的口腔种植 CBCT 应用适应证从术

前分析到术后评估各有不同，包括并发症。然而现

在依然没有证据表明 CBCT 图像比起传统的二维影

像，在治疗方案变更、提高种植成功 / 存活率、减

少并发症方面有明显的临床优势。

（3）CBCT 影像的辐射剂量风险显著低于传

统 CT，但是高于传统的二维放射影像。不同的

CBCT 设备放射剂量千差万别。可以通过使用合适

的参数以及将视野（FOV）限制在目标区域（ROI）

来显著降低辐射剂量。

2.3　治疗指南

（1）在口腔种植临床中进行 CBCT 扫描或者解

析都需要考虑到现有的放射指南。

（2）在口腔种植医疗中，应该在全面的临床

检查以后再根据各个患者的需求来决定是否使用

CBCT 制定治疗计划。

（3）如果需要使用三维影像，相比传统CT而言，

更推荐使用CBCT。

（4）CBCT 适用于在临床检查及传统影像检查

后还需要更多信息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预

计有多种治疗需求或者怀疑有颌骨、上颌窦病变），

是CBCT 适用范围。

（5）CBCT 检查时使用放射导板有利于外科学

及修复学信息的最大化。

（6）尽可能将 CBCT 的扫描视野（FOV）限

制于目标区域（ROI）。

（7）根据患者及设备来尽可能降低放射剂量。

（8）为了提高影像资料传输，临床医师应要求

影像设备及第三方口腔种植应用软件在医学数字影

像和通讯方面能完全匹配。

2.4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1）未来的研究应该按照以临床医师及患者为中

心的结果，例如治疗计划的选择和（或）变更，降低

费用和并发症发生率等，对 CBCT 是否优于常规放

射影像学检查进行评估。

（2）未来的口腔种植CBCT应用指南应该提供

源于文献回顾所提供的循证证据。

（3）需要为口腔颌面影像步骤的文献回顾建立一

系列的评价和测量指标。

（4）为了制定未来的口腔种植学CBCT应用指南，

需要更多的初级实验（观察性的或干预性的）来提供

更多的证据。

（5）应该鼓励制造商、医学物理学家和研究者为

减少辐射剂量提供数据支持。

3　计算机引导的种植医学

3.1　总评

计算机引导（数字化）外科被定义为运用外科

静态导板（按照电脑影像数据制作）来提供种植位

点，不允许口内调整种植位点。近年来关于应用计

算机引导的口腔种植外科的报告数量日渐增加。除

了进一步避免损伤关键的颌骨解剖结构及完成全牙

弓的即刻负载，应用范围还囊括了牙列缺损的情况。

虽然这方面可供利用的数据不断增加，然而由于一

些因素，仍然很难对治疗结果进行比较，比如不充

分的术前参数制定及各种各样的治疗方式。再者，

市面上可用的各类用于制定治疗计划的计算机辅助

软件依然没有得到恰当的定义。

3.2　一致声明

（1）应用计算机引导外科植入的种植体 

(1 941 颗，回访时间至少 12 个月）平均存活率为

97.3%，与传统方式植入的种植体存活率不相上下。

（2）截止 2008 年，明显有更多的数据支持计

算机引导种植外科的准确度。通过大范围多方式进

行 Meta 分析显示：在植入点的平均差为 0.9mm 

（1 530 颗）， 种 植 体 根 尖 部 平 均 差 1.3mm 

（1 465 颗），平均角度偏差 3.5°（1 854 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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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黏膜、牙及迷你种植体支持式种植导板准

