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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衬材料用于下颌双侧游离端缺失修复的临床疗效评价
李勇伟，谢莉莉

（海南省人民医院口腔科，海南 海口 570102）

【摘要】 目的 评价软衬材料用于下颌双侧游离端缺失修复时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48例下颌游离端缺

失后，牙槽嵴低平、旧义齿修复产生压痛反复调改无法缓解和旧义齿固位力差、咀嚼效率低下的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一组用自凝软衬材料衬垫旧义齿，一组常规用自凝树脂衬垫，并于衬垫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后，对两组患者进

行使用义齿衬垫前后满意度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对比发现，用义齿

软衬材料后，患者反映咀嚼功能、固位功能和舒适性得到显著改善(P<0.01)。结论 对牙槽嵴条件差的下颌双侧游

离端缺失的患者，使用软衬材料衬垫义齿修复能获得良好的临床效果，并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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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valuation of soft-lining material applied in bilateral free-end mandibular dentition defect. LI Yong-wei,
XIE Li-li. Department of Prosthodontics, People's Hospital of Hainan Province, Haikou 570102, Hainan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oft-lining material to bilateral free-end mandibu-

lar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 partial denture. Methods Forty-eight patients whose alveolar ridge was low and flat,

were chosen in the study. Their old denture tenderness after repeated failed to relieve the change, meanwhile the den-

ture was not stable and low efficiency in chewing.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with self-curing soft lin-

ing old denture, another with self-curing risin lining old denture. And after 3, 6, 12 months, the patients were exam-

ined using denture lining materials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ough contrast detection, the use of den-

ture soft lining materials after repair, patients reflects the retention, masticatory function, and comfort have been signif-

icantly improved (P<0.01). Conclusion It can get a good clinical effect and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for the poor

alveolar mandibular bilateral denture patients to use liners denture soft 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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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义齿软衬材料又称为弹性软衬材料，是一类用
于义齿基托组织面的、固化后具有一定弹性的衬垫
材料。软衬材料可以提高义齿组织面与牙槽嵴之
间的密合度，封闭义齿边缘，缓冲冲击性咬合力 [1]，
已广泛运用于义齿组织面的衬垫。2011 年 3 月至
2012年 5月，我们对 48例下颌双侧游离缺失后牙槽
嵴条件差、旧义齿固位差、咀嚼效率低下、长期压痛
调改无效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进行修复，并进行
使用软衬进行义齿修复前后的问卷调查，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院修复科就诊的双侧下颌游

离端缺失患者48例，男性20例，女性28例，要求患者
有自主行为能力，愿意配合进行治疗和问卷调查，患
者下颌双侧游离端缺失的牙槽嵴中到重度吸收、低平
或呈刃状、黏膜薄或弹性差、牙槽嵴上骨突明显。

1.2 材料 Sofreliner MS自凝硅橡胶软衬材料
（日本德山齿科公司）。

1.3 方法
1.3.1 分组 将 48 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一组

对义齿进行常规自凝树脂衬垫，一组使用自凝硅橡胶
软衬材料重衬。

1.3.2 义齿软衬方法 确定患者正确的垂直距
离后，均匀磨除旧义齿组织面 1.0~2.0 mm（通常牙槽
嵴顶磨除 1.5~2.0 mm，舌侧骨嵴磨除 1.0 mm）[2]，并
使组织面粗糙，以让软衬材料与旧义齿材料更好结
合。打磨后先将软衬材料粘接剂涂布于义齿组织
面，接着放置适量的自凝软衬材料，然后将旧义齿
戴入患者口内，引导患者做正确的正中牙合位咬合
及各种功能性运动，在嘱患者咬紧义齿保证垂直距
离不变的同时，进行肌功能修整。5 min 后取出义
齿，磨除多余软衬材料，打磨抛光，重新戴入患者口
内，进行精细调牙合。

1.3.3 问卷调查 义齿戴用3个月、6个月、12个
月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义齿使用满意度问卷调查，
义齿使用满意度的相关因素有固位效果、咀嚼功能和
舒适[3-4]，见表1。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满意度（固位效果、咀嚼功能、舒适度）的比较，
采用成组设计 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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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义齿满意度调查表

