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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体支持套筒冠式固定可摘修复体在无牙颌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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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种植体支持套筒冠式固定可摘修复体在无牙颌中的应用特点袁评价其临床效果遥 方法院员圆 例无牙颌患者

采用种植体支持套筒冠式固定可摘修复袁总共植入种植体 愿圆 枚袁完成上颌无牙颌修复 缘 例袁下颌无牙颌修复 苑 例遥 其中 源 例采
用全瓷结构修复袁愿 例采用钴铬合金烤瓷修复遥 随访 员耀猿 年渊平均约 圆员 个月冤袁通过临床检查尧影像学检查及患者满意度评估修

复效果遥 结果院截至 圆园员猿 年 愿 月袁员 枚种植体松动遥 员 例钴铬合金烤瓷冠崩瓷袁员圆 例修复体固位尧稳定性均良好袁未见修复体折
断尧松动现象遥 最近复查时袁员 例患者的 圆 枚种植体出现边缘骨吸收袁分别约为 园援愿尧员援园 皂皂遥 其余种植体边缘骨吸收不明显遥 结

论院种植体支持套筒冠式固定可摘修复应用于无牙颌患者袁近期临床效果可靠袁满意度高袁但远期效果仍需进一步观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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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牙颌患者因为颌骨条件较差袁传统的黏膜支
持式义齿通常存在固位不佳尧咀嚼功能恢复不良等
问题袁 而无法达到患者所期望的修复效果遥 自从
月则葬灶藻皂葬则噪 教授提出骨结合理论以来袁 口腔种植学
发展迅速袁 种植义齿广泛地应用于无牙颌的修复遥
已有大量文献报道种植覆盖义齿提高了无牙颌患者
修复的满意度袁明显改善了患者的最大咬合力及咀
嚼效能 咱员暂袁并且对无牙颌患者长期的神经肌肉功能
有益咱圆暂遥
无牙颌种植覆盖义齿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附着
体袁但是均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袁如杆卡式附着体口腔
黏膜并发症较多袁机械并发症严重曰球帽附着体种植
修复后维护次数多袁附件需要更换曰磁性附着体固位
力较低袁稳定性有限等咱猿暂遥 种植体支持的固定义齿彻
底改善了无牙颌患者的固位和稳定袁但其制作复杂尧
维修困难袁清洁难度大袁对口腔卫生维护要求很高袁
手术精度要求也很高咱源暂遥
无牙颌修复治疗中为了克服种植体支持覆盖义
齿和固定义齿的不足袁本文对 员圆 例单颌患者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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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耀愿 颗种植体支持的金沉积套筒冠式固定可摘修复
的方法袁并进行了为期 员耀猿 年的随访袁取得了满意
的效果袁现报道如下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圆园员园耀圆园员圆 年于本院就诊的无牙颌患者 员圆 例袁
男 愿 例袁女 源 例袁年龄 缘园耀苑远 岁袁其中上颌无牙颌 缘
例袁下颌无牙颌 苑 例遥 病例纳入标准如下院单颌牙列
缺失曰全身无严重系统性疾病袁血压和血糖控制在正
常值范围曰颌间距离跃 员员 皂皂曰剩余牙槽嵴高度尧宽
度尚可曰要求种植义齿修复者遥
种植体系统包括 砸藻责造葬糟藻 系统 渊晕燥遭藻造 月蚤燥糟葬则藻
公司袁瑞典冤曰载蚤增藻 系统渊云则蚤葬凿藻灶贼 公司袁德国冤曰杂藻皂葬鄄
凿燥泽 系统渊月藻早燥 公司袁德国冤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术前准备
员圆 例患者术前均拍摄全景片及锥形束 悦栽 片袁
明确可用牙槽骨的高度及宽度袁 以及上颌窦底尧鼻
底尧颏孔尧下牙槽神经管的解剖位置关系遥 愿 例利用
原有全口义齿袁 作为手术的初步导板遥 源 例采用
杂蚤皂孕造葬灶贼 软件渊酝葬贼藻则蚤葬造蚤泽藻 阅藻灶贼葬造 公司袁比利时冤设计
制作了 悦粤阅 辕 悦粤酝 手术模板来确定种植体的位置尧植
入方向遥 同时所有患者均取初印模袁制作个别托盘遥
员援圆援圆 种植手术
采用不翻瓣种植技术将种植体的位置确定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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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骨上袁部分区域为了获得良好的视野袁切开龈瓣袁

