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陈飞 电话/8768510812 NINGBO DAILY观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种植牙的开展已
经有一定的历史，但是作为最前沿的口腔修复
法，很多人对种植牙仍不了解，还存在相当多的
误区。记者就这些认识误区采访了相关专家。

误区一：
种了牙就不能做核磁共振检查？

由于种牙时用到了金属，很多患者担心做
核磁共振检查时，金属材料在检查过程中会

“被吸走”，或是种植牙会产生伪影，影响检查
结果。因为这，不少患者迟迟不敢手术。

专家解释说，种植牙经常使用的金、钛、钛
锆、钽等材料都是惰性金属，不会吸收能量和核
磁，在磁场中不会发生移动。另外，种植体只会在
附近形成很小的伪影，不会影响头颅和神经系统
的成像，种牙患者无需担心检查结果不准确。

误区二：
牙都掉了不可能再“种”牙？

虽然人在掉牙后，会有部分牙槽骨被吸
收，但仍有剩余的牙槽骨或颌骨可以“打钛
钉”，种植牙就在这些剩余的牙槽骨或颌骨上

“打钛钉”作为人工牙根。此外，纯钛与骨头组
织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骨细胞会与钛结合，
在钛钉表面生长，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误区三：
问题牙统统拔掉后种牙？

种植牙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最好的牙齿仍
然是人本身健康的真牙，只要能通过治疗而保
住真牙，就应该坚持治疗，而不是动不动就拔
掉，只有万不得已才考虑拔牙。

误区四：
种了牙就可以一劳永逸？

种植牙的使用年限，目前观察基本能超过
10年，但还与每个人的使用习惯和保护方法有
关。一般来说，植入后的纯钛人工牙根往往很
稳固无需更换，但如果种植牙的牙冠保护不好
则可能需要更换。例如，有的人“种”牙后用种
植牙啃骨头，可能会使种植牙的牙冠崩裂或损
坏，这时就需要更换崩损的牙冠。

误区五：
种植牙价格越贵越好？

每一种种植牙系统都有自己的特点。选
取哪一种种植牙系统是建立在医生治疗基础

上的，要结合患者牙齿的
骨质条件，并不是价格最
贵越好，而是应该选择适
合自己的种植牙系统。

（陈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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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金女士到社区服务中心拔了颗被蛀空的大牙，医生建议她种植牙。金女
士便来到宁波一家上规模的口腔医院咨询种牙的事情。这一咨询还真让她大吃一惊，
没想到种植牙这么贵，种一颗牙动辄上万元。而更让她吃惊的是，原来宁波有这么多
人在种牙，这几年，有医院一年就要种牙3000多颗。

动辄上万元的种植牙，为什么这么火？对此感到好奇的，不仅仅是金女士。采访
中，有多位口腔医生告诉记者，随着现代口腔种植技术在国内蓬勃发展，近年来，种
植牙已经从一种高端项目，逐渐转变为全民性医疗消费。

种植牙，又称人工植牙，技术源自一
位瑞典医学家在 1952 年发现的“骨结合”
现象。据介绍，种植牙技术是将一种纯钛
金属材质的人工牙根放置于齿槽骨内，经
过 3—4 个月，待种植体和齿槽骨完全结
合后，再接上牙冠，达到将牙齿“种”在
齿槽骨上的效果。

作为最前沿的口腔修复术，种植牙在
欧美等国家已有 50 年历史，国内大规
模、规范化的口腔种植起步于1996年，但
宁波种植牙行业的起步时间大大晚于上
海、北京、广州等城市。

宁波市牙科协会会长、鄞州口腔医院
院长屠嫩斐医生告诉记者，宁波种植牙大
概开始于 2004 年，当时，一批口腔医生
纷纷出国学习种牙技术，并开始引入进
口的种植系统。但种植牙真正得到快速
发展，也就近几年。陈医生是 2008 年开
始从事种植牙的，他说，那时到医院种
牙的宁波人还很少，一年下来他种植的
牙齿也就十几颗，但从 2012 年开始，种
牙的患者数量快速增长，种牙数量几乎是
成倍成倍地增长。

据记者采访，从种植体材质看，目前
种植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但宁波各口
腔医疗机构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进口的。宁
波目前在用的进口种植牙系统主要来自德
国、美国、瑞士、瑞典和韩国。

