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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研究植于垂直骨增量的螺旋种植体在行使多年功能后的稳定性。材料和方法：对 33 位

患者使用引导骨再生技术在牙槽骨进行垂直骨增量，在骨增量中植入 91 个螺旋种植体并进行平均 15

年的随访，评估种植体的表现。结果：共有 88 个种植体保持功能（存活率 97%），然而有 9 个种植体

表现出种植体周围炎（9.9%）。在基线评估（负载后 1 年）和最终随访（13 ～ 21 年后）之间，X 光

照片上测得平均 1.02mm 的骨丧失。结论：植于垂直骨增量的螺旋种植体可以在行使多年功能后保持

稳定。

1  引言

在上世纪 90 年代早期，为了治疗上下颌局部

牙列缺损，提出了通过引导骨再生术（v-GBR）

实现垂直骨增量。这一治疗理念目的是为了在骨缺

损上方形成一个隔离的空间，允许成骨细胞在没有

周围上皮和结缔组织的竞争下再生。主要的适应证

是治疗外伤累及美学区域以及上下颌后牙牙槽嵴萎

缩。最近，不同作者已经证明了该技术在这些适应

证上的疗效，展示出其短期内骨稳定性和病人相对

低的发病率。关于 v-GBR 最新的综述显示其缺乏

长期随访数据。事实上，只有少数几篇文章具有仅

5～ 6年可用的随访记录。

Simion 等在 2001 年提供了 123 颗表面相对光

滑的螺旋种植体的数据，这些种植体被植于 49 位

患者的垂直骨增量中，并进行了 1 ～ 6 年的随访。

影像学检查显示牙槽嵴顶水平具有稳定性（平均

1.35 ～ 1.87mm 的骨丧失），其稳定性取决于骨

移植材料和聚四氟乙烯（e-PTFE）膜。总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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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 97.3%。Simion 等在 2004 年和 Urban 等在

2009 年也有类似的报道。

Fontana 等在 2015 年提供了不同的结果。在

21 名患者的垂直骨增量中植入 75 颗表面中等粗糙

的种植体，并进行 1 ～ 6 年的随访和回顾性研究。

研究显示在75颗种植体中有11颗有边缘性骨吸收，

总的成功率为 72.1%。Fontana 等认为骨吸收的原

因：此研究中更粗糙的种植体表面导致了种植体周

围炎更高的发生率。

本回顾性研究的目的：用垂直向骨再生技术

（v-GBR）实现垂直骨增量，在骨增量上植入螺

旋种植体，进行 13 ～ 21 年的随访，整理其临床和

影像学结果并进行研究。

2  材料和方法

设计本研究为单臂回顾性临床研究。从

1993～2000年，76名患者先后接受了v-GBR治疗，

总共有 197 颗种植体植于骨增量的区域，骨结合率

达 97%（表 1）。在 2013 年 4 月～ 2014 年 12 月之

间，所有患者被召回随访，并包含在本研究中。

2.1  手术治疗

所有 v-GBR 手术和种植体植入术均由同一位

表 1  被召回参加本研究的患者

患者总数 76

种植体总数 197

没有形成骨结合的种植体（%） 5(3)

参与随访的病人数（种植体数） 33(91)

平均随访时长（范围），年 16(13-21)

平均年龄（范围），年 62(31-80)

男性 / 女性（人数） 10/23

上颌 / 下颌（数量） 55/36

吸烟者，人数（%） 9(27)

接受 SPT，人数（%） 10(30)

系统牙周治疗史，人数（%） 6(18)

SPT= 牙周支持治疗

图 2  根尖片显示在外伤的区域存在广

泛骨丧失。第一磨牙牙根折断

图1  一个 21岁女性患者的临床照片，

在 1996 年的一次车祸中失去了上颌右

侧尖牙、侧切牙、中切牙

图 3  翻开全厚瓣，可见 17mm 高的骨

缺损

外科医生完成，使用如前所述的外科术式（图1～图

12）。在垂直骨缺损表面放置钛增强型 e-PTFE 膜

(W.L.Gore)，空隙仅填塞血凝块、自体骨片或自体

骨片和脱蛋白的牛骨 (Geistlich) 的混合物。

根据残余骨量选择一段式或两段式手术方法。

在残余骨高度超过 6mm 并且可获得植体初期稳定

图 6  术后根尖片显示缺损已被填补图 4  用钉子把 e-PTFE 钛增强型生物

膜固定于缺损腭侧，自体骨片已经就位

图 5  把生物膜固定于颊侧，保护并稳

定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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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16 年后的临床照片。种植体周围的黏膜是健康的，没有发

