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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牙的酸蚀损伤抑制及牙齿再矿化 

 

吴  瑞，石茂渝，郑  靖 (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先进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摩擦学研究所，四川省成都市  610031) 

 

文章亮点： 

1 此问题的已知信息：世界范围内酸性饮料的大量消费使得人牙酸蚀问题日趋严重，酸蚀不仅导致牙齿表面硬组

织的直接丧失，而且会降低牙齿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人牙酸蚀的抑制措施主要围绕牙齿、酸和口腔环境 3个因

素进行研究。 

2 文章增加的新信息：总结国内外关于牙齿酸蚀的研究大致分为：牙齿酸蚀病症与病因的临床观察；常见饮料酸

味添加剂对牙齿酸蚀损伤程度的对比研究；牙齿酸蚀的抑制与修复行为研究。其中，牙齿酸蚀的抑制研究是现阶

段的热点与难点。目前牙齿酸蚀及抑制措施的相关研究普遍缺少摩擦学关注。 

3 临床应用的意义：鉴于牙齿的酸蚀与摩擦磨损问题密不可分，进一步研究应该关注牙齿酸蚀与摩擦磨损的耦合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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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随着酸性饮料大量摄入，牙齿酸蚀问题日趋严重，酸蚀不仅导致牙齿表面硬组织的直接丧失，还会引

起牙齿过度磨损，对口腔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目的：总结国内外文献关于人牙酸蚀、抑制牙酸蚀及牙齿再矿化方面的研究进展。 

方法：由第一作者检索 1990 至 2013 年 CNKI、Elsevier 以及 Wiley 数据库有关人牙、酸蚀、抑制以及再矿

化等方面的文献，排除重复性及陈旧性文献，纳入 58篇进行分析。 

结果与讨论：国内外关于牙齿酸蚀的研究大致分为：牙齿酸蚀病症与病因的临床观察；常见饮料酸味添加剂

对牙齿酸蚀损伤程度的对比研究；牙齿酸蚀的抑制与修复行为研究。其中，牙齿酸蚀的抑制研究是现阶段的

热点与难点，现有研究多通过调控口腔环境、降低酸的腐蚀能力、提高牙齿抵抗酸蚀的能力等 3 个方面来抑

制人牙酸蚀。在口腔环境中，牙齿的酸蚀与摩擦磨损问题密不可分，进一步研究应该多关注牙齿酸蚀与摩擦

磨损的耦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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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osion prevention and remineralization of human teeth    

 

Wu Rui, Shi Mao-yu, Zheng Jing (Trib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of Material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With the consumption of acidic beverages, dental erosion becomes more serious. Erosion is 

related to direct loss of dental hard tissue, and causes dental over-abrasion, thus great threatening the dental 

health. 

OBJECTIVE: To review the research work on the erosion of human teeth, erosion prevention, and teeth 

remineralization.  

METHODS: A computer-based online retrieval of CNKI, Elsevier and Wiley databases between 1990 and 2013 

was performed for articles abut human teeth erosion, erosion prevention and teeth remineralization. After repeated 

or old literatures were excluded, 58 literature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Current studies on dental erosion included three aspects, firstly, 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he symptoms and cause of dental erosion; secondly, the erosiveness of common acidic agents; 

and thirdly, the prevention of dental erosion. Many researchers focused on the prevention of dental ero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dental erosion could be prevented through adjusting and controlling oral environment, enhancing 

the erosiveness of acidic beverages, and increasing the anti-erosion capacity of teeth.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ooth 

erosion and friction/wear often occur simultaneously in the mouth. Therefo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erosion, friction and wear of human te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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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饮食模式的改变，软饮料

