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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牙外伤诊疗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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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口腔医院主任医师。兼任国际

牙外伤协会会员、国际牙外伤专

业委员会委员、国际牙研究学会

会员、中华口腔医学会急诊专业

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首都医科

大学急诊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

员等职。主要以牙外伤的研究作

为1：2腔急诊医学的学科特色，使牙外伤的诊断和治疗更加

规范化，临床与教学也更加标准化。在首都医科大学首次

设立牙外伤专业课程。主编《牙外伤》专著，参编口腔医学

专著8部，近年完成主译《牙外伤教科书及彩色图谱》专

著。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3篇。

摘要：牙外伤是指在突然的机械外力作用下，牙体硬

组织、牙髓或牙周组织发生急性损伤的一种疾病。牙外伤

可单独破坏一种组织，也可使多种组织同时受累。恒牙冠

折和牙齿脱位性损伤是所有牙外伤中最常见的类型。牙

外伤所涉及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以及牙外伤的研究范

围与口腔医学的多个学科密切相关。所以，正确的诊断、

合理的治疗计划、按时随诊观察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着牙

外伤的预后效果。本文通过对国内口腔医生牙外伤认知

水平和临床诊治能力的分析，阐述了牙外伤继续教育的必

要性；详细介绍了国际牙外伤协会(IADT)向全世界推荐使

用的牙外伤临床治疗指南，帮助医生更好地掌握牙外伤的

正确诊断与规范治疗，以及了解未来国内外牙外伤的临床

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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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外伤(traumatic dental injuries，TDI)是指在

突然的机械外力作用下，牙体硬组织、牙髓或牙周

组织发生急性损伤的一种疾病。牙外伤可单独破

坏一种组织，也可同时累及多种组织11。牙体硬组

织在外伤中可发生不同程度的冠折、根折或冠根

折，可累及牙髓组织被细菌感染，导致牙髓坏死，

也可导致牙髓缺血或折断；牙周组织在外伤中可

发生牙周膜充血、出血或牙周韧带断裂，牙龈出血

或撕裂，牙槽突和牙槽窝不同程度的骨折等。所

以，牙外伤涉及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以及牙外

伤的研究范围与口腔医学的多个学科密切相关，

在急诊救治中，包含了牙体保存修复、牙髓损伤治

疗、儿童口腔科、牙周病学科、口腔颌面外科学以

及美学牙科等多学科的治疗理念与手段。

近年来，随着交通流量和人们参加户外体育

运动的s曾DII，牙外伤的发生率也有逐年J曾Dil的趋

势。牙外伤已成为口腔常见病、多发病之一，给人

类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瑞典的一项调查研

究显示：每年因外伤造成数百万人受伤，口腔颌面

部的面积虽然仅占全身的1％，但外伤的数量可达

到全身外伤的5％以上，并且常常伴发牙外伤。在

儿童口腔颌面外伤中发生牙外伤的比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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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岁青少年成为牙外伤的第一高发人群心】。

