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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技术在我们生活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除了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它在制造业还被称

为是下一个技术革命。在一个数字网络的工业 4.0时代，

机器人、扫描仪和自动化制造系统在更强大的算法控

制下被投入使用 1。这些系统的定制与改进使它们不仅

在大规模生产中得心应手，同时在一个以手工艺为主

的个别加工中也日益受到重视。此外，随着应用范围

的扩展，在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这些系统的购置成本。

过去只有大型工业集团能购置的，今天在中小型企业

中也可以实现。

近年来，在技工领域中除了使用铣削设备加工修

复体冠和桥以外，还开始应用 3D 打印设备。利用这种

添加制造技术可以打印义齿基托或临时冠。其应用软

件在牙科设计（例如单冠和固定桥）方面也不断地得

到完善。

在以口腔正畸作为重点的牙科技工室，针对高频

工作能够使用的流程和材料在数量上还比较有限。

下面列出的矫治器和过程决定了技工室的流程：

• 由藻酸盐印模灌制的研究模型，三维修整

• 用于进一步加工步骤的工作模型 
• 活动板或者说是保持装置 
• 功能矫治器

• 上腭扩弓器，Herbst 矫治器（激光、支架铸造、焊接）

• 真空压膜制作保持器或者可加力的治疗元素

（Aligner 隐形矫治器） 
• Michigan 垫和相关调整咬合的 垫

• 用于间接托槽粘接的转移托盘

• 用于正颌外科的手术导板

近年来，CAD/CAM 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牙科领域。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引入，在

正畸领域中也出现了大量新可能性。在操作、工作流程建立和材料应用方面的发展正在带来

新的改变。本文将借助制作隐形矫治器所需的研究模型和工作模型的制作流程，来探讨这些

新技术应用的特殊性。其中除了对当前可用硬件进行概述以外，还将逐步介绍其运行方式，

并围绕着实际操作技巧对 3D 打印做进一步的补充。

正畸领域的数字化技术
—研究模型和隐形矫治器工作流程的示例描述 文章编号：A09

针对上述各点所使用的材料以 III 级模型石膏、聚

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V2A 钢丝和预制螺丝组件

为主。

基于结构性生物力学精确地制作矫治器，对手工

制作来说要求很高，而且在制作流程中的多个不同步

骤中还可能存在损害健康的风险（例如单体、金属屑）。

这需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健康和安全法规。

在医学和口腔医学中应用来自工业生产的元

素和方法越多，技工的制作领域就会更强地向以 

CAD/CAM 为导向的制作工艺方面转变。近几年，口

内扫描仪和设计软件以及铣削设备的结合，成功地被

应用于口腔修复领域。当然，在这些方面还需要技术

和设计软件算法的稳步提高。

在口腔正畸领域也能感受到这一变化。由商业系

统供应商提供的治疗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推广后，

现已成功地进入到市场。无论是透明的、可摘的牙套

式矫治器（Aligner- 隐形矫治器），还是个性化完成的

舌侧托槽矫治器 18 或者利用粘接托盘的半个性化唇侧

托槽矫治器和预制弓，所有这些系统在正畸中都发挥

了很好的功能 4，但还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牙科技工室

的制作，只能对口腔正畸治疗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产生

有限的影响。此外，其价值链也不断扩大至全球层面，

而非促进区域竞争力。新一代精确而经济实用的小型

3D 打印机将这些技术应用到正畸中 5，并进入牙科技

工室。

可以预见，被数代口腔正畸医生使用的用于诊断

目的石膏模型将走向终点。虚拟的三维模型可满足针

对测量精度和可重复性的所有标准 15, 19。这同样适用于

由这些数据生成的触觉模型 10， 16。不言而喻，类似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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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放射成像所能实现的， 这种常规模型很快就会被三

