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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口腔正畸加速仪，包括基体

(1)、第一发光体(31)和给第一发光体(31)供电

的供电装置(2)，其中，基体(1)包括基板(11)，基

板(11)呈弧形而能与人体口腔的牙周组织相贴

近，第一发光体(31)设置在基板(11)上，基体(1)

向外延伸有电连接部(13)，并通过该电连接部

(13)能活动插拔地与供电装置(2)相连接。本发

明的口腔正畸加速仪能够随时随地地对牙齿调

节以及改善口腔组织健康，此外，能将基体与供

电装置分开清洗和分开维修，同时，方便替换供

电装置，并克服了供电装置与基体一体式设计所

带来的返修率高的问题，增加了正畸加速仪基体

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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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包括基体(1)、设置在基体(1)上的第一发光体

(31)和给第一发光体(31)供电的供电装置(2)；

其中，基体(1)包括基板(11)，基板(11)呈弧形而能与人体口腔的牙周组织相贴近，第

一发光体(31)设置在基板(11)上，且与口腔内牙周组织的位置相对应；

所述基体(1)向外延伸有电连接部(13)，该电连接部(13)与第一发光体(31)相电连接，

并且，该电连接部(13)能活动插拔地与所述供电装置(2)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体(1)还包括与基板

(11)一体相连的位于基板(11)下方的基座(12)，基座(12)整体呈扁平状、弯曲设置，基板

(11)竖立在基座(12)之上使基体(1)的纵截面大致呈L型，并且，基座(12)的底面为一平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2)的外表面凸出地

设置有一连接口(12a)，该连接口(12a)上连接有一软性连接线(131)，所述电连接部(13)就

设置在该软性连接线(131)的端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电连接部(13)为与供电装

置(2)磁性连接的磁吸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基板(11)的两端均具有向

人体口腔的磨牙(41)区域延伸的延伸部(110)，所述延伸部(110)上设置有用以向磨牙(41)

区域的牙周组织照射的第二发光体(32)，所述第二发光体(32)也与电连接部(13)相电连

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座(12)的内侧面上设置

有定位凸部(121)，所述定位凸部(121)向基板(11)方向延伸，并与对应相邻牙齿间的缝隙

(40)插接配合，所述基座(12)通过定位凸部(121)和对应缝隙(40)的配合而定位在所述牙

齿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凸部(121)设置在基

座(12)内侧面的中央位置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体(1)至少基板(11)部

分采用透明材料制，所述第一发光体(31)包括多个设置在发光线路板(33)上的呈矩阵排列

的发光件，所述发光线路板(33)封装在所述基板(11)内，电连接部(13)与发光线路板(33)

相电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基体(1)至少基板(11)部

分采用透明材料制，所述第一发光体(31)、第二发光体(32)均包括多个设置在发光线路板

(33)上的呈矩阵排列的发光件，所述发光线路板(33)封装在所述基板(11)内，电连接部

(13)与发光线路板(33)相电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装置(2)上设置有用

以控制发光线路板(33)工作的控制开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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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口腔正畸加速仪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口腔正畸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能大幅缩短正畸治疗周期的口腔

正畸加速仪。

背景技术

[0002] 口腔正畸的核心是指牙齿在牙槽骨中的移动，使牙齿最终到达理想的位置。通常，

我们需要对牙齿施加压力，在牙齿前缘处破坏牙槽骨以便于牙齿移动，随后在牙齿后缘处

产生新的牙槽骨。在牙根与牙周组织之间的压力区域中吸收(例如，破坏)骨骼，以及在牙根

与牙周组织之间的张力区域中沉积(产生)骨骼。压力可以引起吸收、张力可以引起沉积，而

与在牙根表面的发生位置无关。在牙齿经受常规正畸治疗时，牙齿穿过骨骼的移动以及骨

骼重建过程的速度很慢，使得这种牙齿正畸往往需要长期的治疗才能达到理想的牙齿位

置。在长期正畸治疗时，存在增大牙根吸收、牙龈炎症和龋齿的风险。另外，由于牙齿可能由

于所施加的力而“倾斜”(即，牙冠可以在期望方向上比牙根移动得快，导致牙齿倾斜移动)，

因此牙齿穿过骨骼的移动存在不匀称的现象。

[0003]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目前较为先进的是采用光疗的方式，促进骨骼再生以提

