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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

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包括前牵引器、系列个

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以及将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

治器与前牵引器相连的牵引弹性圈，该装置在利

用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实现对口腔内牙齿

进行三维正畸移动的同时，还通过前牵引器给牵

引弹性圈提供支撑力，使牵引弹性圈产生向前的

弹力，通过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传导到上颌

骨，达到前牵引上颌骨、促进生长发育期患者上

颌骨发育的目的。这种装置，因同时实现了促进

生长发育期患者上颌骨的发育与正畸牙三维方

向的移动，从而大大提高了生长发育期患者骨性

三类牙颌面畸形的矫治效能，更快地实现牙颌面

畸形矫治的四个目标：美观、功能、健康、稳定的

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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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前牵引

器、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以及将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与所述前牵引器相连的牵

引弹性圈，利用牵引弹性圈的收缩弹力作为牵引力，作用于生长发育期患者的上颌骨，达到

前牵引上颌骨、促进上颌骨发育的目的；所述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设有牵引构件，所述

牵引构件与所述牵引弹性圈相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设有固定部，所述固定部为矩形，且设有固定孔装设所述

牵引构件。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固定部与所述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一体成型。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牵引构件为牵引钩，所述牵引钩包括固定杆和连接部，且固定杆装设于系列个性化

无托槽矫治器的固定部内，所述连接部设于固定杆顶端，为凹面朝向口腔内侧的问号钩结

构。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牵引钩的长度不小于4m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前牵引器包括头部固定组件、颏部（下巴）固定组件、牵引柱组件和连接杆组件，所

述头部固定组件、颏部（下巴）固定组件和牵引柱组件通过连接杆组件连接为一体；

所述连接杆组件包括与头部固定组件相连的头部连接杆、与颏部（下巴）固定组件相连

的颏部（下巴）连接杆，以及将所述头部连接杆和颏部（下巴）连接杆连接为一体的位置调节

块；所述头部固定组件包括额托（前额定位块）和连接带，且额托（前额定位块）的两侧端设

有额托连接块；所述颏部（下巴）固定组件包括与下巴形状相适配的颏兜结构和固设于所述

颏兜结构底部的颏部（下巴）连接块；所述牵引柱组件包括牵引连接杆、活动套设于牵引连

接杆上的牵引块以及与所述牵引块螺纹连接的牵引柱；

所述头部连接杆为问号钩结构，包括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一连接杆和第

二连接杆顶部分别与额托（前额定位块）相连，底部连有位置调节块；所述颏部（下巴）连接

杆为U型结构，顶部两端分别与位置调节块相连，底部与颏兜结构相连；所述牵引连接杆为U

型结构，两端分别与位置调节块相连，U型底部与牵引块活动连接；

所述连接带两端分别卡接于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顶部与额托（前额定位块）之间，

形成完整的、与头部相适配的圈。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连接带为带有调节扣的弹性连接带。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额托连接块、颏部（下巴）连接块和位置调节块上均设有定位螺钉，所述定位螺钉分

别与头部连接杆、颏部（下巴）连接杆和牵引连接杆相对应。

9.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于，所述头部连接杆、颏部（下巴）连接杆和牵引连接杆末端均设有限位套。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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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述牵引弹性圈，常规每侧为2根，弹性圈一端连于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的牵引构

件上、另一端连于前牵引器的牵引柱上，每侧产生500—1000克的牵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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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口腔正畸医疗器械技术研究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

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骨性Ⅲ类牙颌面畸形患者，常表现为面中份凹陷，大多数是因为上颌发育不足引

