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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瓷和陶瓷类修复材料的
一个全新分类系统

文章编号：A06

引言

100 多年来，陶瓷一直是美学牙科的中坚力量。最

初使用的是以天然形式存在的长石质陶瓷，主要用于

制作甲冠、人工牙和局部修复体。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

中期 25，John McLean 引进氧化铝陶瓷后，硬度、美观

性和加工技术才开始不断地得到改进，使得今天的牙

医可以拥有数十种产品的选择。

由于存在如此多的可用产品数量和如此快的新产

品出现速度，使得今天在面对某一适应证时，陶瓷材

料的选择成为了一个复杂的决定过程。选择往往也很

少建立在对材料性质深入认识的基础之上。而是将选

择的标准，如技工室所需的合适的强度、透光性、加

工技术等，建立于制作该修复体的牙科技师的偏好和

产品的广告说明的基础之上。

用于口腔医学的陶瓷材料的分类系统，需要从多

重角度来考虑，特别是用于沟通和教学的目的。理想

情况下，一个陶瓷分类应该提供临床的相关信息，例

如：材料要用于哪个部位（前牙区还是后牙区）；用于

哪类修复体（烤瓷还是全瓷修复体；短跨度还是长跨

度修复体）以及采用何种粘接形式（酸蚀粘接还是传

统粘接）。在过去，已经提出过几种不同的分类系统，

它们的出发点是临床适应证、组成、可酸蚀性、处理

技术、烧结温度、微结构、透明度、断裂韧性和材料

的对对 牙的磨耗程度 4, 15, 16, 28, 34。然而，这些分类往

往都模糊不清或者不准确，而且也很难将新的修复材

料纳入系统内。

在正确方向上符合逻辑的分类是根据陶瓷材料的

组成来划分，因为这样可以达到理想的结果，重要的

是，牙科技师和牙医要知道他们所使用陶瓷的组成成

分。但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努力被证明还是过于笼

统或不切实际 13, 24, 23, 37。

Kelly 和 Benetti17（这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系统）

陶瓷分类主要根据，例如玻璃含量，来区分。它们可

以概括如下：

• 主要含玻璃材料

• 颗粒型玻璃填料

• 不含玻璃成分的多晶陶瓷。

如果按照玻璃含量分类会造成混淆，因为玻璃相

的比例会将陶瓷要么归类为主要含玻璃类，或者颗粒

填充的玻璃类，但这很难准确量化。此外，该分类会

目前市场上的陶瓷材料种类繁多，分类模糊。在针对某一适应证时，口腔医生往往难以
作出选择，经常需要牙科技师的帮助。因此，牙科技师对材料特性的深入了解就变得异常重
要。本文在纳入新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为清晰的全新分类系统。

推荐文章

在考虑到新材料类别的情况下，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陶瓷和陶瓷类修复材料分类的

系统。这种新的分类系统将陶瓷修复材料分为三类：

（1）玻璃基陶瓷

（2）多晶陶瓷

（3）合成材料基陶瓷

此外，还概述了由制造商提供的不同材料的临床适应证以及不同的制作方法，以及

它们是作为基底架材料还是单层全解剖修复方案被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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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有这样的想法：制作完成的修复体的美观性和强

度与玻璃含量之间有关。通常我们都认为，以玻璃含

量为主的陶瓷可以达到高度的美观性，而多晶陶瓷则

提供明显较差的美学效果且只应作为制作基底架的材

料。此外，陶瓷组成和材料适应证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在多晶陶瓷微观结构上的新发展使这一概念得到

