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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观摩与规范化模拟 架实操在
口腔本科正畸教学中的对比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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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利用分组教学及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本科生正畸知识掌握程度进行考察，对比临床观摩与

Typodont 模拟 架实操两组不同教学方式在口腔本科正畸教学中的效果，同时撰写规范化 Typodont 实操

流程，致力于全国本科教学推广。方法：撰写规范化 Typodont 实操流程，将 60名学生随机分为两组，分

别进行临床观摩教学及 Typodont 模拟 架实操教学，设计问卷调查并评估结果。结果：Typodont 教学法

在正畸学习兴趣，正畸知识理解能力，正畸操作帮助等方面明显优于临床观摩法。结论：Typodont 教学

流程及方法值得在本科正畸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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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腔正畸学，是研究牙、颌、面畸形的病因机

制、诊断分析、预防及治疗，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

密结合的学科。以往口腔正畸学临床教学主要在研

究生时期完成 [1-2]。本科时期虽然开设口腔正畸学

教学，但大部分时间聚焦于理论授课。口腔正畸临

床治疗时间较长，需要长期跟诊学习，这在本科教

学中往往脱离现实，因此学生经常反应理论和实际

脱节，无法理解理论内容 [3-4]。Typodont 模拟 架

是一种口腔教学专用模型，由预成塑料牙、温敏性

红蜡、上颌基座，下颌基座组成。Typodont 可以

临床实训，提高操作准确性；同时模拟临床矫治过

程，使学生在短时间内观察到牙齿随弓丝形变和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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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牙齿移动，并提升对临床病例的感性认识。以

往 Typodont 模拟 架实操多应用于研究生或继续

教育教学中，本科生教学中应用较少 [5-6]。大多数

正畸临床教学仅仅是在临床进行半天观摩，对正畸

理论知识吸收消化有一定难度。即使是有一些教学

研究将 Typodont 模拟 架应用于本科教学，但研

究多集中于对学生满意度的调研，并未对学生学习

正畸知识的吸收程度进行考察调研，也并没有建立

规范化Typodont 模拟 架本科生课程 [7-8]。本研究

创新性地提出 Typodont 模拟 架操作应用于本科

生教学，同时利用分组教学及问卷调查形式，对本

科生学习正畸知识进行考察，来对比临床观摩与模

拟 架实操在口腔本科正畸教学中的效果，同时撰

写规范化 Typodont 实操流程，目标致力于全国本

科教学推广。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2018 级本科三年级学生，已完成

正畸理论课程，共60名，随机分成两组，每组30名。

第一组为临床观摩组，第二组为 Typodont 模拟

架实操组。所有学生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2  研究方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上海九院”）口腔正畸学教研室制订规范化

Typodont 实操流程。

选择上海九院口腔正畸科副高级及以上医师作

为带教医生，分为两组，每组六名教师。组一为临

床观摩组，组二为 Typodont 模拟 架实操组，分

别进行规范化教学培训。

临床观摩组教学内容为：教师在临床上进行

安氏Ⅱ类 1 分类错 畸形患者的操作，学生进行观

摩，学时为 4 学时，每学时 45 分钟，内容如下。

①观摩普通 MBT 托槽半口或全口粘结；②观摩普

通托槽弓丝安装：安装 0.014NITI，0.018NITI，

0.018*0.025NITI，0.018*0.025SS 弓丝，并演示

末端回弯；③观摩结扎丝结扎，结扎圈结扎；④观

摩关闭间隙操作：安装牵引钩，橡皮链关间隙以及

Ⅱ类牵引；⑤观摩精细调整。

Typodont 模拟 架实操组教学内容为：安氏

Ⅱ类 1 分类拔牙 Typodont 完整治疗流程操作，学

时为 4 学时，每学时 45 分钟，内容如下。①矫治

器安装：粘结全口普通 MBT 托槽；②弓丝安装：

安装 0.014NITI，0.018NITI，0.018*0.025NITI，

0.018*0.025SS 弓丝 , 镍铁圆丝进行末端回弯；③

结扎训练：结扎丝结扎，结扎圈结扎；④关闭间隙：

安装牵引钩，橡皮链关闭间隙以及Ⅱ类牵引；⑤精

细调整：讲解为主。

两组学生完成教学任务后填写教学问卷（图1），

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对安氏Ⅱ类 1 分类患者治疗过程

牙齿移动、弓丝放置、治疗步骤的掌握，正畸专业

的认知以及对课程的满意程度，使用五分李克特量

表反馈两种教学方法有效性，五分法包括：非常同

意 /满意（1）；同意 /满意（2）；不确定（3）；

不同意 /满意（4）和非常不同意 /满意（5）[9-10]。

图 1 临床观摩与模拟 架实操在口腔本科正畸教学效果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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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计学分析

对两组学生的调查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7.0 t 检验方法对两组学生测试结果进