确度优于骨支持式导板。

（4）在使用导板骨完成骨预备后，经导板植入

种植体的准确度优于徒手植入。

3.3　治疗指南

（1）导向外科应该被视为对恰当诊断与治疗设

计的锦上添花，而非取而代之。

（2）导向外科应该以修复目标为导向。可以是

应用蜡型制作的放射导板，也可以是运用合适的软

件制作的数字化导板。

（3）需要从高质量的 CBCT 图像以及数字化设

计中收集的信息包括：关键结构的位置，理想种植

位点及维度，是否需要骨增量治疗以及计划的修复

方式。

（4）考虑到报告的平均偏差，在设计种植位点

时应与关键结构及相邻种植体在各个方向预留2mm

空间。在边缘病例中，应将拍摄口内根尖放射线片

作为保险措施。

（5）导向外科既可以不翻瓣也可以翻瓣进行。

（6）只应用黏膜 /牙 /种植体支持式的导板。

（7）为了提高精度，尽可能地以完全引导的方

式（相比仅应用导板进行种植床预备）植入种植体。

（8）在牙列缺损 / 缺失等适应证下，不同的负

载措施都可以结合应用导向外科技术。

（9）导向外科适应证：辅助制定治疗计划，遭

遇复杂解剖结构，进行微创外科以及增加患者对治

疗需求及治疗方案的理解。

3.4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1）将参数标准化以评估应用导向外科的种植植

入精度。

（2）鉴别降低导向外科种植植入精度的因素。

（3）应用新的方式来研究引导种植植入的准确度

（比如数字化印模），而不是术后CBCT图像。

（4）应用随机对照实验（RCT）来对比导向外科

与传统治疗的效果，关注以患者为中心的各项结果。

4  小直径种植体

4.1　总评

根据 Klein 等人的综述，对窄（小）直径种植

体（NDI）进行如下分类：

（1）1类：一段式，＜ 3.0mm（迷你种植体）

（2）2类：两段式，3.00 ～ 3.25mm

（3）3类：两段式，3.30 ～ 3.50mm

窄直径种植体的潜在优势可能包括手术更加微

创及减少对骨增量的需求。然而这些问题至今没有

得到科学的评价。实验可能遇到的干扰因素包括可

利用的骨的质与量，上部结构是否整体连接，对颌

牙列咬合力，种植体 - 基台链接部的生物力学特点

等等。

4.2　一致声明

（1）直径 1.8 ～ 2.9mm 的一段式钛迷你种植

体用于下颌全口覆盖义齿（4 颗种植体）以及前牙

单牙缺失（上颌侧切牙及下颌切牙）的治疗，平均

存活率为94.3%（91%～100%），平均回访时间3.9

年（1～ 6年）。

（2）直径 3.0 ～ 3.25mm 的两段式钛种植体用

于单牙缺失（上颌侧切牙，下颌中切牙）的治疗，

平均存活率为 98.5%（94% ～ 100%），平均回访

时间 2.8 年（1～ 5年）。

（3）直径 3.3 ～ 3.5mm 的两段式钛种植体用

于各类病例包括后牙区种植，平均存活率为 96.9%

（89%～100%），平均回访时间4.1年（1～11年）。

（4）所有窄直径种植体的成功率都没有充足的

证据支持。临床参数以及治疗策略都没有得到有效

描述，缺乏对照实验导致偏倚风险高。

4.3　治疗指南

（1）窄直径种植体适用于近远中向空间不足或

牙槽嵴宽度不足（按照常规定位准则）。

（2）窄直径种植体有一些适应证。然而也应该

考虑它在长期负载后的生物力学问题（例如折断）

以及现在对其临床表现依然知之不多。

（3）在这个方面，种植体直径应该按照出龈轮

廓及牙槽嵴条件，尽可能地宽。

（4）窄直径种植体的长度应该为10mm或更长。

（5）临床适应证可以包括：

①前牙区单牙修复：1、2、3 类（1 类、2 类种

植体仅用于切牙）。一段式种植体常常有特殊的修

复学劣势。

②以覆盖义齿重建的无牙颌：2 类和 3 类以及

1类（仅用于下颌，4颗种植体）。

③单颗后牙，多单位固定修复体（FDP）以及

使用多单位固定修复体重建的无牙颌：仅能使用 3

类种植体。个人知情同意应该包括可能产生更多的

技术性并发症。也应该讨论其他可选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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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1）未来的研究应当包括对窄直径及宽直径种植

体的对比（包括是否进行了骨增量技术）。

（2）未来实验应当比较研究新材料以及新设计的

种植体。

（3）必须对成功率及潜在的技术及生理并发症

的长期资料进行报道。

（4）研究窄直径种植体的美学效果及形成的出

龈轮廓。

5 上颌前牙区水平骨增量

5.1　总评

关于上颌前牙区水平骨增量后的骨稳定性及美

学效果依然缺乏文献资料。混杂变量包括骨增量的

垂直组成、缺损形态、邻牙牙周状况、缺牙数量、

手术位置、软组织特点、骨增量与种植体植入的间

隔时间、种植体设计及直径、修复体连接类型及材

料以及临时修复体。现有文献的实验并非为美学效

果评估进行设计，也没有为如何在同期种植与分期

种植作出选择提供策略。美学区水平合并垂直骨增

量技术也需进行评价。

5.2　一致声明

（1）上颌前牙区水平骨增量技术是一种可靠的

治疗选择，有利于正常植入种植体。

（2）分期式的水平骨增量平均为 2.2 ～ 5mm

（种植体植入时进行测量）。囊括的文献并未提供

关于水平牙槽嵴骨增量的长期稳定性方面的信息。

（3）并无充足资料支持任何方式或材料具有特

别优势。

（4）水平骨增量植入种植体的存留率和成功率与

报道的植入宽度足够的牙槽骨的种植体没有差别。

5.3　治疗指南

（1）在牙槽嵴宽度不足的区域，宜采用水平骨

增量技术保证种植体的良好植入。理想情况下，种

植体唇侧骨的厚度应该达到 2mm。

（2）水平牙槽嵴骨增量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优化

种植体位置进而提高功能和美学效果。植入骨材料

的外形和位置会影响软组织轮廓，而软组织轮廓应

参照邻牙外形。

（3）临床医生在进行上颌前牙区水平骨增量时

有多种的治疗选择，例如运用骨粉移植同期种植，

运用骨块分期种植，使用或不使用可吸收 / 不可吸

收的屏障膜。

（4）为了提高美学效果，可能需要进行附加的

软组织增量步骤。

（5）如果软组织状况良好，种植位置正确且能

得到良好的初始稳定性，就可以在水平骨增量同期

植入种植体。

（6）如果缺损的形态很难通过同期植入的方式

得以重建，就应采用分期植入的方式。

（7）如果缺损较大导致无法获得良好的初始稳

定性以及合适的三维定位，推荐采用分期植入。

（8）一般而言，骨增量材料的选择应该保证扩

增骨量的长期稳定性，也应当以扎实的文献支持为

基础。

5.4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1）需要更多关于上颌前牙区水平骨增量长期稳

定性的资料，包括颌面骨板的高度及宽度。

（2）应当针对上颌前牙区骨增量步骤、类型，种

植体设计以及骨材料进行研究。

（3）选取的美学效果参数应当使结果能够得到量

化，让各个试验具有可比性。

（4）有必要对缺损形态的基线情况进行报道。

（5）应当报道同期或是分期种植，植入骨尺寸、

体积的持续稳定性。

（6）在评估新材料时，应通过组织细胞学检查来

对再生硬组织的特征进行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