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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针对龋病的治疗，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广泛的共

识，在窝洞充填之前要彻底地去除牙本质内龋坏的病

变组织。按照“德国牙医和疾病保险联邦委员会准则”

也是要求“对牙齿保守治疗应该 [...] 完全去除龋坏组

织 [...]”1。这一策略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完全去除病变

组织以防止龋病过程继续发展，残留的龋坏组织可能

会通过细菌毒素损害牙髓甚至造成牙髓坏死。这也是

很多临床医生比较倾向的做法 2。因此，在对德国医生

的问卷调查中，70% 的受访者也是基于上述原因而采

取完全去腐的治疗方式；50% 的牙医按照他们自己的说

法是，即使可能会暴露牙髓，他们也会彻底去腐（图 1）。
反对这种常规方法的观点是：一方面，存在牙髓暴

露的风险；另一方面，看起来是完全去除龋坏组织的做

法其实并不能清除全部的微生物 3。应用牙釉质－牙本

质－粘接方法密封龋坏的牙本质可以限制龋坏的发展，

且与完全去腐相比并不会导致更多的临床失败率 4。通

过严密封闭残留的细菌，能够阻止获得龋坏发展过程

所需的外部碳水化合物，它们是细菌代谢的底物 5。

2. 完全去腐的替代方法
除了彻底清除龋坏组织外，还有其他两个观点被

提出来用于治疗牙本质深龋病灶。综合来讲，一种观

点是分次去腐；另一种观点去腐时保留部分近髓腐质（脱

矿的牙本质）并严密封闭。所有方法应用的前提是无

不可复性牙髓炎的临床表现，敏感性测试阳性以及叩

诊和触诊检查阴性。此外，根尖周影像无异常（图 2）。

如果深龋患牙没有不可复性牙髓炎的临床和影像学表现，可采取保存活髓的治疗措施。

为了增加活髓保存的机会，可以保留近髓处的龋坏牙本质，以避免因完全去除龋坏组织而造

成牙髓暴露。因此，临床上越来越多地推荐采用分次或者一次但不完全去腐的治疗方式。相

关的研究情况更倾向于采用部分去腐的治疗措施，当然迄今为止证据水平还比较低。如果牙

本质龋出现露髓情况，采用直接盖髓或活髓切断术治疗的成功几率比较低，或者选择预后良

好的即刻牙髓摘除术。当然，在活髓保存失败后进一步采取根管治疗方法具有约 10% 的不利

的成功概率。

分次去腐的目的是，在第一次去除龋坏组织时通

过避免机械性暴露而确保牙髓的完整性，同时使用含

有氢氧化钙的制剂促进修复性牙本质的形成。经过六

至八个月的时间后，在“再入”（Re-Entry）时确定最

初黄色、软而感染的牙本质变成深色、坚硬而干燥的

牙本质 6。相比第一次完全去除龋坏组织，现在去腐降

低了医源性牙髓暴露的风险 7，从而避免出现传统观点

所认为的充填物下面保留残余的感染牙本质而引起龋

坏继续发展的风险。

然而这里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充填后通过严

密封闭感染的牙本质和使剩下的微生物缺乏代谢底物

的供给，是否会出现龋坏的继续发展。如果不会发生

这种情况，就可以不进行二次去腐，并且还可以在第

一次治疗时在去除大部分腐质和保留少量软的感染牙

图 1：彻底去除龋坏组织

而致牙髓暴露。

深龋的活髓保存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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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后直接充填修复 8。这种严密封闭在抑制龋齿 4 和

