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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牙本质过敏症(DH)是指牙齿暴露的牙本质受到外界刺激，如机械作用(摩擦或咬硬物)、化学物品（酸、

甜）以及温度(冷、热)等产生的一种异常酸软不适、疼痛的感觉，是口腔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症状，其治疗方法较多，现

就Nd:YAG激光治疗牙本质过敏症的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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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本质过敏症(Dentin hypersensitivity，DH)是口
腔科常见的症状，也是临床上牙齿疼痛的原因之一。
目前，针对DH的治疗有许多方法，如药物治疗，但疗
效不稳定，需要反复治疗[1]；激光治疗效果比其他方法
有明显改善；其中Nd:YAG激光能获得较好的疗效，有
着广阔的前景。

1 牙本质过敏症

1.1 牙本质过敏症的定义及临床表现 牙本质
过敏症是暴露的牙本质对外界产生的针刺样短暂而
尖锐的疼痛，并无法用其他形式的疾病或缺损加以解
释的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而是多牙体疾病的共同特征，其特点为发作迅速、时
间短暂、疼痛尖锐[2-3]。牙本质过敏一般为牙齿磨损、
酸蚀、楔状缺损以及磨耗等因素导致牙釉质部分缺
失、牙周萎缩等原因造成，在外界刺激下产生的典型
症状；一般累及几颗牙，偶有累及全口牙，好发于磨牙
和前磨牙的面及颈部。女性多于男性，30~40岁为
高发时期，牙周病患者中可高达60%~98%[4]，临床上一
般用探针和冷诊进行检查、诊断。近年来，研究显示
Nd:YAG激光能有效的治疗牙本质过敏症，其远期效
果也有一定的可观性[5-6]。

1.2 牙本质过敏症的发病机制 牙本质过敏症
的确切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只处于学说状态，具
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分别为神经传导学说、转导学说
以及流体动力学说：

1.2.1 神经传导学说 其认为牙本质小管中存
在牙髓神经，外界刺激直接作用于牙本质小管内的神
经末梢并传导至中枢，产生异常酸痛的感觉。

1.2.2 转导学说 其认为成牙本质细胞是一个
受体，感觉可以从釉质牙本质界通过成牙本质细胞突
起传至细胞体部，细胞体与神经末梢紧密相连，得以
传至中枢。

1.2.3 流体动力学说 Brannstrom等[7]提出了流
体动力学说并被广大学者接受，该学说认为牙本质小
管内存在着牙本质小管液，当各种原因导致牙本质暴

露，牙本质小管过度开放时，外界刺激会使牙本质小
管内的液体过度流动，这种液体的流动引起了成牙本
质细胞和其突起的舒张或压缩，从而影响到其周围的
神经末梢产生冲动，传递痛觉。

针对以上学说，治疗牙本质过敏症的关键是减少
牙本质小管内的液体流动或阻断牙髓和牙本质神经
的传导[8]。目前临床上治疗牙本质过敏症的方法主要
从这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增加牙髓和牙本质神
经纤维的疼痛阈值，降低牙髓和牙本质神经的反应
性；另一方面是减少或封闭牙本质小管。而Nd:YAG

激光能有效的封闭牙本质小管，在治疗牙本质过敏症
中有着独特的优势[9]。

2 Nd:YAG激光治疗牙本质过敏症

2.1 Nd:YAG激光的工作原理 激光是最近发展
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如皮肤科[10]及
眼科[11]等，在口腔科的应用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之
一。激光作用于生物体一般表现为光效应、热效应、
电磁场和光化效应；而治疗牙本质敏感症则主要应用
其热效应。相比其他治疗方式而言，激光治疗牙本质
敏感症具有操作简单、应用安全、快速起效[12]、无明显
刺激等优点。Matsumoto 等 [13]在 1985 年首次将 Nd:

YAG激光用于治疗牙本质过敏症并证实有效；Nd:YAG

激光是一种高能量激光，通过其热效应能较好地使牙本
质小管熔融，封闭牙本质小管，波长为1 064 nm，属于固
体激光，有脉冲式激光和连续式激光两种模式；功率
为 0.25~10 W 不等 [14]，其中 1~2 W 的功率最为常用。
主要原理是激光产生的热效应使牙本质表面的有机
物变性，无机物溶解，封闭牙本质小管，同时也使神经
纤维变性丧失传导痛觉的能力。

2.2 Nd:YAG激光的安全性 评价Nd:YAG激光
的安全性主要有两个方面：(1)是否对牙本质造成不利
的影响；(2)是否对牙髓组织造成不利的影响。在Nd:

YAG激光对牙本质结构影响方面，研究表明随着激光
能量的增加，对牙本质小管的封闭作用不断增强[15]，同
时，牙本质表面的钙磷比例、硬度及其抗酸性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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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变化，其变化可能呈正相关。在Nd:YAG激光的
作用下，牙本质表面的元素是否发生变化，现在仍有
争论。Dilber等[16]研究发现，Nd:YAG激光对牙本质表
面钙磷元素的比值无明显影响；而Malkoç等[17]实验结
果显示，Nd:YAG激光能使牙本质表面钙磷元素的比
值降低；李雪英等[18]也报道了Nd:YAG激光可使牙本
质表面钙磷元素的比值降低。当Nd:YAG激光的能量
过大时也会使牙本质的结构遭到破坏，郭晓钰等[19]发
现Nd:YAG激光的能量密度为450 J/cm2时牙本质的正
常形态消失，可见大小不一、形态不规则的凹坑，所以
为确保安全性，Nd:YAG激光能量密度应在 450 J/cm2

以下。李雪英等[18]用酸蚀法建立牙本质敏感模型，用不
同参数的Nd:YAG激光照射样本，其中样本分为7组：A

(0 mj/脉冲，0 Hz)；B (30 mj/脉冲，5 Hz)；C (30 mj/脉冲，
10 Hz)；D (50 mj/脉冲，5 Hz)；E (50 mj/脉冲，10 Hz)；F

(80 mj/脉冲，5 Hz)；G (80 mj/脉冲，10 Hz)。A 组为空
白对照不做任何处理，其余 6组均按照已分配的参数
进行 Nd:YAG 激光照射 60 s。后在扫面电镜下观察
并记录照射前后牙本质小管封闭程度和微观结构的
改变。结果显示，B、C、D 三组的牙本质小管部分或
完全封闭且无裂纹出现，E、F两组牙本质虽完全熔融，
但有裂纹出现，G组牙本质发生碳化。故治疗牙本质
过敏症，Nd:YAG激光较为理想的参数为30 mj、10 Hz

和 50 mj、5 Hz。在Nd:YAG激光对牙髓组织影响，主
要体现在激光的热效应对牙髓组织的影响，当牙齿受
到激光照射时，牙髓腔的温度会升高，而牙髓组织能耐
受的温度升高的极限值为5℃。随着激光的能量增大，
牙髓腔的温度也不断升高；部分学者认为激光的功率大
于1.5 W时，牙髓腔内升高的温度就能使牙髓组织发生
不可逆的损伤[20]，但此激光参数未提及激光能量密度，
有一定的缺陷性。故选择合适的Nd:YAG激光参数治
疗牙本质过敏症有利于保护牙髓组织不受破坏。

2.3 Nd:YAG激光的有效性 随着激光领域的发
展，Nd:YAG激光在口腔临床的应用也不断增加，特别
是Nd:YAG激光治疗牙本质过敏症有着较好的疗效。
Dilsiz等[21]证实了Nd:YAG激光治疗牙本质敏感症能
获得较为满意的疗效；孟玲娜等[22]收治牙本质过敏症
的患者 36例，共 103颗牙，并排除其他影响本病的其
他疾病，采用冷刺激的同时用标数字化疼痛评判法评
价Nd:YAG脉冲式激光治疗前后牙齿的敏感程度，并
分别在Nd:YAG脉冲式激光治疗后即刻、4周、8周测
量并记录患牙的疼痛值。结果表明Nd:YAG脉冲式激
光在缓解牙本质过敏方面确实有良好的即刻疗效和
远期疗效；郭晓钰等[19]采用 Nd:YAG 激光和 Gluma 对
比治疗牙本质过敏症，研究发现发现Nd:YAG激光能
量密度为 200 J/cm2 时与 Gluma 的治疗效果相当，当
Nd:YAG激光能量密度应在 200 J/cm2以上时，获取优
于 Gluma 的脱敏效果；李永彦等[23]用 Nd:YAG 激光和
Systermp脱敏剂对比治疗牙本质过敏症，结果显示，两

