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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與⽬的：⽬前已有幾種牙膏可以有效地減輕牙本質過敏症（dentine
hypersensitivity = DH），但我們需要更有效的產品。本研究之⽬的在於評估⼀
種以碳酸鋅羥基磷灰⽯（carbonate hydroxyapatite =CHA）奈⽶晶體為基底的新
牙膏之抗敏感效果。 
 
⽅法與材料：採⽤雙盲、隨機之設計，將新牙膏與硝酸鉀/氟化物牙膏（活性對



牙膏之抗敏感效果。 
 
⽅法與材料：採⽤雙盲、隨機之設計，將新牙膏與硝酸鉀/氟化物牙膏（活性對
照標準[active control]）進⾏比較。參與者的牙本質過敏症在基線與 4週和8週之
後進⾏評估，採⽤氣流測試（主要結果）、觸覺測試、冷⽔測試和主觀測試
（次要結果）。
 
結果：最終樣本包括70位牙本質過敏症已達基準線（baseline DH）之受試者; 其
中36位使⽤新的牙膏，⽽34位使⽤對照⽤之牙膏。這兩種牙膏基本上都有效︔
這兩組當中，所有測試項⽬中，從基線到8週的得分降低之百分比都⼤於
28％，（在冷⽔測試中則⼤於 55％）。和對照組比較起來，實驗組受試者在氣
流測試的分數（降低之百分比平均為 46.0％，⽽對照組為29.4％）和主觀測試
的分數（分別為47.5％比28.1％）顯然有比較⼤的進步，經過4週後這兩種差異
就已經很明顯。相反地，無論是觸覺或冷⽔試驗，在任何時間點與從任何結果
來看，這兩組之間都沒有顯著的差異。
 
結論：含碳酸鋅羥基磷灰⽯奈⽶晶體的新牙膏在4週和8週之後，顯著減輕牙本
質過敏症，這點可⽀持它在臨床⼯作中的效⽤。本研究為此提供了證明的⽂
獻。
關鍵詞：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牙膏︔牙本質過敏症︔硝酸鉀︔
隨機對照試驗

接受刊登⽇期2010年2⽉3⽇
利益衝突和資⾦來源聲明 
所有的作者宣稱，他們沒有利益衝突。科斯韋爾股份公司提供材料與部分資⾦以⽀
持這項研究，但沒有在這項研究的規劃、執⾏、數據分析和任何階段擔任任何角
⾊。
 
牙本質過敏症（DH）的特點就是⼀種短暫⽽尖銳的疼痛，它是由於裸露的牙本
質對於熱的、蒸氣的、觸覺的、滲透的或化學的刺激有所反應⽽產⽣的，並且
不能歸因於任何其他形式的牙齒缺陷或病變（1992年艾迪[Addy]， 1997年賀蘭
等⼈[Holland et al.]）。這狀況可能起因於磨耗、摩損與腐蝕造成的琺瑯質損
失，⽽且往往與尖牙和前磨牙的根⾯暴露有關（1987年奧查森與柯林斯
[Orchardson & Collins]）。
牙本質過敏症是⼀種常⾒的問題，盛⾏率差異頗⼤，影響 3％到57％的成

年⼈（1990年艾迪[Addy]，2004年⾥斯和艾迪[Rees &Addy]）。最被廣泛接受
之牙本質過敏症機制的理論是由Brannström（1963年）提出的流體⼒學理論。
根據此⼀理論，刺激造成在暴露、敞開的⼩管內的液體迅速移位(rapid
displacement)，轉⽽刺激在⼩管內部末端的、或在牙髓周圍的神經末梢。為了
⽀持此⼀理論，臨床證據顯⽰，患有牙本質過敏症的⼈他們的牙本質⼩管從牙
髓到⼜腔環境是裸露的，並且敏感的牙本質表⾯比起不敏感的表⾯來說，具有
更廣泛和更多的⼩管，後者則⼤部分被⼀個玷污層所覆蓋（Absi et al. 1987）。 

