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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介绍了 KaVo PREPassistant 系统在口腔实验教学中的初步应用，
同时也对其主要功

能特点、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应用前景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该系统可以客观评价学生牙体预备
和洞型预备的质量，
提高实验课的教学水平和学生临床操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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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修复牙体预备和洞型的制备在口腔临床前

扫描输入遥系统软件采集学生牙体预备模型数据袁以

实验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袁最终牙体预备形态的长

教师标准预备模型轮廓数据为评估标准袁 两者间差

度尧深度尧角度等指标都有严格的标准袁一般情况下袁

异以图像形式显示袁选取所需的评估截面和点位袁由

各面的磨除量为 0.5耀2.0 mm袁轴面的倾斜角度为 0耀

系统根据评估标准给出评分袁 两者间差异越大则学

10毅遥 如果教师仅通过肉眼观察和主观判断对这些尺

生的得分越低遥

寸进行评分袁则缺乏准确性和客观性袁同时学生也不

以左下第一磨牙 铸造金属全冠的牙体预 备为

易对自己的预备体进行客观的自我评价遥南京医科大

例袁根据临床上需要重点注意的点位袁可选择 3 个参

学口腔医学院于 2004 年引进了 KaVo PREPassistant
数字化评估系统袁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咱1暂遥

KaVo PREPassistant 系统通过光栅立体扫描单

颗牙预备体袁重建后生成详细的牙体数字化三维视
图袁配合标尺直观地得到图形的具体参数袁并可以具
体到某一个点尧 某一段距离或某一个角度的测量比

考平面渊图 1冤院通过舌尖顶的近远中向平面尧通过颊
尖顶的近远中向平面和通过颊舌沟的颊舌向平面咱3暂遥

这些平面的研究参数主要是牙合面预备量尧轴面预备
量尧轴面的聚合度以及肩台的宽度袁如图所示渊图 2~
4冤袁共选取 3 个截面 17 个评估点位遥

设计标准预备量和评估标准袁如我们设定左下第

较袁其精确度可达 20 滋m 遥现将 KaVo PREPassistant

一磨牙功能尖颊尖标准预备量 a = 2.0 mm袁实际预备

总结如下遥

5 分曰原0.2<b原a<0.2袁记 4袁得 4 分曰原0.5<b原a<0.5袁记 3袁

咱2暂

系统在牙体预备和洞型制备训练中的评估应用体会

一尧KaVo PREPassistant 系统
基本操作介绍及应用举例
教师先对标准牙预备体进行三维扫描尧重建并
保存标准预备体的形态数据袁载入标准牙预备体轮
廓视图袁设定评估标准遥 将学生预备体编号后袁逐一

量设置为 b袁设置评估标准为院原0.1<b原a<0.1袁记 5袁得
得 3 分曰b原a<鄄0.5 或 b原a>0.5袁记 1袁得 1 分遥 每个点位
的评估采取不同标准袁通过系统软件客观评分袁由教
师对肩台完成线和预备体表面情况进行打分并最后
汇总袁评估标准的设置以及目视评分由同一人完成遥
各部分所占分值分别为院牙合面预备量 20%渊4 个

评估点位各占 5%冤袁轴向倾斜角度 20%渊4 个评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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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各占 5%冤袁 轴向预备量 20%渊4 个评估点位各占

说难度较大遥而对于教师来说袁传统的牙体预备和洞

台宽度 20%渊4 个评估点位各占 5%冤袁 肩台完成线

然后教师通过主观判断对学生预备体进行评分遥 由

5%冤袁颊侧斜面预备量 5%渊1 个评估点位占 5%冤袁肩

型制备实验课教学中袁学生是在离体牙上进行操作袁

10%袁预备体表面情况 5%遥

于离体牙外形的不统一和教师评分标准的主观性和

舌侧
近中

远中

不确定性袁很难进行客观尧准确的评分遥 这两方面都
妨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及从教师那得到明确的信息

颊侧

反馈袁不利于口腔实际操作水平的提高遥
KaVo PREPassistant 数字化评估系统将单颗牙

的外形通过扫描尧 重建后在计算机中形成三维立体
图像袁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缩放尧平移尧三维转动及
不同截面的选取袁 配合标尺直观地得到图形大小的
经过舌尖顶 经过颊尖顶的
近远中向平面 近远中向平面

