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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在德国科隆举办的国际牙科展（IDS）上开始出

现单支锉系统。其优点是：根管预备时间更短，医生操作更

轻松。那么，单支锉观念何时才能发挥作用？而这种数量精

简的系统何时才能真正地应用到日常根管治疗中？

Bürklein：按照制造商的建议：单支锉系统可以应用于近

80％的病例中。其使用前提是，先用小号手动锉（例如先锋锉）

探查根管系统和疏通根管，以及事先建立无阻力进入根管口

的直线通道，并进行根管冠部的预处理。这些准备措施是成

功进行根管治疗的基本先决条件。

只有一支锉是否足够？
Gorgolewski：只用一支锉完成全部的根管预备操作基本

上不可行。即使电子测量根管长度也需要使用另外一支锉。

Bürklein：对我而言，只用一支锉进行根管预备是绝对行

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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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至少需要多少支锉？
Gorgolewski：至少两支，一支形成根管通路的手动锉、

敞开根管冠部的根管口扩大针或者 G 钻，以及一支型号为

ISO 025 的锉用于根管成形。

那么为什么要谈论单支锉理念呢？
Bürklein：因为在根管预备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更换不同型

号的锉。那么这种新理念在根管探查和建立根管口直线通路

后大大简化了根管预备过程。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采用混合

预备技术，例如将机用单支锉或多支锉系统与预弯的手动锉

结合使用。然而还要预测到，只用一个简单的根管锉系统可

能无法或者很难预备好单根管系统，例如对于弯曲度很大的

根管，不应该用单支锉开始预备，以免形成医源性台阶或者

造成根管偏移，必要时甚至要将患者转诊给专家处理。

编者按
从这一期开始，本刊开辟了新的栏目 “ 专家论坛 ”，文章以采访的形式，呈现多位专家

针对一个问题的不同或相同看法，本期的讨论热点是 “ 单支锉系统 ”。

根据文献报道，德国牙髓病治疗的成功率仍然只有 50％。近几年单支锉根管预备理念在

国内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那么单支锉理念和数量精简的根管锉系统可以改变这一点吗？

就此，德国的三位牙髓病专家从医生的视角和厂家的观点，让我们对往复运动和持续旋转的

单支锉系统及数量精简的锉系统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从而清楚地认识到，单支锉简化根

管预备的同时又存在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并合理地在相应的临床适应证中进

行使用。同时，专家们还谈到了根管冲洗在单支锉应用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提高根管冲洗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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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支锉是否能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Bürklein：我认为可以每个根管都会不同，应根据具体的

解剖情况预备成形。针对弯曲还存在两个不同的概念 — 弯曲

角度和曲率半径。如果在 X 射线图像中明显可见连续的弯曲，

可以不更换锉，且比具有 45 度角的突然弯曲或者更陡的弯

曲易于预备。假弹性（pseudo-elastic）镍钛锉无法弯曲应用，

因此不能轻易地通过过度弯曲的根管。在这些情况下，应逐

步预备，也就是说，逐步连续扩大根管系统，以减少单支根

管锉的负担。

单支锉系统的预备通常先用 25/100mm的型号在根尖区

开始预备，有时只能有特定的型号可供使用。因此，这些锉

因具有较大的横截面，而要比以小型号开始的多支锉系统的

锉（即前者由于较大横截面形成下一个文件的下滑路径的文

件）更大和刚性更强。在多支锉系统中，要事先为下一支锉

的使用建立根管通路。但正如我所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单支锉系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因此，对大多数使用

者来说。单支锉要比多支锉预备更容易和更快速。

Haynert：作为制造商我们也收到了这样的反馈。我们的

用户认为单支锉系统简单省时，特别是以往复运动方式工作时。

为什么有往复运动的预备方式？
Haynert：这是由于常用的往复运动驱动可以按要求设置

扭矩。这些扭矩远远高于旋转锉系统的推荐扭矩。因此，即

使在较高的负载下，往复运动根管锉也能够有效地预备，并

且在通过根管时几乎不受限制地工作。

这样听起来，旋转系统会更简单或更安全？
Haynert：我不会将其作为一般性的通用结论来看待。但

是对于做机械根管预备的新手而言，较低的扭矩意味着会有

更多的安全性，使新手能够更好地控制并减少根管损伤的风

险。

Gorgolewski：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旋转系统的原因。由

于折断率低且根管成形好，即使锉数量减少的旋转系统，例

如单支锉或者双支锉系统（F6 SkyTaper 或 F360）也会实现

图 1：一个单支锉系统的应用：诊

断 性 X 线片，插入 主 尖的

X 线片，根管治疗后的检查

片；这是来自学生实习治疗

的一个46 号牙齿治疗病例。 图 1

图 2a：多支锉系统结合手动预备的一个例子（混合预备技术），X 线测

量片。

图 2b：为 37 号牙齿行热牙胶根管充填后的 X 线检查片。

图 2a 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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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根管预备。例如 F360 的 .04 型号锉的锥度使其也具有

