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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患者根管治疗中热牙胶充填方法的有效性 

沈永玲 

临沧市云县人民医院  云南临沧 

【摘要】目的 观察在对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患者进行根管治疗的过程中进行热牙胶充填的具体效果。

方法 结合对比治疗观察的方式开展探究，共计纳入在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4 月本院进行牙髓病以及根尖

周病患者根管治疗患者 78 例为对象，双盲法均分为对照组（39 例，常规侧压充填治疗）和观察组（39 例，

进行热牙胶充填治疗），分析治疗效果。结果 结合对两组恰填率、超填率以及欠填率对比，观察组均低于

对照组，P<0.05。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统计两组填充时间以及术后疼痛程

度，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对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患者进行根管治疗的过程中按照热牙胶

充填的方式进行治疗，可以有效保障对该部分患者填充治疗的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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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hot gutta percha filling in root canal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ulp and periapical diseases 

Yongling Shen 

Lincang Yunxian People's Hospital Lincang, Yunnan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specific effect of hot gutta percha filling in root canal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ulp disease and periapical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78 patients with endodontic and periapical 
diseases who were treated with root canal therapy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21 to April 2022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Double blind method was used to divide them into control group (39 cases, conventional lateral 
pressure filling treatment) and observation group (39 cases, hot gutta percha filling treatment), and analyze the 
treatment effec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rate of proper filling, overfilling and underfilling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filling time and 
postoperative pain of the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the process of root canal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pulp disease and periapical disease, hot gutta percha filling can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effect of filling therapy for these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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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属于临床口腔疾病中最为

常见的病症类型，对患者健康以及日常饮食等所造

成的影响较大。按照根管治疗的方式对该部分患者

进行治疗为当前临床治疗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最为

有效的方式，能够促使患者对应症状在较短时间内

进行恢复[1-2]。而在术中填充方式上，以侧压充填治

疗最为常用，但结合临床反馈可见该治疗方式存在

有较高的操作难度，且容易导致患者在术后出现不

同类型并发症，更可能出现充填不密合的情况，降

低根管治疗的综合效果。按照热牙胶充填开展根管

治疗逐步在临床得到运用，本次研究就主要对该治

疗方案的具体作用价值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结合对比治疗观察的方式开展探究，共计纳入

在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4 月本院进行牙髓病以及

根尖周病患者根管治疗患者 78 例为对象，双盲法均

分为对照组（39 例，常规侧压充填治疗）和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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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例，进行热牙胶充填治疗）。在患者组成方面，

对照组中存在有男性 20 例，女性 19 例，年龄在 32
—56 岁间，均值为（45.34±1.88）。观察组中存在

男性 22 例，女性 17 例，年龄在 33—55 岁间，均值

为（46.03±1.93）。对比两组基本数据，P>0.05。
本次研究在开展前均告知两组患者本次对比治疗的

目的，在患者自愿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后续治疗。 
1.2 方法 
在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患者进行侧压充填治疗。

根管预备操作按照常规方式进行，在封药 7 天后进

行侧压填充治疗，在患者根管内部以Apexit Plus糊剂

进行涂抹，随后将主牙胶尖插入到根管中，并使用

加压器进行加压处理，持续时间为 10s。再将加压器

取出，将副牙胶尖放置在对应位置，在操作过程中

需确保副牙胶尖和加压器大小保持一致，重复上述

操作完成根管填充操作。观察组则需要进行热牙胶

充填治疗。在进行填充治疗前，需要对患者开展X
线检查，针对患者牙齿病变的具体情况进行评估

1.3 观察指标 

。

对患者实施局部麻醉，并进行开髓拔髓处理，以常

规治疗方式做好根管预备工作。在进行预备的过程

中需要对根管形态进行保留，并对根尖中较为狭窄

的部分进行保留，并对患者主牙胶尖的形状情况进

行有效的观察，本次治疗中选择热牙胶为System-B
型。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对主牙胶尖进行选择，并

