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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A04

两段式种植体基台制作和
粘接过程中的精度

本文作者是个性化种植体基台应用的倡导者之一。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临床上使

用 CAD/CAM 种植体基台，并且通过一系列文章对两段式基台（混合式基台）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本文将讨论相关的制作精度和粘接测试方法。

个性化基台明显提高了种植修复工作的持久成功。

基台的形状应遵循自然的解剖学外形。特别是种植体

植入比较深的情况下，种植体周围组织应该适应龈沟

的天然模式，这通常与一个 “曲线型 ”的种植体肩台 (对
应于釉牙骨质界 ) 相关联。最先进的扫描和设计工具允

许通过个性化基台完美地再现复杂的种植体周围的几

何形状。而标准基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合适的。预制

基台的质量和优势主要取决于其生产工艺，因此可以

作为种植修复时的一种选择。目前，临床上对个性化

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另外符合天然曲线的几何学外形

也是临床和技工室每天都期望的。因此，治疗团队就

面临着一种考量：就质量和优势而言，个性化基台要符

合预制基台工业基准。

对明确规范的需求

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个性化基台的远期稳定效果。

从安全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可重复的规则，比如钛基底、

制作和粘接、表面和卫生维护策略。建立指导方针是

一个重要议题，我们已经致力于此很多年了。

种植体植入有着明确的规范，这些规范都是基于

科学研究和临床研究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也需要

为种植体基台建立这样可靠和有效的参数。其目的是

通过建立具体的规则，获得良好的可预测的临床结果。

其中主要有三点可以进行粗略的分类。因此，我们将

本文分为 3 个部分。

1. 混合式基台的制作 ( 内部 vs 外部加工 )
2. 黏膜下区域表面的精度和形貌（粗糙度）

3. 基台的抛光（卫生策略）

为何使用混合式基台

“混合”是指两种不同来源事物的组合，其目的是

结合两方面最好的特点，并开辟新的应用领域。

为了明确两段式基台的优势（混合式基台），首先

涉及的就是氧化锆基台。目前，只能归因于有限的选择。

为什么？对基台的要求包括稳定性、界面耐磨性（钛、

氧化锆）、抗老化性和精度。在这些方面下，氧化锆需

要部分地降级。特别是与钛基台相比，其在口腔唾液

环境中的抗老化性（温度降解）和精度方面还是有疑

问的。金属结构在这方面具有优势，但一体化的钛基

台在美学方面却存在限制（颜色偏移）。

因此，明智的选择是两段式基台（混合式基台），

它将金属材料的优越性和陶瓷材料的光学及生物相容

性优点结合在了一起。两段式基台是将钛基底与由

CAD/CAM 制作的个性化氧化锆基台粘接在一起。它

将金属和氧化锆的“最佳”特点组合在一个组件中。

两段式基台的一大优势是其经过验证的最大安全性 1。

体外研究表明，即使在高咀嚼力下，例如在后牙区域，

也显示出高断裂载荷值。此外，高光泽抛光的黏膜下

氧化锆基台部分对于组织形成来说也是最佳的支持。

制作过程

CAD 软件根据出龈轮廓进行氧化锆基台的设计。

软件内的数据库可以提取模拟的钛粘接基底。氧化锆

基台被粘接到钛基底上（图 1）。原则上技工室不需

要拥有 CAD/CAM 系统来制作混合基台。DEDICAM
（CAMLOG）加工服务供应商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项。

1. 技工室内部：以常规的 CAD/CAM 模式和原始

CAD 数据库（CAMLOG）自己加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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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包：采用 DEDICAM 扫描和设计服务。经委托

方同意设计后，按照 1:1 比例制作基台。

外包！完美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在技工室制作还是委托给服务供应商加工，

都能确保氧化锆基台与钛基底完美密合，且实现最大

的安全性。在这里，应当保证钛基底提供足够的固位力，

因此建议不要低于 5mm 的高度。切削出来的氧化锆基

台完全适合于钛基底，在放置时可以感觉到边缘的阻

力。同样，较松的密合度与刚度或摩擦力一样是禁忌。

就密合性而言，应考虑制作工艺。

当然，利用 CAD 软件设计和在技工室的铣削设备

上加工基台是可行的。然而，这需要许多方面的相互

配合。在某种程度上，它们超越了牙科技师的核心能

力，只能在技工室的完美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这包

括铣床的校准、具有完美的连续切割特性的铣床或者

结晶烧结过程（加热和冷却速度、温度、烧结稳定剂

等）。在技工室工作时我们真的能够坚持遵守这些影响

参数吗？在我们看来，没有任何一位牙科技师能够在

日常工作中以一个高水平的可预测性来实现这些完美

的加工特点。因此在这方面，按照认证的质量流程进

行集中加工还是有优越性的。通过外部合作伙伴的方

式（DEDICAM）可以完美地满足对基台制作的要求。

DEDICAM 专门制作种植体上部结构。作为一个治疗

团队，我们可以从这种高品质的“扩展工作台”中获

得完美一致的质量结果和材料质量，而这些往往只能

从工业生产的基台中才能得到。除了高精度和可重复

性外，用户在与加工服务供应商合作时，可以从广泛

的材料和大量的原版种植体基台连接的选择中获益。

此外，还可期待在整个流程链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图 2 图 3

图 2：CAD 设计基台。 图 3：钛基底放置在种植体替代体上。

图 1：混合式基台的横断面。钛基底与氧化锆基台粘接在一起，由螺丝固

位在种植体上。制作精度（氧化锆基台）和与钛基底之间的粘接间

隙对结果的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 1

日常牙科常规混合解决方案的范例：

• 混合式陶瓷材料：树脂和陶瓷

• 混合冠：种植体基台与单层材料冠

• 混合基台：金属基底的高承载力与陶瓷基

台的美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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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 7

图 6：钛基底的处理：用 50-110μm的氧化铝以 1-1.5bar 进行喷砂处理。 图 7：氧化锆基台内表面处理：用 50μm氧化铝以 0.5-1bar 行喷砂处理。

图 8 图 9

图 8：钛基底和氧化锆基台的粘接面用 Monobond Plus 均匀润湿。 图 9：两个结构用 Multilink® Hybrid 涂布后粘接。

标准化：两段式基台粘接！

粘接工艺在这里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在要求“定

制”组件的同时，还要明确给出一个粘接钛基底和氧

化锆基台的“标准化”流程。操作时要遵守相应的流

程规定。可靠粘接的先决条件是要精确地制备粘接表

面。粘接基底由粘接面、粘接肩台和种植体几何连接

组成。粘接面和粘接肩台上侧用氧化铝进行喷砂处理，

然后用蒸汽清洗和超声机荡洗。注意：粘接肩台的底

侧从过渡区到种植体保持不变。粘接流程如图 2 至 13
所示。

图 4 图 5
图 4：DEDICAM 制作的氧化锆基台固定在替代体上。 图 5：准备用 Multilink Hybrid ( 义获嘉伟瓦登特 ) 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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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个成功的种植修复是不同的参数相互作用的结

果—治疗团队的专业知识、材料和制作能力的互相配

合。两段式基台可以由技工室制作，但只有在完美的

技工室条件下才能确保质量，而这通常又很难维持。

另一个选择是个性化设计与 DEDICAM 工业加工的优

点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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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 13

图 12：多步骤流程处理黏膜下区域（sirius ceramics）。 图 13：作为 DEDICAM 和治疗团队联合产物的混合式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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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图 11

图 10：在光固化之前应用甘油凝胶防止氧抑制。 图 11：固化后用橡胶抛光轮仔细地处理粘接间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