多年來專家建議了許多的治療⽅案，並且特別注重含有各種「活性」化合
物的「家⽤」牙膏，這些化合物可以阻⽌流體⼒學的機制或者阻⽌神經的反應
（Yates et al. 2005）。 牙本質過敏症的症狀乃按照牙本質⼩管的開放程度⽽產
⽣差異（Lee at al. 2008）。因此，⼀個可以有效封閉暴露的牙本質⼩管的⽅
法，最終可能會有益於治療牙本質過敏症。有⼀段時間， 鍶鹽是最常⾒的抗敏
感劑（Pearce et al. 1994）。之後，在許可⽤來治療牙本質過敏症的牙膏裡⾯，
鉀鹽成為最流⾏的活性成分（Orchardson & Gillam 2000, Poulsen et al. 2006,
Bellamy et al. 2009）。⼤部分⽤來對抗牙本質過敏症以及琺瑯質和牙本質侵蝕
的產品和設備，乃是藉著減少刺激的傳導和磷灰⽯的溶解，⽽發⽣作⽤，其⽬
的並非透過磷灰⽯結晶化或替換失去的礦物質來促進礦化（Young et al. 2006,
Roveri et al. 2009a, b）。羥基磷灰⽯（HA），骨骼中也有，負責已鈣化之組織
的機械性能。不像骨骼，在琺瑯質和牙本質中，當羥基磷灰⽯溶解或磨損，它
不能⾃發地再礦化，因為琺瑯質裡不含細胞，並且牙本質附⽣僅發⽣在牙髓組
織附近（Roveri et al. 2009a, b）。最近，合成碳酸羥基磷灰⽯（CHA）仿⽣奈
⽶晶體已被證明，可在已變化的琺瑯質表⾯產⽣體外再礦化，並可有效封閉牙
本質⼩管，因⽽顯⽰出將它使⽤在抗敏感牙膏中的可能性（Rimondini et al.
2007, Lee at al. 2008, Roveri et al. 2008, 2009a,b）。 但是，還沒有臨床研究⾜以
顯⽰，以碳酸羥基磷灰⽯為基底之牙膏在減輕牙本質過敏症⽅⾯的效果。
⽬前的隨機雙盲研究的⽬的在於比較⼀種含有以鋅取代的碳酸羥基磷灰⽯

奈⽶晶體的新牙膏配⽅與⼀種含有硝酸鉀和氟化鈉（KNO3/NaF）的矽基市售抗
敏感牙膏在減輕牙本質過敏症⽅⾯的效應。
 



⽬前的隨機雙盲研究的⽬的在於比較⼀種含有以鋅取代的碳酸羥基磷灰⽯
奈⽶晶體的新牙膏配⽅與⼀種含有硝酸鉀和氟化鈉（KNO3/NaF）的矽基市售抗
敏感牙膏在減輕牙本質過敏症⽅⾯的效應。
 
⽅法
研究設計和族群
此項研究在義⼤利安柯納市⾺爾凱綜合理⼯⼤學臨床科學與⼜腔醫學系進⾏。
納入的標準為：牙齒（牙頸部牙本質暴露的⾨牙，尖牙，前磨牙和第⼀磨牙）
表⾯上之過敏區域，至少有兩顆牙齒在氣流式敏感試驗得到⼀分或⼀分以上︔
牙周健康狀況良好 （探測深度不⼤於4mm），沒有其他狀況可以解釋其明顯的
牙本質過敏症︔身體健康︔年齡 18至75歲︔並提供書⾯之知情同意書。排除標
準為：牙齒碎裂︔有缺陷的修復︔斷裂未替換的尖牙︔深齲齒或出現牙髓反應
的⼤修復︔深牙周袋︔會妨礙對過敏之評估的牙齒矯正器、假牙或假牙的架
⼦︔過去 6個⽉內進⾏過牙周⼿術︔持續進⾏抗⽣素和/或消炎藥之治療︔持續
針對牙齒過敏進⾏治療︔懷孕或哺乳期（Singal et al. 2005）︔過去6 個⽉內有
過急性⼼肌梗塞︔使⽤⼼律調整器︔失控的代謝性疾病︔嚴重的精神疾病︔煙
癮很⼤、酗酒或吸毒。
合格的實驗對象經隨機選取以接受新的牙膏配⽅ （實驗組）或是市售抗敏

感牙膏 （對照組）。在隨機選取過程由外來的統計單位使⽤電腦做出的隨機選
取表進⾏之。研究⼈員既沒有參與隨機選取過程，在評估所有的結果時，也不
知道所分配的組別。隨機分配給每位實驗對象的識別代碼，印在裝有實驗組或
控制組牙膏的密封盒上⾯，⽽每位實驗對象在追踪期間中只能使⽤分配給他
（她）的盒⼦裡所裝的牙膏。實驗組和控制組的牙膏外觀完全相同（牙膏外部
經過包裝以隱藏其身份）。雖然它們的⽩⾊有稍微不同的⾊調，但沒有任何實
驗對象可以合理地猜測到所分配到的牙膏為何。
本研究最後的實驗計畫由義⼤利安柯納市⾺爾凱綜合理⼯⼤學之倫理委員