高牙齿移动的速率。具体地，通过人工(一般为牙齿矫正医生或其他专业牙医)手持发光装

置向口腔内所需矫正的部位进行照射，实现口腔内光疗法。其中，光的波长大约在600nm～

1200nm，动物细胞里的线粒体通过吸收这个特定波段的光里的光子，提高了ATP酶的分泌，

从而增加了新陈代谢的速度。但是，这种人工治疗，患者需要至少若干天内反复治疗，因此，

需要患者到医院或诊所及时就诊以完成治疗的疗程，给患者带来许多不便，增加患者的治

疗费用和就诊时间。

[0004]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便携式的口腔正畸加速仪。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现状，提供一种便携式的口腔

正畸加速仪，其不仅能大幅缩短正畸治疗周期，而且方便患者携带，便于患者随时随地进行

口腔正畸。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口腔正畸加速仪，其特征在

于：包括基体、设置在基体上的第一发光体和给第一发光体供电的供电装置；

[0007] 其中，基体包括基板，基板呈弧形而能与人体口腔的牙周组织相贴近，第一发光体

设置在基板上，且与口腔内牙周组织的位置相对应；

[0008] 所述基体向外延伸有电连接部，该电连接部与第一发光体相电连接，并且，该电连

接部能活动插拔地与所述供电装置相连接。

[0009] 为了方便对正畸加速仪放置在口腔内，所述基体还包括与基板一体相连的位于基

板下方的基座，基座整体呈扁平状、弯曲设置，基板竖立在基座之上使基体的纵截面大致呈

L型，并且，基座的底面为一平面。这样，方便基座与口腔内牙齿的咬合面相接触，从而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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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正畸加速仪的定位在口腔内。此外，基座也可位于基板的上方，也就是说，当本发明的口

腔正畸加速仪用于矫正下牙时，基体可以倒过来使用，此时，基座就位于基板的上方。

[0010] 连接口的设置位置有多种，优选地，所述基座的外表面凸出地设置有一连接口，该

连接口上连接有一软性连接线，所述电连接部就设置在该软性连接线的端部。这样，软性连

接线的存在，使用者使用时能够随意的动，方便使用者的使用。

[0011] 为了防止使用者使用时动作过大而引起基体与软性连接线的端部发生撕裂，所述

电连接部为与供电装置磁性连接的磁吸头。

[0012] 为了对口腔内靠近脸部的磨牙区域的牙周组织进行照射，所述基板的两端均具有

向人体口腔的磨牙区域延伸的延伸部，所述延伸部上设置有用以向磨牙区域的牙周组织照

射的第二发光体，所述第二发光体也与电连接部相电连接。这样，防止口腔最内侧磨牙区域

的牙周组织出现照射不到的情况，从而能够对口腔内整个牙周组织进行全面照射，进而更

好地调节牙齿的移动以及改善口腔组织健康。

[0013] 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口腔正畸加速仪的固定，所述基座的内侧面上设置有定位凸