行统计学分析[11-13]。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Typodont 规范化操作步骤

本科生教学Typodont模拟 架规范化流程由上

海九院口腔正畸学教研室制订，经过反复实践和教学

培训后，本科教学Typodont规范化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节  器 材 准 备

一、材料

Ⅱ类1分类拔除双侧上下第一前磨牙Typodont，胶水，MBT普通托槽，NITI圆丝（0.014，0.016，0.018英寸），

NITI 方丝（0.018*0.025 英寸），0.25 尺寸结扎丝，结扎圈，牵引钩，橡皮链，水浴箱，热水，打火机，记号笔。

二、器械

口镜，镊子，探针，持针器，细丝切断钳，末端切断钳，牵引钩钳。

第二节  操 作 步 骤

一、矫正器粘结训练

1. 托槽定位。直丝弓矫治器托槽应放置在牙齿的临床冠中心，先确定每个牙齿的临床牙冠中心；在牙齿唇颊面

的近远中中线（牙长轴）上用铅笔画一条纵线，在纵线上标出临床冠龈向的中点，通过中点画出与牙长轴垂直的水平线，

两线交点处即为临床牙冠中心。

2. 托槽粘结。镊子夹持托槽近远中，将适量胶水均匀置于托槽底板，托槽放置于牙冠中心点，稳定加压将托槽

完全贴合牙面，轻轻挤出多余胶水，用探针尖头延托槽边缘去除干净，静置直至稳固。

3. 颊管粘结。镊子夹持颊管近远中，将适量胶水均匀置于颊管底板，颊管放置于 6，7 牙冠中心点，稳定加压

将颊管完全贴合牙面，轻轻挤出多余胶水，用探针尖头延颊管边缘去除干净，静置直至颊管稳固。

4. 将上颌半口分为前牙段和双侧后牙段，将粘结顺序按照先双侧后牙段，从后往前，再前牙段。

5. 下颌半口托槽粘结操作步骤及顺序同上颌半口。

二、矫正弓丝安装训练

（一）排齐整平阶段

1. 弓丝放置。按照牙弓长度量出所需弓丝长度，末端预留大约 2～ 3mm, 将多余弓丝剪短丢弃。

2. 结扎丝结扎。将一根结扎丝对折成环圈状，持针器夹住结扎丝对折末端的 1/3 处，用手指将其末端捋平贴近

持针器柄，顺时针旋转，每结扎完一个托槽应顺手将结扎丝立起与牙弓弧段垂直，成扇形排列，伸出口裂之外。右

手持细丝切断钳预留其根部 2～ 3mm长，剪断结扎丝后，左手指略松开向旁边移动，用持针器钳喙尖头将结扎丝末

端从 方向龈方塞入矫正弓丝下方。

拆除时操作正相反，用牙科探针从龈方向 方挑出结扎丝末端，持针器将其夹紧，反向旋转松解后拆除，或用

结扎丝切断钳剪断后取出。

结扎圈结扎

3.结扎圈结扎。使用持针器夹紧结扎圈，套入四翼托槽中的一个翼，按顺序依次套入所有翼，即结扎圈结扎完成。

4.末端回弯。预留NiTi圆丝长于牙弓末端长度约2～3mm，打火机灼烧变黑，按照之前的操作结扎好NiTi圆丝，

在弓丝末端靠近颊面管处持针器夹紧，往舌侧和龈方回弯。

5. 水浴移动，55°水浴下，将牙齿随钢丝的弹力方向排列整齐。

6.上下颌依次更换0.014NITI，0.018NITI圆丝，0.018*0.025NITI方丝及0.018*0.025SS方丝，操作流程同前，

进一步排齐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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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种教学方法效果对比（见表 1）