以糊剂进行涂抹，并将主牙胶尖以预热的热牙胶进

行切断，并将根管于高温（180 度）环境下进行放

置，常规加压处理 10 秒，再开展对应的修复工作。

在修整过程中若无法顺利将患者根管冠部的牙胶尖

进行处理，则需要以垂直加压器顺着根管方向进行

压实，以此达到对密合度进行提升的目的。两组患

者术后各方面治疗均保持一致。 

本次研究中需对两组恰填率、超填率以及欠填

率进行统计，并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后的并发症情

况。分析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填充时间以及术后疼

痛感程度，其中疼痛感程度需借助 VAS 量表进行评

估[3,4]。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中各方面数据都运用 SPSS20.0 进行

处理，按照百分数对计数数据进行表示，通过卡方

检测，计量数据则按照均值±标准差进行表示，t
检测，P<0.05 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恰填率、超填率以及欠填率统计 
结合对两组恰填率、超填率以及欠填率对比，

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组恰填率、超填率以及欠填率统计比[n,(%)] 

组别 例数 恰填率 超填率 欠填率 

观察组 39 37（94.87） 1（2.56） 1（2.56） 

对照组 39 33（84.62） 3（7.69） 3（7.69） 

χ2 - 8.544 6.414 6.414 

P - 0.008 0.035 0.035 

 
2.2 两组填充时间以及术后疼痛感程度、并发

症统计 
结合统计，观察组填充时间为（14.84±2.11）

min，对照组则为（25.03±1.98）min，对比 t=13.028，
P=0.001<0.05。在术后疼痛程度上，观察组为（4.84
±1.02），对照组为（6.33±0.93），对比 t=14.011，
P=0.001<0.05。统计两组术后并发症，观察组并发症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下表 2。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统计比[n,(%)] 

组别 例数 根尖渗漏 根尖断裂 根尖周炎 发生率 

观察组 39 1（2.56） 1（2.56） 1（2.56） 3（7.69） 

对照组 39 2（5.13） 3（7.69） 3（7.69） 8（20.51） 

χ2 - 3.141 6.414 6.414 10.244 

P - 0.508 0.035 0.035 0.001 

 
3 讨论 
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属于口腔疾病中最为常见

的病症类型，对患者健康所造成的影响较大。结合

临床近几年接诊情况可以发现，在多方面因素的作

用下，该部分患者的临床数量存在有明显增加的趋

势，临床以及社会对于该症的治疗也越发关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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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的影响下，会导致患者存在有疼痛、口腔不适

等方面症状，部分患者更可能存在有活动受限的情

况，会进一步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生活。且牙髓病以

及根尖周病的诱发因素较多，在实际治疗的过程中

为促使患者可以尽快得到恢复，更应当选择最佳的

治疗方案对该部分患者进行治疗。 
根管治疗为当前临床治疗该症最为主要的方

式，可以促使患者根管中的感染组织等得到有效的

清理，并通过密实填充的方式对根尖疾病进行有效

预防和控制[5-6]。因此，在对该部分患者进行根管治

疗的过程中尤其需要保障根管填充的效果。在以往

填充治疗的过程中主要按照侧压充填治疗的方式进

行治疗，但结合实际可以发现，在该填充方式的作

用下依旧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很容易出现欠填以

及超填的情况，进而影响的填充治疗的整体效果。

更会增加患者在治疗后常见并发症的发生率，影响

到患者恢复[7-8]。 
以热牙胶充填进行填充治疗迅速在临床得到运

用。在该填充治疗方法的作用下，因热牙胶具备有

较高的粘附性能，在填充后可以在患者根尖部位进

行紧密填充，在根管壁上进行牢固贴合，可以有效

保障恰填率，同时更可以对患者牙齿咬合力进行有

效的保护，避免出现根尖断裂的情况，有效降低患

者在术后恢复过程中并发症的发生率[9]。从李晓成

等[10]研究可以发现，在对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患者

进行根管治疗中按照热牙胶充填，能够有效保障填

充效果。在本次研究中，我院就按照对比治疗观察

的方式，将热牙胶充填运用到对观察组患者治疗的

过程中，结合观察可以发现，在该填充治疗方案的

作用下，可以有效保障恰填率，并降低患者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缩短治疗时间，降低患者术后疼痛程

度，对于帮助患者进行恢复存在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合本次探究，在对牙髓病以及根尖周病患者

进行根管治疗的过程中可以按照热牙胶充填进行填

充治疗，有效保障对该部分患者填充治疗的效果，

促使患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进行恢复[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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