英国每5个学龄阶段的儿童中，就有1人有过牙外

伤的经历[31。美国对6～50岁的外伤人群进行了

流行病学统计，大约4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有过

牙外伤史H3。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口

腔急诊科自2008年7月到2009年6月，曾对急诊

中644例牙外伤患者的1398颗牙齿进行了临床研

究，结果显示：牙外伤的年龄分布广泛，临床类型

复杂，治疗方法选择多样；7～12岁是牙外伤的高

发年龄，占22．8％[5弗]，与芬兰、瑞典、巴西的牙外伤

流行病学资料一致。所以，牙外伤已成为人类常

见的口腔疾病，越来越受到各国口腔医生的关注

和重视。

1 国内口腔医生对牙外伤的认知水平与继续教

育

从流行病学调查可以看出，牙外伤是一种临

床类型复杂、损伤累及多种组织、治疗方法选择多

样的疾病。所以，在牙外伤的急诊救治中，医生需

要掌握口腔医学多学科的治疗理念与手段，医生

对牙外伤的认知水平和临床诊治能力，直接影响

着牙外伤的预后效果。特别是最为严重的牙齿撕

脱性损伤，在紧急情况下是否给予准确的诊断和

正确规范的治疗非常重要n‘8]，治疗不及时或治疗

方法不正确，将最终导致牙齿丧失，破坏咀嚼器官

的完整性，影响全身健康。

1．1 国内口腔医生对牙外伤的认知水平2008

年我们曾对北京15家医院的258名口腔医生进行

牙外伤认知水平的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一半

以上的医生(55．9％)毕业后从未接受过牙齿撕脱

伤如何紧急诊治知识的继续教育学习阳]。在医学

院校本科教育阶段，也没有将牙外伤作为独立的

学科进行系统讲解，没有牙外伤独立的教科书。

而是分散在不同专业里作为急诊部分解释，学生

毕业后遇到牙外伤的临床诊治很迷惑，不能将这

些知识综合运用(10。“]。

1．2国内医学院对牙外伤的继续教育为了提

高口腔医生对牙外伤理论知识的认知水平，增强

其临床救治能力，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第四军

医大学口腔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北

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浙江邵逸夫医院口腔科以及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院，联合在全国范围内每年

开展牙外伤国家继续教育学习班，我们同时邀请

来自国际牙外伤协会的顶尖专家和国内优秀专家

共同讲解牙外伤课程。从最初的病史采集，到临

床检查；从正确判断损伤范围和严重程度，到准确

做出临床诊断；SA拟定牙外伤的治疗计划，到最佳

治疗方法设计；从预期判断牙外伤预后，到将并发

症的风险降到最低，大大推进了口腔医生毕业后

对牙外伤的关注和学习热情。近年来，首都医科

大学口腔医学院已经开设牙外伤的专业课程；第

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开展了牙齿撕脱伤的序列

治疗及基础研究；中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进行

了牙外伤微创美学治疗的研究；浙江邵逸夫医院

口腔科开展了牙外伤即刻种植修复的临床研究。

中国医生通过出席国际牙外伤会议，更多地了解

牙外伤研究的国际先进水平。

2 国际牙外伤协会(IADT)对牙外伤研究与教育

的贡献

第一届国际牙外伤大会于1989年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召开，在此期间成立了国际牙外伤协

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Dental Trauma—

tology，IADT)，协会聚集了对牙外伤研究和教育

感兴趣的医生，为公众提供最佳的牙外伤预防和

治疗帮助。IADT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牙外伤大

会，每双月发行牙外伤专业杂志，出版了多部牙外

伤教科书和专著，为全世界的口腔医生提供了互

相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26年来IADT逐渐发展壮大，聚集了口腔颌面

外科专家、牙体牙髓病专家、牙周病专家、口腔儿

科领域和口腔急诊领域的专家，成为多学科的国

际组织。他们通过对牙外伤的临床研究、基础研

究和预防方法的研究，不断更新牙外伤的理念和

使治疗技术规范化，在文献研究和听取专业委员

会建议的基础之上，一致协商达成共识，制定了牙

外伤的临床治疗指南。于2001、2007、2012年向全

世界推荐使用牙外伤的国际分类法(classification)

(表1)及临床治疗指南n2。“。这是对全世界所有

牙科医生的贡献，也将会大大提高牙外伤诊治的

整体水平，IADT成为全世界关爱人类健康的重要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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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外伤的临床研究也像其他口腔学科一样在

不断发展，最新的研究包含了CBCT等放射方法在

牙外伤中的应用、牙外伤后牙髓血管再生和牙髓

重建、骨移植和牙移植、牙外伤的急诊治疗、牙外

伤后牙髓和牙周的治疗与并发症、前牙区即刻种

植、前牙区美学瓷修复、牙外伤的正畸考虑、儿童

牙外伤、牙外伤预防与运动牙医学等内容。

表1牙外伤国际分类

牙齿和牙槽骨骨折

简单冠折(牙釉质损伤、牙釉质折断、牙釉质一牙本质折断)

复杂冠折

冠根折(简单冠根折、复杂冠根折)

根折(水平根折、斜线根折、垂直根折)

牙槽骨骨折(简单牙槽骨骨折、复杂牙槽骨骨折)