植入种植体袁植入扭矩为 猿园耀猿缘 晕窑糟皂袁同期安装愈
合基台遥 患者原有的义齿组织面对应种植体部位磨

除缓冲并内衬软衬材料袁作为过渡修复体遥
员援圆援猿 制取模型尧金沉积冠及金属支架

淤种植体植入 源 个月后袁无不适主诉袁摄片检查

确定种植体愈合良好袁取下愈合基台袁转移体就位后
用成型塑料分段固定袁采用个别托盘开窗式取模技
术制取印模袁灌制模型曰于确定正中关系及垂直距
离尧上颌架曰盂排牙后袁口内试戴袁确定唇侧丰满度袁

核对正中关系是否正确遥 按照颌间距离选择合适的
基台遥 调磨基台袁获得共同的就位道遥 调磨后的基台
作为套筒冠的内冠曰榆金沉积法制作金沉积冠袁在金
沉积冠上制作钴铬合金金属支架袁试戴确认能否被
动就位遥 若口内试戴后无法被动就位袁依据翘动部
位分段切开袁释放应力袁调整每个部分至完全被动就
位遥 然后在口内用 郧悦 树脂将切开部分固定遥 包埋尧
激光焊接后袁再次口内试戴袁确认完全被动就位后袁
以咬合硅橡胶确定垂直距离遥
员援圆援源 终义齿修复
将调整好的金属支架送至加工中心袁制作出最
终的钴铬合金烤瓷桥袁或扫描此金属支架袁切削二氧
化锆全瓷桥并饰瓷遥 口内试戴调磨无误后袁螺丝固
定种植基台袁并以 猿缘 晕窑糟皂 扭矩锁紧袁热牙胶封闭
螺丝口袁金沉积冠与钴铬合金烤瓷桥或二氧化锆全
瓷桥粘结作为套筒冠的外冠袁即完成了最终修复遥
员援圆援缘 随访观察
要求患者修复完成后 员尧猿尧远尧员圆 个月复诊袁以后
每半年复查 员 次遥 截至 圆园员猿 年 愿 月袁员圆 例均完成了
随访袁随访时间为 员耀猿 年袁平均约 圆员 个月遥 随访时
摄全景片观察种植体周围骨吸收情况袁检查种植体
松动袁种植体周围牙龈组织健康状况袁修复体固位尧
稳定袁有无折裂及患者自我满意度情况遥
员援圆援远 评价标准
种植义齿评价标准如下院参照种植义齿临床效
果评定标准咱缘原苑暂袁认为种植体存留标准应该是院淤种
植体在功能及临床上稳定曰于无种植后的持续性疼
痛尧麻木及感染症状曰盂种植体周围 载 线无透射区
及其他病理性改变遥
修复体评价标准院参照 月藻则早藻灶凿葬造咱远暂提出的标准
进行评价院稳定性尧固位性尧咬合关系及修复体的折
裂情况遥
边缘骨吸收测量 咱苑暂 院从种植体原基台结合处到
种植体与骨结合最高点袁 二者之间距离为骨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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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值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种植体情况

员圆 例共计植入种植体 愿圆 枚袁其中 载蚤增藻 种植体
圆园 枚袁晕燥遭藻造 砸藻责造葬糟藻 种植体 猿远 枚袁月藻早燥 种植体 圆远
枚遥 上颌共植入种植体 源园 枚袁下颌共植入种植体 源圆
枚遥 缘 例上颌无牙颌患者有 猿 例因牙槽嵴顶距上颌
窦较近袁采用了上颌窦内提升术遥截至 圆园员猿 年 愿 月袁
愿圆 枚种植体中袁有 员 枚种植体松动袁其余种植体存