(即不含酒精的饮料)消费量与日俱增。统计数据显示，在

世界范围内软饮料消费量在过去50年里增加了5倍
[1]
。软

饮料大多呈酸性，pH值介于1-6之间
[2]
。牙齿作为消化道

的起始和门户，不可避免地要承受酸性饮料导致的腐蚀作

用，临床称之为牙齿酸蚀症。 

酸性软饮料大量摄入诱发的牙齿酸蚀已成为世界范

围内的口腔健康问题。牙齿酸蚀的平均患病率在儿童中为

34.1%(四分位距27.4)，成人为31.8%(四分位距18.7)
[3]
。

作为软饮料消费的最大群体，青少年人群中近50%存在明

显的牙齿酸蚀病症
[4]
。同时，文献调研显示，在未来十年

内软饮料消费量仍呈快速上升趋势，牙齿的酸蚀问题将在

世界范围更加流行，显著影响人们的口腔健康。因此，牙

齿酸蚀症在口腔疾病中的排名不断上升，趋于取代龋齿成

为发病率最高、分布最广、最为核心的口腔健康问题。 

酸蚀不仅导致牙齿表面硬组织永久性丧失，而且会降

低牙齿的机械强度和耐磨性
[5-8]
。研究显示，经酸软化后

的人牙表面比紧实的牙齿表面更易发生磨损
[9]
，酸性饮食

嗜好者的牙齿磨损率是正常人的10倍。因此，酸蚀症患者

普遍存在牙齿过度磨损问题，并由此诱发咀嚼功能低下、

牙齿过敏、牙髓炎、颞下颌关节紊乱等口腔疾患。 

针对牙齿酸蚀问题，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

文章在作者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国内外工作者

在牙齿酸蚀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对以后的研究方向进行

探讨。 

 

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资料来源  由第一作者检索1990至2013年CNKI、

Elsevier、Wiley数据库有关人牙釉质、酸蚀、饮料以及抑

制酸蚀的相关文献，中英文检索词分别为“人牙、酸蚀、

抑制、再矿化”和“human teeth、erosion、prevention、

remineralization”。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人牙酸蚀的文章。②抑制人牙酸蚀的文

章。③人牙再矿化的文章。 

排除标准：①与本文内容不相关的文章。②重复性文

章。 

1.3  质量评价  文献由第一作者着重筛选人牙酸蚀与抑

制措施，共检索162篇，排除一些与研究目的相关性差以

及内容比较陈旧的文献后，共纳入58篇。 

2  结果  Results  

2.1  人牙酸蚀的机制与诱因   

2.1.1  酸蚀产生的机制  人体天然牙由牙釉质、牙本质、

牙骨质3种硬组织和一种软组织—牙髓构成
[10]

(图1A)。通

常，外层的牙釉质暴露在口腔环境下，充当咬合面，在咀

嚼过程中直接与食物和对颌牙接触，承受咀嚼磨损和酸性

介质的腐蚀。牙釉质是人体内最硬的组织，无机物含量高

达92%-96%(质量分数)，有机物和水的质量分数分别占

1.0%-2.0%和3.0%-4.0%
 [11]
。这些无机物以磷酸钙盐为

主，它们以大量紧密排列的六边形羟基磷灰石

[Ca10(PO4)6(OH)2]晶体的形式存在，并以此构成釉柱。釉

柱是牙釉质的基本结构单元，呈细长的柱状结构，从牙本

质釉质界发出，与牙本质表面垂直，呈放射状排列，一直

延伸到牙齿表面，贯穿釉质全层。釉柱与釉柱之间是富含

有机蛋白的釉间质，其所含的无机相成分与釉柱所含成分

相同，只是含量和晶体排列方式不同。 

含量高且排列精密的羟基磷灰石赋予牙釉质优异的

机械性能与摩擦学性能，为咀嚼功能的完成和长期服役提

供了保证。但是，高含量的羟基磷灰石也使得牙齿对酸十

分敏感，容易发生酸蚀。牙齿酸蚀症是指在无细菌参与的

情况下，由于接触牙面的酸或其螯合物的化学侵蚀作用而

引起的一种病理的、慢性的牙体硬组织表面层丧失
[12]