维数字虚拟图像所取代。

这对于牙科技工室的工作流程有何种意义？下面，

将根据正畸用研究模型和隐形矫治器的工作流程来具

体说明这其中的意义。

进入数字化工作流程

除了其他检查结果，如照片、X 线片等，在口腔

正畸中，上下颌印模通常是工作流程中的起点。在一

个数字化流程中，要么直接通过口内扫描，要么通过

石膏模型数字化扫描来获取数据。当然，也可以进行

印模扫描，但是由于几何形态复杂，从光源／激光到

物体和采集单元，用常规的 3D 扫描仪（激光、光条纹）

无法 100% 地获取表面信息 17。在工业上，为硅橡胶印

模的扫描采用了高分辨率的 CT，并借助信号重构计算

出模型。 
无论是直接的口内扫描，还是模型扫描及由此

所生成的数字模型，都可以满足正畸诊断的所有要

求，并按照科学水平被等同来看待 3， 6。作为补充，还

有用于 关系记录的数字化模型系统（例如 SICAT 
Function，西诺德）可用。

长期来看，口内扫描将是一个好的选择。图 1 展

示了口内扫描的一个例子。当前的扫描仪可以完全地

扫描与正畸治疗相关的上下颌基骨和腭穹隆部分。然

图 1a 和 b：将口内情况和相应的未经处理的 3D 口内扫描（Omnicam Ortho, Dentsply Sirona Dental Systems 公司 , 奥地利）结果进行比较。

图 1a 图 1b

而，对上腭及软组织一直到前庭襞的扫描仍然易出错，

而且还会延长扫描时间。出现这一难度的原因是，对

一个非结构化表面扫描时，需要将单个扫描图像丝毫

不差地整合在一起。对牙列的完整扫描在稍加练习后，

可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完成。所有可用的系统都

需要对扫描操作进行培训，并且至少经过 10-20 次的扫

描练习后，才能完成一定程度的常规操做。

从石膏模型到数据－模型扫描仪
最简单的，也是目前最经济、准确和首先最可靠

的方法是石膏模型的三维扫描。对于这一方法，在表 1
中概述几种基本可用的原理。按照摄像原理工作的设

备是最普遍的。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大部分扫描仪都

可以满足几乎所有要求。在表 2 中是对市售扫描仪的

一个概述。可以看出，所有列出的扫描仪都能够达到

正畸所需的精度要求。选择与其说是取决于技术数据，

更多的是由扫描速度、服务以及与现有 IT 领域的结合

情况来决定。几乎所有这些扫描仪的工作原理都是基

于光条纹的应用。最简单的应用是扫描状态模型，但

也有扫描仪可以扫描带有铰链轴的完整 架。理想情

况下，模型扫描仪可以直接输出 STL 或者 OBJ 文件格

式。这些开放的格式被视为标准格式（STL：立体光刻

或者标准曲面细分语言；OBJ：目标格式）。扫描创建

了一个虚拟的石膏模型表面，以三角形为基础（图 2）。
在口内扫描仪中，这个三角形通常有一个 100-150μm

方法 描述 精度

光条纹（摄影测量法）
光条纹（摄影测量法） 投影仪和两个相机形成三角形，由投影变形 3D 计算出表面结构，各种方法包括：

三角测量、光切法、编码照相排版、相移法。这些方法可被组合以增加精确度。
最大 0.01mm

激光扫描 激光线扫描物体，来自渡越时间差或者激光线变形（见光条纹）的点云三维坐标（xyz） 0.3-0.01mm

CT- 扫描 三维计算机断层摄影是具有很高分辨率的工业 CT，只应用于工业领域 理论上可达到 0.5μm

表 1：牙科技工室 3D 扫描模型的可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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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长。而模型扫描仪可以达到更清晰的像素（低于

