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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全瓷修复材料在后牙全冠修复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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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要暂 目的院 评价 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热压铸瓷修复材料在后牙人造冠修复中的临床效果遥 方法院 为 圆园园 例患者的后牙制作

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全瓷冠修复体渊共 圆源员 颗冤袁戴用 远耀员圆 个月后进行复查袁从修复体完整度尧边缘适合度尧牙龈炎性反应尧舒适度尧
颜色匹配等方面评价临床效果遥结果院怨愿援猿豫冠完整袁员援苑豫冠折裂曰怨愿援猿豫冠边缘适合度好曰怨猿援愿豫冠牙龈健康袁猿援苑豫出现轻微牙龈

炎症袁园援愿豫有明显牙龈红肿尧出血曰怨远援猿豫舒适度良好袁无明显牙本质过敏袁圆援员豫出现明显牙本质过敏袁戴牙后症状减轻或消失曰
苑圆援远豫颜色匹配良好袁圆源援缘豫个别处颜色匹配不佳袁员援圆豫多处颜色出现不协调遥结论院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全瓷修复系统应用于后牙全
瓷冠修复能够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袁可以在后牙全冠修复中进行应用推广遥
咱关键词暂 热压铸瓷曰 全瓷冠曰 后牙曰 临床应用
咱中图分类号暂 R7愿猿援猿

咱文献标识码暂 月

全瓷材料制作的修复体生物相容性好尧美观性
能优越袁而且不含金属离子袁在核磁共振检查中不会
产生金属样的噪音影响图像质量袁这使得越来越多
的患者不仅在前牙修复袁而且在后牙修复时也选择
全瓷材料遥 氧化锆陶瓷因其优越的机械性能成为后
牙冠修复最常用的材料遥 但由于氧化锆全瓷冠通常
采用双层瓷的结构袁底瓷和饰瓷的材料不同袁两者间
的结合面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界面 袁有时会发生饰
咱员暂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圆冤员圆鄄员苑缘愿鄄园猿

骨无吸收或吸收少于 员 辕 猿袁根尖无阴影遥
员援圆

方法

牙体预备由 员 名医师完成袁要求如下院各轴壁均

匀磨除 员援缘 皂皂袁 面磨除 员援缘耀圆援园 皂皂曰颈缘 怨园毅肩台
预备袁宽度 员援园 皂皂曰保证正中及前伸尧侧方牙合有足够

的空间曰 各轴面点线均圆钝遥 前磨牙缺损跃员 辕 圆尧磨
牙跃猿 辕 源 时先行桩核修复遥

选用 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热压铸二硅酸锂玻璃陶

遥 列支敦士登义获嘉公司研

瓷袁 常规选择低度透明瓷块用整体压铸法制作后牙

渊造蚤贼澡蚤怎皂 凿蚤泽蚤造蚤糟葬贼藻 早造葬泽泽 糟藻则葬皂蚤糟冤系列袁在铸造性能尧

选用中度不透明瓷块或高度不透明瓷块遥 所有冠的

咱圆原猿暂

瓷崩脱和折裂的现象

制 的 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热 压 铸 二 硅 酸 锂 玻 璃 陶 瓷

物理性能和化学结构方面均有重大改进袁其抗弯强

度达到 源园园 酝孕葬袁断裂韧性 圆援苑缘 酝孕葬皂 袁能够满足
园援缘

后牙全冠修复的临床要求遥 本文通过评价 圆源员 颗后
牙全瓷冠修复体的完整性尧边缘适合性以及对牙龈

健康的影响状况来判断其临床应用效果袁为该修复
材料在后牙中的推广应用提供依据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单冠袁表面再用染色技术遥对于变色牙根据变色程度
制作由同一技师完成袁 该技师通过义获嘉公司的培
训袁获得认证资格遥
试戴时用金钢砂车针低速带水调磨袁 避免局部

施压过大曰按照厂家提供的说明袁冠内面处理用 缘豫
的氢氟酸 孕燥则糟藻造葬蚤灶 藻贼糟澡葬灶贼渊月蚤泽糟燥 公司袁美国冤酸蚀

圆园 泽袁涂布硅烷偶联剂 孕燥则糟藻造葬蚤灶 孕则蚤皂藻则渊月蚤泽糟燥 公司袁
美国冤 静置 远园 泽袁 吹干后使用自粘接型树脂水门汀
渊砸藻造赠载 哉灶蚤糟藻皂袁猿酝 耘杂孕耘袁美国冤进行粘结遥