质疑。现在，这类材料的美观性相对没有问题了，因为

出现了具有较高透光性的氧化锆陶瓷和更不透明的玻璃

陶瓷。因此，氧化锆不再只是像早期建议的那样 26, 31，

仅作为饰面修复体的基底架材料，它的半透明美观类型

可以用于制作全解剖式的单层材料修复体 13, 14。

这同样适用于一些颗粒填充的玻璃陶瓷。过去，

仅将其作为基底架材料来使用，现在逐渐也被普遍用

作单层修复体材料，而且通过这类材料可以达到一个

很高的美学水平（例如硅酸锂陶瓷）。出于这些原因，

试图根据应用和适应证进行材料分类会比较混乱。此

外，Kelly-Benetti 分类忽略了在工业陶瓷技术中的一

个根本发展：材料的生产已经从天然存在的成分（长

石）转移到合成（生产）的陶瓷。其结果是，材料可

以更好地达到标准化和获得质量控制。牙医和牙科技

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此加以区分，因为合成材料提供了

更大程度上的均匀性和同样良好的性能。最后，现有

的陶瓷分类不包含树脂基材料和陶瓷填料含量高的材

牙科陶瓷和陶瓷类材料

玻璃基陶瓷

多晶陶瓷

合成材料基陶瓷

氧化锆

稳定型氧化锆

氧化锆增强型氧化铝

氧化铝增强型氧化锆

长石

合成

玻璃渗透

纳米树脂陶瓷

合成材料基质的玻璃陶瓷

合成材料基质的氧化锆硅酸盐陶瓷

白榴石

硅酸锂及衍生物

氟磷灰石

氧化铝

氧化铝和镁

氧化铝和氧化锆

图 1：这里所提出的全瓷和陶瓷类材料分类系统概述。

料，而目前多个厂家都能提供这些材料，并且也推荐

将它们作为各种临床适应证的美学替代方案。如同

下面所介绍的，最近美国牙医协会（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  ADA）编码将这些材料也归类为“陶瓷”，

因为它们表现出类似陶瓷的性质。因此，在陶瓷分类

中不应该忽视这些材料的存在 3, 10。

基于上述这些方面的考虑，本文作者提出了一种

新的分类方法，在该方法中参考修复陶瓷材料的具体

特征，并遵循它们的组成成分将修复性陶瓷材料分为

三类（图 1）：
• 基质玻璃陶瓷：非金属的、含玻璃相的无机陶瓷

材料，

• 多晶陶瓷：非金属的、不含玻璃相的无机陶瓷材料，

• 合成材料基质陶瓷：聚合物基质，在其中主要嵌入

了无机的、不敏感的组分，如玻璃、陶瓷和玻璃

陶瓷。

玻璃基陶瓷类被进一步分成三个亚类：天然存在的

长石陶瓷、合成陶瓷和玻璃渗透陶瓷。多晶陶瓷被分

成四个亚类：氧化铝、部分稳定型氧化锆、氧化锆增强

型氧化铝和氧化铝增强型氧化锆。第三类合成材料基

质陶瓷根据材料的组成被划分。下面将根据上述分类

对给出的建议分类进行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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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修复材料的分类

玻璃基陶瓷

• 长 石（ 例 如：IPS Empress Esthetic、 IPS Empress 
CAD、IPS Classic， 义 获 嘉 伟 瓦 登 特；Vitadur、
VITA VMK 68、Vitablocs，维他）

这组传统陶瓷基于一种三元材料系统，该系统由

粘土或高岭土（水合硅酸铝）、石英（氧化硅）和天然

长石（一种碳酸钾和硅酸铝钠混合物）组成。钾长石

（K2Al2Si6O16）形成白榴石晶体（结晶相），根据组成不

同，不仅提高了修复体的强度，还可以作为金属基底

架的饰瓷材料（热膨胀系数是基底架材料的 10% 或者

略低于基底架）4, 28, 34。这类材料仍然可以为金属合金基

底架或者瓷基底架饰瓷，并且也可以作为美学修复体

通过酸蚀粘接技术被应用。

• 合成的：

- 白榴石基（例：IPS d.Sign，义获嘉伟瓦登特；

VITA VM7、VM9、VM13，维他； Noritake EX-3、
Cerabien、Cerabien ZR，Noritake）；

- 硅 酸 锂 及 衍 生 物（ 例 如：3G HS、Pentron 
Ceramics， 美 国 Orange 公 司； IPS e.max CAD、

IPS e.max Press， 义 获 嘉 伟 瓦 登 特；Obsidian，
Glidewell Laboratories， 美 国； Suprinity， 维 他；

Celtra Duo，DeguDent，德国）；

- 氟磷灰石基（例如：IPS e.max Ceram、ZirPress，
义获嘉伟瓦登特）

为了使原料和它们不同的组成成分能够不依赖于

其天然来源，陶瓷工业开始转向使用合成材料。其中

的确切组分会因制造商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共同的部

分包括二氧化硅（SiO2）、氧化钾（K2O），氧化钠（Na2O）

和氧化铝（Al2O3）。此外，它们的玻璃相还含有白榴

石及磷灰石晶体，目的是能够与金属的热膨胀兼容，

同时提高强度。为了能够被作为全瓷基底架的饰瓷材

料使用，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改良，使它们的热膨胀系

数能够与相应的基底架材料相匹配（例如 VITA VM7
和 Cerabien 用于多晶氧化铝和玻璃渗透陶瓷；VM9、
Cerabien ZR 和 IPS e.max 用于多晶氧化锆）。