(图

1B)。 

当酸性物质进入口腔，牙釉质表面游离的PO4
3-
、OH

-
、

CO3
2-
与H

+
结合，浓度下降；或者某些对钙离子有极强螯

合能力的酸(比如柠檬酸)进入口腔，使Ca
2+
浓度迅速降 

低
[13]
，这些都会导致磷酸钙在牙釉质周围液体中的饱和程

度下降。在不饱和状态下，牙釉质中的磷酸钙发生溶解，

Ca
2+
﹑PO4

3-
从牙釉质表面脱出，牙釉质发生脱矿。与脱

矿相对应的是再矿化，即在脱矿初期，从牙齿表面溶解脱

出的无机物重新回到牙齿表面的现象。这是因为牙齿无机

相在酸性介质中的溶解行为具有动态可逆性
[14-15]
。一般情

况下，牙釉质的脱矿与再矿化过程保持着动态平衡，牙齿

不会出现明显的损伤，而当这一平衡向脱矿方向移动，牙

齿将出现实质性的损伤，即酸蚀，临床上通常称之为牙齿

酸蚀症。 

2.1.2  酸性介质的来源  引起牙齿酸蚀的酸性物质可以

分为内源性酸和外源性酸(表1)。从酸的来源来看，需要

长期服用酸性药物的患者、胃食管返流疾病的患者、电池

厂或磷酸厂的工作人员等都是发生牙齿酸蚀的高危人群。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饮食模式的改变，酸性软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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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摄入量与日俱增，由此导致的牙齿酸蚀问题也越来越严

重。通常，饮料为了获得清爽的口感，包括碳酸饮料、果

汁和运动饮料，几乎全部为酸性，pH值介于1-6之间
[2]
，

且绝大多数低于牙釉质脱矿的临界pH值(pH=5.5)
[16]
，具

有极强的酸蚀潜力
[17-19]
。 

2.1.3  酸蚀的危害  酸蚀不仅导致牙齿硬组织的直接丧

失，而且会显著降低牙齿表面的机械性能，使其更容易发

生磨损
[20]
。研究显示，经酸软化后的人牙表面比紧实的牙

齿表面更易发生三体磨粒磨损和两体接触磨损
[21]
，因此，

酸性饮食嗜好者的牙齿磨损率是正常人的10倍。如果对牙

釉质的酸蚀损伤不加以控制，随着损伤程度加重，往往会

诱发牙本质或牙髓受损，从而导致牙齿过敏，甚至牙髓暴

露。严重的酸蚀症还可能造成牙齿折断、牙齿早失及咬合

关系紊乱等，对患者的咀嚼功能、面形和心理等方面都会

产生不良影响
[22]
。另外，酸蚀脱矿的牙面，由于釉质结构

遭到破坏，表面粗糙，更容易罹患龋病
[23]
。 

2.2  牙齿酸蚀的抑制措施  随着牙齿酸蚀问题日趋严重，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牙齿酸蚀的防护与抑制措施。目

前，牙齿酸蚀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3类：①临床观察与统

计
[24-25]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由临床牙科医生完成，调查不

同人群牙齿酸蚀损伤等级与流行性，揭示牙齿酸蚀与内源

酸或外源酸的相关性，并给予公众建议，以维护口腔健康。

②酸性介质的酸蚀潜力
[21，26-27]

，这些研究多采用体外模

拟试验，考察牙齿在不同酸性介质中的腐蚀损伤行为，评

价酸性介质对牙齿的腐蚀能力，研究酸的种类、酸度、接

触时间等因素对牙齿酸蚀损伤程度的影响。③酸蚀的抑 

制
[28-30]
，这类研究是牙齿酸蚀研究的热点，在牙齿酸蚀相

关的研究中所占的比重最大。目前，研究者已经总结和发

展了很多抑制酸蚀的措施，而且新的方法也不断出现。这

些抑制措施主要围绕牙齿、酸和口腔环境3个因素展开(图

2)。 

2.2.1  调控口腔环境   

避免或减少牙齿与酸性物质的直接接触：治愈能够引起

呕吐的疾病，避免胃酸进入口腔，减少内源性酸对牙齿的

酸蚀。佩戴面罩或者使用中和药剂避免环境中的酸性介质

进入口腔。遵循更健康的生活习惯。如：减少酸性饮食的

摄入频率和次数；不要将酸性饮料长时间含在口中；使用

吸管能够缩短酸性饮料与牙齿的接触时间；饮用酸性饮料

之后用清水或苏打水漱口，加速清除口腔中残留的酸性物

质，使口腔pH值回归中性；如果可能，避免嚼服和含服

酸性药物，采取吞咽服用。 

此外，在牙齿表面涂抹保护漆，形成保护膜，也能有

效避免酸与牙齿表面的直接接触。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

于，操作需要由牙科医生完成，过程复杂，一般只针对酸

蚀易感的牙齿，而且保护层容易脱落，不能保证长期效果。 

唾液：刺激唾液分泌，保证唾液在口腔中的流量，能

有效抑制酸蚀。唾液在抑制牙齿酸蚀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唾液可作为缓冲溶液，保持口腔的中性环境，降低牙