起。其在白种人中的发生率大约是1%  ～  5%  ，而在亚洲人群中，其发生率高达约  14%。该畸

形还可随发育生长期患者的全身生长发育进一步加重，从而严重影响患者的外观及咀嚼功

能，甚至导致患者心理障碍。多数学者认为早期干预对此类患者的预后很有帮助，建议将  8 

-10岁作为矫治这类骨性不调的黄金时期。

[0003] 骨性Ⅲ类牙颌面畸形患者，常伴有上下牙列存在拥挤不齐、长宽高三维不调的问

题。现有骨性Ⅲ类患者的正畸治疗，通常分为上颌前牵引阶段和上下牙列三维移动控制阶

段，先后分别对上颌发育不足与上下牙列三维不调的症状进行矫治，其治疗周期长（三年以

上），且在上颌骨前牵引阶段（12个月左右），因无法同时对上下牙列进行三维调整移动，患

者常常伴有影响美观的上下前牙拥挤不齐、后牙因上颌骨前牵引产生的无咬合接触、严重

拥挤错位牙出现的龋齿与牙周病等问题，都使矫治的美观、功能、健康的目标，难以在较短

时间内实现。

[0004] 其次，生长发育期患者骨性III类牙颌面畸形，采用现有传统前牵引装置前牵引上

颌骨后，容易产生上颌磨牙的近中移动和伸长、上前牙的唇倾度增大以及下颌发生明显的

后下旋转等副作用，使后续的正畸治疗变得复杂。

[0005] 再者，传统骨性III类患者的前牵引上颌骨矫形治疗，粘接的螺旋扩弓器常需要在

整个前牵引过程中（1年左右），一直粘接在上颌两颗磨牙与两颗双尖牙上，患者因此既有较

长时间的明显不适感，也使口腔卫生清洁困难，容易诱发腭粘膜红肿等口腔健康问题。

[0006] 因此针对上颌发育不足且伴有牙齿排列不整齐的生长发育期患者，有必要设计出

一种能对上颌骨进行前牵引的同时，又能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所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

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包括前牵引器、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以及将系列个性化无托槽

矫治器与前牵引器相连的牵引弹性圈。该装置利用牵引弹性圈的收缩弹力作为牵引力，前

牵引生长发育期患者的上颌骨，促进上颌骨发育。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设有牵引构件，

牵引构件用于固定牵引弹性圈。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可实现对上下牙齿进行三维正

畸牙移动。

[0008] 该装置因同时实现了促进上颌骨发育与正畸牙的三维移动，大大提高了生长发育

期患者骨性Ⅲ类牙颌面畸形的矫治效能，较传统装置，更快地实现牙颌面畸形矫治的四个

目标：美观、功能、健康、稳定的咬合。同时，避免了采用传统装置矫治后产生的上颌磨牙近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10179560 A

4



中移动和伸长、上前牙的唇倾度增加以及下颌发生明显的后下旋转等副作用。

[0009] 本发明所要达到的技术效果通过以下方案实现：

一种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前牵引器、

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以及将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与所述前牵引器相连的牵引弹

性圈，利用牵引弹性圈的收缩弹力作为牵引力，用于前牵引上颌骨、促进上颌骨发育；所述

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设有牵引构件，所述牵引构件与所述牵引弹性圈相连，用于固定

所述牵引弹性圈。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设有固定部，所述固定部为矩形，且设有

开口，以便医生快捷安装牵引钩，所述牵引构件进一步地，所述固定部与所述系列个性化无

托槽矫治器一体成型设计。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牵引构件为牵引钩，所述牵引钩包括固定杆和连接部，且固定杆装

设于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的固定部内，所述连接部设于固定杆顶端，为凹面朝向口腔

内侧的问号钩结构。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牵引钩的长度不小于4mm。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前牵引器包括头部固定组件、颏部（下巴）固定组件、牵引柱组件和

连接杆组件，所述头部固定组件、颏部（下巴）固定组件和牵引柱组件通过连接杆组件连接

为一体；

所述连接杆组件包括与头部固定组件相连的头部连接杆、与颏部（下巴）固定组件相连

的颏部（下巴）连接杆，以及将所述头部连接杆和颏部（下巴）连接杆连接为一体的位置调节

块；所述头部固定组件包括额托（前额定位块）和连接带，且额托（前额定位块）的两侧端设

有额托连接块；所述颏部（下巴）固定组件包括与下巴形状相适配的颏兜结构和固设于所述

颏兜结构底部的颏部（下巴）连接块；所述牵引柱组件包括牵引连接杆、活动套设于牵引连

接杆上的牵引块以及与所述牵引块螺纹连接的牵引柱；

所述头部连接杆为问号钩结构，包括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所述第一连接杆和第

二连接杆顶部分别与额托（前额定位块）相连，底部连有位置调节块；所述颏部（下巴）连接

杆为U型结构，顶部两端分别与位置调节块相连，底部与颏兜结构相连；所述牵引连接杆为U

型结构，两端分别与位置调节块相连，U型底部与牵引块活动连接；所述连接带两端分别卡

接于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顶部与额托（前额定位块）之间，形成完整的、与头部相适配

的圈。

[0014] 进一步地，所述连接带为带有调节扣的弹性连接带。

[0015] 进一步地，所述额托连接块、颏部（下巴）连接块和位置调节块上均设有定位螺钉，

所述定位螺钉分别与头部连接杆、颏部（下巴）连接杆和牵引连接杆相对应。

[0016] 进一步地，所述头部连接杆、颏部（下巴）连接杆和牵引连接杆末端均设有限位套。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牵引弹性圈，一般为左右两侧每侧两根，弹性圈一端连于系列个性

