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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体支持式螺丝固位修复体
作为义齿方案

文章编号：A03

早期的口腔种植主要以“手术为导向”植入种植体，但近些年提出了“修复引领下
的种植体植入（prosthetically driven implant placement）”理念。这通过技术进步以及反
向规划理想的种植体位置从而降低生物并发症的风险（这恰恰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种植体
周围疾病的风险）来得到实现。这样才能塑型便于患者自己清洁和后续维护治疗（可探
诊性）的上部结构。除了对上部结构的清洁具有积极影响以外，临床医生还可以选择一
种优选的固位方式。得益于新型的种植体义齿组件，使螺丝固位变得更具吸引力，因为
它可以避免因粘结剂残留而带来的生物学风险，并降低了解决技术性长期并发症的难度。
此外，还能简化临床的治疗程序。

引言
以“外科手术为导向”的种植方案一直在口腔种
植领域应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其中主要是以现有骨
量为参考来确定种植体植入的位置。然而，在许多情
况下往往需要在义齿和生物方面做出让步。虽然在种
植初期义齿作为次要目的，但随着种植领域的发展现
在已经提出了反向规划或者说是“修复引领下的种植
体植入（prosthetically driven implant placement）”理念。
作为替换丧失牙根的种植体需要被策略性地植入牙槽
骨，并为义齿及其可清洁性创造最佳的条件。有利于
这方面发展的技术包括实用的 3D 成像和创新的导航系
统，它们有助于以很高的精确度来实现预期的种植体
植入位置。
随着对种植体周围疾病风险意识的增强（这种风
险也会通过不良的种植体支持式义齿修复所造成），以
义齿为导向的种植规划作为关键因素为防止生物并发
症而得到发展。其目的是优化种植体植入的位置及种
植体轴的方向，这样就可能的生物并发症而言为种植
体的长期成功创建了最好的条件（可清洁和可探诊）。
在进行反向规划时，既要考虑到义齿目标，还要始终
着眼于生物学要求。从义齿角度上的最佳的种植体位
置，不仅会带来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还能使生物学上
的妥协成为多余。

生物学上的最佳种植体位置
就初级预防意义而言，生物学上理想的种植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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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良好的上部结构设计，有利于患者进行日常护理
以及在临床上为其进行保守的维护治疗时达到最佳的
清洁可能（图 1）。在人口发展中随着老龄患者数量的
逐渐增加，这一点对于那些手动清洁维护能力下降的
患者来说尤为重要。在种植体周围疾病的病因学和牙
周疾病的发展中，看起来具有相似性 1，因此要避免细
菌生物膜的形成 2, 3。如果围绕着种植体周围未能形成
可清洁的区域，就会增加后期出现种植体周围炎的风
险 4。如果种植体错误定位，就会使上部结构出现悬突
的情况，但是通过这种反向设计就可以避免这些情况
的发生（图 2 和 3）。此外，必须要能够定期探诊种植
体周围的软组织（图 4），以便在需要时能够对存在的
黏膜炎或者种植体周围炎做出诊断 5。但若种植体定位
错误，就会因为悬突的上部结构而增加探诊检查的难
度。如果无法直接探诊牙周，就会低估牙周袋的深度。
在固定的种植体支持式全口义齿（图 5）和带角度基台
情况下，有时甚至无法进行探诊。此外，这会使患者，
尤其是当患者年龄增长时，在进行口腔卫生清洁时受
到限制。针对这种情况，如果患者能够接受，可以建
议选择种植体支持式由 Locator 固位的可摘义齿和套筒
冠义齿进行修复，因为这些修复体会使探诊和清洁变
得更为简单（图 6）。在磨牙区域应该从一开始就避免
形成很高的牙龈袖口，一方面防止给后续的口腔维护
带来困难，另一方面可以简化种植体取模（图 7）。在
种植或者暴露种植体时，如果需要，可以切开一个薄瓣，
厚度约为 2-3mm（图 8 至 10）。