非常好的弹性。这使其在临床上可以处理大部分的根管，这

里使用的不是单支锉系统，而是一个两支锉系统结合另外一

支用于确定工作长度的手动锉。这种精简的系统也可以节省

时间，并使治疗更安全，预后更好。当然，必须还要考虑到

根管冲洗和充填等重要因素。

Bürklein 博士，往复运动对比旋转运动，哪种运动模式更有
效？ 

Bürklein：这是一个医生喜好问题，很多研究证明，两种

运动模式对根管的预备没有差别（Bane 等人，Iran Endod J 

2015，Bürklein 等人，J Endod 2013）。只是“两个阵营”的

区别 —— 喜欢旋转锉预备的医生和喜欢往复锉预备的医生。

也就是说，使用者不会更换系统？简而言之，一旦使用往复
运动的锉，就会一直使用下去？

Bürklein：不能这么简单地认为，不过在我们明斯特大学

附属医院（德国），目前学生课上使用的是旋转的多支锉系统。

请问您的个人喜好是什么？
Bürklein：对我个人而言，这取决于适应证。例如，对于

再治疗病例我更喜欢往复运动模式。因为可以从根管内带出

大量的根充材料。我个人认为，往复运动的锉更有效和更安

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我会使用旋转锉。

Gorgolewki：我个人没有使用往复运动锉。这种动作模

式会产生一些轻微的震动，在根管预备时会干扰我的触觉控

制。而这种触觉控制对我来说与完美地观察根管同样重要。

因此我习惯使用手动锉和旋转器械。

图 3a 图 3b

图 3a：术前照片，26 号牙齿根管

充填不完善。

图 3b： X 线片显示 4 个根管。根

间可见一牙胶尖指示有穿

孔。mb2 和远中根管预备，

以及 mb1 和腭根再治疗。

图 3c： Down-Pack 充填。

图 3d：所有 4 个根管包括腭根的

两个侧支根管充填后的 X

线检查片。

图 3e：根管充填前的临床口内照。

用 MTA 修 补近 中 和 远 中

根之间的穿孔。

图 3f：成功根管充填后的临床口

内照。

图 3c 图 3d

图 3e 图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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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一个总结：无论是旋转还是往复运动模式的单支锉系统，
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都是正确的？