牙髓健康 9， 10 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已经得到证明。经过一

段 3 至 6 个月的时间后，在复合树脂充填后微生物的

数量是不变的，这不依赖于是否之前经过彻底的去腐

还是保留了部分龋坏的牙本质。在窝洞封闭前，确定

在细菌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11。

3. 牙髓暴露
如果在去腐过程中暴露牙髓，初始情况就会发生

改变。这里常用的治疗方法是直接盖髓，首先止住牙

髓出血，并用氢氧化钙或矿物三氧化聚合体（MTA）

覆盖暴露的位置 12。在活髓切断术中需要将一部分牙髓

去除以期保留健康组织，去除的这部分牙髓被怀疑可

能有炎性或者退行性改变。然后用氢氧化钙或 MTA 覆

盖牙髓断面。在部分活髓切断术中，只需切断表浅的

牙髓，其优点是可以更好地查看治疗位点，但是可能

会存在保留受损牙髓组织的风险。作为替代方法，许

多牙医采取即刻摘除牙髓并随后根充的治疗方式 13。

本文将根据目前现有的文献，来阐述应该采取何

种深龋治疗策略最有利，以及何时不能采用活髓保存

的治疗措施（图 3）。

4. 从牙釉质龋到不可复性牙髓炎

4.1 牙釉质龋
如果牙菌斑的致龋酸侵蚀牙釉质，使其逐渐脱矿，

在透射光和偏光显微镜下观察，表面完整的牙釉质内

（病损区）有四层结构。在牙本质方向的最前面是“透

明层”，其后面就是所谓的“暗层”。再后面依次是“病

损体”和“表层”。由于表面完整而被称之为假性完整

表面。与健康的牙釉质相比，这四层孔隙增加且均较大。

4.2 牙本质龋
如果致龋酸持续侵蚀，龋坏进一步发展深达釉牙

骨质界。在这里牙齿的反应模式会发生变化，因为与

含 96% 无机组分的无细胞牙釉质不同，牙本质和牙髓

一起在生理学上被视为牙髓－牙本质－复合体，并有

成牙本质细胞胞浆突起贯通牙本质，因此使牙本质能

够对冷热、化学、机械和龋刺激产生反应 14。

如果由细菌产生的酸和毒素到达牙本质层，在牙

釉质表面溶解之前就已经开始发生防御反应。从造牙

本质细胞开始形成一层刺激性牙本质，也被称为第三

期牙本质。在釉牙本质界的方向与其相邻处仍保留着

一层普通牙本质，这在组织学上没有也就是说几乎没

有明显的变化。外围有一层硬化的牙本质。该硬化层

导致牙本质小管封闭并带有一厚层管周牙本质。接下

来的一个局部区域被称为“死区”。由于成牙本质细胞

胞浆突起逐渐变性、分解而使这个区的牙质小管变空，

近髓端以硬化牙本质为界，因而在此区内获得上述名

称。之后的就是脱矿区，因细菌酸渗透而造成（图 4）。
如果在脱矿和再矿化之间未达到平衡，就会使假

性表面完整的牙釉质毁坏崩解。现在细菌可以侵袭到

牙釉质病损处，并从那里到达牙本质，因为这种情况

下通常无法机械清除牙菌斑。在这里，它们在脱矿的

牙本质内形成渗透区。当龋坏进一步发展时，由脱矿

的牙本质和菌斑产生的病变边缘被认为是坏死区域。

后两个区域很容易穿过下面的区域向牙髓方向扩展。

在开始时细菌源的有机酸是造成龋齿以脱矿形式进展

的主要原因，而之后由蛋白水解和水解酶造成剩余牙

本质有机成分的降解。当细菌距离牙髓至少 0.5mm 时，

图 2：深龋去除龋坏组织。 图 3：患深龋的 45 牙的咬合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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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一定会发展成不可复性牙髓炎 15。 从渗透区域扩