10μm）。单颌模型由约 45 万个三角形组成。三角形的

分布和尺寸是可变的，使带有细微结构差异的表面能

够高效地被存储，并节省存储空间。每个三角形意味

着需要更耗时的计算、更大的内存和更快的处理计算

能力。因此，至少有 16GB 的内存和强大显卡（Nvidia 
Quadro 或 AMD FirePro）的电脑才是最佳的选择。 

表 2：市售的适合于牙科技工室的模型扫描仪概览。*

扫描仪 分销商或生产商 精确度 文件格式 原理
全颌扫描 

时间—正畸

OrthoX DENTAURUM < 20μm STL 光条纹 45 秒

Aavada Lab Scan GC Germany < 6μm STL 光条纹 120 秒

S600 Arti Zirkonzahn < 10μm STL, OBJ 光条纹 45 秒

Ineos X5 Sirona 12μm – 光学三角测量 60 秒

Ceramill
MAP200/400 Amann Girrbach < 10μm STL 光条纹 －

D750/800/900L/
1000/2000 BEGO / 3Shape 5-12μm

光条纹／蓝色

LED
－

Arctica Scan KaVo Dental < 20μm STL 光条纹 －

Arctica Autoscan KaVo Dental < 6μm STL 光条纹 －

ZFX Evolution Zfx < 9μm STL 光条纹 45 秒

Eco-scan 7 SHERA < 15μm STL 激光三角测量 180 秒

Tizian Smart-Scan Schütz Dental 10-15μm STL 光条纹 120 秒

Dental Wings3 Straumann 15μm STL, etc. 激光三角测量 －

Smart Mill Scan 
Multi mc-Dental < 10μm STL 光条纹 90 秒

Identica blue 2015 MEDIT Corp. < 10μm  STL 光条纹 35 秒

Nobelprocera 2G Nobel Biocare < 15μm – 锥光全息摄像 6 分钟

Organical Desktop
Scan blue Ortho

R+K CAD/CAM 
Technologie < 5μm STL 光条纹 100 秒

* 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可用信息用（－）表示。

图 2a 至 c：总体观由不同大小的三角形组成的虚拟模型（a）和放大的单颗牙齿（b）。虚拟模型根据需要既可以从侧面显示（a 和 b）也可从咬合面 

显示（c）。

图 2a 图 2b 图 2c

从数据到正畸研究模型
对于虚拟正畸研究模型来说，对图像中相关结构

的要求同于对石膏模型的要求，即也需要基骨、系带、

头正中矢状面（中缝平面）等标志，才有助于正确地

估算与测量。

扫描数据还不能够捕获正畸模型底座的完整轮廓，

因为模型通过底座被固定在扫描仪内，因此需要一个

虚拟的模型底座。在这一过程中，输入数据后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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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网格修补、（可能的）孔的封闭、在网格内删除桥

或悬突以及倒三角形的校正。主扫描的校正对于后续

的操作步骤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可以自动或手

动完成校正。在此步骤中，参照咬合图（occlusogram）

可以检查上、下颌之间的接触情况，必要时做出调整。

能够获取纹理数据的扫描仪，可以与事先在患者口内

用咬合纸标记的点进行比较。在图 3 中可以看到，有

些软件（例如：OnyxCeph 3D Lab，Image Instruments
公司，德国）能够补充一个虚拟底座。在此操作中，

模型可根据中缝平面、结节平面和 平面进行三维对

准，并标记在模型上的相应区域。在选择完底座和确

定完总高度后，在模型和底座之间的过渡部分被自动

填充网格。有些口内扫描仪可以提供另外一种可能，

即直接创建一个虚拟底座。

图 3a 至 f：
完成数字化正畸模型的工作流程。

原始图像记录 （a），网格修复后进

行边缘切割 （b）。可以显示用于

检查上颌和下颌之间接触的咬合 

图 （c），并且在当时的位置对模型

进行校正。强烈建议用口内照片检

查咬合。选择底座后 （d） 计算模型

和底座基底之间的区域 （e）。这样

完成的研究模型 （f） 可被用于做常

规的正畸分析。 图 3e 图 3f

图 3c 图 3d

图 3a 图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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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对这些模型进行测量、评估、归档，并

根据需要转换成物理模型。一个包含了上颌和下颌的

扫描数据集大约为 20-40MB。文件的大小取决于各个

扫描仪、所选择的文件格式和设置的分辨率（网格点

的数量）。

作为对正畸模型底座的一种替代方式，可以计算

出一个缩减模型（也称为马蹄形底座）。为后续制作的

一系列用于隐形矫正的牙套，这个模型可被作为一个

起始点。为此，将模型底部削减至呈一个小的平行环。

每个牙颌的虚拟工作模型高度约为 15mm，这有助于节

省材料。

在经过一个很小的训练周期后，几分钟内就可以

完成由扫描数据到创建虚拟模型的整个操作过程。扫

描数据的质量越好，这一过程就会越顺畅和快捷。

从模型到正畸牙套
制作隐形矫治器，也就是用一系列略有差异的牙

套治疗错 ，通过对牙齿有控制地加力进行矫正。这

并不是一个新方法，而早已通过石膏模型的排牙而成

为可能。针对这一方法，数字技术大幅提高了治疗的

精度和可预测性 2。

一个现成的虚拟模型是这一治疗过程的起点，理

想的方式是形成如前文所述的削减模型（工作模型）。

现在分割牙齿，也就是说单颗牙齿的任何结构被分配

标记，并按照结构识别算法（自动运行的基于几何的

离散算法和分割算法）识别由手动设定的起始点的牙

冠 14， 20。由于在扫描时无法访问邻接点，会形成开放的

网格，该网格随后会通过一个可完整模型的处理步骤

而被关闭（图 4）。
针对每个单颗牙齿的移动，可以在所有方向上存

储最大程度的移动（例如：通过牙套加力可以达到的牙

齿向前庭侧的最大倾斜可能）。相关的指导值已由 Kim
和 Echarri 11， 12 发表，并在之后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移