评价指标

固位效果

咀嚼功能

舒适度

≥8（满意）

固位好，稳定性好

日常进食正常

无异物、无疼痛感

6~8（一般）

张口、咀嚼时义齿较易脱落，但稳定性较好

能咀嚼一般食物，但咀嚼蔬菜等纤维性食物受

一定影响，咀嚼时间稍长有不适感

无压痛

≤6（不满意）

固位不好，张口、咀嚼时义齿易脱落，稳定性较差

仅能咀嚼较脆的食物，咀嚼时有较明显

疼痛不适感觉

有压痛，但调改可解决

2 结 果

48 例下颌双侧游离端缺失牙槽嵴条件差，旧义

齿固位差、咀嚼功能低下，长期压痛经调改无效的

患者，采用软衬材料进行衬垫修复组，使用后 3 个

月、6 个月、12 个月义齿的固位、稳定、咀嚼功能、舒

适性的满意度较未使用软衬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1），见表 2。

3 讨 论

修复科医生在临床上常发现，下颌游离端缺失义
齿修复后易出现压痛、咀嚼效率低等问题。这是因为
下颌双侧游离端牙齿缺失后，牙槽嵴因咀嚼功能降低
或丧失造成废用性萎缩。进行义齿修复后，基托直接
作用于牙槽嵴上，也会造成创伤性骨吸收。下颌承托
区面积小，故骨吸收更加明显。所以大部分患者下颌
游离端牙齿缺失时间一长，常产生牙槽嵴低平、吸收
呈刃状、黏膜较薄、骨突明显等问题，因此义齿修复后
易出现疼痛及咀嚼效率低，而且反复调改后难以缓解，
严重影响了义齿的使用。本次经过对两组患者的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软衬材料衬垫义齿后，绝大多数的患者
的固位功能、疼痛症状和咀嚼效率得到了明显改善。

首先，自凝硅橡胶软衬材料在临床上操作时，材
料凝固前可于口内进行肌功能调整，软衬材料能够进
入组织倒凹区，并达到适宜的边缘伸展，提高了义齿
边缘的密合性和封闭性，从而改善了义齿的固位，一
方面减少了因基托组织过长伸展而引起的疼痛，或过
短而致支持组织不足，造成应力集中导致的压痛；另
一方面，也减少了因常规模型制取有误差，制作出的
义齿基托不精确而造成的疼痛。

其次软性材料的弹性与黏膜相似，衬垫软衬后的

义齿，义齿基托与牙槽嵴之间相当于多了一个缓冲

垫，软衬材料在咬合过程中，可通过自身的弹性形变

减轻和分散牙合力对牙槽嵴的冲击，达到减轻或者消

除疼痛的效果，因而牙槽嵴能承担更大的牙合力。研

究结果显示，软衬材料可使口腔肌肉和关节更为协调，

并使咀嚼效率增高，最大咬力加大，咀嚼频率减低，咀

嚼时间缩短[5]，因此患者的咀嚼效率得到了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义齿

软衬应以 1~2 mm 厚为宜[6-7] 。软衬过厚不仅修复效

果不佳，反而因为降低了义齿基托的强度，而使基托

易折断，并造成软衬材料与义齿之间黏结强度降低，

还增强了患者异物感，影响语音；软衬过薄，则弹性过

小，不能较好地缓冲牙槽嵴承受的压力。

综上所述，使用自凝硅橡胶软衬材料，在牙槽嵴固

有条件差的下颌双侧游离缺失修复中取得了良好的临

床效果，提高了患者使用的满意度。衬垫后不仅能改

善旧义齿修复引起的疼痛，还大大提高了咀嚼效果。

而且此材料刺激性小，临床上操作简单，定型后柔软坚

韧，重衬效果好。但不足之处是软衬材料易老化、易剥

离、表面易致菌群滋生，组织面不易清洁等，所以医生

应认真做好软衬义齿清洁宣教，嘱患者进食后用软毛

牙刷和牙膏认真刷洗，并定期用碱性次氯酸盐清洁剂[8]

浸泡加衬义齿，并嘱患者3~4年后复诊进行重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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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义齿修复使用前后满意度得分比较(x-±s)

修复方法

常规自凝树脂

软衬

评价指标

使用时间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3个月

6个月

12个月

固位效果

5.4±0.74

6.1± 0.83

6.7±0.63

8.9±0.92a

9.1±0.91a

9.3±0.87a

咀嚼功能

5.6±0.87

6.3±0.71

6.3±0.56

8.2±0.77a

8.7±0.97a

9.0±0.81a

舒适度

5.9±0.68

6.2±0.91

7.1±0.82

8.8±0.86a

9.1±0.73a

9.3±1.01a

t值

-6.047

-3.776

-4.315

-3.207

-2.991

-3.266

注：使用前后比较，a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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