留遥松动的 员 枚种植体由于未影响到义齿的使用袁未
予以补种遥
圆援圆

修复体情况

员圆 例中有 源 例采用全瓷修复袁愿 例采用钴铬合
金烤瓷修复遥 随访时间内袁员 例钴铬合金烤瓷冠崩
瓷遥 员圆 例修复体固位尧稳定性均良好袁未见修复体折
断尧松动现象遥
圆援猿 种植体周围牙龈健康状况
员 例由于口腔清洁不佳袁 复诊时 员 枚种植体周
围牙龈出现轻微充血尧红肿现象袁及时对症治疗袁洁
治后获得好转遥
圆援源 种植体周围骨吸收情况
最后 员 次复查时袁 有 员 例 圆 枚种植体出现边缘
骨吸收袁分别约为 园援愿尧员援园 皂皂遥 其余种植体边缘骨
吸收不明显遥
圆援缘 患者满意度
员圆 例均认为在固位尧稳定尧美观及咀嚼功能方
面较之前黏膜支持式义齿有很大改善遥
圆援远 典型病例
患者袁男袁远缘 岁袁活动义齿修复 缘 年遥 近年来义
齿逐渐松动就诊袁希望获得种植修复遥 临床检查院全
口仅余留 猿猿尧猿源尧源源袁无松动遥 上颌半口义齿袁下颌可
摘局部义齿修复遥 义齿松动固位力差遥 全景片及 悦栽
显示院上颌前牙区可利用骨高度跃员圆 皂皂袁左侧后牙
区牙槽嵴顶距上颌窦底最低约 愿 皂皂袁右侧后牙区牙
槽嵴顶距上颌窦底最低约 远 皂皂遥 下颌骨骨量尚充
足遥考虑到患者上颌为无牙颌袁种植固定长桥制作精
度要求很高袁 另外种植固定义齿中粘结固定可能导
致种植体周围炎袁螺丝固定在前牙区由于骨量不足袁
不够美观袁 而套筒冠式固定可摘修复一方面可拆卸
易于清洁袁一方面如果牙龈退缩还可以直接加瓷遥因
此与患者沟通后袁 拟设计上颌金沉积套筒冠式固定
可摘修复袁下颌常规种植固定修复遥 设计方案如下院
淤利用患者原有上颌半口义齿袁作为手术初步导板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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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颌植入 愿 枚 载蚤增藻 种植体袁其中左尧右侧后牙区

均采用上颌窦内提升术袁植入牙位均匀分布于前牙
区尧前磨牙区尧磨牙区曰于上颌采用金沉积套筒冠式
固定可摘修复袁下颌即采用常规种植固定修复遥 修
复后 猿 年复查袁未出现 员 枚种植体松动袁周围软组织
健康袁基台无松动袁全瓷冠桥稳定固位良好遥 全景片

