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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茶多酚含漱液对正畸儿童牙面菌斑中致龋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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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复方茶多酚含漱液对正畸儿童牙面菌斑中细菌总数和变形链球菌数的影响，以及牙菌斑

内原位 pH 的改变。方法 选择 42 例戴用固定矫治器的正畸儿童，随机分为 2 组，试验组用复方茶多酚含漱液漱

口，对照组用蒸馏水漱口。分别于戴用矫治器前，戴入后 1 月采集上下颌牙唇颊面菌斑，测定菌斑中细菌总数及变

形链球菌数，同时测定牙菌斑原位 pH。结果 对照组戴用后 1 月，细菌总数及变形链球菌数较戴用前明显增加

( P ＜ 0． 01) ，牙菌斑原位 pH 较戴用前降低( P ＜ 0． 01) 。试验组与对照组戴用后 1 个月相比，试验组细菌总数及变

形链球菌数明显少于对照组( P ＜ 0． 01) ，牙菌斑原位 pH 高于对照组( P ＜ 0． 01) 。结论 戴用固定矫治器后，牙面

菌斑内细菌总数及变形链球菌数较戴用前增加，牙菌斑原位 pH 较戴用前降低，应用茶多酚含漱液可明显抑制正畸

儿童口腔内变形链球菌数，减少龋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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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ea polyphenols on cariogenic bacteria in dental plaque of
orthodontic children
WANG Ping，LUO Hui-qiong，ZHANG Fu-jun，ZHANG Jin-song
(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Chongqing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Chongqing 40001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ea polyphenols on Streptococcus mutans and total bacterial count in

dental plaque of orthodontic children，and the changes of dental plaque pH in situ．Method 42 orthodontic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compound tea polyphenol gargl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

en distilled water． The levels of Streptococcus mutans and total bacterial counts in dental plaque samples were evaluated be-

fore and one month after using fixed appliances，respectively，and the bacterial dental plaque pH in situ was also meas-

ured． Result After one month，the level of Streptococcus mutans and total bacterial counts of control group increased( P ＜

0． 01) ，and the dental plaque pH in situ reduced ( P ＜ 0． 01 ) ，while the level of Streptococcus mutans and total bacterial

counts of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 P ＜ 0． 01) and the dental plaque pH in situ was higher ( P ＜ 0． 01)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ea polyphenols can decrease the S． mutans level in orthodontic patients with

fixed appliances and might be useful in preventing caries lesions．

【Key words】 Fixed appliance; Streptococcus mutans; Tea polyphenols

固定矫治器是一种高效能的矫治装置，在临床正畸治疗

中应用广泛，疗效显著。国内外一些研究报道，戴用正畸带环

和托槽后使口腔内保护区增加，口腔生理自洁能力下降，有利

于菌斑沉积，微生物繁殖，口腔原有的微生态受到破坏，某些

条件致病菌变成优势菌［1，2］，而成为引发牙龈炎、龋病的潜在

因素。变形链球菌已被学者们公认为是最重要的致龋菌［3］，

其数量及对牙面的高度粘附作用与龋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茶

多酚是近年来研究较多的天然防龋物质。已有许多研究证

实，茶多酚能抑制致龋菌的生长、产酸及其在牙面的粘附和聚

集［4］，但这些研究仅限于体外实验。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茶

多酚含漱液对正畸儿童口腔内致龋菌的影响，以及对牙菌斑

内原位 pH 的改变，以确定其在正畸临床中的应用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择临床需进行固定正畸治疗的儿童 42

例，男 22 例，女 20 例，年龄 12 ～ 15 岁。纳入标准: ( 1) 无全身

系统性疾病; ( 2) 试验前 3 个月内未服用抗生素; ( 3 ) 口腔卫

生良好; ( 4) 受试牙无牙龈炎及牙周炎，牙面无充填物及龋

坏，根面无暴露及龋坏，无冠及固定桥。将受试对象随机分为

试验组和对照组 2 组，每组 21 例。
1． 2 试剂 对照组: 蒸馏水。试验组: 复方茶多酚含漱液( 4
mg /ml，云南三利消毒药业有限公司) ，pH 为 5． 8。以上 2 种

试剂均加入少许香精、食用色素，使气味和外观一致，对照组:

蒸馏水的 pH 调整与试验组相同。由研究者及受试者以外的

第三者将试剂编号( 分为 A，B) ，以保证双盲。
1． 3 方法

1． 3． 1 牙面处理 2 组均常规酸蚀牙面，使用国产京津粘合

剂粘结金属方丝弓托槽。
1． 3． 2 含漱方法 每天含漱 2 次，早晚各 1 次，每次 10 m1，

含漱 60 s，含漱后 30 min 内不得进食，连续使用 1 个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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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在观察期内不再接受其他牙科治疗，不使用其他药物。
试验期间避免食用糖果等甜食。
1． 3． 3 牙菌斑原位 pH 测定 分别在患者戴用固定矫治器前

