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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牙症伴钙化多根管的左上第一
磨牙根管治疗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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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一例牛牙症伴钙化多根管的复杂根管治疗难点及对策，以及 CBCT 在治疗中辅助定位

根管口的作用。材料与方法：对一例诊断为慢性牙髓炎的左上第一磨牙行根管治疗，术中发现患牙髓

腔及髓底钙化重，根柱长，呈牛牙症特点，CBCT 检查发现根管系统变异程度高，近颊根、远颊根内各

两个根管，腭侧一根管，共五根管，根管口及冠段钙化重。术中结合 CBCT 辅助定位，去除钙化物定位

全部根管口，完成了细窄弯曲钙化根管的疏通和根管治疗，树脂充填完成冠方封闭。结果：该病例完

成根管治疗后主诉症状消失，1年复查患牙行使功能正常，3年复查CBCT显示根尖周均未见低密度影。

宫玮玉  董艳梅

牛牙症（taurodontism）一词起源于 Sir Ar-

thur Keith 在 1913 年描述的一种奇特、异常的牙

齿结构，即牙体增大，髓室异常大，延至根部，类

似牛牙。该病曾经被认为仅局限在早期人类牙齿；

目前已知在现代人牙中也广泛分布。牛牙症患牙髓

腔极大，髓室的根冠向距离远大于正常，髓底及根

分叉位置低。这类患牙在进行根管治疗时由于髓底

位置深在，视野和照明欠佳，对髓底形态的观察和

根管口的定位难度较大，需要显微镜辅助视野的放

大和照明完成治疗。本病例中的患牙在牛牙症的同

时还发生了多根管的根管形态变异以及自髓腔至根

管上段的严重钙化，治疗难度大大增加。在治疗过

程中，CBCT 对根管口的探查和定位发挥了了重要

的辅助和参考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例简介

患者为31岁女性，左上后牙冷热痛、自发痛2周，

否认咬物痛，牙龈肿痛等其他不适。否认系统病史和

药物过敏史。检查：口外检查：患者面型对称，颞下

颌关节未见明显异常，未触及下颌下淋巴结。口腔卫

生状况良好。口内检查：26MO 深大龋洞，腐多质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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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敏，叩痛（±），不松动，牙龈无明显异常，冷测

敏感。X线片示：龋坏及髓，根尖周无明显异常。根

柱长，髓腔钙化重，根管影像模糊（图1）。

1.2 诊断

26 慢性牙髓炎

1.3 治疗计划

口腔卫生宣教；26 根管治疗后冠部修复；定期

复查。告知患者治疗难度及风险，患者知情同意该

治疗方案。

1.4 治疗过程

26MO 必兰局部浸润麻下上橡皮障，去腐净，已

露髓，出血多，色暗红，开髓，探查髓腔，髓腔钙

图 1  术前根尖片

化重，根柱长，呈牛牙样牙。显微镜下髓底视野不清，

仅能探及腭根根管口。拍 CBCT，结果显示髓底水

平钙化重，除腭侧根管，其余根管口均钙化（图2）。

近颊根、远颊根融合呈 C 形，各有 2 根管，根管口

及上段钙化，中下段可见根管影像（图 3）。

根管显微镜下，根据CBCT在冠状面、矢状面、

横断面综合分析，初步确定钙化物下方可能的根管

开口位置，ET40 超声尖去除髓底钙化物，依次探

及MB（图4）、MB2（图5）、DB（图6）、DB2（图7）

共 4 个钙化根管，其中 MB2 根管冠段走行方向与

牙体长轴几乎呈直角（图 5）。8# 不锈钢 K 锉疏

通 4 个钙化根管，完成根管预备，AH-plus 糊剂 +

热牙胶垂直加压充填 5 根管（图 8，图 9），冠方

开髓洞形 SE-bond+3M P60 树脂充填（图 10）。

嘱择期冠修复。

图 2  CBCT 横断面髓底水平        图 3  CBCT 横断面根中段水平

图 4  MB 根管 CBCT 分析及根管口定位

图 5  MB2 根管 CBCT 分析及根管口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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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DB 根管 CBCT 分析及根管口定位

图 7  DB2 根管 CBCT 分析及根管口定位

图 8  根充即刻及髓底根管口分布情况

图 10  树脂充填即刻图 9  根充即刻根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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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术后 1 年复查：患牙一年来无不适，口内检查