种植修复
Implant Prosthodontics

图1

图2

图 1：塑型上部结构时，要考虑到如何能确保最佳的可清洁性。

图 2：种植体定位不正确，会使上部结构形成悬突，从而产生不易清洁的
区域。

图4

图3
图 3：图 1 中上部结构的 X 线片显示，种植体达到了所期望的植入位置和

图 4：由于可以方便地探诊牙周，因此定期的复诊探诊检查是可行的。

轴向。

图6

图5
图 5：螺丝固位的义齿尤其对老年患者来说比较难以达到良好的口腔清洁

图 6：可摘戴的上部结构便于日常的清洁护理。

护理。

“生物学正确”的种植体位置不仅仅对上部结构的
清洁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还能使临床医生可以
选择自己偏爱的修复体固定方式。此外，还要考虑到
在种植修复后达到并发症发生率最低的目的。对于上
部结构是采用粘接固定还是螺丝固定的决定具有很大
的相关差异。对于生物并发症，例如种植体周围软组
织内残留的粘结剂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种植修复

治疗后偶然发现（例如影像检查）种植体冠周围还存在
残留的粘结剂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图 11）。如果决定了
选择粘接方式固定修复体，就要使个性化基台粘接间
隙处于理想的位置，并且按照粘接要求使用排龈线。
如果出现种植体周围粘膜炎或者周围炎的临床症
状时，始终都要将残留粘结剂作为一个可能的致病因
素考虑进来。在残留的粘结剂上会形成生物膜 6，已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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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图 7：应该避免在磨牙区形成较高的软组织袖口。

图 8：为了避免高软组织袖口的形成，可以在植入种植体或者暴露种植体
时使软组织变薄。

图9

图 10

图 9：变薄的软组织瓣围绕着愈合帽被缝合固定。

图 10：种植体愈合后显示出健康的种植体周围软组织。

图 12
图 12：在选择修复体组件时应该注意，目前市场上提供的螺丝头部直径的
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图 11
图 11：残留的粘结剂常常被发现的较晚，而且已经显示了生物学风险。

明会伴随着种植体周围炎发病率的增加。在 Wilson7 的
一个研究中，通过牙科内窥镜的辅助，为 42 位患有种
植体周围疾病的患者针对是否存在残留粘结剂进行了
检查。结果显示，81% 的患者发现有粘结剂残留，这
可能对种植体周围疾病的发病起到了作用。在去掉残
留粘结剂的 30 天后再次检查发现，其中 74% 的病例中
炎症表现减轻。在其他研究中也确定，在纳入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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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中发现了同样高比例因残留粘结剂所造成的炎症
反应 8。在对粘接固定和螺丝固定种植体上部结构对比
的系统性评价中，粘接组出现超过 2mm 以上骨吸收的
情况要比螺丝固定组更频繁 9。此外，生物并发症的发
生率，特别是瘘道和溢脓的发生在粘接固定的病例中
显著更高 10。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表的研究并没有
太多，但不能忽视，残留粘结剂属于造成种植体周围
炎的重要的医源性因素 11。

在修复方面的优点
尽管通过恰当的上部结构设计可以确保种植体周
围具有良好的可清洁性，但是如果种植体植入在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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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并且在难度较大的解剖条件下，采用螺丝固位对
于牙医来说仍然充满挑战性。是否可以采用螺丝固位
的方式，除了三维种植体位置外还取决于所使用的种
植体组件的类型，特别是基台螺丝的设计。
因此，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上部结构的螺丝固定被
认为是过时的：螺丝通道会因为其大小而影响美观性，
并且还会降低陶瓷上部结构的稳定性。尤其是与较旧
的螺丝系统相比，粘接固位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更具有
吸引力：更简单且制作成本更低、因没有螺丝通道而使
美观性更强、
“被动就位”且很少会出现螺丝松动等优点。
但如今螺丝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现代
的种植体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面所提到的缺点。
现在的系统可以提供尺寸小很多的基台螺丝（图 12），
而且根据作者到目前为止的临床经验，这些小的螺丝
并没有更高的折断概率。自 2002 年以来，在市场上
出现的最小的螺丝头部直径仅有 1.85mm（Thommen