會批准。
 

牙膏
實驗組接受新的牙膏配⽅，它含有碳酸鋅羥基磷灰⽯的奈⽶晶體，經由下列公

式聚集在微粒⼦之中：Ca(10 - x)Znx(PO4)(6 - y)(CO3)y(OH)2 (Y = 4–8%  substituted

at ) (X = 1% Zn2+ substituted at Ca2+ ) (BioRepair® Plus, 義⼤利博洛尼亞市福
諾區科斯韋爾股份公司[Coswell S.p.A.]).
對照組收到新近上市的牙膏 （舒酸定[Sensodyne ProNamelTM] 英國布倫特

福德市葛蘭素史克公司消費者保健部，⾃ 2007年11⽉起獲准上市），含5％硝
酸鉀和氟化鈉（含1450 ppm的氟），以矽為基底（按照歐洲藥典之規定）。
研究開始前，所有受試者接受洗牙（刮除結⽯）和磨光。他們被指⽰要⼀

天刷牙兩次，每次至少1分鐘，並且不要使⽤任何其他牙膏或抗敏感劑。
 
臨床檢查
所有受試者在基線、4週後和8週後（追踪結束）接受診察。在每次診察中，只
有（和所有） 在基線被確定為過敏的牙齒，會被重新評估。在這些診察當中，
會評估最少2顆，最多 4顆過敏的牙齒，使⽤最常⾒和經確認有效的刺激測試：
觸覺測試，氣流測試和冷⽔測試（Tarbet et al. 1979）。牙齒之間以棉花球隔
開，⽽將刺激施加於每顆牙齒上。刺激測試依照⼀套標準⽅法來進⾏（Tarbet et
al. 1979, Holland et al. 1997, Singal et al. 2005），簡要說明如下：
觸覺測試：⽤⼀⽀鋒利的牙科探針（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市Hu-Friedy公司

EXT. 11-12）以近似恆定的⼒量，橫過牙齒的整個表⾯，與其長軸垂直。測試
重複 3次才記錄分數。
氣流測試：使⽤標準的牙科治療機注射器，以40-65 磅/平⽅英⼨的壓⼒和

17 - 21℃的溫度，從距離 10公厘處，對著牙齒的患病部位噴射空氣1秒鐘，⽽
鄰近牙齒以棉花球隔離。
冷⽔測試：將⼀⽀預冷的⼀⽴⽅公分(1cm3 )可丟棄式注射器裝滿剛剛融化

的冰⽔。將特定的牙齒隔離後，把0.2毫升的⽔慢慢從注射器噴到牙齒表⾯上。
上述刺激測試按照上述次序進⾏，施加不同的刺激時，中間至少相隔5分鐘

（Sowinski et al. 2001）。 對於所有的刺激測試，受試者的反應按照下列量表來
記錄：

0 - 無明顯不適，或未察覺到刺激;
1 - 感到不適，但無嚴重疼痛;
2 - 施加刺激的期間有嚴重疼痛︔
3 - 施加刺激的期間與之後，有嚴重疼痛。

 



2 - 施加刺激的期間有嚴重疼痛︔
3 - 施加刺激的期間與之後，有嚴重疼痛。

 
主觀測試
除了刺激測試外，亦使⽤整體的敏感分數來調查受試者主觀的感受。受試者被
要求⽤0到10分來評定他們對於冷/熱食物和飲料、空氣、刷牙以及糖醋食物的
感覺︔0分代表不痛⽽10分代表劇痛(Pereira & Chava 2001)。

所有評估由兩位執業五年以上的牙醫師來做，他們事前接受了五⼩時的特
別訓練，並且不曉得受試者的組別。整個試驗從頭到尾每位受試者都由同⼀位
牙醫師來評估。每次診察，研究⼈員都透過臨床調查分析和參與者的詢問來評
估是否有潛在的副作⽤發⽣。
 
樣本⼤⼩之估計
由於最近針對非劣效性試驗所發⽣的辯論（Garattini & Bertele 2007），本研究
以優勢設計做出保守計畫。主要結果是從基線到追踪結束時，在氣流測試得分
上平均變化的跨組差異 。根據以往的研究（Pereira & Chava 2001, Signal et al.