展至牙髓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改变了，因为已经无

法抵御不可复性牙髓炎了 16。

4.3 活髓保存的前提
深龋诊断后，牙髓条件对于进一步的临床过程至

关重要。只有在详细地获取一般和特殊病史以及进行

临床测试之后，口腔医生才能为患者提出明智的治疗

方案，并与患者一起来决定他应该考虑哪种治疗方案。

只有不存在不可复性牙髓炎症状时，才能尝试保存活

髓。

首先，询问特殊病史时要向患者提出一个问题，

是否该深龋患牙已经有过不可复性牙髓炎的症状。其

表现是自发痛以及甚至是去除刺激后仍存在一个延长

的和 / 或增强的刺激感觉（特别是冷刺激）。在牙髓坏

死的情况下，通常牙齿无症状。如果确定病史指向不

可复性牙髓炎，那么就不能再对患牙进行保髓治疗。

临床检查时，牙髓测试以及触诊和叩诊结果对治

疗决策至关重要。这里应该注意，临床诊断和牙髓实

际组织学条件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17，只有将所有的

病史与对实际的牙髓状态的临床检查结果汇总后才能

作为指示。

在临床检查中，最常见的是通过冷刺激检查牙髓

的敏感性，这通常使用一个喷了致冷剂喷雾（从 -20 至 
-50°C）的棉球或者温度达到 -78℃的 CO2 －雪进行检

查。从可靠性角度来看，这两种方法被认为等效 18。也

可以使用电牙髓活力计（牙髓活力测试仪）进行牙髓

测试，与冷刺激测试相比从特异性和灵敏度方面来说

被等同定位 19。灵敏度体现了一个测试检测疾病的能力，

冷刺激测试达到 0.83，电牙髓活力测试为 0.72，用热

刺激检查牙髓敏感性的灵敏度则达到 0.86。有一个有

关能力结果的特殊性，当牙髓健康的牙齿被评估是健

康时，冷刺激测试和电牙髓活力测试的值是 0.93，相

反热刺激测试值却是 0.4119。因此，建议在冷刺激反

应不明确时，通过电牙髓活力测试来验证结果。利用

热测试牙髓的敏感度，由于其特异性低，而只在特殊

情况下进行。此外，疼痛知觉仅发生在60℃以上的温度 , 
但是从 56℃开始就会发生蛋白质凝固了 20。负责传导

刺激的主要是牙髓内的△纤维。其他的存在于牙髓内

的C纤维仅在较强刺激时才被激活 21。一般应注意的是，

上述测试只检查是否还有功能性完好的神经纤维存在，

而不能表明血管的供应情况，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实际

的牙髓活力 17。这只能通过激光多普勒血流参数或脉搏

血氧饱和度来确定。但是对于在临床上的常规应用来

说，这两种方法仍尚未成熟。

对深龋患牙需要进行叩诊和触诊检查，以证明是

否存在牙周膜炎症。然而，一个阳性反应并不能代表

一定是牙髓感染继发的根尖周炎，因为 早接触和牙

周病变等也能够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这同样适用于

触诊测试。

可能地，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测试，如咬合灵敏

度、透照或者类似的方法来辅助判断牙齿的状态。最后，

没有既往症或者临床发现本身具有说服力的。冷刺激

测试阳性反应可能发生在例如多根牙上，而这种牙即

使有的根管内牙髓坏死，但如果仍有少数几根完整的

神经纤维存在也会产生上述的反应 22；而外伤性牙齿尽

管牙髓有活性也可能对冷刺激不产生反应 23 等诸如此

类的现象。由于可能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的结果，必

须始终要综合考虑所获得的全部信息，然后才能决定

牙齿是否适合于活髓保存治疗。

5. 活髓保存—方法和材料
从根本上来看，由于健康的活髓牙能够比根管治

疗具有更好的预后 24，因此如果病史和临床检查无不

可复性牙髓炎症状，就可以尝试保存牙髓组织的活力。

其前提是，当然需要患者和牙医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决定采取保存活髓的措施。就这种共同决定而言，一