由于材料成本高、工艺复杂、术后维
护等因素，种植牙价格相比其他牙齿修复
方式更贵。据记者了解，宁波目前种一颗
牙的费用低的也要七八千元，多为韩国材
质，高的达到 2万元，引自瑞士，一般的
多在1.2万元到1.3万元。

宁波到底有多少人在种牙？花高价种
牙的到底是哪些人？市口腔质控中心主任
徐明医生估算说，宁波每年种植牙大概在
上万颗。

某口腔医院副院长陈斌科告诉记者，
前来种牙的一半左右为老年人，80多岁的
占了相当数量，他接待的患者中，年纪最
大的为一位 90 岁的老奶奶，种牙最多的
一位一下子种了 8 颗牙，花费近 10 万元，
差不多是一辆汽车的价格。

宁波人很愿意在种植牙上花大钱，从
采访看，宁波人种牙用得最多的是瑞士产
品，价格大概在1.2-1.3万元。

虽然同上海、广州、北京等大城市相
比，宁波种植牙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低的，但是对于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动
辄上万元的种植牙实在是价格不菲。可为
什么种植牙还这么火？屠嫩斐分析说，原
因主要有四：其一，种植牙确实是目前最
先进的口腔修复方法，随着宣传的广泛推
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接受种植
牙；其二，人们的口腔保护意识越来越
强；其三，种植牙技术趋于成熟，高成功
率吸引了广大患者；其四，老百姓生活水
平普遍提高，患者不再为付不起种植费而
发愁。

徐明在接受采访时说，口腔种植是20
世纪口腔医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
重大进展，它的优势是常规修复缺失牙技
术所无法替代的，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
的患者选择种植牙。

据介绍，推广种植牙，美国用了 20 年
的时间，日本、韩国用了10年的时间，而中
国虽然早在20年前就引入了种植牙技术，
但市场真正推广开来，只用了两三年的时
间。

以宁波为例，尽管相比国内许多大城
市，宁波的种植牙起步较晚，但据了解，只
过了短短几年，目前宁波大大小小的种牙
医疗机构已不下百家，走在大街小巷，只
要你稍稍注意，就会发现只有一间两间店
面的口腔医疗机构都打着广告——“种植
牙”。

种牙医疗机构遍地都是，为什么种植
牙技术普及得这么快？采访中，市口腔质
控中心主任徐明医生说，跟传统的镶牙、
补牙等口腔修复方法相比，种植牙有个明
显的特点，那就是费用居高不下。正是受
巨大的利益驱动，使得在短短的时间内，
种植学科便异军突起。“中国种植牙市场
发展得太冒进。”徐明医生说，冒进的结果
是目前的种植牙市场良莠不齐。

2015年和2016年，宁波市口腔质控中
心曾对宁波的种植牙医疗机构开展专项
检查。从检查结果看，宁波的种植牙医疗
机构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尤其是其中的
二三十家个人口腔诊所，无论是医生资
质，还是医疗环境，都同公立医院、上规模
的民营口腔医院存在相当差距，种植牙开
展情况令人担忧。主要问题有四个方面。

其一，超范围经营。有的个人口腔诊
所“经营范围”中并没有种植牙的项目，却
暗中开展种植牙。种植牙技术属于高风险
医疗二级技术，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口腔
种植技术管理规范》明确规定，开展口腔
种植的单位必须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并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合格，在
备注栏注明“准予开展口腔种植技术”。一
些个人口腔诊所没有具备种植牙资质的
医生，只能外聘有资质的医生。

其二，一室多用，没有独立的手术室。
由于种植材料要植入牙骨里，与角膜移
植、心脏瓣膜移植、关节置换等手术属于
一个手术消毒级别，根据国家卫计委 2013
年颁布的《口腔种植技术管理规范》：“用
于口腔种植外科治疗的诊室应当是独立
的诊疗间”。但有些小诊所没有独立的种
植牙诊疗间，很多诊所都是“一室多用”，
洗牙、拔牙、种牙等共用一间诊室，其卫生
标准显然难达标。业内人士说，“种”牙的
手术器械必须要严格在高温高压下灭菌，
同时还要保证手术环境绝对无菌，连空气
都要经过消毒。因为，一旦手术环境、器械
不达标，患者不仅有可能感染传染性疾
病，还可能因为易杆菌未被全部消灭导致
种植体周围发炎，甚至脱落。