1 周及戴用后 1 个月采用离子选择性微电极接触法测定牙菌

斑原位 pH。每一时间点分别测定左右上下颌尖牙和第一双

尖牙唇颊面 8 个位点的菌斑 pH，计算 8 个位点的菌斑 pH 的

平均值作为此时间点受试者的牙菌斑原位 pH。
1． 3． 4 菌斑采集 所有患者在固定矫治器粘着前 1 周采集

菌斑样本作为基数值，1 个月后对同一患者再次采取菌斑样

本。被采检者 2 h 以上未进食、漱口及刷牙，局部隔湿条件

下，生理盐水冲洗采样部位，无菌探针刮取上下颌前牙及双尖

牙唇颊面菌斑样本置预还原液内，样本 30 min 内转运实验

室。在振荡器上将采集的菌斑样本用玻璃珠充分打碎 1 min，

连续倍比稀释至 10-5，选择各稀释度的菌斑液 0． 1 ml，均匀涂

布在 BHI、MSB 培养基上，80% N2，20% CO2，37 ℃培养 48 h。
体视显微镜下分别计数菌斑内总菌落及变形链球菌落形成单

位 CFU /ml［5］。
1． 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1． 0 统计软件将所得细菌数

据经对数转换，试验组和对照组 1 个月后的细菌计数与其基

数值之间的差异采用配对 t 检验，试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

采用成组 t 检验。
2 结果

对照组戴用矫治器前后细菌计数( 对数值) 及 pH 比较见

表 1，试验组戴用矫治器前后细菌计数( 对数值) 及 pH 比较见

表 2，2 组戴用矫治器前后细菌计数( 对数值) 及 pH 比较见

表 3。
由表 1 可见，对照组戴用矫治器后总细菌数及变形链球

菌数较戴用前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牙菌斑内

原位 pH 较戴用前降低( P ＜ 0． 01) 。由表 2 可见，试验组戴用

矫治 器 后 总 细 菌 数 及 变 形 链 球 菌 数 较 戴 用 前 减 少

( P ＜ 0． 01) ，pH 较戴用前无明显变化( P ＞ 0． 05) 。由表 3 可

看出，试验组与对照组的总细菌数、变形链球菌数及 pH 在戴

用矫治器前二者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而戴

用后 1 月试验组总细菌数及变形链球菌数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 P ＜ 0． 01) ，pH 高于对照组( P ＜ 0． 01) 。
表 1 对照组戴用矫治器前后细菌计数( 对数值) 及 pH 比较

检测时间 总细菌数 变形链球菌数 pH

戴用后 1 月 12． 47 ± 0． 46 8． 01 ± 0． 49 6． 75 ± 0． 28

戴用前 8． 29 ± 0． 27 5． 00 ± 0． 17 7． 41 ± 0． 15

t 值 － 54． 07 － 38． 13 13． 82

P 值 0． 0001* 0． 0001* 0． 0001*

注: 同戴用前比较，* P ＜ 0． 01。

表 2 试验组戴用矫治器前后细菌计数( 对数值) 及 pH 比较

检测时间 总细菌数 变形链球菌数 pH 值

戴用后 1 月 7． 37 ± 0． 21 3． 80 ± 0． 20 7． 39 ± 0． 16

戴用前 8． 38 ± 0． 25 5． 05 ± 0． 14 7． 36 ± 0． 12

t 值 18． 77 31． 96 -0． 989

P 值 0． 0001* 0． 0001* 0． 328#

注: 同戴用前比较，* P ＜ 0． 01，#P ＞ 0． 05。

表 3 2 组戴用矫治器前后细菌计数( 对数值) 及 pH 比较

组别 人数
总细菌数

戴用前 戴用后 1 月

变形链球菌数

戴用前 戴用后 1 月

pH

戴用前 戴用后 1 月

试验组 20 8． 38 ± 0． 25 7． 37 ± 0． 21 5． 05 ± 0． 14 3． 80 ± 0． 20 7． 36 ± 0． 12 7． 39 ± 0． 16

对照组 20 8． 29 ± 0． 27 12． 47 ± 0． 46 5． 00 ± 0． 17 8． 01 ± 0． 49 7． 41 ± 0． 15 6． 75 ± 0． 28