长石陶瓷可用作基底架材料，因为其通过结晶相

而得到增强，并且具有更好的机械性能。它们由二氧

化硅（SiO2 63%）、氧化铝（Al2O3 17%）、氧化钾（K2O 
11.2%）、氧化钠（Na2O 4.6%）、氧化铈（CeO2，1.6%）、

三氧化二硼（B2O3）、氧化钙（CaO）、氧化钡（BaO）、

二氧化钛（TiO2，<1%）（如：IPS Empress）或者约

70% 的硅酸锂（例如：IPS Empress 2：SiO2 [57-80%]、 

Al2O3 [0-5%]、氧化镧 [La2O3， 0， 1-6%]、氧化镁 [MgO，

0-5%]、氧化锌 [ZnO； 0-8%]、K2O［0-13%]、氧化锂

［Li2O； 11-19%]、五氧化二磷［P2O5， 0-11%］）组成。

随着硅酸锂系统的进一步发展（SiO2-Li2O-K2O-ZnO-
P2O5-Al2O3-［氧化锆］ZrO2；IPS e.max 用压铸或者

CAD/CAM 技术加工修复体），这种材料显示出了更好

的机械性能，因此适合于制作嵌体、高嵌体、冠修复

体和前牙区的三单位固定桥。因该专利权最近已到期，

所以现在其他制造商也可以提供这种材料的其它类型

（例如：Jeneric Pentron 的 3G HS，德国）。此外，还出

现了富含氧化锆的硅酸锂（Li2O3Si-）增强型陶瓷（例

如：Suprinity、Celtra Duo，其组成成分有［重量比］：

SiO2［56-64%］、Li2O［15-21%］、K2O［1-4 %］、P2O5

［3-8%］、 Al2O3［1-4%］、ZrO2［8-12%］ 和 CeO2［0-4%］）。

• 玻璃渗透：

- 氧化铝 （例如 In-Ceram Alumina，维他）；

- 氧化铝和镁（例如 In-Ceram Spinell，维他）；

- 氧化铝和氧化锆（例如 In-Ceram Zirconia，维他）。

1989 年，出现了第一种玻璃渗透材料—In-Ceram 
Alumina，它是通过粉浆浇注法制成：密集填充的氧化

铝浆液经烧结而变成一个耐高温体，然后形成一个由

氧化铝颗粒形成的多孔骨架结构，再由镧玻璃渗透并

再次烧结，以填充该多孔结构并提高强度。氧化铝颗

粒具有三种不同的尺寸：大而长的晶粒（10-12μm 长

和 2.5-4μm 宽）、刻面颗粒（1-4μm 直径）和直径小

于 1μm的圆形颗粒。由于该材料不透明，因此需要进

行饰瓷。根据制造商说明其组分包括：Al2O3（82%）、 
La2O3（12%）、SiO2（4.5%）、CaO（0.8%）以及其它

氧化物（0.7%）。于 1994 年推出的 In-Ceram Spinell 以
类似的方法制成，其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合成方法制成

的尖晶石核（MgAl2O3）由玻璃进行渗透。In-Ceram 
Zirconia 是由 In-Ceram Alumina 改良而成，在氧化铝

浆料内加入了部分稳定的氧化锆，以增加陶瓷的强

度。根据制造商说明，其组成成分包括：Al2O3（62%）、 
ZrO2（20%）、 La2O3（12%）、SiO2（4.5%）、 CaO（0.8%）

以及其它氧化物（0.7%）。 

多晶陶瓷

细粒晶体结构是被归纳在多晶类陶瓷的主要特征，

该结构可提供强度和断裂韧性，但往往也伴随着低透

明度。此外，因为缺乏玻璃相而使这种多晶陶瓷不易

被氢氟酸酸蚀，而且在较高温度下需要更长的酸蚀时

间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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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化 铝（ 例 如：Procera AllCeram， 诺 保 科；

