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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德口腔专家：

缺牙影响全身健康 尽早种牙很必要

�������既然缺牙能给人体健康带来

如此大的危害，那到底应该如何修

复呢？ 对此胡劲松院长表示，牙齿

缺失后，传统的修复方法包括活动

义齿和固定义齿。前者即为人们所

说的“活动假牙” ，而后者则指的

是“烤瓷桥” 、“烤瓷牙” 。

目前，从医学研究和患者反馈

来看，两种修复方式都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弊端。 患者使用活动假牙，

会有强烈异物感， 咀嚼效果一般，

长期使用还会导致牙槽骨的逐渐

萎缩。而烤瓷牙因为需要磨除两边

邻牙，做成桥体形式来恢复缺牙间

距离， 因此就会伤害健康牙齿，另

外，由于烤瓷牙没有牙根，同样也

会引起周围牙槽骨的萎缩，降低咬

合力。

而与活动义齿、 固定义齿相

比，种植牙在修复方面优势相当明

显。 胡劲松介绍说，种植牙是在牙

槽骨内 " 种 " 独立的人工牙根，这

样既不需要磨邻牙又有效保护了

牙槽骨，也能让患者保持与自然牙

相似的咬合力。 更为重要的是，种

植牙是永久性的， 不需要时时替

换，如果患者使用得当，定期维护，

甚至可以终身使用。

据介绍， 现柏德口腔贵阳连

锁，拥有以德系精密种植系统为代

表的新一代德国数字化种植技术，

能够实现术前模拟手术并预览术

后种植效果。 当中 3d 打印的数字

化种植导板则可精确到 0.1 毫米

级别， 确保种植体植入预期的位

置，能很好避开血管和神经，做到

伤口小，出血少，微创无痛，术后愈

合快，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据了解，柏德口腔贵阳连锁不

但有原贵阳市口腔医院种植科主

任胡劲松，以及原贵阳市口腔医院

种植科副主任李春林等国内知名

牙科大咖坐诊。而且还可免费预约

康斯坦丁·森德, 德国波恩大学口

腔博士、费里西娅·芭芭拉·森德教

授， 以及苏莱曼·阿法撒利教授等

知名德国口腔专家亲诊。

而在此基础上，柏德口腔贵阳

连锁还全套引进了卡瓦巴顿牙椅、

卡瓦 CBCT、卡瓦牙片机、卡瓦种

植机等高端设备，通过践行德国口

腔健康标准，来为广大缺牙患者的

牙健康保驾护航。

为让更多缺牙市民享受种植

牙带来的益处，目前柏德口腔贵阳

连锁现面向全省征集牙齿缺失者，

不管是单颗、多颗牙缺失者，还是

全口或半口牙缺失者，亦或是牙齿

松动者、活动假牙不适者、活动牙

修复失败者， 以及种植牙失败者

等，均可报名参加德国种植牙种一

送一活动。

（本报记者 王杰）

�������据了解，中国内地 65岁以上老人人均缺牙 11颗，6.8%的人甚至是全口无牙。而据相关数据统计，随

着我国老龄化加剧，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 2.4 亿，45 岁以上中老年人 80%存在牙齿缺失问

题，可见缺牙问题在我国已变得愈发严重起来。

对此柏德口腔贵阳连锁院长、原贵阳市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胡劲松表示，牙齿是人体重要器官，不仅

人们每天的咀嚼、发音、支撑面型等离不开牙齿，调查显示牙齿缺失心脏病风险高、肠胃负担重、容易便

秘、记忆力受损等，所以牙齿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 柏德口腔贵阳连锁院长胡劲松建议，一旦牙齿出

