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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典型病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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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探讨外胚层发育不全无牙颌患者的软硬组织增量及种植固定修复方法，采用数

字化手段辅助下进行髂骨移植，恢复上下颌骨缺损。在种植导板辅助下完成种植体植入，骨结合

后进行游离龈移植，增加植体周围角化龈宽度及软组织厚度，并同期完成二期手术。通过种植体

支持式固定临时义齿验证咬合及美观，最终完成上下颌一段式螺钉固位种植义齿修复。结果表明

上下颌骨骨增量效果良好，种植体骨结合稳定，种植体周围角化龈宽度充足，最终修复体美学效

果及咀嚼功能良好。修复完成后24 个月复查，修复效果稳定。对外胚层发育不全患者进行软硬组

织增量，并行种植固定修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短期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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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clinical approach of bone and soft tissue reconstruction and 
fixed implant restoration for dysplasia patient. Jaw reconstruction was done by iliac graft with 
digital guide and implants were placed under surgical guide. Free gingiva graft and second 
stage surgery was applied after implant osseointegration. Function and esthetic outcome was 
verified through fixed temporary restoration. Full arch screw retained fixed prosthesis was 
delivered for final restoration. Bone volume was good enough for implant placement. Implant 
ossteointegration was successful with enough keratinized tissue around implant after free gingiva 
graft. Patient was satisfied with the esthetic and masticatory function. The result was stable at 24 
months follow-up. Fixed implant restoration for ectodermal dysplasia patient after hard and soft 
tissue augmentation was an effective therapy approach. Short-term result was 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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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胚层发育不全（ectodermal dysplasia, ED）分为

少汗型（hypohidrotic ectodermal dysplasia）和有汗型

外胚层发育不全（hidrotic ectodermal dysplasia）。其

中以少汗型外胚层发育不全为主，通常属于 X染色体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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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的隐性遗传疾病，常导致患者毛发稀少、牙齿缺失、

皮肤汗腺等组织器官严重发育异常。缺牙数目的多少与

颌骨发育的异常正相关，缺牙数目越多，对颌骨发育的

影响越大 [1]。外胚层发育不全患者大多伴有严重的软硬

组织缺损，种植修复时通常采用覆盖义齿的方式。然而，

此类患者在成年以后，种植覆盖义齿往往无法满足患者

强烈的美观及功能需求，越来越多的患者要求进行种植

固定义齿修复。严重软硬组织缺损的有效恢复、长期稳

定效果的维持，是此类患者面临的难题。数字化手段辅

助下的多学科协作治疗，为此类患者的治疗提供了解决

方案。本文通回顾分析一例外胚层发育不全患者的种 

植治疗过程，对此类患者的多学科协作，数字化手段辅

助的骨增量及种植体植入，以及治疗流程等问题进行了

探讨。

病例资料

1.一般资料：患者男性，24 岁。因“要求重新种植

固定修复”于2017 年1 月就诊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修复

科，诊断为“上下牙列缺失”。患者全口牙缺失二十余年，

十余年前行种植覆盖义齿修复，现因原义齿咀嚼效率差，

不美观，要求种植固定修复。患者身体状况良好，无种

植手术禁忌证。

2.临床检查：

（1）口内检查：全口牙缺失，口内种植体位置角度

不佳（图1），舌体大，唾液量少。口腔卫生差，球帽附

着体周围可见软垢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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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患者上下颌口内像　A：18-28 缺失、牙槽骨重度萎缩，
角化龈量少，14、24 位点可见球帽附着体，唇侧倾斜，
不松动，种植体颊侧无角化龈；B：38-48 缺失，牙槽骨
重度萎缩，角化龈量少，34、44 位点可见球帽附着体。
唇侧倾斜，不松动，44 种植体颊侧无角化龈

（2）口外检查：典型外胚层发

育不全患者面容，正面相可见头部

及眉骨处毛发少，鼻梁塌陷（图2），

双侧肌肉及关节区无压痛，关节无

弹响，开口度和开口型正常。

3.诊断：上下牙列缺失；外胚

层发育不全。

4.治疗计划：上下颌种植体取出，

同期行上下颌 onlay植骨，植骨后上下颌处各植入6 颗种

植体，骨结合后行角化龈移植并同期二期手术，最后行

种植体支持的一段式种植固定修复。

5.治疗过程：重新制作上下颌总义齿，患者试戴合

适，为最终修复体咬合及形态提供参考。参考新义齿进

行上下颌植骨数字化设计，骨增量位置尽量位于修复体

人工牙列下，3D打印上下颌植骨导板。取髂骨后根据植

骨导板进行骨块修整，钛钉固定骨块于上下颌骨缺损处，

减张缝合（图3）。术后愈合良好，上下颌植骨术后6 个 

月，曲面体层放射线片示成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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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数字化手段辅助的上下颌骨骨增量流程　 
A：数字化设计上下颌骨植骨位点及骨块形态；B：3D
打印上下颌骨模型及模拟骨块；C、D：分别为将