t 值 1． 54 － 65． 83 1． 34 － 51． 52 － 1． 82 12． 74

P 值 0． 127* 0． 0001# 0． 185* 0． 0001# 0． 073* 0． 0001#

注: 同对照组比较，* P ＞ 0． 05，#P ＜ 0． 01。

3 讨论

口腔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环境，正常情况下，口腔微生物之

间、微生物与宿主口腔之间，处于生态平衡状态。由于体内外

环境因素的影响，可导致菌群失调，一些细菌过度繁殖，正常

口腔微生物失去生理组合，引起生态失调，导致疾病。目前的

观点认为，龋病、牙龈炎是口腔微生态失调的表现［6］。固定矫

治器的使用改变了口腔微生态环境及局部环境的理化特性，

滞留区增加，生理性自洁作用下降，可导致牙菌斑内微生物平

衡失调，促进一些细菌过度增殖，菌斑在牙面积聚，不易清除，

成为致病性菌斑，引起牙齿或牙周组织的破坏。致龋微生物

产酸，局部 pH 降低，造成釉质脱矿，龋坏发生。对正畸儿童及

正常儿童龋活跃性比较中发现，正畸儿童口腔内变形链球菌

计数明显高于正常儿童［7］。
变形链球菌被认为是口腔中的主要致龋菌，其代谢产生

的酸被认为是导致龋病的主要物质。龋病的发生与变形链球

菌的量密切相关。本试验发现对照组儿童戴用固定矫治器

后，牙面菌斑中检出的细菌总数和变形链球菌数量均较戴用

前增加，与国内及国外学者报道相符［7，8］。其牙菌斑原位 pH
较戴用前降低，认为是由于对照组戴用矫治器后变形链球菌

数增加，其代谢产生的酸增加，从而导致牙菌斑 pH 的下降。
目前，使用含漱剂控制菌斑已成为患者自我菌斑控制的

重要方法之一。大量研究证实洗必泰和甲硝唑含漱液具有切

实的菌斑控制作用，已在临床使用［9］。但由于其存在易使牙

面着色、口感差、黏膜刺激性以及长期使用可能导致口腔正常

菌群失调等副作用，其推广应用始终受到限制。
复方茶多酚含漱液主要成分为茶多酚，是从植物( 如茶

叶) 中提取的一种多酚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抗氧化活性和清

除自由基等作用。近年来茶多酚的抗菌作用被口腔学者们关

注。其不仅对口腔主要致龋菌———变形链球菌有抗菌作用，

还可减少细菌粘附，降低葡糖基转移酶的活性［10，11］，从而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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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在牙面的致龋微生态环境———牙菌斑的形成。国内学者

研究发现，茶多酚溶液浓度为 1 ～ 4 mg /ml 时能显著抑制变形

链球菌和粘性放线菌在羟磷灰石上的粘附，且抑制作用随茶

多酚溶液浓度的升高而逐渐增强。实验和临床研究证实，茶

多酚能有效抑制变形链球菌、黏性放线菌和血链球菌的生长、
产酸及变形链球菌产生水不溶性葡聚糖，并能显著抑制变形

链球菌、黏性放线菌和乳杆菌在胶原和唾液获得性膜上的黏

附作用，具有一定防龋潜能［12］，对牙周炎相关细菌也有明显

的抑菌和杀菌作用。临床应用茶多酚含片能明显降低口腔内

牙菌斑指数［13］。茶多酚作为天然绿色药品，这种抑菌作用不

仅强而有效，而且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不仅可抑制口腔有害菌

群的生长，而且对有益菌的增殖有促进作用，从而维持正常菌

群平衡。这种对病原菌有毒性而对正常宿主细胞无害的特

性，提示长期使用茶多酚无副反应，不影响口腔内正常微生态

环境，致病菌对其也不易产生耐药性。且价廉、来源丰富、安

全可靠，因而用于菌斑控制具有良好的前景。本研究试验组

用复方茶多酚含漱液漱口 1 个月，检测发现细菌总数及变形

链球菌数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牙菌斑 pH 高于对照组，表

明复方茶多酚含漱液的应用对正畸患者口腔中变形链球菌有

抑制作用。在正畸临床中，复方茶多酚含漱液的局部应用能

有效地抑制细菌的生长、集聚和对牙面的吸附，从而抑制菌斑

的生成，对龋坏的发生有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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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菌效果。琼脂扩散抑菌实验中，蜂胶氧化锌丁香油类糊剂

的实验组除对金黄色葡葡球菌和白色念珠菌的抑菌作用与对

照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外，对其余各菌的抑菌性差异均存在

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或 P ＜ 0． 01) ; 蜂胶氢氧化钙甘油类糊

剂除油溶纳米蜂胶氢氧化钙甘油糊剂对粪肠球菌和具核梭杆

菌的抑菌作用小于对照组外，其他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均没

有减弱原始氢氧化钙甘油糊剂的抑菌效果( P ＞ 0． 05) 。感染

根管模型实验中，蜂胶类根充糊剂实验组在离体牙根管内的

抗粪肠球菌作用与对照相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糊剂中水溶蜂胶加入后短期内的抑菌效果优于油溶纳米

蜂胶。
目前为止，蜂胶的应用主要是以保健品的形式为国家所

批准。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蜂胶的药学应用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一些蜂胶类的药品也陆续上市。本实验采用成品并获国

家专利的标准化蜂胶进行实验，同样的商业品牌因其产地、蜂
种、提取工艺的相对稳定，其成份也相对更加稳定。蜂胶类根

充糊剂目前为止研究报道较少，需要研究的方面还很多，对于

新一代更加理想的根充糊剂，蜂胶的加入在根充糊剂的研发

中具有很高的药用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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