化无托槽矫治器的牵引构件上、另一端连于前牵引器的牵引柱上，左右两侧每侧产生500—

1000克的牵引力。

[0018] 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1、本发明前牵引生长发育期患者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系列

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实现对上下牙列三维正畸牙移动，同时利用前牵引器给牵引弹性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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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支撑，使牵引弹性圈的弹力作用，通过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的牵引构件传导到上颌

骨，牵引上颌骨向前、促进上颌骨的发育。该装置避免了传统装置在上颌骨前牵引阶段（12

个月左右），因无法同时对上下牙列进行三维移动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患者常伴有的上

下前牙拥挤不齐、后牙因上颌骨前牵引产生的无咬合接触、严重拥挤错位牙出现的龋齿与

牙周病等严重影响患者美观、功能、健康的问题，从而更快（疗程较传统装置约缩短12个月）

地实现牙颌面畸形矫治的四个目标：美观、功能、健康、稳定的咬合。

[0019] 2、本发明前牵引生长发育期患者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其

操作难度低，且可由患者自行对前牵引器与系列无托槽矫治器进行佩戴与更换，省去每次

佩戴与更换都需要复诊的麻烦，并且，该装置将传统前牵引装置中口内需较长时间（1年左

右）佩戴的螺旋扩大器的佩戴时间，缩短为3个月左右，从而更利于患者口腔健康的维护。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复合装置的组成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前牵引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符号说明：1、前牵引器；11、头部固定组件；111、连接带；1111、调节扣；112、额

托（前额定位块）；1121、额托连接块；12、颏部（下巴）固定组件；121、颏兜结构；122、颏部（下

巴）连接块；13、牵引柱组件；131、牵引连接杆；132、牵引块；133、牵引柱；14、连接杆组件；

141、头部连接杆；1411、第一连接杆；1412、第二连接杆；142、颏部（下巴）连接杆；143、位置

调节块；15、限位套；16、定位螺钉；2、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21、固定部；22、牵引构件；221、

固定杆；222、连接部；3、牵引弹性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更好的了解本发明，使本发明的结构及其优点更加突出，下面结合附图和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说明。

[0023] 如附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前牵引上颌骨同时实现正畸牙三维移动的复合装置

包括前牵引器1、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2、以及将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牵引构件与

前牵引器相连的牵引弹性圈3，利用牵引弹性圈03的收缩弹力作为前牵引力，用于牵引整个

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2移动。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设有牵引构件22，牵引构件22与牵引

弹性圈相连，用于固定牵引弹性圈3。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在实现对口腔内上下牙齿进

行三维移动的时候，利用前牵引器给牵引弹性圈提供的支撑，使牵引弹性圈的弹力，作用在

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上，进而牵引上颌骨向前、促进上颌骨的发育，即在对上颌骨实现

前牵引的同时，实现对上下牙齿的三维移动，从而缩短患者的牙颌面畸形矫治周期；再者，

还可避免使用现有前牵引装置产生的上颌磨牙的近中移动和伸长、上前牙的唇倾度增大以

及下颌发生明显的后下旋转等副作用。

[0024] 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为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即临床医生确定牙颌面畸形的

矫治方案后，在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的帮助下，生产出一系列（几十副）将患者正畸牙从原

始位移动到设定理想位的矫治器，从而实现对上下牙齿的三维移动，完成正畸治疗目标。在

本实施例中，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设有固定部21，固定部为矩形，且设有开口装设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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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22，固定部与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一体成型。牵引构件为牵引钩，如附图2、3所示，

牵引钩包括固定杆221和连接部222，固定杆装设于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的固定部内，

固定杆通过系列无托槽矫治器上的固定部模板，用光固化树脂粘接固定于牙面上，上颌系

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就位后，通过一端挂在前牵引器上的牵引弹性圈对牵引钩的牵拉作