In-Ceram AL，维他）

这种材料由高纯度 Al2O3（至 99.5%）组成。该

类陶瓷作为基底架材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诺保科

（Nobel Biocare）首次引入到 CAD/CAM 技术中来。这

种材料具有非常高的硬度（17-20GPa）和较高的强度。

其弹性模量（E=300GPa）15 是所有牙科用陶瓷中最高的，

因此易引起基底架的整体断裂 20, 36。这种基底架折断的

倾向通过引入改进机械性能的材料，如发生在稳定氧

化锆上的形变硬化，而使氧化铝又重新被应用于牙科

修复中类。

• 稳定（型）氧化锆（例如 Nobel Procera Zirconia， 
诺保科；Lava/Lava Plus， 3M ESPE；In-Ceram YZ， 
维 他；Zirkon， DCS， 瑞 士；Katana Zirconia ML， 
Noritake； Cercon ht， DeguDent；Prettau Zirconia， 
Zirkonzahn， 意大利；IPS e.max ZirCAD， 义获嘉伟

瓦登特；Zenostar， 威兰德 )
纯氧化锆存在三种同素异形体：单斜晶（稳定至

1170℃）；四方（1170 至 2370℃ 之间）和立方（高

于 2370℃）晶体 11, 14。从四方到单斜晶的变化伴随

着剪切应变和体积的大大（4%）增加。这种体积的

增长可以关闭裂缝，从而显著提高了材料的断裂韧

性。为了使形变硬化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四方或立方

形改变必须能在室温下稳定，这可以通过在纯氧化锆

中添加其它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钇、氧化镁、氧化钙

和氧化铈来实现。这些氧化物稳定全部或者部分地稳

定前述两种变形 29。因此建议，根据其微观结构，将

氧化锆陶瓷分类为完全稳定型氧化锆（fully stabilized 
zirconia，FSZ）、部分稳定型氧化锆（partly stabilized 
zirconia，PSZ）和四方多晶氧化锆（tetragonal zirconia 
polycrystal，TZP）。FSZ 氧化锆为立方形，包含大于 6
摩尔 % 的氧化钇（Y2O3）。PSZ 由四方或单斜晶的纳米