动的幅度大小需要因人而定。相关因素包括：冠根比例、

根面、牙周固位的质量和牙套的材料性能。对于牙齿排

列而言，在确定需要移动的牙齿后就可以在各个方向推

动、旋转或者倾斜这些牙齿。这一正畸过程的成功需

要持续的监控，根据实际牙齿移动的数字化数据，对

比初始位置进行调控。在这些复杂情况下，软件对牙

齿移动有一个更精确的规划是可能实现的 9。此外，还

可以模拟邻面区牙釉质的减少。如果需要探查单颗牙

齿或者一组牙齿的最大移动，还可以让此阶段“冻结”

（Staging 分段），并从此点出发做进一步的操作。在这

一过程中可以获得一组虚拟的中间模型。如果需要大

范围的或者不利的牙齿移动（例如：尖牙扭转、压低），

可以虚拟放置所选择的牙齿矫治器。

稍后真空压膜制作出较薄的导板（0.6mm），它可

以有助于用牙色复合材料固定矫治器。

牙齿排列的创建不仅需要相关的生理 关系和牙

齿移动界限的知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进行适当

的软件操作培训。根据错 的复杂程度，一个有经验

的使用者大约需要 30 分钟到 2 小时的时间完成一套完

整的牙齿排列。

最后形成的模型组可以再次以单独的 STL 文件形

式被输出。但是这里涉及的不是大量的模型，而仅仅

是模型外壳的信息。它用于打印准备，诸如模型内部

的填充（Infill）。

打印准备及模型打印
在打印前，再次检查模型是否还有孔隙，并对所

有未封闭区域进行充填。只有一个完整（无孔）的表

面才能实现成功打印。另外，如果之前对牙齿做过切割，

此时也要重新合并并封闭。在表 3 中对不同的打印技

术做了总结。

DLP 方法（Digital Light Processing = 数字光处理）

凭借其极高的精度而被应用于很多方面，并且由于设备

结构设计不复杂，只需要很少的机械部件，因而在日常

使用中被认为是耐用的。无论 DLP 技术还是多喷嘴成

技术 描述 材料 层厚度

FDM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熔融沉积成型 )

从喷嘴（推料器）喷出可熔化的合成材料，在打印平台

上逐层形成结构，同时这个平台逐层下降，为下层打印

做准备。

型蜡

热塑性材料 （聚乙烯、

聚丙烯、聚交酯、ABS ）

0.025-1.25mm,  
壁厚度 >0.2mm

DLP  (Digital Light Processing
数字光处理 )

类似于 SLT，作为光源的投影仪在一个操作中固化一层

材料。
光固化合成材料 0.025mm

Multijet Modeling （多喷嘴打

印成型） 或者 Solid Ground 
Curing （固基光敏液相法）

类似于喷墨打印机，带有多喷嘴的打印头逐层形成结构

（带有胶粘剂的基质材料），对于光敏聚合物通过 UV 光

逐层固化。

蜡，合成材料，石膏，

金属，玻璃
0.05mm

表 3：与牙科技工室相关的打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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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技术 (Multijet Modeling) 都最适合口腔正畸中的技工

室技术。后者还可以打印耐热材料，而且打印平台的尺

寸也较大。FDM 打印机（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

熔融沉积成型）也能提供很高的精度。很难预测的收缩

（聚乳酸约有 1% 的收缩）和所用材料缺乏的热稳定性 

（例如：ABS，聚乳酸）使得它们对于后续真空压膜技

术的应用受到限制。新技术开发也推动着工艺的迅速

发展。在患者口内的应用（例如： 垫／牙套或导板），

图 4a 至 f：
用去掉底座的工作模型 （a）进行

牙齿分隔 （b）。如此定义的牙冠

被关闭，进而作为单个对象被移

动 （c）。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可以

分析邻接点 （d） 和检查 接触情

况 （e）。现在，可以就这些参数根

据需要来移动单颗牙齿和组牙 （f）。
每当检测到限值，就有必要将这一

情况作为一个中间步骤进行标记，

并从这一点出发继续操作。特别是

在 Staging（分段）这一步，牙科

技师的经验在可能的牙齿移动的评

估上是必不可少的。

图 4a 图 4b

图 4c 图 4d

图 4e 图 4f

基于结构和完整的聚合反应，也仅有 DLP 和多喷嘴打

印成型设备可以被考虑。在 3D 打印技术中，适用于

患者口内的材料要能满足口腔材料医疗器械法的规定。

在表 4 中列出了目前在市场上可以购买到的打印设备。

所有这些设备都具备出色的打印质量，完全适合于制

作研究模型或者工作模型 。 
配备合适的印前软件（例如 netfabb Professional，

netfabb 公司，德国），现在可在打印空间内设置模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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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所选的用于技工领域的 3D 打印机概览及其应用范围。*