Bürklein：更确切地说，目前无论是旋转还是往复运动的

单支锉系统，都可以对 80% 的病例（根据制造商说明）进

行机械预备，而这在过去都是由多支锉系统来完成。一般而

言，机械预备较少会产生预备错误、台阶形成、弯曲根管的

拉直或者根管偏移 （Schäfer E. 等人，J Endod 2004）。此外，

器械的一次性使用也会更加卫生，并防止因超负荷而折断。

此外，已证明，用往复运动锉进行根管预备时，很少发

生器械折断、根管偏移和其他并发症。通常往复运动模式的

根管锉有很多类型，可以提供较小的型号和较大锥度的类型。

这是一个问题吗？
Bürklein：不一定，更大的尖端锥度（.06 或更大）也具

有优势。在根管冲洗时，它可以提高根管清洁效果。由于其

较大的尖端锥度，所形成的根管根尖段形状在热牙胶垂直加

压充填时更容易得到控制，且侧枝根管、根管峡和隐窝可以

得到更好的封闭。此外，这种形状可以更好地避免根管充填

材料的超充。另外，这对于牙髓病专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

这种形状可以使热牙胶直接注入（注射技术） 整个根管长度；

其中约百分之十的锥度是有利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机械

预备过程中较大的锥度会导致出现更多的微裂。不过，针对

这个讨论话题目前仍存在争议。

Gorgolewski：我不会用更大的锥度锉，也建议新手不要

使用。然而，每位治疗医生都应该在尝试使用不同的根管锉

后再作出决定。在测试时，他应该尝试达到器械的负载极限。

此外，还要理解锉的设计，以确定使用方式。只有这样才

能在狭窄空间内避免器械折断。柔韧性大的锉	（例如，F360

的 .04 锥度）适用于弯曲根管。一次性应用和容屑空间大也

使单支锉具有防断裂能力。

Haynert：另外，往复运动总是意味着高扭矩，根尖向推

进强。如果用较大锥度的锉工作，出现预备错误和微裂的风

险就会增加。F360因其锥度小且是镍钛锉而具有较低的风险，

并提供可重复的结果。

Gorgolewski：当然，牙髓病专家通常都会有多套系统，

在复杂病例治疗时会根据根管预备的类型不同而进行相应的

选择。

大家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一位拥有持续旋转驱动型根管
马达的医生，想要在临床上使用往复运动的根管锉时，就不
得不新购买一台能够驱动这种运动模式的设备。这是否会增
加成本？

Bürklein：的确有这种说法。尽管专用的根管马达（VDW-

Silver / Gold 和 Dentsply Sirona Endodontics 的 X-Smart）对

于旋转和往复运动（具有根管锉数据库）均能驱动，例如

使用通用型马达 Endopilot（Schlumbohm）可以快速地设置

图 4a：全景片显示 24 和 25 号牙齿的根管充填不完善。 图 4b：临床口内照显示此牙具有双根管。

图 4a 图 4b

图 4c 和 4d：

根管预备和完全充填封闭后的 X

线检查片。 图 4c 图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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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锉刃的切割方向以实现往复运动模式，而这些手动设

置也很好地复制了原版马达的模式，但在用同一支根管锉

［RECIPROC®（VDW） 和 WaveOne® Gold（Dentsply Sirona 

Endodontics）］进行根管预备时的表现却与使用原版马达	

不同。

Gorgolewski：我认为，许多诊所购买的老式根管马达不

支持往复运动模式，在切换到一个新的旋转锉系统时，需要

设置扭矩和旋转速度。因此如果要支持往复运动，大多数情

况下还是需要购买一个新的根管马达。

Haynert：除了决定是否购买马达外，成本上没有显著差

异。根管马达和锉的价格接近。

关键字 - 根管顺滑通路的建立：如果不建立这种根管通路往
复运动系统是否能够完成根管预备？

Bürklein：我认为顺滑通路的建立是基础而且是必须要

做的，即使一两个制造商有不同的看法。锉只能在预先存在

的空间内移动。没有锉能够在一个完全堵塞的根管内前进，

它们需要空腔。大多数根管锉的尖端不具备切割功能（Safe-

end-tip 安全无刃）。对我而言必不可少的一步操作是用型号

为 ISO 10 的锉（可能还包括尺寸为 .06 和 .08 的锉）进行根

管探查，通常也能够形成一定的顺滑通路。这种探查提供了

关于根管结构不可缺少的信息。

因此，X 线片的辅助诊断是不够的？
Bürklein：不，X 射线图像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仅