显示种植体周围无明显骨吸收遥
猿 讨

论

猿援员 适应证问题
对于种植修复而言袁种植成功与否与颌骨的骨
量密切相关遥 此种修复对颌骨骨量要求较高袁如果
牙槽骨萎缩严重袁修复后可能无法恢复患者唇颊侧
的丰满度袁美学效果会比较差遥 因而牙槽骨萎缩严
重的患者建议采用种植覆盖义齿修复遥
目前骨增量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扩大了种植的
适应证袁提高了种植的成功率遥 阅藻 杂葬灶贼蚤泽 等咱愿暂通过
蕴藻 云燥则贼 玉型截骨术联合自体骨移植技术对 圆园 例严
重萎缩的上颌骨进行上颌前移及骨量扩增袁配合种
植体支持的固定义齿修复获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遥
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袁也可尝试骨扩增后采用金沉
积套筒冠式固定可摘联合修复遥
种植体周围骨界面的应力过大会影响骨结合的
稳定性咱怨暂袁对种植体的远期成功率不利遥 种植体数量
增多可以减少种植体周围骨界面的应力咱员园暂袁减少种
植体的过度负荷袁保证种植体周围骨组织的长期稳
定性遥由于此种修复体的主要支持力来源于种植体袁
因此建议袁下颌一般植入 源耀远 枚种植体袁上颌一般
种 远耀愿 枚种植体袁部位上袁一般应均匀分布于前牙
区尧前磨牙区及磨牙区遥 因而患者要有一定的经济
实力遥 本文中有 员 例患者在负重前渊第 愿 周时冤有 员
枚种植体松动袁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剩余牙槽嵴高
度不足及上颌骨较疏松的原因遥 本次修复方案中未
有双颌牙列缺失患者袁主要是考虑以下两方面院淤双
颌牙列缺失的患者袁通常缺牙时间较长袁牙槽骨吸收
明显袁修复后美学效果会较差曰于经济条件要求高遥
总结种植体支持金沉积套筒冠式固定可摘修复的适
应证如下院淤牙槽骨较丰满曰于单颌牙列缺失曰盂无
种植手术的禁忌证曰榆颌间距离跃 员员 皂皂曰虞患者有
较好的经济条件遥
猿援圆 修复体的优缺点
此种修复体利用金沉积冠与基台之间的摩擦力
固位袁固位和稳定的效果较覆盖义齿更好遥 较固定
修复而言袁患者可以自行摘戴袁容易清洁遥 金沉积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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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可以帮助获得更好的被动就位以及精确的适
合性袁减少扭力袁降低种植后修复体相关并发症的风
险咱员员暂遥 此外袁即使某个种植体失败袁由于各个基台之
间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上部修复体仍然可用遥但是袁该
修复方式也存在一定的缺点袁比如制作较复杂袁经济

要求较高遥
猿援猿

修复要点
由于上部修复体为一段式桥体类型袁 在获得共

同就位道方面较困难袁对修复体的精度要求很高袁因
此首先制作了金属支架袁先行口内试戴袁一方面可以
检测种植体与基台之间是否达到被动就位袁 另一方
面可以对患者咬合关系袁 修复后初步外形及美观方

面进行评估遥 目前 悦粤阅 辕 悦粤酝 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
临床种植咱员圆暂袁包括种植导板及修复体制作等方面遥在
本组中有 源 例采用了 悦粤阅 辕 悦粤酝 制作出种植导板袁
使种植体植入时的精确性有很大提高遥 在以后的修
复体制作中同样也可以考虑采用 悦粤阅 辕 悦粤酝 技术袁
可以获得更高的修复体精度袁 简化修复体的加工制
作步骤遥
猿援源 外科操作
无牙颌患者由于牙槽骨的吸收袁 骨量往往都存
在一定的不足袁 上颌窦底及下牙槽神经管距离牙槽
嵴顶位置都减少了袁 在把握好适应证的同时行上颌
窦提升袁下颌避开下牙槽神经管尧颏孔都尤其重要遥
因此术前 悦栽 定位重建可有利于手术操作遥 另外袁在
这些患者中袁 开始以不翻瓣的方法将种植体位置定
位好袁 然后翻开龈瓣以便有更好的视野进行植入手
术遥也可以考虑只用不翻瓣的方式植入种植体遥已有
研究表明袁 用不翻瓣的植入技术也能成功植入种植
体袁并且可以节省治疗时间袁减轻患者痛苦袁缩小手
术创伤袁及避免牙周翻瓣导致的边缘骨吸收咱员猿暂遥
总之袁这种修复方式存在很多优点袁但也应该选
择和把握好适应证遥 合适的骨量及足够的颌间间隙
都是必需的遥 另外仍需要长期渊至少 缘 年冤的随访研
究来明确这种修复方案能否获得长期稳定的功能性
咬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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