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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研究不同角度种植体的取模方法袁以获得准确的印模袁提高修复体的精确度袁并评价修复效果遥方法院选择牙列

缺损患者 员缘猿 例共计 猿员愿 颗种植体袁研究不同角度种植体的取模方法袁并进行 圆源 个月的随访袁检查软组织健康状况尧种植体周
围骨吸收情况以及各种机械并发症遥结果院针对不同角度的种植体利用不同的取模方法袁均完成了种植体的位置转移袁所有上部

结构就位良好袁在 圆源 个月的随访期内软组织健康状况良好袁第 员 年平均骨吸收量为 园援愿缘 皂皂袁无机械并发症发生遥 结论院针对不

同角度的种植体可以采用不同的取模方法袁取得精确印模袁提高修复体的精度袁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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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修复的印模制取是种植义齿上部结构制作
的关键步骤袁其决定了种植义齿上部结构的精确就
位遥 种植修复印模不仅要准确反映口腔内剩余牙的
解剖形态和周围软组织情况袁同时需要在印模过程
中使用相应的转移体和替代体将种植体或基台在口
腔内的位置尧方向复制到模型上袁便于在替代体上进
行上部结构的加工制作咱员原圆暂遥 由于受到骨量尧重要解
剖结构位置以及患者张口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袁有
时会出现种植体近远中向倾斜角度偏大的问题遥 当
角度超过一定程度时袁会增加取模的难度袁从而影响
种植体取模的精确性袁进而造成种植体与上部结构
之间不能完全被动就位咱猿原源暂遥 本研究分不同的角度来
讨论种植体的取模方法袁以期提高印模的精确度袁取
得良好的修复效果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本院种植中心就诊进行种植修复的患者 员缘猿
例袁男 愿圆 例袁女 苑员 例袁年龄 圆缘耀远愿 岁袁平均渊源员援缘 依
员园援猿冤岁袁其中 员源员 例为 圆 颗种植体支持袁员圆 例为 猿
颗种植体支持遥 纳入标准院上下颌牙列缺损袁连续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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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圆耀猿 颗种植体袁采用延期种植尧延期修复方式曰种
植体已经过 猿 个月愈合期袁临床及 载 线片检查显示
愈合良好袁拟采用联冠修复的患者遥
种植体系统渊杂贼则葬怎皂皂葬灶 公司袁瑞士冤袁晕燥遭藻造 砸藻鄄
责造葬糟藻渊晕燥遭造藻 公司袁瑞典冤袁载 光机渊孕造葬灶皂藻糟葬 公司袁芬
兰冤袁阅蚤皂葬曾蚤泽 孕则燥 源援源援园 软件渊孕造葬灶皂藻糟葬 公司袁芬兰冤袁
机混型聚醚橡胶印模材料渊猿酝 公司袁美国冤袁超硬石
膏渊贺利氏公司袁德国冤袁模型树脂渊郧悦 公司袁日本冤袁
牙线渊韵则葬造鄄月 公司袁美国冤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就位评价标准
以上部结构在口内是否完全就位袁及 载 线片显
示上部结构与种植体之间有无间隙作为评价标准遥
员援圆援圆 取模
安装相邻两个转移体后无接触的患者遥 卸下愈
合基台袁分别在 圆 颗种植体上安装开窗式转移体袁检
查是否就位袁 选用可拆卸的托盘或制作个别托盘在
种植体上方开孔袁试戴托盘袁确定固定螺丝可以从开
窗处穿出遥用聚醚印模材料进行印模制取袁待其完全
凝固后袁从开窗处卸下固定螺丝袁从口内取出托盘袁
保证转移体与印模共同取出口外遥 检查印模是否清
晰准确袁有无脱模现象遥 确认后重新安装愈合基台遥
将转移体与替代体安装连接袁 确定转移体无松动移
位尧替代体与转移体之间衔接紧密后制作人工牙龈遥
选择膨胀率小的超硬石膏灌制模型遥 根据此方法取
模制作了 员圆猿 例共计 圆缘远 个上部结构袁 仅有 员 例因
咬 问题返工袁员 例因近中邻接关系不良返工袁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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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完全就位遥 卸下愈合基台袁调改试戴转移体袁将调

圆

改后的转移体安装到种植体上袁检查是否就位遥 用
聚醚印模材料进行印模制取袁重复上一步中的后续

本研究中针对不同角度的种植体袁 运用不同的
取模方法袁均完成了种植体的取模遥所有修复体未出

步骤遥 根据此方法取模制作了 圆愿 例共计 缘愿 个上部
结构袁均完全就位遥 运用临时基台取模遥 首先卸下愈

现因取模导致的角度偏差而返工制作的情况遥 随诊
圆源 个月袁第 员 年平均骨吸收量为 园援愿缘 皂皂袁随诊期内

合基台袁根据角度调改临时基台袁确保能在种植体上

所有种植体周围软组织健康状况良好袁 未发现螺丝

完全就位遥 用蜡块或牙胶封住临时基台的螺丝口袁
用牙线捆绑连接两个临时基台袁用自凝丙烯酸模型

松动尧折断袁修复体崩瓷等情况遥
典型病例 员袁患者袁男袁源圆 岁袁因牙周病拔除患

树脂制作个性化夹板以加强固位袁制作夹板时注意
树脂要有一定的厚度以保证强度袁并且不能进入邻

牙袁植入 圆 颗 杂贼则葬怎皂皂葬灶 猿援猿 皂皂 直径种植体遥 将 圆
个转移体各调改 员 个面后取模袁并灌注模型袁制作氧

牙倒凹区遥用聚醚印模材料进行印模制取遥检查印模
是否清晰准确袁有无脱模现象遥 确认后去除蜡块或

化锆全瓷联冠修复体袁在口内就位良好渊图 员冤遥
典型病例 圆袁患者袁女袁圆缘 岁袁因龋坏致残冠拔除

牙胶袁拆下临时基台袁重新安装愈合基台遥 将临时基
台与替代体安装连接后插入印模中袁确定临时基台

患牙袁植入 圆 颗 晕燥遭造藻 砸藻责造葬糟藻 源援猿 皂皂 直径种植体遥
应用临时基台取模袁并灌注模型渊图 圆冤遥 然后根据模
型制作个性化贵金属铸造联合基台和烤瓷冠袁可
以在口内顺利就位袁达到了令患者满意的修复效果
渊图 猿冤遥