可见 26MO 树脂充填体完好，尚未行冠修复，边缘

密合，叩痛（-），不松动，牙龈无红肿异常，颊

腭侧无肿胀，无窦道。因患者妊娠 4 个月未行 X 线

片检查。 

3 年复查：患牙无不适，功能正常。树脂充填

体边缘完好 ( 图 11)，叩痛（-），不松动，牙龈

无红肿，无窦道。X 线片示根尖无明显异常（图

12），进一步 CBCT 观察各牙根，根管三维充填致

密，根尖周均未见低密度影（图 13）。转诊进行冠

部修复。

3 讨论

牛牙症是一类牙齿形态异常，其发生率在不同

的人群和种族中各有不同。可发生于一些全身系统

疾病或遗传疾病，如 Kline-felter’s 或 Down’s 综

合征患者，也可在正常个体的一颗牙或多颗牙齿

上单独发生。在乳牙列和恒牙列均有发生，其中恒

牙列多见于磨牙，尤其是第二磨牙，前磨牙也有发

生。目前认为其发生是由于 Hertwig’s 上皮根鞘

没有在合适的水平高度内陷而导致髓底位于根尖方

向，根分叉位置低，牙根短等形态异常，此外牛牙

症牙的牙根形态还常见 C 形根及根管数目位置的 

变异。

牛牙症患牙的牙冠本身无显著或异常的临床特

点，其异常特征的最直观表现是在 X 线片上。患牙

常为方形，而缺少正常牙齿在釉牙骨质界的颈部缩

窄，相应的牙髓腔在牙颈部也没有正常的缩窄，牙

根短，根分歧位置低，可能位于距牙根尖之上仅几

个毫米处 [2]。对于牛牙症的严重程度，目前被最广

泛采用的是 Shifman 和 Chanannel 于 1978 年提出

的牛牙症指数分类方法，即根据 X 线片上髓室的垂

直高度占髓顶最低点至最长牙根根尖长度的百分比

来划分为轻度（20%-30%），中度（30%-40%）和

图 11  3 年复查口内像 图 12  3 年复查根尖片

图 13  2 年复查 CBCT



175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9 年 5 月　第 22 卷　第 3期

中度（40%-75%）。

由于其髓底位置低，根管数目和形态变异，因

此牛牙症的根管治疗通常难度较大。

3.1 治疗难点及对策分析

本病例诊断不难，难点在于其根管系统的复杂

性和根管治疗的难度。

首先，髓腔钙化严重，揭顶之后髓腔钙化仅呈

颊舌向的一道狭缝。可通过根管显微镜辅助放大照

明，采用ET40超声工作尖去除髓腔内大块钙化物，

暴露髓底。然而在去除髓腔钙化后发现了病例的第

二个难点：根分叉低，根柱长，呈牛牙样牙特点，

髓底深，不易观察，器械进入根管口和控制器械操

作角度的难度大。在根管显微镜辅助放大和照明下

探查，进一步修整开髓洞形，去除牙本质领和髓腔

壁上的钙化物遮挡，看清了髓底，却发现了第三个

难点：除了腭根，颊侧髓底全部钙化，无法探及颊

侧根管。于是拍 CBCT 对根管的三维解剖形态进行

观察分析，结果发现根管系统变异大，近颊根及远

颊根内各有 2 个根管，且根管口和根管上段均有钙

化，为根管口的定位增加了难度。此时 CBCT 发挥

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在横断面上分析根管出现的水

平，预估钙化物的去除深度，在矢状面和冠状面上

分析根管口在钙化物下方的定位，并预估钙化物去

除方向以及各个方向剩余的牙本质厚度，尽量精准

去除钙化物，避免过多切削其他部位的牙本质造成

牙体组织薄弱或侧穿。在综合分析 CBCT 预测根管

口定位的前提下，小心去除髓底钙化物，依次找到

了全部的根管，在疏通过程中又遇到了第四个难点：

根管细窄弯曲，尤其是 MB2 根管冠段方向与牙体

长轴几乎呈直角，同时髓底又低，受到四周髓室壁

的限制，器械进入根管口和疏通预备的难度非常大。

于是采用小号锉预弯，小幅度捻转提拉，足量冲洗，

小号器械充分预备之后再换大号器械并注意回锉保

持根管通畅，最终完成了根管治疗。总体来看，以

上四个治疗难点要求术者首先能够熟练操作根管显

微镜和超声器械，并且熟悉磨牙的髓腔解剖，能够

通过对 CBC T 的三维解读，在完全钙化的髓底上

分析和推断根管口可能的位置，小心去除钙化物，

并避免磨到髓底，完成变异程度很高的五个根管口

的定位。对于细窄弯曲钙化的根管，小号锉预弯后

沿根管弯曲方向小幅度捻转，顺势疏通预备，避免

形成台阶或根尖偏移，足量的冲洗液冲洗，避免碎

屑堵塞根管。对于复杂病例，治疗前和治疗中不断

分析出治疗难点并找出相应对策，对完成完善的根

管治疗十分重要。

3.2 牛牙症根管治疗建议

在本病例的治疗中，CBCT 和根管显微镜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CBCT 对根管的分

布和弯曲方向等特点能够提供更准确详细信息，有

助于发现并定位复杂变异的根管系统。本病例中通

过 X 线片初步观察髓腔根管形态，进一步的 CBCT

检查明确了多个钙化根管的存在和位置，通过对横

断面、矢状面和冠状面的综合分析估算，有效指导

了治疗过程中全部根管口的定位和探查，避免了侧

穿等意外的发生，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同

时在治疗过程中，根管显微镜为髓腔钙化物的去除

和髓底钙化根管口的探查提供了重要的视野放大和

照明作用，确保了钙化物的准确去除和根管口的探

查暴露。因此，在牛牙症的根管治疗中，CBCT 对

根管数目、位置和形态的分析，以及治疗中根管显

微镜的使用十分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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