产品名 生产商 原则 使用范围 ** 精度
最小层

厚度
支撑材料

打印空间 (xyz)

单位： mm

Objet30 Dental Prime Stratasys Polyjet
技术

A, D, F, C 100μm 16μm 有， 水溶性的 300×200×100

Varseo BEGO DLP A, B, C, D, E, F, G 25μm 50μm 无，支撑 96×54×85

Perfactory DDP4 EnvisionTEC DLP A, B, C, D, E, F, G 15μm 25μm 无，支撑 115×72×180

020D DigitalWax DLP A, C, E, G 10μm 10-100μm 无，支撑 130×130×90

SHERAprint Eco 30 SHERA, Rapid Shape DLP A, C, D, E, F, G 20μm 10-50μm 无，支撑 110×62×80

*  不承担任何责任  
 ** A：模型； B：义齿基托；C：临时冠／桥；D：印模托盘；E：铸造支架（可燃尽）；F：种植导板；G： 垫

图 5c 图 5d

图 5a 图 5b

图 5a 至 d：
原则上，打印准备不依赖于过程或

者打印对象，而是具有一个特定的

顺序。在检查 （a）打印对象（最

小层厚度、发现薄弱区域、孔封闭

等）后，导出文件并输入到打印软

件（netfabb 4.7）内进行处理。这

样做的目的是，在打印空间内进行

排列 （b） 以便优化和可能地创建支

撑结构，并通过切片来定义打印

层 （c）。该文件被发送到打印机上

并进行打印 （d）。这种情况的打印

时间为 2 小时 24 分钟。

置（图 5）。打印空间通过打印板（x 轴和 y 轴）和能

够打印的物体高度（z 轴）来决定。打印对象附着在打

印板上，它可以被水平向或者垂直向设置。对于模型

的打印，通常不需要有支撑结构（Support）。在该步骤

中，打印对象可以被切割，也可以被广泛控制。最后

不仅可以打印出成组模型，也可以根据缩减的材料需

求打印中空模型。为了这一目的，需要创建一个新的

结构，其外壳（Shell）基于原始模型。它可以是一个

中空结构的内壳、一个内部打印（offset）或一个外部

打印（offset），也就是在原始模型内部的一个新的正确

定向的结构或者一个从外部包围原始模型的结构。壁

厚度决定了在原始模型外壁和新外壳之间的距离，棱

角向外变圆滑。为了之后能够采用真空压膜技术制作

正畸牙套，这个壁厚度应当至少达到 2-3mm。

打印模型附着在一个网格（Grid）上，形成 0.5mm
的间隔，经证明这是有利的，因为这样才能更容易

地与打印平台分离。否则，模型就会牢固地粘在打

印平台上，在分离时可能会造成破坏。此外，打印

模型底座的厚度也应该至少为 10mm，以免从打印平

台上取下模型的力度会在其薄弱位置（通常为前牙

区）造成断裂。通过在打印空间内对被打印对象的巧

妙排列，可以同时进行多个模型的有效打印。在垂

直排列模型时，必须要注意使远中部分成直线（图

5b）。此外，还要注意至少部分地保留最后一颗磨

牙，以便后面可以制作正畸牙套。或者，也可以在

设计平台上打印平放的模型。在随后的分层切割处

理（Slicing）中，将模型分层，并以打印文件的形式

发送到打印机上。在该操作步骤中，要按顺序检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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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结构，以确定是否存在个别层丢失的情况；必要时