13 和 14）。

这种三维尺寸变小的基台螺丝可以在种植后直接
被使用。在临床上这使直接用树脂材料制作的即刻临
时义齿变得更加简单，因为临时基台也可以更小，进
而为临时冠提供足够的空间（图 15 至 17）。由此，种
植体周围的软组织也可以更早地被塑形（图 18 和 19），
并且通过取消了活动义齿修复而增加了患者的舒适度。
不再需要打磨临时基台，因而也就相应地也节省了时
间。与此同时，临床医生也通过植入的种植体的位置
和轴向而获得即时的反馈，从而能够预先评估，最终
的冠修复体是否可以采用螺丝固位（图 20 和 21）。
通过将螺丝固位作为常规方法，就可以使用生物
相容性材料（例如氧化锆）来实现单件式的修复理念。
在这种情况下，基台和冠之间不再分离（图 22），也就
不会在冠－基台界面上有粘接间隙的存在，进而也就
消除了粘结剂残留的风险。这里除了种植体基台界面
外，不会再有第二个微间隙，因为这种微间隙会允许
生物膜不受阻碍地形成 12。同样地，治疗后可能的技术
性并发症也可以轻松地得到解决。此外，崩瓷也是最
常见的技术并发症之一，而简单的螺丝固位的修复体
对于修补可能性这一点来说很重要。
对于牙科技师而言，这种直径缩小的螺丝也带来

图 13

图 14

图 13：创新的引导种植系统，有助于高精度地将种植体植入所希望的位置。

图 14：在上颌前牙区应该将种植体稍偏腭侧定位。

图 15

图 16

Medical，瑞士）。因此，上部结构 面上的螺丝通道可
以设计得更小，其优势在临床操作时的常规使用中非
常明显。即使在前牙区域，通过种植导板引导在偏向
腭侧的种植体定位下也能够可预见地实现螺丝固位（图

图 15：借助经过喷砂处理的基台可以将现有的可摘临时义齿修改成固定的
临时义齿。

图 16：
临时即刻修复可通过较小的修复体组件（例如临时基台）而得到
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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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即使在前牙区，当种植体定
位正确时可以通过较小的基
台螺丝进行固位。
图 18：固定临时修复体可用一个双
交叉悬吊的缝线来定位。

图 17

图 18

图 19

图 20

图 19：种植体周围软组织可以尽早成形，并提高患者的舒适度。

图 20：最终的冠修复体在腭侧被用螺丝固定。

图 21：通过早期的软组织成
形可以实现一个和谐
的外观。
图 22：使用单件式方案可以
消除粘接间隙。
图 23：与传统的螺丝相比现
代的螺丝通道明显变
小。
图 24： 面的螺丝通道几乎

图 21

图 22

图 23

图 24

了相应的优势。一方面，为上部结构陶瓷部分提供了
更多的空间，而且 面的螺丝通道也不再像过去那样
特别地影响美观性（图 23 和 24）。另一方面，在设计

固定桥时也会带来美观的优势，因为可以不需要基台
部分，通过单件式的结构而为基底架和饰面部分提供
了更多的空间。而与此相反，粘接固位的基底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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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美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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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图 26

图 25：通过放弃一个中间结构而为牙科技师赢得了更多的饰瓷空间，并且

图 26：图 25 显示的修复体结构被制作完成后最终戴入患者口内。

在分离时也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度（红色：基台，绿色：螺丝固定的
基底架）
。

疗后减少长期并发症的出现，而且还能够简化临床治
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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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图 27：螺丝在前牙固定桥的腭侧进行固定，因而不会有螺丝通道影响到切
缘区域。

需要一个额外的基台部分，这势必会影响饰面层所需
要的空间。如果种植体植入的位置和轴向都正确的话，
就可以不需要这个中间结构（基台）。此外，不仅有了
更多的空间，在设计时也增加了更多的自由度：一个由
面螺丝固位的固定桥可以被分离这一点明显更有意
义，因为牙科技师可以直接在基底架上饰面，并且不
需要遵守与基台分离的最小距离（图 25）。在这类螺丝
固位的种植修复病例中，对美学设计的可能性也更有
利（图 26 和 27）。

结论
得益于现代义齿组件，螺丝固位方式再次变为极
具吸引力的一种选择。种植体设计和种植体表面的改
进以及种植体周围炎治疗策略的发展成为很多科学研
究的重点。尽管这些方面一直很重要，但一个种植体
系统其它特性的意义，例如配套的义齿组件，也值得
被密切地关注和不断地完善。因为，这不仅可以在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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