2005），預期的基線平均氣流得分兩組均為 2.1  0.8 。在追踪結束時，實驗組
預期的平均得分為 1.20 0.7, 對照組為1.60 0.8，（從基線到結束）平均變化分
別為 0.90（0.6）和 0.50（0.50）。使⽤非配對 t-檢驗(t-test)， 並假設α- error =
0.05，⽽預計退出/中途退出率為 15％，則每⼀組必須至少有35位受試者，才能
獲得 80％的統計能⼒。
 
統計分析
所有分數的常態分佈使⽤Shapiro-Wilk檢驗來評估。在基線和各時間點（第4週
和第8週）的跨組差異⽤t -檢驗，以求得常態分佈之變數，並⽤Kruskal - Wallis
檢驗以求得非常態分佈之變數。在每⼀組之內，在基線和 4週或追踪結束之間
所有分數的差異，採⽤配對 t-檢驗來評估，並透過Wilcoxon 配對符號秩檢驗法
來確認。（基線和4或8週之間）每項測試得分之間的平均變化之跨組差異，使
⽤t -檢驗進⾏評估，並透過Kruskal - Wallis檢驗來確認。
除了在追踪期間的氣流（主要結果）、觸覺、冷⽔和主觀測試（次要結

果）的平均得分變化之外，我們還考慮到兩個數量。⾸先，這兩組的回應率
（在追踪期間每項測試得分降低至少1分 - 即3分降到2分）使⽤費雪精確檢驗
(Fisher’s exact test)做比較，不包括那些基線級別為 0分者。其次，從基線到追
踪結束每項得分減少的平均百分比，使⽤Kruskal - Wallis檢驗來計算並做跨組比
較。
對所有分析⽽⾔，0.05的雙尾p值都被認為是有意義的，這些分析是使

⽤Stata 10.1來進⾏的（美國德克薩斯州⼤學城Stata公司，2007年）。
 
結果
樣本之特⾊
本研究是在 2009年7⽉與11⽉之間進⾏的。參與者如何通過本項試驗每個階段
的詳細流程如圖⼀所⽰。在總數 86 位合格受試者中，75位願意參加並因此接受
隨機選取（38位在實驗組，37位在對照組）。拒絕參加的11位在年齡和性別⽅
⾯的分佈與參與者並無不同（平均42歲，36％為男性）。
對照組中，在隨機選取後有⼀⼈⽴即拒絕參加。還有⼀位在⾸次就診之後

⼀週發現她⾃⼰懷孕了。所有其他受試者參與了所有的檢查。另外 3位受試者
也從最後的分析中被排除 – 2位在實驗組，1位在對照組 -- 因為他們沒有符合納
入標準（他們在基線氣流測試得分為零），卻被錯誤地納入。因此，最後的樣
本包括實驗組36位和對照組34位。
最終樣本的平均年齡和性別分佈列於表⼀，兩組之間並無不同。同樣，在

基線，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受試者在所有測試得分⽅⾯是平衡的，表明該隨機選
取過程是有效的。
 
牙膏的療效
每項測試在任何時間點的平均分數，按組別，也藉表⼆提出報告，連同在基線
和4週和8週之間每項不適測試得分的平均變化也顯⽰出來。
兩種牙膏基本上都有效︔從基線到8週的減分百分比介於28.1%的最低平均

值（對照組，主觀測試）和 62.9％的最⾼平均值（對照組，冷⽔試驗）。所有
測試在4週後，得分減少的平均百分比就已⼤於25%，只有⼀個例外（對照組，
觸覺測試）。事實上，針對所有的平均測試分數⽽⾔，在各組中我們都觀察到
從基線到追踪結束（第8週）有非常顯著的改善（p＜0.001），⽽相應的p值因
此沒有在表中列出（所有p<0.001）。
 



觸覺測試）。事實上，針對所有的平均測試分數⽽⾔，在各組中我們都觀察到
從基線到追踪結束（第8週）有非常顯著的改善（p＜0.001），⽽相應的p值因
此沒有在表中列出（所有p<0.001）。
 