粒子组成在一个立方形的矩阵内。而TZP是单层（单体）

材料，主要由四方晶粒子构成，大部分通过氧化钇或

氧化铈来稳定变形 7。所有牙科氧化锆属于 TZP 类型，

大部分为 Y-TZP，因为这种形式在铣削和烧结后显示

出最大的强度和断裂韧性。

在过去，氧化锆一直被作为修复体的基底架材料，

然后进行饰瓷，但它也可以用于制作单层（全锆）修

复体。此外，还可提供均匀的单色氧化锆，在必要时

也可以渗透染色。现在的趋势是使用多色（或者混合

色）的 CAD/CAM 瓷块和瓷圆盘，它们可以模拟从牙

本质色到牙釉质色的渐变（例如：Katana Zirconia ML，
Kuraray）。此外，现在的氧化锆材料也比以往更加透光

（例如：Lava Plus、Cercon ht、NexxZr T、Zenostar Full 
Contour Zirconia 和 Zirlux FC2）。

• 氧化锆增强型氧化铝和氧化铝增强型氧化锆

由于氧化锆在四方晶相时通常保持部分稳定，且

氧化铝具有适度的断裂韧性，因此目前的趋势是发展

氧化铝－氧化锆复合材料及氧化锆－氧化铝复合材料

的趋势（氧化锆增强型氧化铝或者氧化铝增强型氧化

锆），其结构处于微米或纳米范围，这类材料被建议

塑性联合应用 6, 32（复合材料是指两个或更多不同相的

组成，这里是指氧化铝和氧化锆）1。1976 年，克劳森

（Clausen）首次通过加入非稳定的氧化锆来提高氧化铝

的断裂韧性，基于裂纹前端和第二相之间的相互作用，

并结合裂纹前端与氧化锆相变过程中（正方晶 / 单斜晶）

形成的微裂纹之间的交互作用 1, 8。在这类复合材料中

氧化锆和氧化铝的比例可定制，并且根据需要或者通

过生产商的处理而改变。

出于分类目的，作者认为，氧化锆增强型氧化铝

应含有 >50wt%（wt 重量比）的氧化铝；相反，氧化

铝增强型氧化锆含有 >50wt% 的氧化锆；例如，氧化

铝增强型氧化锆的组成成分包括：67.9wt% 的 ZrO2，

21.5wt% 的 Al2O3，10.6wt% 的 CeO2，0.06wt% 的

MgO，0.03wt% 的 TiO2（Panasonic NANOZR）。 最 新

的技术采用烧结前在氧化铝微粒上加入氧化锆纳米粒

子 18, 27。相比Y-TZP复合材料的优点具有耐低温分解性，

以及更高的强度和断裂韧性 5, 40 和循环荷载下高出 2 倍

以上的疲劳强度 39。

近期的材料发展是渐变氧化铝和渐变氧化锆。它

们是多晶材料的变体，其中氧化铝或氧化锆基质表面

被玻璃渗透。这种通过渗透产生的材料系统，由于其

耐损伤能力更强，并且具有更高的美学性，因而带来

更好的临床表现 44。渐变的结构包括一种材料组合（低

刚性的玻璃渗透在一个高刚性核上），其组成在边界层

上（例如：基底架与饰瓷面和 / 或与基底架内表面之间）

逐渐变化。一组研究 41-43 显示，氧化锆用具有相似热

膨胀系数的硅酸盐玻璃渗透。通过一个 120μm厚的中

间层，玻璃含量从 100% 变化至 0%21, 41-43。虽然在渗透

和不渗透样本之间的韧性差别不大，但渗透棒上下端的

断裂载荷比同样尺寸的非渗透棒高出了几乎两倍。有趣

的是，在薄样品中，渐变结构的相对效果更大 21, 42。通

过降低表面层的弹性模量，在较硬材料的样品中，大

部分应力被引导离开所述表面的下方。在内表面这种

应力转移可以减少裂纹的产生，并降低氧化铝和氧化

锆的疲劳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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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变结构取代了清晰的界面，如在制作传统的需要

饰面的基底架时，降低了层之间发生分层的风险 2, 42。此

外，玻璃被密封在氧化锆的表面，因此阻止了水的吸收，

并进而限制了水热分解 42。这个概念可以实现很多充满

希望的新方式，也就是说，可以制作出具有良好的力

学性能和美学效果的更薄的修复体。

在组成成分上，无论复合材料与多晶陶瓷有多大

的不同，将来被划分到这一类别中的材料都应该满足

缺少玻璃相的前提条件。

合成材料基陶瓷

该类别包括被高度填充了陶瓷颗粒的有机基质材

料。如果陶瓷的传统定义仍适用：“非金属无机材料通

常在高温下被烧结，以得到所期望的特性”2, 9，则有

机基质的存在理论上可能会使合成材料基质陶瓷从作

者提出的分类中被排除。因为在 2013 年版牙科程序和

命名 ADA 编码 3（ADA Code on Dental Procedures and 
Nomenclature）中，将术语“陶瓷”定义为“被压铸、

烧结、抛光或者铣削的材料，它们主要含有耐熔的无

机组分如玻璃、陶瓷和玻璃陶”，因此在本章节中所介

绍的合成材料基质陶瓷应该被包括在这里，该类材料

主要（>50wt%）由耐熔的无机成分组成，而不依赖于

同样存在的、较少主导的有机相（聚合物）。对于这类

材料，生产商给出了宽范的牙科适应证范围。针对先

前的 ADA 编码版本（2012），这种新观点发生了显著

改变，“陶瓷”被定义为 : 非金属的、无合成材料的

耐熔无机组分，它包括玻璃和玻璃陶瓷，并在高温下

（600℃/1112°F及以上）被处理和压铸、抛光或者铣削。 
不管对定义有多少争论，在开发合成材料基质陶

瓷上制造商的意图是：（1）创造一种材料，其弹性模量

比传统陶瓷更接近牙本质，（2）开发出一种材料，它

比玻璃基质陶瓷（例如硅酸锂家族的合成陶瓷）或者

多晶陶瓷更易于铣削和打磨 , 以及（3）简化修理或用

复合材料调整。

合成材料基质陶瓷具有非常不同的组成，但都专

为 CAD/CAM 加工而开发。目前，合成材料基质陶瓷

可以根据它们的无机成分，如下面所总结的那样被分

成不同的亚类。

• 合成材料纳米陶瓷（例如 Lava Ultimate，3M ESPE）
该材料由约 80wt% 的陶瓷纳米颗粒增强的高度聚

合的树脂基质组成。这种由离散的二氧化硅纳米粒子

（20 纳米直径）、氧化锆纳米粒子（直径 4-11 纳米）和

硅酸锆纳米簇（相联的纳米颗粒聚集体）形成的特殊

组合，降低了填料颗粒之间的间隙空间，从而具有了

高填料含量（3M ESPE 的信息）。

• 玻璃陶瓷结合在一个通透的合成材料基质上（例

如 Enamic，维他）

该材料由双重网状结构组成：长石陶瓷网状结构

（86% 重量比，75% 体积比）和聚合物网状结构（14%
重量比，25% 体积比）。陶瓷成分的确切组成是 58-
63% 的 SiO2，20-23% 的 Al2O3，9-11% 的 Na2O，4-6% 
K2O，0.5-2% B2O3，和小于 1% 的 ZrO2 和 CaO。聚合