对象

铸瓷冠临床效果评价标准院戴用 远耀员圆 个月后袁

圆园员员 年 猿 月耀圆园员圆 年 猿 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

参照美国公共健康协会渊哉杂孕匀杂冤修定的标准 咱源暂袁从

渊共 圆源员 个人造冠修复体冤袁其中男 怨圆 例袁女 员园愿 例袁

后牙铸瓷冠复查袁评价临床效果遥 修复体完整度院粤院

属口腔医院修复科后牙需行全冠修复的患者 圆园园 例
年龄 员愿耀远缘 岁遥

后牙各类牙体缺损需作全冠修复者袁牙髓或根

尖炎症经过完善根管治疗袁

龈距离过低及有夜磨

牙或紧咬牙等口腔不良习惯者除外遥 载 线片示牙槽

修复体完整度尧边缘适合度尧牙龈炎性反应等方面对
修复体完整曰月院有不影响美观的缺损曰悦院透照可见
裂纹或折断尧脱落遥 边缘适合度院粤院修复体周边保持
原有解剖形态不卡尖锐探针曰月院卡探针但未见能被
探针探入的裂缝曰悦院边缘明显裂缝袁牙本质或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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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暴露袁修复体边缘龋损遥 牙龈炎性反应院粤院牙龈健
康曰月院有轻微牙龈炎症袁探诊有少量出血及轻度龈

原员苑缘怨原

和 猿远袁均承认为咬硬物所致遥 研究结果提示袁中青年
男性的咬合力较大袁 在咀嚼硬物时第一磨牙承担的

萎缩袁但不影响美观曰悦院戴入后有明显牙龈红肿尧出

咬合力最大袁因此冠修复后应嘱咐患者勿进食硬物曰

血尧牙周袋加深及影响美观的龈萎缩遥 舒适度院粤院牙

当突然遇到较大 力时袁 冠的折裂也是对剩余牙体

体预备及戴入后无明显牙本质过敏曰月院有明显牙本

组织尧牙周组织甚至颞下颌关节的一种保护机制袁防

质过敏袁戴牙后症状减轻或消失曰悦院有明显牙本质

止其受到损伤遥

过敏袁戴牙后症状加重或发生牙髓炎遥 颜色匹配院粤院

树脂粘结剂具有良好的粘固及封闭作用袁 并可

非常好的颜色匹配袁 修复体几乎不能被分辨曰月院颜

限制修复体组织面裂纹的扩展和延伸袁 提高基牙和

色尧明暗度或透明度稍不匹配曰悦院明显的多处颜色
不协调袁超出正常范畴遥
圆

结

临床评价为 粤 和 月 者袁 认为是成功病例曰悦 视

为失败病例遥 失败病例共 怨 例院源 例牙冠折裂的患者

均承认咬硬物所致曰圆 例牙龈出现明显炎症者袁为邻
接区下方的龈乳头处有多余粘接剂残留形成悬突曰猿
例颜色明显不匹配者为四环素牙且患者对美观要求
低 不 愿 圆 次 染 色 遥 成 功 病 例 圆猿圆 例 袁 成 功 率 为
怨远援猿豫遥 铸瓷冠临床评价结果见表 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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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热压铸二硅酸锂玻璃陶瓷系列

能较好地满足后牙冠修复体承担 力的需要曰 光学
性能突出尧均质性好袁光线经过时产生的透射和散射
与天然牙体组织相似袁因此在制作工艺上袁可以采用
整体压铸加表面染色技术制作单层冠袁避免了饰瓷
崩脱及折裂的风险遥 潘娱等

咱缘暂

值约 圆袁对牙本质有一定酸蚀作用袁可以与牙本质表

面直接产生结合袁 而免除了牙本质表面传统的酸
蚀原冲洗尧自酸蚀等处理袁将操作步骤简化为一步遥
为了达到可靠的粘结效果袁 粘结前铸瓷冠的内面需
经氢氟酸渊匀云冤酸蚀 咱苑暂和硅烷化处理 咱愿暂遥 张磊等咱怨暂研
究发现袁 与 灾葬则蚤燥 造蚤灶噪 或 孕葬灶葬增蚤葬 云 相比袁砸藻造赠载 哉鄄