无松动移位尧替代体与临时基台之间衔接紧密后制
作人工牙龈遥 选择膨胀率小的超硬石膏灌制模型遥
在此实验期间一共遇到 圆 例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取
模遥 根据此方法取模制作的 圆 例共计 源 颗上部结构
在口内均完全就位遥
员援圆援猿 随访
在安装修复体后 员尧猿尧远尧员圆尧圆源 个月对所有患者
进行随访遥 复诊时拍摄 载 线片袁 应用 阅蚤皂葬曾蚤泽 孕则燥
源援源援园 软件测量种植体近远中边缘骨吸收量袁利用种
植体螺纹间距放大率计算其真实值袁取近远中平均
值代表该种植体的骨吸收量遥检查软组织健康状况袁
检查有无螺丝松动尧折断袁修复体崩瓷等机械并发症
的发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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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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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将调改后的转移体安装在种植体上曰月院氧化锆全瓷联冠在口

内就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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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改转移体后取模制作修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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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调改临时基台并在种植体上就位曰月院制作个性化自凝丙烯酸树脂夹板曰悦院拆下临时基台与替代体安装连接曰阅院灌制的石膏模型遥

图圆

粤

制作模型

月

粤院制作的个性化贵金属铸造联合基台曰月院个性化基台在口内就位的颊面观曰悦院个性化基台在口内就位的 面观曰阅院烤瓷联冠在口内就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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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安装修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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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模是影响种植修复治疗精确度的一个重要环
节袁种植体和上部结构之间是否能达到被动就位袁会
直接影响到种植修复治疗的成败遥 良好的设计能够
将 力沿种植体长轴传导到种植体周围的骨组织袁
以尽量减小种植体承受的侧向力和扭力袁有助于保
护软尧硬支持组织咱缘暂遥 良好的被动就位不会造成应力

集中及软组织损伤遥 不密合的修复体会对牙龈造成
损伤袁将应力传递到颌骨上袁一旦超过骨组织所能负
荷的强度袁将造成骨质流失袁进而造成种植体周围炎
或种植体丧失骨整合遥 不密合的修复体还将使应力
集中于连接的螺丝袁造成螺丝松动或断裂袁更严重的
可能会造成种植体本身的断裂遥 对于角度偏移的种

植体袁如果不能做到精确取模袁将种植体位置成功地
转移到模型上袁势必会影响上部结构制作的精确度袁
从而造成上述的并发症咱源袁远暂遥
各个厂家根据自身不同的种植体系统设计了相
应的取模系统袁基本都是分为开窗取模和闭窗取模
两种方法遥 国内外已经有不少研究来验证两种方法
的精确度咱远暂袁多数研究显示差异不大袁本研究中因考
虑到调改的便利性袁以及调改后的闭窗式转移体回
插时可能会存在误差袁因而主要采取开窗式取模方
法遥 也有学者进行了一些改良方法的研究袁例如改
良式的树脂夹板等在口腔种植取模中的应用咱猿袁远暂遥 但
很少有针对不同种植体角度进行不同取模方法的相
关研究遥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袁有时种植体不能植
入到理想的修复位置和角度袁造成了取模困难袁而目
前投入使用的种植系统并没有针对这一情况来研发
可调节的转移系统袁临床上经常会遇到因种植体角
度偏大而影响取模的情况袁这就对修复医生的操作
产生了一定影响遥 对于不同角度的种植体可以采用
不同的取模方法袁以取得精确印模遥 本研究根据种
植体的不同角度袁分析了不同的取模方法 咱苑暂袁总结
了常规取模尧调改转移体取模袁并创新性地应用调改
后的临时基台取模等方法袁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袁
并且最终都取得了良好的修复效果袁所制作的修复
体边缘适合性良好袁 达到了完全就位的评价标准遥
随诊期内软硬组织状况良好袁未发现机械并发症袁取
得了良好的短期效果遥
临床上遇到不同直径尧不同距离尧不同角度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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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种植体中心线延长线之间的角度冤的种植体袁应该
视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取模方法遥同样袁每个系统基
本上都有配套的临时基台袁可能会存在材质尧形态的
不同袁但是基本方法适用于不同的系统袁在临床中可
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遥 这一点在典型病例中已
有所体现遥需要在取模过程中做好每一步袁以保证印
模的精确性遥当然袁在临床中我们应有良好的术前设
计袁尽量避免种植体的植入角度过于倾斜袁多个研究
表明种植体角度倾斜过大也是造成螺丝松动或断
裂尧种植体断裂等术后并发症的原因之一咱愿暂遥 本研究
中运用临时基台取模只是一种补救方法袁 不能作为
常规取模方式遥
查阅国外的相关文献袁 一般采用光学检测仪
器来验证取模的精度 咱远袁员园暂 袁 在本研究中由于 研究

条件和患者配合度的限制袁 只能以临床观察及 载
线片来验证修复体是否完全就位遥在后续研究中袁
可以考虑采用光学检测仪器来进一步验证取模的
精确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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