物网由氨基甲酸酯（UDMA）和三丙烯酸酯（TEGDMA）

构成。制造商本身使用的名称是混合陶瓷。

• 氧化锆－硅酸盐－陶瓷结合在一个通透的合成材

料基质上

由不同的有机基质成分和不同重量比的陶瓷组成

成分特别定制构成，如硅酸盐粉末、氧化锆－硅酸盐、

UDMA、TEGMA、硅酸盐微海绵、染料（Shofu Block 
HC，日本松风），其中这些物质的无机成分多于 60%
的重量比。另一个例子是一种复合树脂，它由 85% 的

超细氧化锆－硅酸盐－陶瓷颗粒（球形，0.6μm）嵌

入在一个由双酚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双 GMA）、

TEGDMA 以及一个获得专利的三元引发剂系统组成的

聚合物基质中而形成（MZ100 Block， Paradigm MZ100 
Blocks， 3M ESPE）。

最有可能的是，在将来为美学修复引入的更多的

新材料将被归类在合成材料基陶瓷类中。 

讨论

近几十年来，应用于口腔方面的全瓷以及陶瓷类

材料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呈现出迅猛增长的态势。市场

上涌现出大量的种类繁多的产品，而产品的名称却几

乎无法提供其特性和正确的使用方法。对产品分类可

以帮助牙科医生和技师了解产品之间的区别，以便能

够对产品进行有效的选择。基于材料特性 15（如强度、

断裂韧性和硬度）的产品分类系统，可以显示如何以

及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哪种材料（基底架或饰面，以及

前牙或者后牙区的冠或者桥修复），但通常情况下制造

商会提供其材料的适应证。但另一方面，按照透明度

进行分类也会给牙医造成混乱。例如多晶陶瓷既可以

作为基底架材料使用，也可以凭借其美学特性用于制

作全解剖式修复体。总之，还无法根据材料的临床表

现对其进行分类，因为临床上尚不能提供长期有效的

临床数据和研究。

在本文我们推荐使用的陶瓷材料分类系统，其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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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基于材料化学成分的不同阶段。通过这种方法，