现炎症和牙龈退缩的症

图7  经过7个月的愈合后移除生物膜，

显示缺损被新生骨完全充填

图 8  在 11,13 和 14 牙齿位置上植入 3

颗 Brånemark 螺旋种植体

图 9  用丙烯酸树脂临时修复 6 个月后的根尖片显

示：在 13 位置上的种植体近中可见 2.5mm骨改建

图 10  临床照片显示最终的全瓷修复效果

图 11  功能负载 16 年后的根尖片：在所有种植位点

和桥体区域可见稳定的骨水平和硬骨板形成

性的情况下，种植体的植入可以与骨再生手术同时

进行。骨增量的多少决定了手术后愈合时间，一般

在 6～ 8个月不等。在二期手术中，生物膜被移除，

在新生骨植入种植体，对于一段式手术方法，连接

愈合基台。

在阶段式的手术中，在 3 ～ 4 个月后暴露潜入

型种植体并连接愈合基台。4 ～ 6 周后负载临时固

定修复体，至少 2个月后进行最终烤瓷冠修复。

2.2  临床和影像学评估

此随访由 2 名经校准的检查者完成。其中有 6

个患者可进行随访，但住所离研究中心太远。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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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指导后，一个转诊的牙医提供了他们的临床数

据、照片和影像学图片。

在随访过程中收集以下关于病人的数据：

·年龄

·吸烟习惯

·是否接受了牙周支持治疗（SPT）

·既往牙周治疗史

记录以下临床测量值：

·探诊深度（mm）

·牙龈退缩（mm）

·出血指数

·菌斑指数

·种植体周围出现角化组织

·出现脓肿

根据 Albrektsson 标准计算存活率和成功率，

在关于种植体周围炎的 Estepona 共识会议上，定

义种植体周围炎为一种发生于适应期之后的感染，

这种感染具有相应的化脓症状和临床上显著的进展

性牙槽嵴顶吸收。

使用以下方法评估影像学种植体周围骨水平：

认为在适应期后（即修复性负载后 1 年）拍摄的 X

光照片为基线（T0）。在最后一次随访中使用平行

投照技术和 Rinn 定位仪拍摄根尖片作为 T1。扫描

新旧 X 线照片，数字化为 JPG 格式，转换为分辨

率为 300dpi 的图像文件，并储存于个人电脑。使用

ImageJ 软件（国立卫生研究院）测量种植体周围边

缘骨水平。此软件用已知的种植体长度校准每一张

图片。测量临近每个种植体的近中和远中牙槽嵴水

平，精确到 0.1mm。把种植体肩台的冠边缘和骨-

种植体结合部的最冠方作为线性测量的参考点。

2.3  数据分析

用Excel（Microsoft）记录数据并检查输入错误。

描述性数据分析包括连续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分类变量则用比例计算。

3  结果

在召回随访期间总共有来自 33 名患者（占总

人数 43%）的 91 个种植体（占总数的 46%）可进

行临床和影像学检查。表 2 详细描述了本研究的对

象。在这些病人中，有 43名没有参与最终的随访，

因此该 106 个种植体没有被包括在本研究中，原因

如下：无应答（25）、由于健康原因拒绝随访（15）、

死亡（3）。被召回患者中的 84% 曾接受过其他牙

医诊治。

在从修复后到最终再评估之间的平均随访时

间为 16 年，跨度为 13 ～ 21 年不等。在参与随访

的 33 名患者中，最初一共进行了 36 例垂直骨增量

手术。只使用螺旋种植体：87 颗 Brånemark 种植

体（Nobel Biocare）和 4 颗 Ebon 种植体（Nobel 

Biocare）。在 36 个手术位点中，其中有 6 个在骨

增量的同时植入种植体。在上颌总共植入了 55 个