牙膏之間的比較 
追踪結束時，實驗組的受試者，與對照組相比，在氣流測試和主觀測試分數⽅
⾯明顯地有較⼤的改善，從基線起的平均差異幾乎加倍（氣流得分：分別為
1.00 ± 0.53比 0.59 ± 0.50 ︔主觀得分：分別為2.14 ±1.40 比 1.24 ± 0.60）。 值得
注意的是，4週之後這兩項差異已經很顯著。
此外，⾃基線到第8週，實驗組的氣流和主觀測試分數的平均降低幅度也顯

然比較⼤。實驗組受試者的氣流測試得分平均降低了46.0％，相對於對照組的
29.4％。我們觀察到實驗組的主觀分數降低47.5％，相對於控制組的平均降幅
28.1％（所有p值均⼩於0.01）。
當我們細看反應率時也觀察到類似的結果（表三）。在追踪期間，氣流測

試得分下降至少⼀級的受試者比例，實驗組幾乎為對照組的兩倍 （分別為
66.7％比35.3％︔ p < 0.01）。至於主觀測試，80％的實驗組受試者有反應，⽽
控制組則為55.9％（p = 0.026）。
相反地，在觸覺測試和冷⽔測試得分⽅⾯，就任何⼀項結果⽽⾔，在任何

時間點，兩組之間都看不出有差異（所有p值均⼤於0.05）。

討論 
本雙盲隨機試驗研究了兩種牙膏在降低牙本質過敏症⽅⾯的療效：⼀種是新近
研發、含有奈⽶尺⼨的碳酸鋅羥基磷灰⽯晶體的牙膏，⽽活性對照標準(active
control)則由⼀種氟化鈉/硝酸鉀牙膏代表。
經過 8週的追踪，兩組的參與者都未報告有任何不良事件發⽣。相反地，

從所有測試 - 氣流、 觸覺、冷⽔和主觀的 - 都顯明牙本質過敏症⼤有改善，這
確認了對照牙膏的療效，也突顯出新製劑的潛⼒。事實上，在減輕牙本質過敏
症⽅⾯，以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體為基底的這種牙膏，被發現與對照組的
製劑可以相提並論︔⽽在採⽤氣流和主觀測試來量測牙本質過敏症時，顯⽰出
前者有更⼤的效益。特別是，最有希望的發現是上述測試中的反應率，使⽤新
配⽅時分別⾼達 66.7％和 80.6％。
這些發現與Poulsen et al.的薈萃分析（2006年）有部份是⼀致的。後者在經

過 6-8週的追踪後，顯⽰硝酸鉀牙膏對於氣流測試（硝酸鉀牙膏與對照牙膏之間
的標準平均差 = －1.25; p < 0.001）和觸覺敏感度（標準平均差 = 1.19; p <
0.001）產⽣的效果具有統計意義，⽽主觀評估並未出現顯著效果（p =
0.088）。 然⽽，只有216⼈被納入上述薈萃分析中，它有可能缺乏統計能⼒。
⽬前的牙本質過敏症治療⽅案均圍繞著兩個基本原則。⾸先，依照流體⼒

學理論(以牙本質⼩管內液體流動的改變為基礎)（Brannström 1963），我們可
以主張，如果沿著這些⼩管長度的任何⼀處被阻塞，導⽔率就會下降。雖然有
體外證據證明⼩管有可能封閉，因⽽減少⼩管內液體之流動 （Absi et al. 1987,
Pashley 1990, Lee et al. 2008），但沒有明確的臨床數據聲明這些活性的牙膏成
分，可藉著封閉⼩管，⽽持續地遏⽌牙本質過敏症的痛苦（Addy et al.
2007）。第⼆種理論是改變或阻擋牙髓神經的反應，所使⽤的是例如鉀離⼦等
化學物質，透過提⾼局部的細胞外鉀離⼦濃度，並促成牙髓感覺神經的去極
化，因⽽中斷疼痛刺激的傳輸，藉此來減少牙齒內部神經的應激性（Markowitz
et al. 1991, Peacock & Orchardson 1995）。
根據這第⼆種理論，本報告確認了先前存在⽂獻之數據，因⽽⽀持對照牙

膏所含的鉀離⼦，對於患有牙本質過敏症和/或牙侵蝕症的受試者有效的論點
（Tarbet et al. 1980, Silverman 1985, Nagata et al. 1994, Silverman et al. 1996,
Sowinski et al. 2001, Poulsen et al. 2006）。此外，氟化鈉也可以間接地有利於牙
本質過敏症，因為它不僅是⼀種防齲齒劑，同時透過促進牙齒再礦化/重新硬
化，並抑制牙齒脫礦/琺瑯質軟化，它也是⼀種可抵禦酸蝕的化學劑(Groeneveld
et al. 1990, Richards & Banting 1996, Ren et al. 2009）。
另⼀⽅⾯，實驗牙膏所含的仿⽣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它潛在的抗敏