从法学角度讲，也需要诊断图像。但它提供的仅是有关根管

曲度的二维信息。通过不锈钢锉（例如先锋锉）的初始探查，

可以完全探查出根管形态。

如何通过根管探查了解根管情况？
Bürklein：在冠部预处理和充分的冲洗后，以一种轻微的

类似机械手表上弦的动作（watch-winding motion）将先锋

锉（由不锈钢制成）插入根管内，并逐步导入到根尖区域。

由于不锈钢器械会保持变形的状态，所以取出的锉通常会显

示根管的弯曲度。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根管走行的三维信

息。当然，我们需要直线进入（“直线通路”）、冠方三分之一

的预敞以及一台手术显微镜或者至少一副牙科专用放大镜。

通过初期探查所获得的信息及顺滑通路的建立可以带来巨大

的优势。因此这些操作我都不会省略。

Gorgolewski 先生，您是否也认为顺滑通路（根管通路）的
建立是不能省略的一步？

Gorgolewski：是的，不能省略。即使根管数量少且具有

足够大的空间，在未形成根管通路的情况下也能够成功做根

管预备，也不能省略这一步骤。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制造商的

产品说明书，也能够发现他们也都是建议建立顺滑通路。即

使在 RECIPROC® blue 和 WaveOne® Gold 的说明书中，也都

强调要先用手动器械进行预备。

Haynert：根管通路（顺滑通路）可以给治疗医生提供有

关根管形态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并且可以探触到根管阻碍。

因此，即使是热衷于简化操作的医生也会理解这一点。这会

使后续机用锉的操作变得简单而安全，而且还降低了根管锉

折断的风险以及增加了根管预备成功的可能性。在形成顺滑

通路之前，需要敞开根管上段，这样在治疗开始时就可以将

根管内的大多数细菌释放，并用手动锉进行根管探查。

说到机械形成顺滑通路，是否也可以用手动根管锉在探查时
进行这一操作？

Bürklein：不可以，在治疗时我始终会用手动器械先做根

管系统的探查。尽管我也喜欢机械预备顺滑通路（疏通根管），

也不会省略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如果没有机器（马达），我

的指尖会更接近根管锉，并具有更好的触感。

图 5a：根管成功预备后。 图 5b：第一下颌磨牙近中根有 3 个根管。这并不罕见。

图 5a 图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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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nert：我也这样认为，同样建议在使用机用锉之前先

用手动器械进行操作。手动器械可以为牙医提供更多关于根

管形态的信息，并产生更多的触觉和提供更谨慎的操作。

建立顺滑通道时是否一定要使用手术显微镜？
Bürklein：手术显微镜当然是牙髓病治疗医生的黄金标准，

但使用放大倍数为 4 到 5 倍的放大镜也能工作得很好。这

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当然还要配备充足的照明。如果术

区没有充足的光线，单独的放大最后也很难达到成功的治疗

结果。开髓后，根管口处无照明，即使被放大也看不到任何	

东西！

在建立顺滑通路时在哪些地方还会遇到障碍？
Gorgolewski：狭窄的根管和再治疗根管都会给根管

预备带来困难。事先用手动器械处理是必需的，甚至可能

还需要多支手动锉。然后才能使用非常精细的机用锉（如

Pathglider，Komet）做进一步的根管预备。最后用旋转或者

往复运动锉来完成剩余的根管预备。

关于锥度的大小：锥度越大，器械就会变得越硬和弹性越小：
什么尺寸会造成牙本质碎裂，即所谓的微裂？

Bürklein：根管系统的任何机械预备都会诱发微裂（Bier 

等人 l. J Endod 2009）。我认为，根管的逐步扩大才是有意义

的。在单支锉系统中，势必要提高单个锉的切削能力，这可

能会对根管壁的完整性产生不利的影响并诱发微裂。如果最

开始使用型号为 ISO 10 的器械，然后在根尖区域使用型号为

25/.08 的单支锉，则在根尖区锉的大小增加了 250％。从逻

辑上讲，对根管壁上牙本质产生的力明显较大。单支锉最终

是全能的。我喜欢将它比作是田径运动中的十项全能项目，

尽管它们并不在所有领域都能做到绝对的出色。单支锉系统

不会提供很多型号的锉，通常型号之间的跳跃比较大，所以

我认为这还是有些问题的。然而，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这

个话题的讨论非常具有争议性，甚至会对根管预备的影响引

发质疑（De-Deus 等人 J Endod 2014）。

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合金起到什么作用？
Bürklein：用正确的合金制作根管锉还可以降低裂纹形成

的风险。目前，许多单支锉系统都使用“控制记忆型合金”	