个所谓的“决定委员会（Decision Board）”被证明是有

利的，这样对于患者来说能够理解不同的治疗方案 25。

为了确定哪些方法看起来是最适合的，首先要回答以

下几个问题：如果为保留牙髓的完整性而保留部分残龋，

长期下来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完全去净腐质，

图 4：
龋坏到达牙本质深层

的组织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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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多大的风险？是否应该为一个未完全去腐的牙

齿即刻进行最终的充填修复，或者期待第三期牙本质

的形成并在几个月后进行再进入（Re -Entry）治疗？处

理医源性露髓的最佳方法有哪些（图 5) ？ 

6. 完全或者不完全去腐？
对深龋患牙进行活髓保存治疗，哪些可能的治疗

措施具有最大的成功机会，还无法根据文献做出明确

的回答。然而，在近几年发表的一些研究和系统回顾

中，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阐述，并且给出了一定的方向。

牙髓在未受到不可逆性损害这一前提下，越来越倾向

于采用保留部分残龋而非完全去除龋坏组织的方式。

四个随机的临床研究显示，近髓处不完全去腐与完全

直接的去腐相比，很少会引起露髓情况的发生 26–29。因

此在之后的系统性回顾中也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保存牙

髓完整性而言，不选择一次性完全去除龋坏组织的方

法 7， 30。与一次完全去腐相比，分次去腐所引起的牙髓

暴露的风险可降低 56%，而一次不完全去腐保留部分

残龋这种情况则下降 77%7。从这点上来说，后者这种

一次不完全去腐的方法可作为优选。关于术后体征和

牙髓病症状方面，这些研究也指向更好的结果，也就

是说在不完全去腐治疗后很少出现牙髓炎和牙髓坏死

的情况 2。然而迄今为止只具有很低的证据等级 7。无

论一次还是分次去腐，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图

6，表 1 和 2）。 
对于保留近髓端的龋坏牙本质会造成修复充填材

料的粘合力值下降并因此使牙齿抗断裂性降低这种猜

测，Schwendicke 等人的一个研究对此做了反驳 31。根

图 5：为了做出决策，要向患者说明临床情况（该病例临床检查认为是深

龋）和治疗方案，例如：在显示器上通过演示进行说明。

图 6：不完全去腐的临床方式。

无龋坏组织

保留部分龋坏

组织

比较的风险评估（95% - 置信区间）

感知风险 相应风险

完全去腐 分次去腐

去腐过程中露髓 347 per 1000 154 per 1000

去腐过程中露髓 – 乳牙列（primary dentition) 407 per 1000 126 per 1000

去腐过程中露髓 – 恒牙列（secondary dentition） 325 per 1000 166 per 1000

牙髓病的体征或症状（1 年） 101 per 1000  79 per 1000

表 1：在完全或逐步（分次）去腐后的露髓风险以及牙髓病的体征或者症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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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的风险评估（95% - 置信区间）

感知风险 相应风险

完全去腐 分次去腐

去腐过程中露髓 219 per 1000 50 per 1000

牙髓病的体征或症状（1 年） 47 per 1000 13 per 1000

表 2：完全去腐和不完全去腐之后的露髓风险以及牙髓病的体征或者症状 7。

据这项研究，保留的脱钙牙本质的机械强度不受损害，

因此确定非牙髓并发症的风险没有增加 30。另一个对于

深龋患牙进行不完全一步去腐的证据是，用这种方法

长期下来能够降低成本 32。

7. 露髓
如果在去腐时暴露了髓腔，就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是通过直接盖髓术或者牙髓切断术尝试保存活髓，还