感效果，是由於在幾分鐘內將牙本質⼩管的開⼜⽤阻塞物逐步封閉起來，直到
⼀個礦化層在幾個⼩時內再⽣(Rimondini et al. 2007, Lee et al. 2008, Roveri et al.
2008, 2009a, b)。羅韋理等⼈(Roveri et al. 2008, 2009a, b) 曾將這礦化層形容為碳
酸羥基磷灰⽯在琺瑯質和/或牙本質表⾯的沉積層，它沒有原⽣碳酸磷灰⽯那麼
晶瑩，它填充牙釉質的刮痕和坑洞，並且/或者將牙本質暴露的⼩管分別封鎖起
來。事實上，仿⽣合成的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和⽣物碳酸羥基磷灰⽯奈⽶
晶體非常相似（後者為諸如骨骼，牙本質和牙釉質等鈣化組織的礦物晶相之成
份，它含有4-8 wt％的碳酸鹽陰離⼦），前者⼤約25奈⽶寬，2-5奈⽶厚，60奈
⽶長，並且展現⼀個非化學計量的組成和低度的結晶性（由Roveriet al.評論之,
2009a, b）。 專利的合成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是根據2004年⾥奧等⼈(Liou



晶體非常相似（後者為諸如骨骼，牙本質和牙釉質等鈣化組織的礦物晶相之成
份，它含有4-8 wt％的碳酸鹽陰離⼦），前者⼤約25奈⽶寬，2-5奈⽶厚，60奈
⽶長，並且展現⼀個非化學計量的組成和低度的結晶性（由Roveriet al.評論之,
2009a, b）。 專利的合成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是根據2004年⾥奧等⼈(Liou
et al.)的⽅法，並加上⼀些修改⽽合成的，有⼤約20奈⽶和100奈⽶兩種⼤⼩，
分別具有針狀和板狀形態。隨後聚集成微⽶級⽔晶簇（微粒），具有近乎化學

計量的⼤量鈣/磷摩爾比約 1.6-1.7，並且含有4  1 wt％的碳酸根離⼦，可取代
普遍存在的磷酸基簇(phosphate groups)(Coswell et al. 2006)。體外研究已證明，
由合成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所產⽣的牙本質和牙釉質再礦化作⽤，似乎與
具有再礦化效果牙膏的研發是相容的，並且能夠對抗牙本質過敏症（Roveri et
al. 2009a, b）。最近的臨床試驗報告說⼀種以碳酸鈣為基底， 含8%精氨酸和氟
化物的新型牙膏具有抗敏感療效（Ayad et al. 2009, Docimo et al. 2009），但就
作者所知，到⽬前為⽌，還沒有任何臨床試驗，為奈⽶碳酸羥基磷灰⽯晶體在
抗敏感牙膏上的應⽤，提供⽂獻證明。本隨機對照試驗提供了第⼀個臨床證
據，證明⼀種以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為基底的牙膏可以減輕牙本質過敏
症。
使⽤碳酸羥基磷灰⽯微粒型牙膏的受試者，他們體驗到牙本質過敏症減輕

的另⼀個可能的原因是，後者（不含⼆氧化矽）展現出的代表性差異分析
(RDA)磨損值約為 23 （Coswell數據，尚未公佈），它和確實含有⼆氧化矽
（Drisko 2007）的對照牙膏所展現的值（RDA 37,5）比較起來，就變⼩了。
實際上，有報告指出，牙本質比牙釉質似乎更容易受到牙膏磨損的影響，其損
失與牙膏磨損性相互關聯影響（Hooper et al., 2003）。例如，有報告指出，使
⽤非磨損性的牙膏簡單地刷牙，藉著有機的、含薄膜的礦物質來阻塞牙本質⼩
管（Kuroiwa et al. 1994），就可以防⽌或減輕在牙頸部位的牙本質過敏症。
本報告的另⼀個次要發現是，接受測試的新配⽅同時提出碳酸羥基磷灰⽯