（CM-Wire），即合金热后处理的特殊工艺。 因此，镍钛合金

甚至可以预弯，具有更大的柔韧性且对牙体硬组织更温和。

Gorgolewski：手动锉很少会造成微裂。但手动器械有较

高的折断风险。在产生微裂方面，旋转系统与往复系统之间

没有显著差异，相反，在一个旋转系统内的大锥度和小锥度

之间会有差异。

锥度较大的器械，产生微裂的风险特别高。此外，较大

锥度的机用锉弹性较低，因此会造成根管拉直或者穿孔。我

个人认为连续的锥度比较理想。这类器械具有足够的弹性，

可以预备几乎所有的根管，且不会或者很少造成微裂。但是

很难找到一个系统，它在一个序列中具有渐变的锥度。由于

不同锥度器械会需要采用不同的操作方式，因此会有器械折

断的风险。 

那么关于单支锉的研究情况如何？
Haynert：研究表明，使用大于 .06 锥度的锉，做根管

治疗的牙齿断裂强度会下降（Zandbiglari 等人 Oral Surg 

2006）。如果操作者用一支较大锥度的锉在根管某一位置长

时间操作，且没有采用常规的上下提拉动作，就会很快地造

成根管（例如弯曲度大的根管）偏移。此外还会带来一系列

的后续问题：牙体硬组织强度下降，更难以冲洗 / 充填，甚

至导致治疗失败。

但是专家们因充填技术而更偏爱使用大锥度锉。为什么？
Bürklein：专家总是想要用热塑牙胶充填根管，也就是加

热的牙胶以液态被注入根管内。其中标准的充填技术有热牙

胶垂直加压技术和连续波技术；有些医生也使用固核载体类

根管充填技术（如 GuttaCore，GuttaFusion）。此外，更大的

锥度提高了根管充填时长度的控制：由于尖端锥度较大，可

以控制热塑牙胶加压，从而更好地充填侧枝根管、根管峡和

隐窝。此外，这种形式可以避免将根充材料超充。另外，只

有这种类型的预备才可以将热牙胶直接注射在整个工作长度

上（注射技术）。

基本上，对于单支锉系统的使用者而言，使用较大锥度

锉（.06 到 .08）预备的根管，可以很好地进行热塑牙胶充填。

但是为了使操作更简单且更好控制，专家通常喜欢使用更大

锥度的锉。

Gorgolewski：事实上，较小的锥度不能使用这种充填技

术。但是，不必用一支大锥度的锉进行整个根管预备。在序

列使用根管锉时，最后一支锉的锥度最小为 .06 即可。

F360 没有这个锥度。

Haynert：同样的旋转锉 F6 SkyTaper 有 .06 锥度。它可

以与 F360 组合使用。

像这种锉的组合使用是否有意义？
Bürklein：原则上，用户可以选择任何的根管锉系统进行

组合。就如大家常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我建议遵

守制造商规定的马达设置、扭矩和转速。在马达的设置中可

以自由地对“锉序列”进行编制。因此，各种锉的个性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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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件是可以实现的。然而，一些治疗医生更愿意倾向于按照

锉的序列进行操作，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标准化操作。

Haynert：.06 锥度可以满足专家所喜欢的热塑牙胶充填

的要求。而热牙胶充填也的确在文献中被描述为严密封闭根

管的最佳方法。此外，大锥度锉也可以更有效地清理根管。

但事实是：根管封闭是重要的，但不是成功的牙髓治疗的唯

一决定性标准。如果冠部结构形成微渗漏，那么根管封闭也

就失去了意义。

Gorgolewski：对于我而言，比锥度更重要的是锉的结构

设计。具有 S 形断面和容屑空间较大的系统可将根管预备产

生的碎屑推向冠方，并通过楔入防止器械折断。而且，也不

会有碎屑被推出根尖孔外。容屑空间较小的系统需要更频繁

的冲洗来防止断裂。

经常会听到出现根管偏移的抱怨。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应该
如何避免？

Bürklein：我们在明斯特的研究表明（Bürklein，Schäfer，

Int Endod J 2013, 2016; J Endod 2013, 2014），现代根管锉

造成的根管偏移实际上并不多见。我们对根管最大曲率位置

的 X 线片或者在内曲率和外曲率材料去除的 CBCT 影像进行

了比较。最重要的是避免根尖孔敞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使根尖缩窄处偏移或者“不必要地扩大”。使用现代的根管

系统已证明，即使面对最大的曲率，如果遵循根管预备的基

本原则（定位根管口，建立直线通路，疏通根管），也能够完

成安全的根管预备且仅产生极小的根管拉直。

在这方面，器械的柔韧性有何意义？
Bürklein：柔韧性只是能否产生根管拉直的一个因素。还

有其他一些参数，例如锉的横截面、切割角度、切割距离即

所谓的螺距（螺纹间距）。切割刃（锉刃）的几何形状也有不

同的角度，例如楔角、后角、切削角和前角。除此之外，还

有容屑空间和许多其他可能导致根管拉直的因素。根管锉不

是由锥度定义的，而是由许多其他属性共同定义的。另外最

重要的是，每支锉只是医生手中的一个工具。如果 A 医生能

图 6a： 25 号牙齿的术前 X 线片，远中深龋。 图 6b：治疗前 25 号牙齿的 X 线测量片，手动锉未达到根尖。

图 6a 图 6b

图 6c：25 号牙齿的 X 线测量片。根管呈 S 形弯曲。用 Pathglider 锉疏

通根管。

图 6c

图 6d：25 号牙齿 Down-Pack 充填，可看到根尖有超充。

图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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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很好地应用 A 锉系统，但这并不一定适用于 B 医生。医生