是进一步合理地或者更好地进行牙髓摘除术。 
为一颗露髓的龋齿采取活髓保存治疗的远期效果

被认为相对有限，并且不能与因医源性意外或者外伤

而引起露髓的健康牙齿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在很少

的几个有关龋齿采用直接盖髓术的研究中，进行活髓

保存治疗的病例显示出比较高的失败率（图 7 和 8）。
在 Biørndal 等人的研究中，一年后在直接盖髓组

中只有 31.8% 的牙齿和 34.5% 行部分活髓切断术的

牙齿仍然有活力且无根尖透影区 27。在另一项研究中

观察的结果是，采用直接盖髓术治疗 5 年后失败率为

44.5%，10 年后的失败率达到 79.7%33。而与此相反，

活髓牙经根管治疗后显示出很高的成功几率，高于非

活髓牙或者带有根尖透影区的牙齿 34， 35。因为直接盖髓

失败通常会导致根管感染，因此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很

合理的异议：患有牙本质龋的牙齿在露髓情况下，可以

考虑直接采取摘除全部牙髓的根管治疗。一种反驳论

据是，直接盖髓的成功机会虽然令人存疑，但与死髓

牙治疗预后相比，对于这种以前是活髓的牙齿进行根

管治疗，其预后恶化程度却非常低。在一项元分析中，

根管治疗的累积成功率仅仅从 82.8%（活髓牙）下降

到 78.9%（治疗前为活髓现在为死髓的牙齿） 34。因此，

牙齿活髓保存的机会要高于活髓保存失败可能要做根

管治疗（略大的失败率）的风险。因为从根本上来说，

活髓牙比根管治疗具有更好的预期 24，因此应该与患者

就活髓保存的机会（图 9）进行讨论。

8. 盖髓材料
就各种盖髓材料成功的可能性而言，

只能确定临界差异。对于间接盖髓使用传

统的氢氧化钙制剂。一种渐进的方式是使

用粘结材料封闭保留的感染牙本质。这样

所带来的好处是，在治疗过程中能够节省

时间，而且垫底材料降解以及之后形成的

空隙都保留在充填物的下方。而研究显示，

所使用的材料不影响牙齿的预后 35-37。在

一个有关不同材料对龋坏的牙本质结构性

质影响的研究中显示，在再进入（Re- Entry）
时无论是应用氢氧化钙制剂还是玻璃离子

水门汀，与最初去腐后的状态相比，保留

的牙本质发生硬化并且具有更好的超微结

构特征。甚至在阴性对照组中，用蜡作为

盖髓材料，在后续的检查中未发现与其他

两组有差异 38。对于直接盖髓和活髓切断
图 7：在直接盖髓后，叩诊敏感但在敏感

性测试时无反应的牙齿。

图 8：根管治疗后无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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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通常使用氢氧化钙制剂或者MTA。在成功几率方面，

也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39， 40。这表明，在口腔环境

内严密封闭龋洞是至关重要的。 

9. 总结
在牙齿被诊断为深龋的情况下，如果无不可复性

牙髓炎症状，对敏感性测试、叩诊和触诊的临床检查

反应也正常，而且影像学检查未显示根尖周有病理性

异常，就适合进行活髓保存治疗。与一次性完全去净

龋坏组织相比，保留近髓的龋坏牙本质具有一定的优

势，因为更可能避免牙髓暴露的发生。活髓保存的机

会增加，因此对于临床来说可以推荐分次去腐或者一

次性但不完全去腐的治疗方式。对此，研究情况更倾

向于部分去除龋坏组织，当然迄今为止还只有很少的

证据。从患者的角度和临床团队的原因来看，如果预

测具有相同的预后，部分去腐结合最终的充填修复可

提供最好的性价比。

如果龋齿露髓，在直接盖髓或者牙髓切断术之间

选择会有近似的相对低的活髓保存成功率，而即刻摘

除牙髓和立刻封闭根管系统具有更好的预后。当然，

活髓保存治疗后也可能失败，需要进一步进行根管治

疗，具有稍微不太有利的边际成功概率。最终的治疗

决定还是要遵从患者的意愿，要告知患者存在失败的

可能性以及要进一步进行根管治疗。这样即使采取直

接盖髓或者活髓切断术失败，治疗医生及其团队也能

够得到患者的信任，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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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深龋的治疗选择及其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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