齿酸蚀的可能性；唾液的吞咽能加速清除口腔中残留的酸

性物质，缩短酸液在口腔中的停留时间
[13]
，减小牙齿酸蚀

损伤；唾液中含有钙、磷等离子，能够为酸蚀牙釉质的再

矿化过程提供矿物质，在一定程度上修复牙釉质的酸蚀损

伤。刺激唾液分泌的具休方法，如咀嚼口香糖、奶酪等。

对于某些特殊情况，如服用利尿药物导致的口腔干燥，刺

激唾液分泌对酸蚀的抑制十分有效。 

增加唾液中的钙、磷含量，也可有效修复牙齿的酸蚀

损伤。对于酸蚀后的牙齿，增加唾液中的钙、磷含量，可

以促进牙齿的再矿化和重建，修复牙齿的酸蚀损伤。研究

表明酪蛋白磷酸肽对牙齿酸蚀损伤有明显的修复能力
[31]
。

同样，NovaMin(诺华敏)即磷硅酸钙钠，是一种在生物活

性玻璃基础上开发的口腔保健材料，也可在牙体表面释放

钙和磷，促进牙体组织矿化和重建
[23]
。 

口腔中的摩擦过程：避免酸蚀牙齿表面发生摩擦。酸

蚀导致牙齿外表层硬组织部分脱矿，机械性能显著下降，

称之为软化层。通常情况下，软化层仍然可以保留牙釉质

晶相结构的基本框架，在唾液中可以通过再矿化机制来修

复酸蚀损伤
[32]
。另一方面，在酸蚀的后续过程中，软化层

作为钙、磷离子脱出的空间障碍，可以抑制次表层牙釉质

的脱矿，从而减缓牙齿酸蚀的进一步发生
[33]
。因此，软化

层的存在对牙釉质酸蚀损伤的抑制和修复是有利的。不

过，由于软化层的机械性能和耐磨性明显逊于正常牙釉

质，即使在正常的牙齿与牙齿、牙齿与口腔软组织、牙齿

与牙刷的接触过程中，也很容易被摩擦去除。因此，应在

咀嚼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饮用酸性饮料，并避免在酸性饮

食后马上刷牙。此外，应对酸蚀冲击时，牙齿表面的获得

性唾液吸附膜及牙菌斑也对牙齿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2]
，因

此，日常应采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及合适的力度刷牙，尽量

选用刷毛柔软的牙刷和对牙齿磨损较小的牙膏，以减少对

牙齿表面唾液吸附膜和软化层的破坏。 

2.2.2  降低酸的腐蚀能力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酸

性饮料配方的改性设计上，具体方法包括：①寻找腐蚀性

较低的酸味剂替代腐蚀性较高的酸味剂，降低饮料的酸蚀

能力。②饮料中加入微量金属阳离子，如Fe
2+
，可以有效

降低酸性饮料的腐蚀性，抑制牙齿酸蚀的发生
[34]
。③当一

些大分子被加入到酸性饮料中，如木糖醇
[35]
，可以渗透到

脱矿表面内部，阻断离子扩散通路，减少钙、磷离子的脱

出，抑制酸蚀。④增加酸性饮料中的钙、磷含量，能够降

低牙釉质在酸性介质中的脱矿程度，显著降低饮料的腐蚀

能力
[36-39]
。 

2.2.3  提高牙齿抵抗酸蚀的能力  氟在口腔健康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临床防龋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即使在

龋病预防方法多元化的今天，氟化物在龋病预防中仍然发

挥着重要作用。鉴于氟在防龋方面取得的显著效果，近来

一些学者对氟抑制牙齿酸蚀的能力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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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当以保护漆
[40-41]
、牙膏