修整好的髂骨骨块固定在上、下颌骨骨缺损处

制作上下颌可切削定位导板，并在导板引导下上下颌

各植入6 颗 BL 4.8 mm×10 mm Struamann种植体。上颌

前部种植体植入同期进行骨

增量，术后曲面体层放射线

片确认植体位置方向无误，

上下颌种植体位点方向良好，

与术前设计一致（图4）。

患者角化龈量不足，前

庭沟深度浅，种植体植入两个月后进行游离龈移植，从

上腭取带上皮结缔组织，进行游离龈移植，增加牙槽嵴

顶角化龈宽度及软组织厚度，并同期行二期手术，连接

愈合基台（图5A），游离龈移植后愈合良好（图5B，C）。
图2　患者正面像

图4　术后曲面体层放射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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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游离龈移植口内像　A：上颌游离龈移植，上颌行前庭

沟加深，带上皮结缔组织固定于种植体颊侧，并同期连接愈

合基台；B、C：分别为上颌、下颌游离龈移植一个月后，可

见软组织愈合良好，种植体周围角化龈宽度充足

A B C

制作种植支持式固定临时修复体，验证咬合及美学

参数。固定临时修复体戴用两个月后，取最终修复印模，

使用临时修复体上颌架，转移 关系。技工室制作完成

切削钛支架加上部树脂堆塑一段式螺钉固定修复体，美

观及功能良好（图6）。

图6　最终修复完成后临床照片及放射线检查　A：微笑像；B：
正面咬合像；C：右侧咬合像；D：左侧咬合像；E：曲面体

层放射线片；F：前伸前牙区多牙引导口内照；G：侧方组牙

引导口内照；H：上颌修复体牙面观；I：下颌修复体 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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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体戴用2年后复查，

修复体完好，种植体未见明

显骨吸收，患者对治疗效果

满意（图7）。

讨　　论

外胚层发育不全导致的无牙颌患者大多软硬组织条件

极差，种植固定修复的出现为此类患者的治疗带来了全新

的选择 [2]，但软硬组织缺损量大，治疗周期长，手术次数多，

病人经济负担大，治疗期望值高，临床治疗程序复杂。

多学科联合治疗对于获得治疗成功是必不可少的。患

者初诊后，要由修复科、颌面外科、牙周科为患者确定治

疗计划。在进行植骨等外科操作前，先由修复医生确定未

来修复体的位置，为外科植骨提供参考。在进行种植外科

之前，还需由修复科医生核实和完善未来修复体信息，随

后结合骨的 CBCT数据，为种植外科医生制作种植外科手

术导板，辅助种植体植入，以实现以修复为导向的精准外

科植入。二期手术的同时由牙周科医生进行游离龈移植，

改善患者软组织情况。最后，再由初诊接诊的修复医师完

图7　戴牙2 年曲面体层放

射线片

成临时修复及最终修复的治疗。可以看出，从治疗方案的

确定到治疗过程的实施都由多学科医生共同协作完成，此

类病例是典型的需要多学科合作共同完成的临床情况。

“以终为始”，“以修复为导向”，是高质量完成此

类病例必不可少的。术前提前获得修复信息，设计制作植

骨导板及种植导板，为外科部分的植骨及种植体植入提供

了更加理想的手术指导和辅助 [3-4]，CAD ／ CAM工艺为上

部修复体的精密制作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5]。因此，数字化

手段在一期的植骨、种植体植入及修复阶段都为临床治疗

提供了很好的辅助，更好的实现以修复为导向的治疗原则。

但是，本病例并未一味追求数字化，在面部分析、 位关

系确定及转移、临时修复体戴用后的美学参数调整等步骤

仍然使用了常规的修复方法 [6-7]，数字化和常规方法的平衡

和融合，既能保证治疗的精准可靠，又极大的提高了临床

的易用性和可操作性，相比全程数字化降低了治疗难度。

借助口腔颌面外科及口腔修复数字化手段辅助，多

学科协作，对由于外胚层发育不全导致的无牙颌患者进

行的全口种植固定修复，是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案，治疗

效果良好。但此方案尚缺少大量、长期随访，有待临床

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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