可以调整打印对象或者在打印空间内改变它的方向 

（图 5c）。对于模型，建议设定的层厚度为 50μm。

在德国 Greifswald 大学口腔正畸门诊的技工室，

使用 SHERAprint Eco（SHERA，德国）制作模型。

该打印机采用了 DLP 原理，借助 LED 投影仪（HD 
1080×1920 像素）的 UV 光固化树脂。打印空间大小

为 110×62×85mm，按生产商说明精度可达 ±29μm（对

应于像素大小）。该设备拥有专利的力反馈系统，该

系统在高打印速度下也能确保高精度。打印速度可达

50mm/ 小时。SHERAprint-model 作为打印材料被使用。

打印后，所有打印对象均被置于放有乙醇（96% 体积比）

的超声机内清洗 2×6 分钟，然后在氮保护气（1.5Bar）
内，经两次 40000（次）照射（10 次每秒，200 瓦）在 

280-580nm 波长下再次固化（Otoflash G171， NK Optik，
德国）。

该设备打印出来的模型表面精确、高度细节再现

且具有高光洁度。需要手动处理的也仅仅是与打印平

台连接的部分。对每个打印件都要做严格的监测，并

检查在打印过程中是否存在不规则性。因此，无支撑

下打印不出来悬出的结构或者比例不真实是可能发生

的。除了目视检查，建议还要控制尺寸稳定性。为了

保持打印质量，要定期对打印机进行校准，这里不仅

包括材料固化（投影仪 / 激光的光强度）方面，还有相

应的尺寸精度。相关信息可在生产商处获得。要严格

按照规定储存打印材料，并且在每次应用前都要充分

混合。

由此制作的模型，无论是研究模型还是工作模型，

在各方面都能充分地满足相应要求 7。

在接下来的步骤中（图 6），某些情况下需要在模

型上对单颗牙齿做切割，但在真空压膜之前对所产生

的邻间隙一定要填补（Sil-Kitt，SCHEU-DENTAL，德

国）。

经过前面的操作阶段而打印出一系列模型后，现

在可以制作正畸牙套，以便能够逐步矫正错位牙齿。

通过真空压膜方法，可以按照生物和生物力学关系制

作出不同尺寸的正畸牙套。根据临床情况，牙套按

照牙龈缘走行制作或者保持几毫米的距离是有利的 

（图 7）。这种隐形矫正器的直接压力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但对此所必须的弹性材料（例如：formlabs 弹性树脂，

Formlabs，美国）是否能够在口内停留较长的时间还尚

未证实。

图 6a 至 d：
与打印平台分离后的打印模型（固

定在网格上）（a）。在这个示例中，

这个模型下颌前牙区厚度过低，由

于分离时操作不耐心而造成模型断

裂（b）。固化后并去除网格的一

组模型（c）。在这个示例中，为做

真空压膜而对模型做了适当的填补

处理（d）。 图 6a 图 6b

图 6c 图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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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总结

现阶段即使在小型牙科技工室，也能够通过目前

的设备、材料和软件解决方案，实现数字化的工作流

程。对于正畸而言，目前还只有很少的专用软件解决

方案。设计软件诸如 exocad（exocad， 德国）、3Shape 
dental system （3Shape，丹麦）或 Zirkonzahn.Modellier
（Zirkonzahn，意大利）更适合于修复方面。不过，上

文所述工作流程的基本方面，已经由示例中应用的软

件 OnyxCeph 3D Lab（Image Instruments，德国）所覆

盖。未来几年，在这一领域还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性

改变和新技术。原则上，每种类型的 3D 软件都要适合

于正畸矫治器的建模和处理（例如：ZBrush，Rhino3D 或
者 3DS Max）。从工业生产角度来看，利用机器人和抛

光机进行生产和后续处理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除了虚拟模型的处理以及触觉模型和工作模型的

制作以外，在将来，用于托槽间接粘接的定位辅助和

几乎所有的矫治器都可能在 CAD/CAM 工作流程中得

到实现 13。硬件组件经过长足的发展之后，下一步是协

调网络和优化工作流程。同样重要的是软件解决方案

的不断发展。所有系统从扫描仪到打印设备，都需要

经过培训和不断的进修，因为通过不断的完善，软件

和设备的功能也在不断地改进。可以预见，随着各组

件之间形成更好的连网以及伴随的更多培训，工作效

率会得到显著提高。基于这一出点还可预测，牙科技

师的职位描述和工作领域也势必会发生改变 8。但是对

于临床所需的高品质牙科工作而言，牙科技师在临床

方面的专业知识、创造力和手工技艺仍要保留。笔者

认为，这些新技术和软件工具可以被看作是那些弓丝

弯曲钳的扩展工具。

图 7：通过真空压膜技术在打印

模型上制作牙套（SCHEU 
BIOSTAR，SCHEU-DENTAL  
公司，德国）。图 7a 图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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