组的即刻疗效和一周疗效差异不大，但是6个月后，两

组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d:YAG 激光组和

Systermp 脱敏剂组的有效率分别是 94.93%、83.33%，

表明了Nd:YAG激光治疗牙本质过敏症6个月的效果

明显优于 Systermp 脱敏剂的治疗；熊均平等 [24]将 Nd:

YAG激光和氟化钠甘油脱敏的治疗进行对比，结果表

明，Nd:YAG激光脱敏的即刻、3个月、6个月的有效率

分别为 100%、94.11%、92.16%，明显优于 75%氟化钠

甘油的有效率。

3 展 望

尽管Nd:YAG激光在治疗牙本质过敏症方面有着

较为满意的效果，但是仍然还存在着许多缺陷与不

足，在利用Nd:YAG激光治疗时，需要正确掌握激光照

射的能量、时间。当Nd:YAG激光能量过小、时间过短

则无法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若能量过大、时间过长

将会使牙本质结构改变甚至使牙髓组织发生不可逆

地损伤。目前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能量和标准

时间，在这方面仍需进行研究与探索，再者患牙在受

到外界刺激时，完全凭个人主观感觉，故采用Nd:YAG

激光治疗牙本质敏感症时需要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制

定个性化的激光能量和照射时间，以便获得更好的治

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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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酮类化合物是一类提取于植物中的多酚化合物，具有许多潜在的药用价值，其中抗鼻咽癌的作用

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黄酮类化合物抗鼻咽癌作用主要表现在抑制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抑制细胞迁移和侵

袭、增加放化疗敏感等，但是部分黄酮类化合物对鼻咽癌细胞可能表现出双重作用。

【关键词】 黄酮类化合物；鼻咽癌；抗鼻咽癌作用

【中图分类号】 R739.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350（2016）13—2176—03

·综 述·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6.13.038

通讯作者：姚俊。E-mail：firefoxjun@126.com

鼻咽癌是我国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在我国南
方地区最为常见。目前的治疗以放疗为主，必要时可
辅助化疗，但是放疗和化疗的副作用使患者的生存率
及生存质量显著下降。因此寻找低毒、高效的新型抗
鼻咽癌药物及放化疗增敏剂是目前鼻咽癌治疗上亟
需解决的问题。黄酮类化合物具有丰富的药用价值
并且具备天然、低毒、来源广等特点，这使得其成为近
年来学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就近年来黄酮类化合物
抗鼻咽癌作用取得的进展进行综述。

1 黄酮类化合物

黄酮类化合物(Flavonoids)是由两个酚羟基的芳
香环通过中央三碳链互相作用链接起来的一类多酚
化合物[1]。根据结构上的差异，黄酮类化合物可分为
黄酮类、黄烷醇类、异黄酮类、二氢黄酮类、二氢黄酮
醇类、橙酮类、查耳酮类、色原酮、黄烷酮类、花色素类
等类型。黄酮类化合物来源广泛，许多植物中的根、
叶、皮、果实等都能够提取到黄酮类化合物。研究发
现黄酮类化合物具有丰富的生物活性，如：抗炎、抗病
毒、抗肿瘤、提高免疫力及护肝等作用[2-5]。近年来其