种植体，在下颌植入了 36 个种植体。

在31名患者中总共有34个手术位点正常愈合。

有 2 名患者分别在 2 周和 6 周后发生生物膜暴露，

这两个手术都是使用一段式手术方法。其中一例用

0.2% 氯己定溶液小心清洗软组织小裂隙，患者局

部使用 1% 氯己定凝胶每天 2 次，以严格保持口腔

卫生，2 周后移除生物膜。另一名患者暴露的面积

更大，生物膜被立即移除。2 名患者的根尖片均显

示垂直向不完全的骨增量，并且从牙槽嵴顶露出2-3

个种植体螺纹。尽管如此，91 颗种植体全都成功进

行了最终修复。

3.1  临床和影像学评估

在最后一次随访中，91 颗种植体有 88 颗保持

着功能，存活率为 97%（表 2）。有 1 颗种植体由

于植体折断而丢失，有 2 颗种植体由于牙槽骨进展

性吸收达植体长度的 2/3 而拔除，种植体成功率为

89%。在 36 个修复体中，有 34 个保持着功能，显

示种植体支持式修复体的存活率为 94%。

修复术 1 年后（T0）的平均边缘骨水平为

2.11mm。当所有病人在 2013 ～ 2014 年被重新检

查时（T1），该值上升到 3.16mm。因此，在行使

了 13 ～ 21 年功能后，在T0 和 T1 之间，平均边缘

骨丧失为1.02mm。图13展示了影像学边缘骨丧失、

龈边缘水平和探诊深度的频数分布。

在 33 名患者的 91 个种植体中，81 个种植体

（89%）在最后一次检查中边缘骨丧失＜ 3mm（图

14），展示出稳定的边缘骨水平。6 名患者中的 10

颗种植体 (11%) 的边缘骨丧失 >3mm。在这 10 颗

种植体中，其中 1 颗没有表现任何探诊出血或脓

肿，6 颗表现脓肿，2 颗由于骨丧失超过植体总长

度 50% 被拔除。根据 Estepona 共识定义，在 91 颗

植体中有 9 颗被诊断为种植体周围炎 (9.9%)，其中

8颗在下颌，1颗在上颌。

表 2 展示出存活的种植体在最后一次随访中数

据，包括的平均探诊深度和其他临床和影像学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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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临床和影像学结果

丢失的种植体，患者的数量（%） 3（6%）

 折断的种植体 1（3%）

 由于种植体周围炎丢失的种植体 2（3%）

存活的种植体支持式修复体，数量（%） 34（94%）

存活的种植体，数量（%） 91（97%）

存在种植体周围炎的存活的种植体 9（10%）

成功的种植体，数量（%） 81（89%）

临床结果

 探诊深度（mm），平均值（标准差） 3.25（1.02）

 软组织退缩（mm），平均值（标准差） 0.12（0.63）

图 13  龈边缘位置、种植体周围探针深度和影像学边缘骨丧失的频率分布

 菌斑指数 a 54%

 牙龈指数 a 25%

 化脓 a 2%

前庭区角化组织的形成 a 72%

边缘骨吸收的影像学结果（mm），平均值（标准差）

 T0 2.11(1.17)

 T1 3.16(1.91)

 T0 和 T1 间的骨丧失 -1.02（1.47）

T0 和 T1 间的平均时间间隔（月） 181

a 数量 =85

续表

图 14  在上颌右侧前磨牙和第一磨牙水平上接受垂直骨增量术的病人从 1993 年到 2014 年的根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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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的种植体中，95% 没有显示出牙龈