用施力于上颌骨，前牵引上颌骨、促使上颌骨向前发育。连接部设于固定杆顶端，接近牙齿

阻力中心，从而提高前牵引装置牵引上颌骨向前的效率；系列无托槽矫治器与牵引钩固定

部一体成型，医生利用系列无托槽矫治器上的固定部模版，即可快捷制作粘接在牙齿上的

牵引钩；牵引钩为凹面朝向口腔内侧的问号钩结构，有利于牵引弹性圈固位，牵引弹性圈另

一端向口腔外拉伸，与前牵引器的牵引柱相连。为保证牵引钩端的弹性牵引圈不易滑脱，优

选地，牵引钩的长度不小于4mm。左右每侧的牵引弹性圈一般为2个，这些弹性牵引圈每侧产

生500—1000克的牵引力，牵引上颌骨向前。

[0025] 另外，牵引构件的设计并不局限于本实施例中的结构，也可直接在个性化无托槽

矫治器上精密切割出开口朝向口腔内部的弧形切口，然后将牵引弹性圈与弧形切口相连，

另一端同样挂在前牵引器的牵引柱上，达到对上颌骨前牵引的同时，利用系列无托槽矫治

器，实现对上下牙齿的三维移动，达到矫治目标。

[0026] 如附图3所示，前牵引器包括头部固定组件11、颏部（下巴）固定组件12、牵引柱组

件13和连接杆组件14，头部固定组件、颏部（下巴）固定组件和牵引柱组件通过连接杆组件

连接为一体。

[0027] 连接杆组件包括与头部固定组件相连的头部连接杆141、与颏部（下巴）固定组件

相连的颏部（下巴）连接杆142，以及将头部连接杆和颏部（下巴）连接杆连接为一体的位置

调节块143；头部连接杆为问号钩结构，包括第一连接杆1411和第二连接杆1412，第一连接

杆和第二连接杆顶部分别与额托（前额定位块）相连，底部连有位置调节块；颏部（下巴）连

接杆为U型结构，顶部两端分别与位置调节块相连，底部与颏兜结构相连。

[0028] 头部固定组件包括额托（前额定位块）112和连接带111，且额托（前额定位块）的两

侧端固设有额托连接块1121；连接带两端分别卡接于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顶部与额托

（前额定位块）之间，形成完整的、与头部相适配的圈，额托（前额定位块）设于额头上，连接

带两端卡接于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顶部与额托（前额定位块）之间后，缠绕于患者的脑

后，即可完成连接带的固定和安装。连接带为带有调节扣1111的弹性连接带，可根据患者头

部的大小进行适应性的调节，满足不同患者的需求。颏部（下巴）固定组件包括与下巴形状

相适配的颏兜结构121和固设于颏兜底部的颏部（下巴）连接块122，颏兜结构放置在患者的

下巴上，为外轮廓弧线与下巴外轮廓弧线相似的结构，可使患者佩戴前牵引器时无任何不

适感。

[0029] 由于每个人的头部构造有差异，下巴到颈部的距离以及上颌骨的形态会因人而

异，故患者在佩戴前牵引器时，可根据自身的需要调节头部连接杆141、颏部（下巴）连接杆

142和牵引连接杆131，从而达到调节颏部（下巴）固定组件12和牵引柱组件13的位置的目

的。为了对颏部（下巴）固定组件12和牵引柱组件13位置进行调节后，连接杆组件14与头部

固定组件11和颏部（下巴）固定组件12，以及连接杆组件14与牵引柱组件13的连接不易发生

滑动，从而保证颏部（下巴）固定组件和牵引柱组件的位置，额托连接块、颏部（下巴）连接块

和位置调节块上均设有定位螺钉16，且定位螺钉分别与头部连接杆、颏部（下巴）连接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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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连接杆相对应。另外，头部连接杆、颏部（下巴）连接杆和牵引连接杆末端均设有限位

套，不仅能防止头部连接杆、颏部（下巴）连接杆和牵引连接杆松脱，保证颏部（下巴）固定组

件和牵引柱组件位置的稳定性，而且还能防止头部连接杆、颏部（下巴）连接杆和牵引连接

杆末端尖锐的部分刮伤患者，保证了患者使用的安全性。

[0030] 牵引柱组件包括牵引连接杆131、活动套设于牵引连接杆上的牵引块132以及与牵

引块螺纹连接的牵引柱133，牵引连接杆为U型结构，两端分别与位置调节块相连，U型底部

与牵引块活动连接、设于下巴固定组件上端，通过牵引弹性圈与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

牵引构件相连，提供一个向口腔前端牵引的力，对生长期患者的上颌骨进行前牵引，达到促

进上颌骨发育的目的；牵引柱的数量为2个，通过牵引弹性圈，与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

上的牵引钩开口，或粘接在牙齿上的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的牵引构件相连。牵引弹性

圈3左右每侧数根，一端连于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上的牵引钩开口，或粘接在牙齿上的

系列个性化无托槽矫治器的牵引构件上，另一端连于前牵引器的牵引柱上，牵引弹性圈直

径优选3/16英寸-1/4英寸大小，产生500-1000克的牵引力。牵引弹性圈左右侧可交叉放置，

以防止勒伤下唇，提高患者佩戴前牵引器的舒适度。

[0031]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进

行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应当理解依然可以对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等

同替换亦不能使修改后的技术方案脱离本发明实施例技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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