牙齿脱位损伤

牙震荡、半脱位、脱出性脱位、侧方脱位、嵌入性脱位

牙齿撕脱性损伤

根尖闭合型牙齿撕脱伤、根尖开放型牙齿撕脱伤

3牙外伤的诊断、规范治疗及预后

3．1牙齿和牙槽骨骨折

3．1．1简单冠折(1)牙釉质损伤：又称牙釉质

裂纹，裂纹局限在牙釉质，止于釉牙本质界。患者

可无自觉症状，肉眼观察易忽略裂纹痕迹，用一束

垂直于裂纹的光线照射牙齿，可发现裂纹走向(图

1)。治疗：釉质裂纹明显时，用流动树脂和粘接技

术封闭釉质表面，以免有色饮料、食品的染色；存

在咬合干扰时，可调低咬合。(2)牙釉质折断：牙釉

质缺损，牙本质未暴露(图2)。探诊牙冠表面粗

糙，不敏感。治疗：可行断冠粘接，或用复合树脂

进行美学修复。6～8周复查。(3)牙釉质一牙本质

折断：牙釉质和牙本质缺损，未暴露牙髓(图3)。

探诊及温度测试敏感，疼痛程度与牙本质暴露的

面积和深度有关，与根发育程度有关。治疗：牙本

质暴露过多、近髓，或年轻恒牙牙本质小管粗大，

可选择氢氧化钙和玻璃离子盖髓治疗。也可行断

冠粘接，或用复合树脂进行美学修复，或用其他材

料修复牙体缺损。6～8周、1年复查。

3．1．2复杂冠折牙釉质和牙本质缺损，牙髓暴

露，探诊极其敏感(图4)。治疗：年轻恒牙选用盖

髓术、部分活髓切断术、根尖诱导成形术；牙根发

育完全的牙齿，行根管治疗术。然后可行断冠粘

接，或用复合树脂进行美学修复，或冠修复。6～8

周、1年复查。

图4复杂冠折

3．1．3冠根折(1)简单冠根折：折断包括牙釉

质、牙本质和牙骨质，未暴露牙髓，折断达龈下(图

5)。治疗：急诊处置可临时固定折裂松动的牙片；

或去除松动折裂牙片，近髓患牙行间接盖髓后再

充填治疗；如果牙髓症状明显，需行根管治疗，冠

修复。6～8周、1年复查。(2)复杂冠根折：折断包

括牙釉质、牙本质和牙骨质，牙髓暴露(图6)。治

疗：年轻恒牙选用盖髓术、部分活髓切断术、根尖

诱导成形术；牙根发育完全的恒牙，行根管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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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桩核冠修复。6～8周、1年复查。也可行正畸

牵引或外科手术方法复位，或外科拔除种植修复。

3．1．4根折冠方断端可以松动或移位，咬合不

适或叩诊疼痛，可伴有牙龈沟渗血，牙冠可以变

色。x线片可见水平根折或斜行根折(图7)。治

疗：尽快复位移位的患牙，x线检查复位正确后，

弹性牙弓夹板固定术4周；如果根折接近牙颈部，

需固定4个月。追踪观察牙髓状态1年，出现牙髓

坏死，应及时行折裂线冠方部分根管治疗术。复

诊时间：4周、8周、4个月、6个月、1年和5年。

赢孺■啄__
}j●-—■-

■圜
鬣

图6复杂冠根折

图7根折

3．1．5牙槽骨骨折包含牙槽骨骨折和颌骨骨

折，骨折片松动和移位，可累及多颗牙齿移动，咬合

关系改变。x线片可以帮助诊断(图8)。治疗：复

位松动移位的骨折片，夹板固定4周，缝合撕裂牙

龈。复诊时间：4周、8周、4个月、6个月、1年和5

年。

3．2牙齿脱位性损伤

3．2．1牙震荡牙齿触诊敏感、轻度叩痛，无松

动或移位，温度测试正常。x线片正常。治疗：勿

咬硬物，监测牙髓状态1年。4周、8周、1年复查。

3．2．2半脱位牙齿触诊敏感、叩痛，轻度松动，

但没有移位(图9)。牙龈沟渗血。有时造成牙髓

远期的活力改变。X线片显示正常或轻微增宽。

治疗：一般不需治疗，对松动患牙，可弹性夹板固

定2周。复查时间：2周、4周、8周、6个月和1年。

3．2．3脱出性脱位牙齿自牙槽窝向切端部分

移位，明显伸长、松动(图lO)。x线片显示根尖部

牙周间隙增宽。治疗：局麻下复位患牙，恢复正常

咬合关系，弹性夹板固定2周。出现牙髓坏死症

状，行根管治疗术。复诊时间：2周、4周、8周、6个

月、1年、5年。

3．2．4侧方脱位牙齿偏离其长轴向侧方移位，

牙齿无松动，叩诊呈高金属音(图11)。可伴有牙

槽突的骨折，x线片显示根尖周间隙增宽或骨折

线。治疗：局麻下复位患牙，恢复正常咬合关系，

弹性夹板固定4周。监测牙髓状态，出现牙髓坏死

症状，行根管治疗术。复诊时间：2周、4周、8周、6

个月、1年、5年。

3．2．5嵌人性牙脱位牙齿沿其长轴向牙槽骨

深部移位，不松动，呈现高金属音(图12)。x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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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牙周韧带问隙部分或全部消失。治疗：(1)年