奈⽶晶體的鋅取代作⽤(zinc substitution)，但這並不妨礙它減輕牙本質過敏症的
效應。事實上，鋅已被廣泛記載具有抗菌效果，⽽葉慈等⼈（Yates et al.
2005）還提出，雖然這沉澱物在⽔中不穩定，但是它有可能扮演其他角⾊：它
可以黏附於牙本質⼩管並因此將其阻塞。另⼀⽅⾯，控制組牙膏，雖然含有氟
可作為防齲劑，似乎在控制和抑制牙菌斑的攻擊⽅⾯沒有效果 （Bellamy et al.
2009）。顯然，未來還需要臨床試驗，以 澄清含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之牙
膏在抗牙菌斑⽅⾯可能產⽣的作⽤。
這些發現增進了奈⽶技術應⽤在臨床牙科學⽅⾯的知識。選擇尺⼨最⼩的

羥基磷灰⽯粒⼦的優點在20多年前，在奈⽶技術剛開始時，就已經被發現了。
事實上，⾃1976年以來，Hefferren已證明，尤其是磷灰⽯顆粒尺⼨⼩於4微⽶(4

時，會有更多的再礦化發⽣。雖然羥基磷灰⽯⼀般被認為是主要的合成骨
骼填料之⽣物材料，只有少數的牙齒保健⽇⽤品取得了專利（由Roveri等⼈評
論之, 2009a, b）。這可能是由於，其實羥基磷灰⽯被認為過於昂貴，以致無法
持續作為牙膏或漱⼜⽔的活性劑。直到最近，奈⽶技術的發展開創了新的機
會，可以⽤「由下往上」(bottom up)的⽅法獲得廉價的羥基磷灰⽯微奈⽶顆粒
（Ogawa et al. 2008），以改善天然羥基磷灰⽯的⽣物反應。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在於缺乏⼀個負⾯對照標準(negative control)，並且關於

觸覺測試⽅⾯的比較，其效⼒有限。關於後⼀個問題，實驗對象是根據氣流測
試的結果（本研究的主要結果）來登記的。有26位雖然他們在基線觸覺測試的
得分為零，仍被列入。很明顯地，這些實驗對象在追踪期間無法改善，並且觸
覺測試的結果因此必須謹慎詮釋。反過來說，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其他敏感
性測試中，參與者都沒有在基線得零分的。至於對照組，決定只使⽤⼀種活性
對照標準(active control)，主要是由於資⾦有限。事實上，⼈們普遍主張，應當
也要使⽤負⾯對照標準，因為缺少了它可能會在評估這兩種牙膏的真實療效
時，產⽣限制（Holland et al. 1997）。 但以下也是事實：當預期會有等效或優
勢的聲明時，採⽤正⾯對照標準(positive control)（例如含鉀牙膏）也是可能的
（Holland et al. 1997）。正如在⽬前的研究中，以及其他幾個針對抗敏感產品
的最新試驗中，情況就是如此（即Docimo et al. 2007, 2009, Ayad et al. 2009）。
本次試驗代表第⼀次的臨床證明，證實奈⽶結構的碳酸羥基磷灰⽯微粒可

以⼤⼤減少令⼈疼痛的刺激，因⽽可作為抗敏感牙膏的活性成分。但是必須注
意上述的警告。未來的研究是有必要的，以評估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的體
外作⽤（根基於透過仿⽣羥基磷灰⽯塗層的沉積，逐步封閉牙本質⼩管）
(Rimondini et al. 2007, Roveri et al. 2009a, b)可否在⽣物體內得到確認。
（參考書⽬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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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意義 
本研究之科學理論基礎： 
數以百萬計的病⼈被牙本質過敏症的痛苦症狀所折磨，他們的牙本質⼩管向⼜
腔敞開，允許外來刺激透過流體⼒學的作⽤⽽引發神經反應。臨床研究已證明
以鉀鹽為基底的抗敏感牙膏之療效。只有體外的研究結果顯⽰，碳酸鋅羥基磷
灰⽯奈⽶晶體可以產⽣礦化表層，以封住牙本質⼩管。因此，設計隨機對照試
驗以確定含有後者這些成分的牙膏可否有效地緩解疼痛。
主要研究結果：本試驗是第⼀個臨床證據，證明以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為
基底之牙膏在減輕牙本質過敏症⽅⾯的效果。
實際意義：以碳酸羥基磷灰⽯奈⽶晶體為基底之牙膏可推薦給患有牙本質過敏
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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