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Typodont 组中大

多数学生完全同意 Typodont 教学可以激发正畸

专业兴趣（P=0.023）, 对未来正畸操作有帮助

（P=0.001）, 同时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弓丝形

状和影响牙齿移动的方式（P=0.034），同时也能

更好理解牙齿移动方式的不同（P=0.003）以及对

牙齿为什么会排齐有更充分的了解（P=0.035）。

对于其他选项，虽然统计学没有明显差异，但是

Typodont 组在加深知识印象，掌握托槽形状和应

用，认识镍钛丝在牙齿排齐中的功能，了解牙根

移动，掌握正畸弓丝和托槽连接方法方面均分趋

势低于临床观摩组，说明 Typodont 组学生对于正

畸知识掌握度更高。但是在课程时长满意度上，

Typodont 组学生希望能加长学习时长。在掌握临

床矫治三个基本过程和对患者治疗方法印象中，

Typodont 组分数略高于临床观摩组，但两者并无

统计学差异。

表 1 两种教学方法效果对比

项目
临床观摩组

（平均分）

模拟 架实操组

（平均分）
P 值<0.05

激发正畸专业学习兴趣 1.33 1.20 0.023

加深所学知识印象 1.26 1.20 0.231

对未来正畸操作有帮助 1.40 1.17 0.001

对操作时长是否满意 1.67 1.80 0.187

掌握托槽形状及其应用 1.70 1.67 0.727

认识正畸排齐阶段镍钛丝性能以及在排齐牙齿中的功能 1.77 1.43 0.238

理解弓丝形状和影响牙齿移动方式 1.67 1.43 0.034

理解牙齿移动方式的不同 1.67 1.37 0.003

了解正畸排列牙齿过程中，需要引起牙根的移动才能完成矫治 1.50 1.43 0.439

掌握正畸弓丝和托槽连接的结扎方法 1.60 1.37 0.193

对于牙齿为什么会排齐有充分了解 1.70 1.37 0.035

掌握正畸矫治的三个基本过程：排齐整平，关闭间隙，精细调整 1.20 1.30 0.325

加深对正畸患者治疗方法的印象 1.20 1.30 0.232

（二）关闭间隙阶段

1. 在 0.018*0.025SS 方丝基础上关闭间隙。

2. 在上颌左侧侧切牙、上颌右侧侧切牙、下颌左侧侧切牙、下颌右侧侧切牙远中安装游离牵引钩，用橡皮链挂

在 7颊管及牵引钩之中，通过滑动钢丝关闭间隙。

3.55°水浴条件下，橡皮链关闭间隙。

三、矫正基本牵引方式安装训练

训练Ⅱ类牵引：上颌左侧尖牙，上颌右侧尖牙，与下颌左侧第一磨牙，下颌右侧第一磨牙的牵引（参考力值

3/8，5/16 英寸，3.5OZ）。

四、精细调整阶段训练

在关闭所有间隙的情况下，观察最后咬合状况，进一步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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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在本科生教学中添加原本没有的 Typodont 实

操教学是本次教学改革的重要部分。本次教学改革

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基础理论与实训操作。①基础

理论：认识各种正畸矫正器的原理，特色，适应证，

掌握正畸治疗基本流程及矫正器在各个流程中发挥

的基本作用，掌握正畸矫正器的安装方法，正畸结

扎的各种方法，正畸牵引以及正畸精细调整的不同

方法。②实训操作：在 Typodont 模拟 架上进行

正畸矫正器及附件的粘结，矫正弓丝的安装，矫正

结扎方式训练，矫正基本牵引方式的安装以及精细

调整过程，模拟患者口腔内总体治疗操作，进行实

操训练。

同时，不同于以往，本次教学全部选用了临床

和教学都非常有经验的高级职称及以上教师，参考

已经撰写好的规范化Typodont 操作流程进行授课。

在 Typodont 授课过程中，同步进行录制，线上慕

课分享。因此本课程并不完全着眼于一次教学改革

或教学研究，而是着重于将 Typodont 规范化实操

在本科生教学中，作为常规教学进行推广 [14-16]。

口腔正畸矫正器规范化安装实操课在现有完整

教学团队成员的基础上，整合了上海九院口腔正畸

科深厚的教学底蕴，完善教学模式，优化教学方式，

丰富教学资源，同时通过原有的“一带一路”课程，

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临床培训中心，正畸专科

联盟，进一步推广至全国，提高全国医学院本科教

学正畸临床水平 [17-18]。

本课程发挥国家级教学团队的引领作用，推广

上海九院口腔正畸科特色教学体系、内容与课程；

通过数字化平台进行推广，建立一套规范化、教学

经验丰富的 Typodont 实操教学团队；通过国际化

交流来扩大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人文思政思想，

同理同情心，从理论阶段培养医学生医德医风，从

实操阶段培养医学生爱伤治伤思想。本规范化课程

在正畸本科生教学属首创，从而推进国内口腔教育

的理念更新和改革教学方法 [19-20]。

通过两组学生学习后的问卷反馈，绝大多数

学生认为 Typodont 规范化实操训练课程提高了

正畸学习兴趣，加深了对正畸知识的应用，弥补

了正畸理论和临床间的隔阂，可以提高自身正畸

临床操作水平，在理解牙齿移动和弓丝作用上，

Typodont 教学法均优于临床观摩教学法，学生普

遍对 Typodont 课程更感兴趣，甚至反映课程时间

少，希望增加课时；但在对临床患者治疗流程理解

上，Typodont 组同学略差于临床观摩组同学，可

以考虑将两者结合，发挥两种课程共同优势。

5  结论

通过本次教学研究可知，Typodont 模拟 架

实操的引入，可以加强本科生对正畸专业知识的掌

握，减小正畸理论与临床间的隔阂，提高学生学习

正畸的兴趣，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同时撰写规范化

本科生 Typodont 实操流程，建立了一套由具有高

级职称的医师队伍组成的实力强劲的 Typodont 教

学团队，建立线上课程，值得进一步在口腔正畸本

科教学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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