经过颊舌沟的
颊舌向平面

图 1 选择第一磨牙牙体预备评估的 3 个参考平面

具体参数遥 Ka灾o 标准仿真牙齿使得预备前的牙齿
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袁可确保相同牙位的不同预备体经
扫描重建后与原模型中的位置保持一致袁从而对指定
目标相应的外形线进行比较袁 其扫描精度高达 20

近中舌尖预备量 远中舌尖预备量

滋m遥 根据事先设定的评估标准袁评估结果以精确数
字的形式体现袁更有利于指导学生的操作袁其精确性

近中舌轴面预备量

图圆

远中舌轴面预备量

通过舌尖顶的近远中向平面所选的 4 个评估点位

近中颊尖预备量 远中颊尖预备量

和可重复性已得到验证 咱5-6暂遥

在口腔实验教学中应用 KaVo PREPassistant 数

字化评估系统袁 使得学生对自己预备牙体的各方面
参数更加直观袁让教师的评分更加客观袁且更容易找
出学生牙体预备和洞型制备的不足之处 咱7暂遥 如在左

下第一磨牙铸造金属全冠的牙体预备中袁 我们通过
系统软件评分直观看出袁 学生对轴面预备量的掌握

近中颊轴面角度
近中肩台宽度

远中颊轴面角度
远中肩台宽度

图 猿 通过颊尖顶的近远中向平面所选的 6 个评估点位

较理想袁而在轴面聚合度尧牙合面预备量及肩台宽度等
方面的掌握程度则有待提高遥 从而教师可以根据统
计结果对实验课进行调整袁 对于以后的实验教学有
较好的提示意义遥

三尧 KaVo PREPassistant 系统使用中的
颊侧斜面预备量
舌轴面预备量
舌轴面角度
舌侧肩台宽度

颊轴面预备量
颊轴面角度
颊侧肩台宽度

图 4 通过颊舌沟的颊舌向平面所选的 7 个评估点位

二尧KaVo PREPassistant 系统的主要功能
特点及其在口腔实验教学中的作用
标准牙体预备形态和洞型的制备不仅要求口腔
医学生掌握口腔结构的生物学尧生理学和病理学知

问题与改进建议
在使用的过程中袁我们也发现 KaVo PREPassis鄄

tant 数字化评估系统存在一些问题遥 该系统为结果
性评估袁仅对最后预备体的形态进行评估遥而目前国

内外正在推广使用的其他几种过程性评估系统可以
通过红外线及录像系统等对学生操作过程中头部尧
口镜尧手臂等标志点的运动轨迹进行记录袁并对手
机切削压力尧预备体形态等进行实时监控并综合评
分 咱8-9暂遥 相对来说袁过程性评估系统能更加实时直观
地指出学生预备的不足袁 便于学生及时比照纠正

识袁同时要有很强的空间意识以及三维空间思考的

改进袁并能够纠正学生的工作姿势袁使学生养成良

能力袁这样才能在预备前就在头脑中建立标准预备

好 的 临 床 操 作习 惯袁 提高 工作 效率 遥 另 外袁KaVo

形态的各种复杂的点尧线尧面立体结构 咱4暂袁并指导自

己的整个预备过程和对最终预备牙体及洞型的自我
评估袁这个要求对刚涉足口腔医学领域的本科生来

PREPassistant 系统在预备体扫描重建及参数测量方
面耗时较长袁且由于光栅工作原理的局限性袁投影线
无法进入较深的冠内预备体袁使得重建图像缺失袁导

致数据比对存在失败的可能性 咱2暂遥

综上所述袁作为现代化口腔实验教学的设备和

手段 袁KaVo PREPassistant 系 统 可 以 较 准 确 客 观 地
对学生的预备体进行多指标评价袁使学生更为形象
地发现预备操作的不足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袁促进

咱4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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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KaVo PREPassistant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lab

teaching of stomatology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study袁as well as its problem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We

conclude that袁in general袁the PREPassistant system is more accurate and objective than the supervisor爷 s visual

assessment in evaluating the dental preparations袁which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training.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tooth preparation曰cavities preparation曰evalu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