的技能是决定性的。有的医生喜欢一种能够向根尖推进的根

管锉系统，而另一些医生则喜欢一种具有更高安全性的被动

系统。

Gorgolewski 先生，您是否也这么认为？
Gorgolewski：仅能部分认同。我认为产生根管偏移的问

题从预备之前就开始了。通常不是所有的根管或者根管口在

开髓后就能被找到或确认。或者因在没有根管的位置寻找根

管，而造成不必要的穿孔。如果未能建立正确的直线通路，

就可能会导致根管偏移，这是由于器械错误的进入而造成。

如果尝试用太大或太刚性的器械进行根管预备时，也会发生

根管偏移。这可能由一个大 ISO 型号的手动锉和一个大锥度

的机用锉造成。因此具有较小锥度的系统可以更好地保持根

管的走向。同样，G 钻的不正确使用也会导致根管偏移。

在根管再治疗时使用刚性的再治疗器械，为了防止折

断它们通常具有更大的锥度，这可能会导致根管偏移或者穿

孔。 WaveOne® Gold 或 RECIPROC® blue 等新型器械采用特

殊设计的加热工艺，比前代产品具有更大的柔韧性。尽管	

WaveOne®  Gold .07 或者 RECIPROC® blue R25 .08 具有相对

更大的锥度，但因它们具有的高度柔韧性而很少会发生断裂

和根管偏移。因此：无论是特殊合金还是小锥度，这些都是

提高柔韧性的首选方法。我认为牙髓治疗的未来在于开发出

更高要求的合金，而使更多的锉具有更高的柔韧性，且不易

折断。

Haynert 先生，你有什么看法？
Haynert：我主要看到产生根管偏移的两个原因：一个原

因是根管锉的使用不正确，另一个原因是根管锉的错误选择。

你有什么建议？
Haynert：关于锉的使用，我们总是建议：在根管内上下

提拉三次，然后将锉从根管内取出，清洁并检查是否变形。

然后将锉重新插入根管内。这种方法可防止锉在一个位置使

用太久，而且还降低了器械折断的风险。正确的根管锉选择

基于解剖学。根管形态的差异使得根管治疗的难度和根管治

疗的要求也会不同。因此，牙医应使用适合的根管锉。例如，

如果牙医正在预备非常弯曲的根管，建议使用锥度较小的锉。

这种镍钛合金锉比具有较大锥度的锉更具有柔韧性并且更能

适应弯曲的根管走行。

让我们来谈谈根管冲洗吧，这个牙髓病治疗成功的基本要素：
锉的数量减少或者单支锉系统是否需要更长的清洗间隔时
间？

Bürklein：不能这么说！单纯的预备时间减少，也会使冲

洗溶液与根管壁的接触时间缩短。我们必须进行补偿，最好

对冲洗液进行激活，这可以通过被动超声活化（PUI）、激光

活化（PIPS）、负压清洗（EndoVAC）或声波活化（涡流）、

Endo-Activator 根管冲洗机（登士柏西诺德）或吸力技术结

合流体动力学活化（Rinse-Endo）或其他系统来实现。关键

在于冲洗液被激活，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此外，除了增加

效率还可以额外加热次氯酸钠，这是唯一的冲洗液，其具有

组织溶解作用。然而，足够的冲洗方案仍然包括玷污层的去

除，这可通过对根管壁的机械预备来实现。因此在一个方案

中至少要结合柠檬酸或 EDTA（乙二胺四乙酸）的使用。事

实是，根管冲洗的目的是要化学消毒根管。用根管锉进行机

械准备，就是为冲洗液到达关键部位铺平了道路。关键区域

就是根尖。坏死感染的根管，整个根管系统内都被细菌污染；

器械折断的风险

基本上有两种可能会造成器械分离：

• 扭转断裂（Torsional Fracture）：当器械的尖端被卡

住，而器械上部仍继续旋转时会发生这种情况。

• 循环疲劳（Cyclic Fatigue）：这是因根管曲率过大（即

小曲率半径），器械的金属晶格结构被反复压缩和

拉伸所造成。这类似于钢丝被来回弯曲直至断裂。

往复运动似乎可以降低折断的风险。但有趣的是，

在研究中显示似乎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发挥

	 作用。

来源 : Bürklein, Schäfer

图 6e：25 号牙齿根管充填后的 X 线检查片。

图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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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管壁上会形成细菌生物膜，因此必须要将其清除。通过 Zvi 