部，所述定位凸部向基板方向延伸，并与对应相邻牙齿间的缝隙插接配合，所述基座通过定

位凸部和对应缝隙的配合而定位在所述牙齿上。

[0014] 为了增加口腔正畸加速仪的固定的稳定性，所述定位凸部设置在基座内侧面的中

央位置上。这样，防止口腔正畸加速仪出现偏移，而影响后续牙齿的治疗。

[0015] 第一发光体的设置形式有多种，优选地，所述基体至少基板部分采用透明材料制，

所述第一发光体包括多个设置在发光线路板上的呈矩阵排列的发光件，所述发光线路板封

装在所述基板内，电连接部与发光线路板相电连接。这样，第一发光体能够全面地对口腔内

大部分牙周组织进行照射。

[0016] 优选地，所述基体至少基板部分采用透明材料制，所述第一发光体、第二发光体均

包括多个设置在发光线路板上的呈矩阵排列的发光件，所述发光线路板封装在所述基板

内，电连接部与发光线路板相电连接。这样，第一发光体和第二发光体的发光件的设置形式

能够全面地对口腔内牙周组织进行照射，缩短正畸治疗周期。

[0017] 为了方便第一发光体和第二发光体的照射时间，所述供电装置上设置有用以控制

发光线路板工作的控制开关。这样，通过控制开关的手动控制，使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

求，随时调整治疗时间，自主性强。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口腔正畸加速仪自带供电装置，构成了一个便携式的

仪器，能够方便患者随身携带，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外出，都能随时随地在所需的时间点进行

正畸以及改善口腔组织健康，患者无需再跑医院或诊所，节省了治疗费用和就诊时间；

[0019] 同时，本发明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制造成本较低，便于大范围的推广运用；

[0020] 此外，本发明的口腔正畸加速仪中将基体与供电装置之间设置为可插拔式的活动

连接方式，使得基体与供电装置能够分开进行清洗和维修，供电装置或基体可单独进行更

换，降低了使用成本，也克服了供电装置与基体一体式设计所带来的返修率高的问题，也提

高了仪器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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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一将供电装置去除后的剖面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的立体分解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一中基体另一角度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一中处于使用状态下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发明实施例一中口腔上额牙齿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二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9] 实施例一：