[42-43]
、漱口水

[44]
、凝胶的形

式使用氟时
[45-46]
，牙齿的酸蚀都能得到抑制。氟的酸蚀抑

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氟离子(F
-
)与羟

基磷灰石晶体中的OH
-
发生交换，或者与口腔中的Ca

2+
和

PO4
3-
结合形成氟磷灰石，氟磷灰石晶体在酸液中溶解的

临界pH值显著低于羟基磷灰石晶体，能提高牙齿的抗酸

能力；另一方面，F
-
与游离Ca

2+
能结合生成氟化钙沉淀

(CaF2)，阻止钙离子的流失，为牙齿提供一个钙离子的储

库，当酸攻击釉质时，釉质表面沉积的氟化钙颗粒能够中

和酸，缓冲口腔pH，成为酸攻击时的暂时屏障
[47]
。 

研究发现，激光处理也能减少牙齿的脱矿
[48-50]
，其龋

齿防治能力已经被证实
[51-52]
，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龋齿防治

手段
[53]
。相比而言，激光处理用于酸蚀抑制的研究还比较

少。Liu等
[54]
报道了Er：YAG激光在以相同能量处理牙齿

时抑制了19.2-32.78%的酸蚀损伤。Esteves-Oliveira等
[55]

在体外试验中使用CO2激光处理牙齿，抑制了牙齿硬度因

酸蚀导致的下降，效果高达97%，并在后续的试验中证明

激光处理能显著增加酸蚀后软化表面的耐磨性。激光能够

抑制酸蚀的原因在于，热效应使牙齿的温度急剧上升，最

高温度超过1 600 ℃
[56]
。在这样的高温下，牙釉质内的羟

基磷灰石晶体熔化，随后凝结成更加致密的结构，降低了

牙齿的渗透性，从而抑制牙齿的酸蚀损伤
[57]
。 

 

3  讨论  Discussion  

随着饮料消费量的快速上升，酸蚀诱发的牙齿过度

磨损问题在临床上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

注牙齿的酸蚀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过对口腔

A：牙齿结构 B：酸蚀机制 

图 1  人体天然牙的结构与酸蚀机制 

图 2  人牙酸蚀的抑制措施 

表 1  引起人牙酸蚀的酸性介质来源 

酸性介质 来源 

内源性酸 胃液中的盐酸(胃酸进入口腔主要由疾病引起，如复发性呕吐、

消化不良、持续性返酸等) 

外源性酸 饮食(酸性食物、水果、软饮料等) 

酸性药物(维生素 C片剂、补铁剂、阿司匹林、一些治疗哮喘的

药物等) 

特殊环境介质(电池厂或磷酸厂的酸性烟雾，氯气处理的酸性游

泳池酸性池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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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调节、降低酸的腐蚀能力、增加牙齿抵抗酸蚀的

能力等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牙齿酸蚀。但是，现阶

段牙齿酸蚀及抑制措施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

方面的问题：①现有研究大多从表面硬度、轮廓、化学

成分、表面形貌等方面孤立地研究牙齿在酸性介质中由

于表面脱矿诱发的牙体硬组织损伤，即纯粹的牙齿酸

蚀，很少考察牙齿在酸性介质中的摩擦磨损行为及机

制，即人牙的酸蚀磨损。②当牙齿在口腔内发生酸蚀磨

损时，牙齿表面的摩擦磨损、酸蚀和再矿化自修复基本

上是同时进行的，即人牙表面存在摩擦-酸蚀-再矿化自

修复耦合作用，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大多是预先对人牙

进行酸蚀处理，然后考察再矿化对酸蚀人牙表面形貌、

力学性能、耐磨性等的修复作用，关于人牙摩擦-酸蚀-

再矿化自修复耦合作用的研究目前未见相关报道。 

实际上，牙齿的酸蚀与摩擦磨损问题是密不可分

的。首先，在实际口腔环境中，牙齿的酸蚀与摩擦磨损

过程往往同时发生，并且相互促进。其次，酸蚀会导致

牙齿表面的机械性能下降，显著降低牙齿的耐磨性。在

酸蚀后立即刷牙导致的牙釉质丧失是单独酸蚀的五六

倍
[58]
。从保护牙齿的角度来看，抑制酸蚀牙表面的过度

磨损比抑制酸蚀本身更加重要。人类牙齿的本质功能是

咀嚼食物，优异的摩擦学性能是牙齿行使生理功能的保

证，也是牙齿相关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此，牙齿

酸蚀的进一步研究应该加强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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