抗鼻咽癌作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2 黄酮类化合物抑制鼻咽癌细胞的增殖及其机制

细胞周期调控紊乱使细胞恶性增殖是癌细胞的
特征之一。抗癌药物能够使癌细胞的细胞周期得到
阻滞而起到抗癌的作用。许多黄酮类化合物能够使
鼻咽癌细胞阻滞在某一细胞周期，从而起到抑制鼻咽
癌增殖的作用。Ong等[6]用不同浓度的木犀草素分别
作用于鼻咽癌CNE2和HK1细胞 24 h后，流式细胞术
检测细胞周期发现木犀草素使鼻咽癌细胞的增殖阻
滞在G1期，并呈时间和浓度依赖关系。分析相关分子
机制发现木犀草素可能通过Akt-GSK-3β-CyclinD1途
径引起鼻咽癌细胞G1期阻滞。有研究发现[7]表没食子
儿茶素没食子酸酯(Epigallocathechin gallate，EGCG)作
用于鼻咽癌CNE2细胞后能够呈时间和浓度的依赖关
系抑制 CNE2 细胞增殖，其主要引起 CNE2 细胞的增
殖阻滞于G0/G1期，分析相关机制发现可能和下调 cy-

clin D1 mRNA相关。不同浓度的黄芩素作用于鼻咽
癌TW076和TW039细胞 24 h后发现两种鼻咽癌细胞
的增殖都受到了明显的抑制，IC50分别是34.6 µmol/L



review [J]. J Oral Rehabil, 2011, 38(5): 348-358.

[13] Matsumoto K, Funai H, Shirasuka T, et al. Effects of Nd:YAG-laser

in treatment of cervical hypersensitive dentine [J]. Jpn J Conserv

Dent, 1985, 28: 760-765.

[14] Maamary S, De Moor R, Nammour S. Treatment of dentin hypersen-

sitivity by means of the Nd:YAG laser. Preliminary clinical study [J].

Rev Belge Med Dent, 2009, 64(3): 140-146.

[15] Farmakis ET, Beer F, Kozyrakis K, et al.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wer settings of Nd:YAG laser irradiation, bioglass and combina-

tion to the occlusion of dentinal tubules [J]. Photomed Laser Surg,

2013, 31(2): 54-58.

[16] Dilber E, Malkoc MA, Ozturk AN, et al. Effect of various laser irradi-

ations on the mineral content of dentin [J]. Eur J Dent, 2013, 7(1):

74-80.

[17] Malkoç MA, Sevimay M. Evaluation of mineral content of dentin

treated with desensitizing agents and neodymium yttrium-alumini-

um-garnet (Nd:YAG) laser [J]. Lasers Med Sci, 2012, 27(4): 743-748.

[18] 李雪英, 林敏, 从丛, 等. Nd:YAG激光作用下牙本质脱敏机制的研

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5, 36(2): 275-279.

[19] 郭晓钰, 吴友农，陈慧芬, 等. Nd:YAG激光照射治疗牙本质敏感的能

量密度范围的离体牙研究[J]. 口腔医学研究, 2014, 30(5): 430-437.

[20] Lopes AO, Aranha AC.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s of Nd:

YAG laser and a desensitizer agent on the treatment of dentin hyper-

sensitivity: a clinical study [J]. Photomed Laser Surg, 2013, 31(3):

132-138.

[21] Dilsiz A, Aydin T, Emrem G. Effects of the combined desensitizing

dentifrice and diode laser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desensitization

of teeth with gingival recession [J]. Photomed Laser Surg, 2010, 28

(2): S69-74.

[22] 孟玲娜, 张瑞. Nd:YAG脉冲式激光治疗牙本质过敏的临床疗效分

析[J]. 中国医疗美容, 2015, 25(3): 104-105.

[23] 李永彦, 杨俊周, 王卫平. 两种方法对比治疗牙本质过敏症的疗效

分析[J]. 中国医药指南, 2015, 13(23): 28-29.

[24] 熊均平, 杨旭, 司江波, 等. 三种方法治疗153例牙本质敏感症疗效

观察[J]. 中国实用医药, 2010, 5(14): 66-68.

(收稿日期：2015-11-20)

·· 2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