灶蚤糟藻皂 粘结力较强曰匀云 垣 杂陨蕴 预处理方法能进一步

增强 砸藻造赠载 哉灶蚤糟藻皂 的粘结效果遥 本研究按照义获嘉

伟瓦登特公司提供的 野易美铸瓷系统操作使用说明

铸瓷冠修复临床评价
粤

选材料遥 砸藻造赠载 哉灶蚤糟藻皂 属第 远 代新型树脂水门汀袁

含有多功能磷酸酯类树脂单体袁材料在调和初期 责匀

果

表员

修复体的抗折裂强度 咱远暂袁是全瓷修复体粘结中的首

记录了单层全瓷冠

渊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冤和双层全瓷冠渊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辕

糟藻则葬皂冤断裂 强度值分 别为渊圆 远远缘援源 依 苑缘怨援圆冤晕 和
渊员 源猿员援员 依 源园源援猿冤晕袁双层全瓷冠的断裂强度低于单
层全瓷冠曰饰瓷对磨牙全瓷冠断裂强度和断裂类型

有影响袁 饰瓷和饰瓷原核瓷界面是双层全瓷修复体

的薄弱环节遥 在本研究中所观察的 圆源员 个后牙单冠

书冶的要求袁冠内面处理用 缘豫的氢氟酸酸蚀 圆园 泽袁
涂布硅烷偶联剂静置 远园 泽袁 吹干后使用自粘接型树

脂水门汀进行粘结袁未出现 员 例牙冠脱落的现象遥研
究结果 表 明 铸 瓷 表 面 经 匀云 垣 杂陨蕴 预 处 理 后 再 用

砸藻造赠载 哉灶蚤糟藻皂 自粘接型树脂水门汀粘结的效果确
实可靠遥

牙龈炎是全冠修复后常见的并发症袁但后牙铸
瓷冠龈炎的发生率较低遥 一方面铸瓷材料具有极佳
的生物相容性尧边缘适合性佳曰另一方面树脂粘结
抗溶解性好尧边缘微渗漏少袁具有良好的边缘适合

性咱员园暂遥 本文病例中几乎所有发生牙龈炎症的患者均

为口腔卫生状况不佳者袁 经过治疗和卫生宣教后均

得到控制和好转遥 有 圆 例是由于邻接区下方的龈乳
头处多余粘接剂残留袁 形成悬突刺激牙龈产生较严
重的龈乳头炎遥此处树脂固化后无法完全去净袁只有
将冠拆除袁待炎症消除后重新制作修复体袁龈炎未再

出现遥 提示在临床粘冠时袁光固化灯先照射 圆耀猿 泽袁
在树脂未完全固化前袁 用牙线将邻接面多余的粘结
剂去除干净袁再光照 源园 泽 使其完全固化遥

铸瓷均质性好袁 光线经过时产生的透射和散射

修复体中袁 仅 源 例出现牙冠折裂现象袁 冠折率为

与天然牙体组织相似袁 色泽逼真袁 透光性适中遥 但

使咀嚼功能时的 力遥 源 例发生冠折的患者 猿 例为

的瓷块袁在颜色上较难做到完全匹配遥 本研究中袁颜

员援苑豫袁提示 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铸瓷冠完全可以承受行

中青年男性尧员 例为青年女性袁牙位分别为 员远尧员远尧圆远

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铸瓷材料尚缺少一些特殊颜色需求

色匹配非常好的只占 苑圆援远豫袁 但仍有 怨苑援员豫的病例

原员苑远园原

南

京

医

科 大

对修复体的颜色表示满意袁即使 员援圆豫颜色不协调的

病例也表示可以接受袁不愿重新制作或再染色加工遥
结果表明袁该材料用于后牙全冠修复时袁能够满足患

学

咱源暂
咱缘暂

者对美观性能的要求遥
临床应用结果表明袁用整体压铸法加表面染色

技术制作出来的 陨孕杂 藻援皂葬曾 孕则藻泽泽 铸瓷全冠的物理性

能尧机械性能尧美观性及生物相容性能够满足后牙全
冠修复的要求袁其在后牙的临床应用具有良好的前

咱远暂
咱苑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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