轻叵牙：可以没有干预，自然再萌；若几周无移动，

考虑正畸牵引复位；如果牙齿嵌入超过7 film，用

正畸或外科方法复位。(2)牙根发育完全：如果嵌

人小于3 mm，可以没有干预，自然再萌；若2～4周

无移动，在骨强直发生之前采用正畸或外科方法；

如果牙齿嵌入超过7 nqm，用外科方法复位；牙髓

坏死，外科复位2—3周后根管治疗用氢氧化钙暂

时充填。弹性夹板固定4～8周。复诊时间：2周、

4周、8周、6个月、1年、5年。

图12嵌人性牙脱位

3．3牙齿撕脱伤恒牙撕脱伤治疗方法的选择

依赖于牙根的发育程度，以及根周膜细胞的状态，

后者又依赖于撕脱牙储存介质的种类和在口外干

燥时间的长短(图13)。

3．3．1 根尖孔闭合的恒牙撕脱伤 (1)最好的治

疗方法是患者在事故现场立即将撕脱牙再植。医

生检查患牙的咬合关系，弹性夹板固定2周，若需

要根管治疗，在再植后7～10 d、拆除夹板之前进

行。(2)撕脱牙在口外干燥时问少于60 rain，一直

保存在生理储存介质、平衡液或干燥状态。治疗

方法：清洁牙根表面，检查牙槽窝是否有骨折，缓

慢轻柔地再植患牙，弹性夹板固定2周，若需根管

治疗，再植后7～10 d、拆除夹板之前进行。(3)撕

脱牙口外干燥时间大于60 min，或其他原因导致

牙周膜细胞坏死。延期再植，预后不佳，形成骨强

直。治疗方法：去除根表面坏死的软组织，再植之

前或再植之后7一一10 d可进行根管治疗。弹性夹

板固定4周，复查拆除夹板。

3．3．2根尖孔开放的恒牙撕脱伤(1)最好的治

疗方法是患者在事故现场立即将撕脱牙再植。医

生检查再植牙的位置和咬合关系，弹性夹板固定2

周，年轻恒牙有可能发生牙髓血管再生；如果没有

可能，再行根管治疗，氢氧化钙暂充1个月，然后根

管充填。(2)撕脱牙在口外干燥时间少于60 rain，

一直保存在生理储存介质、平衡液或干燥状态。

治疗方法：清洁牙根表面，流动的盐水冲洗根尖

孔，检查牙槽窝是否有骨折，缓慢轻柔地再植患

牙。弹性夹板固定2周，年轻恒牙有可能发生牙髓

血管再生。如果没有可能，再行根管治疗，氢氧化

钙暂充1个月，然后根管充填。(3)撕脱牙口外干燥

时间大于60 min，牙周膜细胞坏死。延期再植，预

后不佳，只是为了保存牙列的美观、功能和患者的

心理健康，最终结果还会产生骨粘连和牙根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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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治疗方法：去除根表面坏死的软组织，再植之

前或再植之后7～10 d可进行根管治疗，弹性夹板

固定4周，复查拆除夹板。

骨强直是指牙槽骨和牙根表面的融合，使牙

根与牙槽骨紧密相连，牙周膜间隙消失。撕脱伤

牙齿的延期再植，不可避免的会发生骨强直。发

生骨强直的牙齿常会妨碍儿童和青少年局部颌骨

的生长发育。必须按时复诊，观察患者的状况。

当粘连牙与正常牙相比，低于咬合平面l mm时，

可考虑截冠术。IADT指南推荐选择弹性夹板、短

时间固定再植牙齿，有利于改善牙周和牙髓组织

的愈合(图14)。在牙周愈合的早期，牙齿轻微的

动度可以刺激早期粘连部位的吸收，更有助于牙

髓的愈合。牙弓夹板一钢丝固定，易造成牙龈的

破裂或撕裂，导致细菌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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