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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YAG 激光辅助翻瓣术对广泛型侵袭性
牙周炎的疗效研究
谭亚妮，崔

旭

[ 摘要 ] 目的 分析 Nd：YAG 激光辅助翻瓣术对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牙周相关指数、致病菌、龈沟液核因子kB 受体活化因子配体（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kB ligand, RANKL）和骨保护素（osteoprotegerin, OPG）的影
响，为其临床应用提供依据。方法

选择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2019 年 1 月-2021 年 2 月收治的 97 例广泛型

侵袭性牙周炎患者，依照随机信封法分为激光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接受普通光纤辅助翻瓣术治疗，激光组患
者接受 Nd:YAG 激光辅助翻瓣术治疗。治疗前及治疗三个月后对患者出血指数（bleeding index,BI）、牙龈指数
（gingival index,GI）、探诊后出血（bleeding on probing,BOP）、牙松动度（tooth mobility,TM）、附着丧失（attachment loss,
AL）、菌斑指数（plague index,PLI）及牙周袋深度（pocket depth,PD）情况进行评估，测定并对比两组受试者龈沟液中
核 因 子 -kB 受 体 活 化 因 子 配 体（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kB ligand, RANKL）和 骨 保 护 素（osteoprotegerin,
OPG）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

治疗后激光组患者 BI、GI、BOP、TM、AL 及 PD 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激光组

患者的 PLI 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治疗后，激光组患者龈沟液中 RANKL 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OPG 水平
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采用 Nd:YAG 激光辅助翻瓣术对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患者治疗后可显著降低牙周相

关指数和致病菌水平，改善患者龈沟液 RANKL/OPG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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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Nd: YAG laser-assisted flap flap for extensive invasive
periodontit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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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Nd:YAG laser-assisted flap surgery on the periodontal correlation
index, pathogenic bacteria,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kB ligand（RANKL）level, and osteoprotegerin (OPG)
level in the gingival crevicular fluid of extensive invasive periodontitis patient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its clinical appli‐
cation. Methods

Ninety-seven patients with extensive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between Janu‐

ary 2019 and February 2021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laser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ordinary fiber-assisted flap surgery and the laser group received Nd: YAG laser-assisted flap surgery treat‐
ment. Before and three month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bleeding index (BI), gingival index (GI), bleeding on probing
(BOP), tooth mobility (TM), attachment loss (AL), plaque index (PLI) and pocket depth (PD) were evaluated. The ex‐
pression level of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kB ligand (RANKL) and osteoprotegerin (OPG) in the gingival cre‐
vicular fluid were test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BI, GI, BOP, TM, AL and PD in the laser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LI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laser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e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he RANKL level in the gingival crevicular fluid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PG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Nd:

YAG laser-assisted flap surger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eriodontal correlation index, the level of pathogenic bacte‐
ria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gingival crevicular fluid RANKL/OPG in patients with extensive aggressive periodon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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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性牙周炎是临床中常见的牙周疾病，发病
时常伴随侵犯切牙和第一磨牙，并出现快速而严重
的牙槽骨破坏和附着丧失[1]。根据患牙的分布可以
分为局限型侵袭性牙周炎和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
后者在我国的发病率更高，危害更大，能在短时间
内破坏牙槽骨，丧失牙周附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2]。而且，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主要发生在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在活动期，牙龈有明显的炎症，
并伴有龈缘区肉芽性增生，常可导致患者早年拔
牙，因此特别注意要早期进行彻底治疗[3]。据报道，
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患者存在多位点牙槽骨组织
重度吸收破坏[4]。牙周组织是人体内重要的机械感
受受体，不同程度的牙周支持组织丧失会导致患者
伴随出现牙周韧带机械感觉受体受损，导致咀嚼功
能失调[5]。牙周翻瓣术为有效消除或减轻牙周袋的
刮治手术，但可能对患者造成较大创伤，因此通过
有效的辅助治疗方案干预以降低患者受创伤情况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6]。近年来 Nd:YAG 激光辅助
翻瓣术在口腔医学中的应用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
关注，其可有效促进愈合、加速深层灭菌，促进牙周
新附着形成，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然而，Nd:YAG
激光辅助翻瓣术在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中的应用
价值仍未见报道。本研究将纳入我院的广泛型侵
袭性牙周炎患者进行分组治疗，分析 Nd:YAG 激光
辅助翻瓣术对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患者的牙周相
关指数、致病菌水平及龈沟液中的核因子-kB 受体
活化因子配体（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kB
ligand, RANKL）和 骨 保 护 素（osteoprotegerin, OPG）
水平的影响，为临床此疾病的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州医院
2019 年 1 月-2021 年 2 月收治的 97 例广泛型侵袭性
牙周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照随机信封法分为激
光组和对照组。激光组患者 53 例，男 31 例，女 22
例；年龄 27.94±7.32 岁。对照组患者 44 例，男 27
例 ，女 17 例 ；年 龄 27.19 ± 8.03 岁 。 其 中 ，激 光 组
108 例患牙，对照组 97 例患牙，每颗患牙包括以下 6
个观察位点：近颊、颊侧中点、远颊、近舌、舌侧中点
和远舌。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P>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苏 州 医 院 伦 理 委 员 会 审 议 并 批 准（伦 理 批 号 ：
KL901245）。
患者纳入标准：
（1）受试者无系统性疾病；
（2）经
诊断确诊为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7]；
（3）年龄低于 30
周岁，牙槽骨破坏，邻面附着广泛丧失呈阵发性，侵
及切牙和第一磨牙以外牙数超 3 颗，可见菌斑牙沉
积、牙龈溢脓、出血等；
（4）患牙颗数 4~6 颗；
（5）牙周
袋探诊深度在 3 mm 以下；
（6）既往无翻瓣术或激光
治疗史；
（7）入组前一周内未服用抗生素治疗；
（8）对
本研究内容知情，
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1）颌骨手术患者；
（2）接受过正畸
治疗；
（3）缺失牙患者；
（4）有严重错颌畸形及咬合
创伤；
（5）既往实施过影响咀嚼肌功能的手术。
1.2 方法 本组研究中对照组患者进行牙周翻瓣
术治疗，对照组患者在治疗时常规消毒铺巾，术区
以阿替卡因对局部浸润麻醉，利用改良 Widman 内
斜切口后翻瓣，将根周牙石、肉芽组织清除，平整根
面，以生理盐水冲洗龈瓣，并复位缝合龈瓣，给予患
者牙周塞治剂保护，术后一周拆线。激光组患者在
对照组基础上接受 Nd: YAG 激光辅助翻瓣术治疗，
Nd: YAG 进行相应调整（60 ～100 mJ 之间），功率
2.0 W，光纤直径 300 μm，频率 20 Hz，将激光头部
伸入到牙龈沟的底部，将激光调整到与牙龈面垂直
的位置，光纤尖紧贴牙周袋壁探入袋底，移动激光
并进行反复提拉照射直到所有的患牙都得到了治
疗，呈“Z”字形缓慢向冠方移动每颗患牙平均照射
时间 60 s，同时辅以翻瓣术治疗。
1.3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及治疗后三个月患者
以下指标：出血指数（bleeding index,BI）、牙龈指数
（gingival index,GI）、探诊后出血（bleeding on prob‐
ing,BOP）、牙松动度（tooth mobility,TM）、附着丧失
（attachment loss,AL）、菌 斑 指 数（plague index,PLI）
及牙周袋深度（pocket depth,PD）情况进行检查。其
中，AL 是通过使用牙周探针或者牙科普通探针，使
用 20~25 g 的力伸入龈沟中，探诊深度超过 3 mm，
探针感觉到釉牙骨质界而且袋底位于釉牙骨质界
根方；PD 为牙龈与牙齿间龈沟深度；TM 为牙齿松
动的幅度（mm）；BOP 为用钝头探针轻探龈沟引起
出 血 的 发 生 率 。 BI，GI 和 PDL 评 分 标 准 见 表 1[8]。

表 1 BI 评估和 GI 评估标准

评分指标

评分标准

0分

1分

2分

3分

牙龈的色泽出现轻微变化，即 牙龈色泽出现明显改变，
牙
牙龈病变程度非常严重
由正常淡粉红色变为鲜红色
龈出血红肿并严重出血

BI

牙龈正常

GI

牙龈轻度炎症，牙龈健康，
轻度水肿或颜色轻度改变

牙龈经探诊未出血

牙龈水肿光亮，中度炎
症，探诊后出血，充血色
红

重度炎症，红肿伴脓液、
瘘道或溃疡，伴随出现
自发性出血

PLI

近龈缘的牙面上无菌斑

肉眼视线下无菌斑，用探针尖
从侧面划过能在游离龈区牙
面上发现薄层菌斑

牙邻面或龈缘区出现肉
眼可见的菌斑

龈缘区或龈沟
内继邻近打压出现菌斑
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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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及治疗后采集各组患者龈沟液，取液区为牙
的 4 个位点，将 Whatman 滤纸条沿着牙面朝向往牙
唇侧轻轻滑动，放入龈沟内，放置 30s 后取出，放入
离心管中，注意不得沾染唾液或血液，以 3000rpm、
半径 5.5cm、时间 10min 为参数离心获得样品，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受试者龈沟液中 RANKL 及
OPG 蛋白表达水平，取平均值，所有操作均严格遵
照 ELISA 试 剂 盒（上 海 酶 连 生 物 ，货 号 ：MM 45302M1）说明书进行操作。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两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采用方
差分析进行组间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２
比较采用 χ 检验进行组间数据分析。以 P＜0.05 为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治疗情况调查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后两组患者 BI、GI、BOP、TM、AL 及 PD 水平均低于
治疗前水平（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BI、GI、
BOP、TM、AL 及 PD 水平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而治疗后激光组患者 BI、GI、BOP、TM、AL 及 PD 水
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见图 1 和表 2。