[0030] 如图1至图6所示，为本发明的第一个优选实施例。该口腔正畸加速仪包括基体1、

设置在基体1上的第一发光体31、第二发光体32以及给第一发光体31与第二发光体32供电

的供电装置2。

[0031] 其中，所述基体1为一体件，包括上下设置的基板11和基座12，基板11与基座12一

体相连，基板11呈弧形而能与人体口腔的牙周组织相贴近，基座12整体呈扁平状、且弯曲设

置，能与弧形的基板11相适配，使基体1的外表面整体光滑，基板11竖立在基座12之上使基

体1的纵截面大致呈L型，并且，基座12的底面为一平面而可以与牙齿的咬合面相接触；在本

实施例中，上述基体1整体采用透明材料制成，其中透明材料可以为硅胶，也可以采用其他

的材料。

[0032] 所述第一发光体31设置在基板11上，且与口腔内牙周组织的位置相对应而可向牙

周组织进行光照。

[0033] 所述基板11的两端均具有向人体口腔的磨牙41区域延伸的延伸部110，所述第二

发光体32设置在延伸部110上，第二发光体32可以向口腔最内侧的磨牙41区域的牙周组织

进行照射。

[0034] 第一发光体31和第二发光体32均包括多个设置在发光线路板33上的呈矩阵排列

的发光件，发光线路板33封装在基板11内，在本实施例中发光件为LED灯，所产生光线的波

长为845nm～855nm，这个波段的光会对整个牙槽组织(包括牙槽骨、牙龈、牙周膜、牙槽和颊

黏膜组织)都会产生影响，加速其新陈代谢，尤其对牙槽骨的作用最为明显。至于特定的波

段是如何对牙槽组织产生影响，属于现有技术，在这里不作详述。

[0035] 基体1向外延伸有一电连接部13，电连接部13与发光线路板33相电连接，也即，电

连接部13均始终与第一发光体31、第二发光体32相电连接，并且，该电连接部13能活动插拔

地与供电装置2相连接。

[0036] 该电连接部13的设置方式以及电连接部13与供电装置2活动连接方式，本实施例

中具体为：基座12的外表面凸出地设置有一连接口12a，使用时，连接口12a外露于口腔外，

该连接口12a上连接有一软性连接线131，电连接部13就设置在该连接线131的端部，而电连

接部13可拆卸地与供电装置2的输出端相连，第一发光体31、第二发光体32就通过该电连接

部13能活动插拔地与供电装置2电连接，而发光线路板33与电连接部13始终是电连接的。

[0037] 在本实施例中，电连接部13为与供电装置2磁性连接的磁吸头。这样，在使用过程

中，使用者能够随时随地地调整姿势，并在调整的过程中，通过自动切断供电装置2，实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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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体1与连接线131之间连接的保护，防止基体1与连接线131之间断裂，从而增加正畸加速

仪的使用寿命。

[0038] 为了实现将口腔正畸加速仪能较为舒适地定位在牙齿上，基座12的内侧面上设置

有定位凸部121，该定位凸部121设置在基座12内侧面的中央位置上，并且该定位凸部121向

基座基板11方向延伸，对应地，口腔内上额相邻牙齿之间或者下额相邻牙齿之间均存在供

对应定位凸部121插设的缝隙，基座12通过定位凸部121和对应缝隙的配合而将基体1定位

在对应的牙齿上。本实施例中，定位凸部121定位在上额相邻两个门牙42之间的缝隙40内。

[0039] 本实施例中，供电装置2上设置有用以控制发光线路板33工作的控制开关21，本实

施例中的控制开关21为触摸键。这样，使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随时随地地调整治疗时

间，自主性强。此外，本实施例中的供电装置2可以是类似充电宝的实现方式，待供电装置2

电量用完后，能够随时对供电装置2进行充电，便于使用者携带。

[0040] 第一发光体31上述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可以用于调节上排牙齿，还可以定位在下排

牙齿上，并用以调节下排牙齿，即：当需要调节上排牙齿时，将正畸加速仪设置在上排牙齿

上，其中，基座12位于上排牙齿的咬合面的下方，基板11位于上排牙齿的前侧面的前部，通

过第一发光体31和第二发光体32对上排牙齿区域的牙周组织进行照射，调节上排牙齿的移

动，实现正畸治疗；而当需要调节下排牙齿时，将基座12的定位凸部121插设在下排牙齿前

侧两个门牙之间的缝隙内，此时，基座12位于下排牙齿咬合面的上方，基板11位于下排牙齿

前侧面的前部，通过控制手动控制开关21控制第一发光体31和第二发光体32对下排牙齿区

域的牙周组织进行照射，从而调节下排牙齿移动和改善其周围牙周组织的健康。

[0041] 下面以矫正上排牙齿为例，说明一下本发明的口腔正畸加速仪的使用方式。如图

5、图6并结合图1所示，将基座12的定位凸部121插设在前侧两个门牙42之间的缝隙40内，此

时，基座12位于上排牙齿的咬合面的下方，基板11位于上排牙齿的前侧面的前部，打开控制

开关21，此时，供电装置2依次通过电连接部13、软性连接线131、连接口12a而与发光线路板

33电连接，通过对控制开关21的操作，控制第一发光体31和第二发光体32对上排牙齿区域

的牙周组织照射，由患者自己(根据医嘱)调节所需的照射时间。

[0042] 实际的临床表现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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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0044] 由此可以看出，本发明的口腔正畸加速仪应用于口腔隐形矫正治疗时，使得隐形

矫正治疗权疗程时间缩短了一半，极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和麻烦。

[0045] 实施例二：

[0046] 如图7所示，为本发明的第二个优选实施例。该实施例与上述实施例一的区别仅在

于：基体1与供电装置2的活动插拔位置不同。具体地，电连接部13凸设在基座12的外表面，

而供电装置2延伸出有一软性连接线131，软性连接线131的端部设置有连接端131a，该连接

端131a能活动插拔地与电连接部13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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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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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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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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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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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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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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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4

CN 110123465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