Metzger 和 Frank Paqué (J Endod 2010) 利用显微 CT 分析所

做的研究，我们知道，使用任何一种根管锉系统，无论是往

复还是持续旋转系统，都只能达到最大 60% 的根管壁接触。

这意味着仅仅通过机械预备，不能达到有效清除根管壁感染

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依赖这种化学成分。结论	：冲洗、

冲洗、再冲洗—可以显著提高成功率。

您更喜欢哪种活化方式？
Bürklein：用于超声活化的金属工作尖或者用于声波活化

的塑料尖 EDDY® （VDW），对于我们仍然没有经验的学生来说，

在处理弯曲根管时是一个很可靠的要素。因为超声 / 声波活

化时，这些工作尖对根管壁不会产生任何的预备。 

锥度的选择对清洁效果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Bürklein：锥度稍大一些，可以改善根尖部位的清洁效果。

冲洗液的更换 / 更新效果也会更好，而且我们有更多的空间

来增加容量。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在根尖段做一定程度的

预备时，锥度稍大一点（≥.06）也是有意义的。这改善了化

学清洁作用。

往复运动锉的预备需要较长的清洗时间间隔。这对于实习生
来说是否是一个问题？

Gorgolewski：不，往复运动锉的预备比旋转锉需要

更频繁的冲洗，但预备时间略低。VDW 公司建议在使用

Reciproc® Blue 进行 3 次提拉后，就进行必要的冲洗。即使是

“WaveOne® Gold”按照制造商的观点也需要“不断”地冲洗。

不过，F360 锉的制造商使用说明仅提到“足够”的冲洗。

Haynert：研究表明，无论采用何种根管锉系统，正如

Bürklein 博士所强调的，根管表面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仍未

得到预备。这就是为什么说彻底冲洗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对

于单支锉系统尤其如此，因为预备序列短，可能会忽略冲洗。

因此，牙髓病专家们总是建议，将预备节省的时间用于更加

充分的冲洗和清洁根管系统。尤其是通过声波活化（例如

SF65 工作尖）可以提高有效性。

目前，在大学单支锉系统的重要性如何？
Bürklein：虽然通过单支锉系统可以使高校和学生接触新

的治疗方式，但我们应该还是要继续教授多支锉系统的应用。

我们明斯特的学生目前使用的是多支锉系统。不过也正在考

虑增加单支锉系统。

展望未来：单支锉系统会在根管预备领域得到全面应用吗？
Bürklein：我希望如此。但是，我希望扩展机械性的根管

治疗，因为这可能会改善德国仍然很低的根管治疗成功率。

虽然德国根管治疗成功率仅为 50％（Hülsmann 等人 DZZ 

1991, 1998），但如果采用更多的机械预备，将有可能显着提

升治疗的可靠性。系统越简单，就会有更多的医生使用。最

重要的是患者可以从中受益。我们需要提高德国根管治疗的

质量。如果只有少数专家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将无法实现这

一目标，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单支锉概念和锉数量精简的系

统是对临床治疗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总结：
• 经过充分的根管口确定、冠部预处理、手动探查根管系

统和顺滑通路建立后，单支锉系统几乎可以有效地替代

复杂的多支锉系统。

• 单支锉系统，无论是往复或者旋转锉，均操作简单、省时、

适合临床医生。

• 正如众多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无论是往复还是持续旋转

运动，这两种运动方式所产生的结果没有差异。

• 但是无论使用哪个系统，必须要疏通根管形成顺滑通路。

因为由此获得的根管信息永远多于诊断性 X 线片。

• 根管系统的任何机械预备均会引发微裂。

• 只有更大锥度（> .06）器械预备的根管，才能进行牙髓

病治疗专家所喜爱的热牙胶根充。

• 即使使用现代的根管锉也会或多或少地造成根管偏移问

题：谁在根管治疗时错误使用器械（手动或机用锉），就

会产生根管偏移。

• 单支锉系统或锉数量精简的系统需要更大量和更长的冲

洗间隔。冲洗液的活化 —— 无论是声波、超声波还是

激光，都是必须的。

• 如果遇到极端弯曲根管的病例，最好转诊给专家进行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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