其三，安全隐患大。相比于一般的手
术，种植牙手术的交叉感染隐患更大。徐
明在接受采访时说，为防止交叉感染，做
种植牙手术的病人必须经过艾滋病、乙肝
等传染病的身份识别。但从采访看，即便
是公立大医院，大多也只限于术前口头询
问，更别说个人口腔诊所了。徐明说，这种
建立在个人诚信基础上的术前询问，给交
叉感染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其四，价格混乱，没有统一标准。公立
医院属于非营利性机构，医疗项目价格由
国家发改委监管，所以在正规公立医院，
种植牙虽贵，却不算离谱。营利性私立医
院对价格基本自定，便产生了很大的利润
空间。有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在宁
波，引自韩国、日本、德国、美国、瑞士、瑞
典等地的几个主要品牌的种植费用基本
上一致，但也有不少口腔诊所，打广告的
价格非常低，虽然他们宣传的也是韩国、
日本等进口种植系统，但其所用品牌有的
听都没听说过。可在患者来说，他们只知
道是日本、韩国的进口货，并不清楚其中
的区别。

据了解，宁波曾发生过一起种植牙失败病
例，一家个人口腔诊所为一男子种植了 6 颗牙
齿，但最终花高价种植的 6颗牙全部脱落。说起
这起病例，市口腔质控中心主任徐明语重心长
地说，随着种植牙学科的异军突起，规范种植牙
行业已是刻不容缓。

种植牙行业该如何规范？采访中，多位口腔
科医生认为，首先要实行种植牙准入制，开展种
植牙的医疗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

医生们认为，种植牙医疗机构所需具备的
资质，包括硬件和软件。

种植牙有手术切口，需要有坚实的外科基
础，还要涉及麻醉等问题，所以硬件上，医院必
须有曲面断层扫描机、种植机及专用种植手术
室等设施。

软件上，医生的水平直接决定其成功率。据
了解，《口腔种植技术管理规范》明确规定：种植
牙医生必须取得《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范围为
口腔专业。但采访中，有医生认为，《医师执业证
书》也只是作为一个入门级的资格证书，种植牙
手术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只有
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种植牙培训，才能应对这些
突发状况，而正规的种植牙培训，最少需要学习
一整年的时间。

据了解，江苏、重庆等地已经推行种植牙准
入制。而在浙江，虽然几年前就有不少医生呼吁
推行种植牙准入制，但至今还未出台相关规定。

业内人士建议，规范种植牙行业，必须对
口腔种植领域严格监管，扭转一些口腔医院过
度使用种植技术的不良倾向，同时统一收费标
准，让患者透明消费。采访中，屠嫩斐医生告
诉记者，尽管现在口腔种植的技术已经相当成
熟，种植牙的成功率也相当高，但是与最初几
年相比，目前种植牙的失败率还是有走高的趋
势，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医生
受经济利益驱使，扩大适应范围进行牙齿种
植。这位医生说，口腔种植，在实行医生准入
制的同时，病人也应实行准入制，因为不是每
个人都适合植牙，需要进行牙槽骨分析才能确
定，植牙术后，也要定期拍片和随访。屠嫩斐
认为，随着口腔治疗技术的改进，有了根管显
微镜、口腔激光治疗仪等设备的辅助，对一些
过去不能治疗的病例，技术手段已有所突破，
很多牙齿是可以保留的，不应过度使用种植技
术，更不能因为经济效益的原因，让患者接受
不必要的种植牙手术。

采访中，多位口腔医生指出，种植牙虽然是
目前最先进的口腔修复方法，但并非人人适合。
18 岁以下、牙齿骨骼未发育完全者，身体状况
不能耐受手术，有不可控制的高血压、心脏病、
糖尿病患者，有严重抽烟酗酒习惯和牙周炎的
人，都不建议种牙。口腔种植也绝不是一劳永
逸，部分人可能会发生种植体脱落现象，种植牙
出严重问题时，可诱发感染并发症或击穿上颌
窦，造成神经损伤、口底血肿等。

面对上百家种植牙医疗机构，面对五花八
门的种植牙广告，患者究竟该如何选择？专家建
议一定要做到“四看”，不可片面相信广告宣传。
一看营业执照是否有“种植牙”项目；二看医生
水平，如医生是否有医师执业资格认证，临床经
验是否丰富；三看选用的种植系统是否先进，一
般来说，美国、瑞士的种植系统临床实践效果和
国际认可度更高；四看是否有安全保障，手术前
一般要签《口腔种植治疗知情同意书》，明确责
任范围，选择有实力的正规医疗机构可以减少
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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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医生进行种植牙手术。（陈 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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