现缺失，一定要尽早种牙。

一颗牙的缺失 健康受损

应对缺牙 种牙很必要

�������胡劲松 (柏德口腔 - 贵阳连锁院

长)原贵阳市口腔医院种植科主任、主

任医师、 教授、贵阳市医疗事故鉴定

专家组成员、 贵州省执业医师实践技

能考试主考官、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

种植专委会委员、 中国医师学会口腔

种植工作委员会委员亚太口腔种植协

会理事，贵州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贵

州口腔修复专委会常委、 贵州口腔种

植专委会副主委、 西部口腔种植协作

组口腔种植推广中心专家组成员、贵

州省医疗设备鉴定特约专家。

擅长项目： 疑难病例的种植、种

植失败后的再种植、全口和半口种植。

�������费里西娅·芭芭拉·森德（柏德口腔

德国院长），德国波恩大学口腔医学专

家、美国隐适美德国培训讲师、欧洲牙

科美容协会(EAED)会员、德国口腔种植

协会会员。

师从国际口腔诊疗专家 Prof. �

Kleinfelder�教授、 曾赴世界百强名校荷

兰格罗宁根大学、 荷兰奈梅亨大学进

修，多次受邀参与进行学术研讨会。

擅长：种植牙、隐适美隐形矫正、牙

周诊疗、多学科综合治疗，成功种植牙

4500例、隐形矫正 3000例。

��������康斯坦丁·森德（柏德口腔德国

院长）德国波恩大学口腔博士、欧洲

著名口腔种植专家、 德国知名口腔正

畸学者、世界牙科联盟(FDI)成员、德

国种植协会 （DGI） 成员、 德国

Ankylos 种 植 系 统 培 训 师 、 德 国

FORESTADENT 非凡正畸专利技术

研发专家、德国 SDS 种植体研发专家

团成员、《欧洲口腔名医引入计划》第

一人、德国口腔执照认证 CMD、德国

种植协会成员 DGI、 德国 ICX� \�

Ankylos种植系统培训认证专家，拥有

3项专利技术。

擅长：各类型缺牙修复、自锁托

槽矫正、 各类型缺牙种植修复 \ 自锁

牙齿矫正。

�������苏莱曼·阿法撒利（柏德口腔德国专

家） 口腔临床博士学位、 植入学专家

(DGI)

�������纽伦堡 3�M�Espe�学院迷你牙槽植

入认证、Tubingen�牙科学校牙周护理特

殊治疗认证、种植协会认证植牙医师、慕

尼黑 Palais-Dental�口腔医院首席牙医和

口 腔 种 植 专 家 、 慕 尼 黑 德 国 W.

Muller-Sarnowski�综合牙科专家、柏林王

尔德“Curadentis” (现在“identis” )种植

中心的综合牙科专家。

柏德口腔 - 贵阳连锁地址

中华北路 289 号

（与北京路交叉口南向 50 米）

咨询热线

（0851）86696969

�������胡劲松院长说，牙齿作为人体

的重要器官，可谓是 " 牵一发而动

全身 "，一颗牙齿掉落造成的缺牙，

不仅会引起邻牙加速松动、 脱落，

甚至可致全口无牙。

对此胡劲松院长进一步解释

说， 牙槽骨是支撑牙齿的关键，如

果长期缺牙、 则导致牙槽骨被吸

收，此时缺牙相邻的牙齿，由于无

法获得它们原先常有的支撑力，便

会让这些牙齿出现倾斜、移位或向

对侧伸长等现象。 如此长期缺牙，

则会接二连三发生掉牙，最终甚至

会导致全口无牙。 而且，长期缺牙

牙槽骨吸收，在随后的种植牙治疗

中需要先植骨，这无疑增加了手术

难度及费用。

然而，缺牙对身体的损害可远

不及此， 对全身的健康影响也很

大。 对此胡劲松院长表示，如因缺

牙诱发的牙周炎症的病菌，可通过

血液散布到心脑血管系统，进而导

致心脏病及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

作。 此外，因缺牙导致的咀嚼效率

降低或丧失，让未嚼碎的食物进入

胃肠， 势必会增加胃肠系统的负

担，从而导致胃肠功能紊乱，进而

出现消化和营养不良，加速面容衰

老，严重者甚至还可能诱发老年痴

呆症。

缺牙患者可享 德国种植牙种 1 送 1

��������本周六（7 月 28 日）在贵州饭店（新闻发布厅）将举办

“2018 种植牙峰会” ， 届时将有北上广知名专家到场举行学术

会议。 下午 13:00 将针对缺牙人士举办科普讲座和现场免费

咨询，到场的中老年朋友均可领取鸡蛋一盒，并可参加现场抽奖

获得免费种植牙机会，欢迎踊跃参加！

报名电话（0851）86696969

资讯：

下周二（31 日）

坐诊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