退缩，平均为 0.12mm。平均探诊深度 3.25mm。

本病例中 76% 的种植体周围存在足够的角化组织

(3mm)。25%的种植体出现探诊出血，54%出现菌斑。

4  讨论

对于引导性骨再生术颌骨垂直骨增量后植

入的种植体，本回顾性临床研究首次提供了具有

13 ～ 21 年随访记录的可用数据。

本研究中的病人在1993～ 2000年接受的治疗，

并且接受了相对长时间的随访。显然，临床上长期

的随访是十分困难的，一些患者失访了，一些患者

生病或去世了，导致他们某些数据难以恢复。由于

这些原因，接受治疗的 76 名患者中，只有 33 人的

数据是可供分析使用的。

Simion 等人早年的研究显示：在功能负载

18 ～ 69 个月后，平均骨丧失为 1.35 ～ 1.87mm，

展现出稳定的牙槽嵴顶水平，而该研究中的数据也

包括了本研究中的一部分患者。本研究的结果证明

了使用GBR技术垂直骨增量联合螺旋式钛种植体，

具有高长期可预测性。该结果与其他具有更短随访

周期的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由于此随访时间跨度很大，很难用此文献的数

据与目前研究的数据作比较。事实上，对于具有如

此长期研究的数据，只有关于植于天然骨上的种植

体的数据是可使用的，而对于放置在垂直骨增量中

的种植体，长期的研究是缺乏的。

与关于植于天然骨中的螺旋种植体的长期随访

研究比较，本研究中呈现的种植体存活率（97%）

是一致的。Astrand 等在对 21 个牙列缺失的病人中

放置的 123 个螺旋种植体，在行使 20 年功能后，

报道了 99.2% 的存活率。Simion 等在 29 位牙列缺

损病人上颌磨牙区放置的 59 颗螺旋式种植体的 12

年随访中，发现了 93.2% 的累计存活率。Jemt 和

Johannson 等、Lekholm 等、Lindquist 等在关于

放置于天然骨中的螺旋式种植体的研究中也报道了

类似的数据。

本研究中，在 13 ～ 21 年的功能行使下，平均

边缘骨丧失为 1.02mm，此结果论证了放置了螺旋

式种植体的垂直骨增量具有高的长期尺寸稳定性。

在总共 91 个种植体中，有 10 个来自 6 位患者种

植体（11%）边缘骨丧失大于 3mm。这些数据与

Astrand 等的研究发现在天然骨植入种植体 20 年

后，有 11% 的植体边缘骨丧失大于 3mm 的结果一

致，但是与 Simion 等论证的只有 10% 的种植体边

缘骨丧失为 2 ～ 3mm 的结果相比，本研究中的结

果是偏高的。

本研究证明了与天然骨相比，种植于垂直骨增

图 15  在 35 到 37 位点上行垂直骨增量术的病人从 1999 年到 2013 年的根尖片显示了超过 10 年的进行性骨吸收。骨吸收

进展非常缓慢，在种植体周围骨中硬骨板仍然存在

2000 2002 2004

201320112006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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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植体由于种植体周围炎导致的进展性骨吸收的

患病率 (9.9%) 稍高，而对于植于天然骨的种植体，

Astrand 报道了 20 年后 2.5% 的患病率，Simion 等

人报道了经过 12 年后 0% 的患病率。然而，螺旋种

植体由于种植体周围炎导致的进展性骨吸收的患病

率似乎是相当低的（图 15），经过 13 ～ 21 年后只

有 2个种植体丢失了。

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在植于垂直骨增量的种植

体中，与上颌种植体周围炎的患病率 (1.8%) 相比，

下颌的患病率 (22%) 更高。

在一个近期研究中，Fontana 等人在 21 名患

者下颌后牙区垂直骨增量中植入了 75 个种植体，

并在修复性负载 1 ～ 6 年后对其进行回顾性评价。

该结果证明了这些种植位点的进展性骨吸收患病率

为 27.9%。这种在短期内发生高百分百的种植体周

围骨吸收可能是因为其种植位点全部位于下颌后牙

区和其更粗糙的种植体表面。

在种植体周围黏膜中出现角化组织是一个有利

的因素，因为它能减少种植体周围的边缘性炎症和

进展性骨吸收的患病率。与这个假设一致的是，在

本研究中，大多数种植体 (72%) 表现出的角化组织

宽度＞ 3mm。

只有 30% 的患者在本文作者们诊室接受了牙科

保健员定期的牙周支持治疗。这似乎表明了患者依

从性较低，但是也必须考虑到有 84% 的患者接受了

其他医生的治疗，大约有 70% 的患者在种植手术后

重新接受定期牙周支持治疗。

本实验中的生物计量评价需要慎重考虑，因为

牙槽骨水平是用 Rinn 定位仪辅助的常规根尖平行

投照技术测量的，而在 T0 的测量中，没有使用影

像学技术的个体标准化。因此在随访中，微小的测

量误差将有可能发生。

5  结论

在本回顾性研究局限性的允许范围内，根据平

均 13 ～ 21 年的随访结果，可以认为垂直骨增量在

高百分比的病例中展示出稳定性，并且垂直骨增量

在种植体就位后的表现也与天然骨相似。螺旋种植

体的植入使用了传统潜入式种植方法，这种方法也

必须纳入考虑范围。垂直骨增量中种植体周围炎的

发病率相当低，但是仍比植于天然骨中的螺旋式种

植体稍高。角化组织的形成和牙周维护治疗可能有

助于获得可预测的远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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