图 1 激光组患者术前和术后 7 天情况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致病菌情况 治疗后两组患
者 PLI 评分低于治疗前（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的 PLI 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但治疗后激光组
患者的 PLI 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P<0.05）。见表 3。
1.3 患者龈沟液中 RANKL 及 OPG 水平检测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龈沟液中 RANKL 水平显著低于治
疗前，
OPG 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
且差异均存在统计
学 意 义（P<0.05）。 治 疗 前 两 组 患 者 龈 沟 液 中
RANKL、
OPG 水平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
后激光组患者 RANKL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OPG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P<0.05）。见表 4。
3 讨 论
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临床较为常见，30 岁以
下年轻人为主要发病人群。有研究指出，广泛型侵
袭性牙周炎患者发病后对患牙受累广泛，破坏患者
牙槽骨，当患者病情处于活动期时，牙龈出现明显
炎症，颜色鲜红，伴牙龈区肉芽性增殖，导致早年拔
牙，因此临床中应尽早对患者进行期彻底治疗[9]。

表 2 患者治疗前后牙周相关指数比较（x±s）
组别

例数/患牙

时间

BI（分）

对照组

44/97

治疗前

2.21±0.44

治疗后

1.67±0.23

53/108

激光组

GI（分）
*

BOP（%）

TM（mm）

AL（mm）

PD（mm）

2.55±0.52

93.24±2.77

5.65±1.33

7.84±1.36

4.60±0.58

0.63±0.07

46.36±6.75

4.12±1.02

6.45±0.75

2.33±0.29*

*

*

*

*

治疗前

2.19±0.51

2.56±0.48

92.66±11.26

5.55±1.25

7.69±1.02

4.58±0.64

治疗后

0.96±0.29*

0.21±0.05*

34.21±6.24*

3.01±1.05*

5.98±1.22*

1.99±0.34*

19.27

49.51

46.38

15.80

10.76

36.69

P<0.01

P<0.01

P<0.01

P<0.01

P<0.01

P<0.01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1

表 3 患者治疗前后 PLI 评分结果（x±s）
PLI 评分（分）

t

P

0.94±0.09

29.928

P<0.01

0.68±0.10

37.101

P<0.01

组别

例数/患牙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44/97

2.31±0.29

激光组

53/108

2.34±0.31

t

0.337

14.987

P

0.737

P<0.01

表4

患者龈沟液中 RANKL 及 OPG 水平检测结果（x±s）

组别

例数/患牙

时间

RANKL（ng/mL）

OPG（ng/mL）

对照组

44/97

治疗前

7.01±1.19

13.55±2.18

治疗后

4.39±0.29

*

19.48±1.98*

治疗前

6.94±1.21

13.29±3.01

治疗后

2.12±0.32

25.93±1.79*

激光组

53/108

*

t

52.99

24.50

P

P<0.01

P<0.01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1

《转化医学杂志》
2022年10月 第11卷 第5期

Translational Medicine Journal,Vo1.11 NO.5, Oct 2022

· 295 ·

目前临床中在对广泛型侵袭性牙周炎患者进行治
现灭菌的目的，减少牙周袋内细菌数，降低炎症因
疗时多采用根面平整、刮治、洁治等常规基础治疗
子水平，取出感染的肉芽和上皮组织，在应用过程
[10]
方案，具有较高的临床疗效 。中间龈卟啉单胞
中有效延缓患者上皮生长速度，进而有效辅助牙周
菌、普氏菌及牙伴放线杆菌、齿垢密螺旋体、产黑色
炎等疾病的临床治疗。
素 G-厌氧杆菌等因素是导致牙周病出现的重要的
综上所述，采用 Nd：YAG 激光辅助翻瓣术对广
因素。据报道，单一波长的光纤辅助牙周基础治
泛型侵袭性牙周炎患者治疗效果显著，可显著降低
疗，治疗效果虽然较为理想，但仍然存在单波长激
牙 周 相 关 指 数 和 致 病 菌 水 平 ，改 善 患 者 龈 沟 液
光不能兼顾处理牙周袋内不同组织的问题，部分患
RANKL/OPG 水平，优于传统翻瓣术治疗效果。
者清除菌斑、牙石却无法彻底清除患者体内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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