全瓷和陶瓷类材料的整个家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传

统上，陶瓷材料根据其具有（玻璃基陶瓷）或缺少（多

晶陶瓷）玻璃基质相而被分成两大类。而有机基质材

料又属于一个全新的类别：合成材料基质陶瓷。这种分

类的简化对专业上的沟通以及教学都会有帮助。

用这些材料制作修复体可以采用以下的一种或者

多种方法：

• 在耐火代型、铂箔膜（长石陶瓷）或者氧化锆基

底架（氟磷灰石基陶瓷）上手动分层堆瓷

• 瓷块热压铸成型（例如硅酸锂）

• 注浆成型（例如玻璃渗透氧化铝）

• CAD/CAM 铣削瓷块和瓷盘（例如稳定型氧化锆、

硅酸锂）

修复材料的选择受到多个美学相关因素的影响。

例如基台颜色和天然牙的透明度，这些在修复过程中

都要模拟和重建出来。因此，牙医和牙科技师必须作

出决定，是否需要使用特定的材料制作基底架，然后

用另外的陶瓷材料进行饰瓷；或者 ( 仅仅 ) 制作单层材

料的全解剖式修复体，大多数再在表面进行染色。表 1
中列出了所有材料的可能使用方法。

全瓷或陶瓷类材料是否可酸蚀处理对于牙医来说

也是一个重要信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反应修复

体的固位力：使用传统的粘结剂（玻璃离子、合成材料

临床适应证

加工

基底（G）

单层（M）

贴面（V）

可酸

蚀
贴面 部分冠

全瓷冠

前牙（F）
后牙（S）

桥修复体 种植体基台

1. 玻璃基陶瓷

1.1 长石陶瓷
耐火模型／代型 , 
铂箔膜 , 压铸

M/V 是 ü

1.2 合成陶瓷

a. 白榴石基 压铸或者 CAD/CAM G/M 是 ü ü ü（F）

b. 硅酸锂及衍生物 压铸或者 CAD/CAM G/M 是 ü ü ü（F/S）
三单位到 

第二前磨牙

c. 氟磷灰石 * 压铸或者分层堆塑 V 是 － － － － －

1.3 玻璃渗透陶瓷

a. 氧化铝
CAD/CAM 或者 

注浆成型
G 是 ü（F/S） 三单位前牙

b. 氧化铝和镁
CAD/CAM 或者 

注浆成型
G 是 ü（F）

c. 氧化铝和氧化锆
CAD/CAM 或者 

注浆成型
G 是 ü（F/S）

三单位 

后牙区域

2. 多晶陶瓷

2.1 氧化铝 CAD/CAM G 否 ü ü（F/S） ü
2.2 稳定型氧化锆 CAD/CAM G/M 否 ü ü（F/S） ü ü
2.3 氧化锆增强型氧化铝和

   氧化铝增强型氧化锆
CAD/CAM G/M 否 ü ü（F/S） ü ü

3. 合成材料基陶瓷

3.1 合成材料纳米陶瓷 CAD/CAM M 否 ü ü ü（F/S）
3.2 玻璃陶瓷结合在聚合物 

   网状结构内
CAD/CAM M 是 ü ü ü（F/S）

3.3 氧化锆结合在聚合物 

   网状结构内
CAD/CAM M 否 ü ü ü（F/S）

* 氟磷灰石基陶瓷被用于金属或者氧化锆基底架的饰瓷材料。 

表 1：全瓷和陶瓷类修复材料分类以及加工方法、应用类型、酸蚀粘接中可否酸蚀和制造商提供的适应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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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型玻璃离子或者甚至是磷酸锌水门汀）或者复合

树脂水门汀。Gehrt 等人 12 为全瓷冠的酸蚀粘接定义了

准确的适应证。其中主要包括：预备体高度小于 4mm，

基牙预备体的聚合度大于 10°。在其他情况下，更倾向

于使用常规的或合成材料改良型玻璃离子。在一个由

Gehrt 等人 12 所做的 9 年前瞻性临床研究中得出的结论

是，硅酸锂陶瓷冠修复失败和发生并发症的几率大小，

并不取决于是采用了酸蚀粘接还是使用了传统的固位

方法。当然，研究中对每种操作采用的单冠样本小于

80 个，对粘接技术的深入研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临床

比较试验。

要在粘接后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复合连接需要一

个先决条件，也就是对瓷修复体的组织面和牙齿表面

都要进行充分的酸蚀。氢氟酸酸蚀改变了玻璃基陶瓷

修复体表面的形貌，形成了非常有效的微固位，从而

通过复合材料粘结剂获得可靠的固位。此外，通过酸

蚀可消除颗粒填充的玻璃陶瓷表面的缺损，这些缺损

大都由打磨或者喷砂所形成，并且在修复体的组织面

（内表面）形成一薄而清晰的渐变层。在特定的浓度、

温度和作用时间（例如 9.5%，25℃，1 个小时）下进

行氢氟酸酸蚀，可以改变牙科氧化锆的表面结构，从

而使其从四方变化成单斜晶形式 38。表面形貌上的改变

是否对粘接的强度以及断裂韧性产生影响还需要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在本文分类中列出的材料酸蚀的信息

严格遵守当前制造商的建议（见表 1）。遗憾的是，对

于合成材料基陶瓷类还缺乏酸蚀信息，因为大多数厂

家没有明确说明，是否这些材料也需要进行酸蚀处理。

最后应该了解制造商对他们材料临床适应证的建

议。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制造商遵守一个更加谨慎和

安全的原则 。例如不推荐用硅酸锂陶瓷制作单翼或者

双翼粘接桥，尽管这种使用方法在很多文献中都被记

录 19, 30, 33, 35。表 1 中再次列出了厂商提供的临床适应证

数据。虽然作者已将合成材料基陶瓷纳入其分类中，

但是在还没有一个长期的研究对临床表现做出验证的

前提下，对制作商在使用方法上的建议还需要持保留

态度。

总结

在本文所介绍的分类中将全瓷和陶瓷类材料分为

三大类：

• 玻璃基陶瓷

• 多晶陶瓷

• 合成材料基陶瓷

该系统可以对近期推出的陶瓷修复材料进行精确

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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