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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全口义齿的工作方案详解

图 1

图 1：上下颌已有缺陷的义齿。

文章编号：A09

无牙颌患者的治疗属于口腔修复中最困难的领域

之一，同时对牙科技术也是极大的考验。笔者将在本

文中介绍如何通过对传统排牙理念和现代美学人工牙

（VITAPAN PLUS，德国维他公司）的结合，来完成这

一高水准的挑战 , 其中也不乏很小的、却足以影响大局

的细节。读者将从中获得具有日常工作参考价值的宝

贵经验与技巧。

无牙颌或者牙齿大范围缺失的患者高度依赖义齿

恢复的功能。因此，为达到患者的长期满意度，必须

要有一个长期的、积极有效的口腔修复治疗。仅仅将

义齿的制作作为治疗的中心则只是短期的解决思路。

我们需要提高患者的就诊积极性，即便佩戴了全口义

齿后，也要定期随诊检查。

1. 术前情况

这位女性患者的病史具有很多的典型性情况。15
年前，患者的牙齿部分缺失，其上下颌由局部可摘义

齿修复，该修复具备了当时的口腔医学和口腔技术水

平，且得到了高度细节化的处理。因此，患者当时对

治疗非常满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口内情况的改

变，原本制作精良的义齿却越来越变得不合时宜。义

齿功能与美观性的显著丧失使患者不得不再次就诊。

患者在这段时间内辗转了多家牙科诊所，义齿也经过

了重衬、多次修复、因失牙而被扩展以及重新饰面 , 但

是情况却不断地恶化。曾经处于正中颌位且功能完美

的义齿，现在变成了带有缺陷的、非生理性的反颌关

系（图 1）。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无法继续正常使用义齿，

因此她又重新来到我们诊所。

患者的义齿不具备保留意义 , 她口腔内剩余的牙齿

也无法为新义齿提供足够稳定的支撑力，因此需要拔

除这些牙齿。再三斟酌之后，患者决定用新的粘膜支

持式义齿进行修复。当时患者年龄约 52 岁，仍做着全

职工作。患者希望得到外形美观自然、与五官面型协

调的义齿。

2. 治疗过程

2.1 功能性印模—初印模
初印模（功能性印模）的目的在于完整地记录

上下颌解剖形态。我们倾向于选择与口腔情况相适

应的 Gutowski 氏印模托盘。首先将 记录硅胶置于

Gutowski 氏印模托盘之上，使得托盘边缘不会触碰到

活动的黏膜组织。然后伴随各项功能性活动，用硅橡

胶（Detaseal funktion, Detax）取模。使用一种亲水性

的加聚硅橡胶做微调，可获得更高的印模精确度（R-Si-
Line, R-Dental）。我们使用铝蜡来进行上腭后方颤动线

的取模。

由初印模灌制的模型需要清晰地显示颤动线和至

移行黏膜皱襞的过渡区，以及上颌结节和舌下区域（图

2 和 3）。 描画出边界线并用手调硅橡胶封闭倒凹部位，

这样就可以制作功能性托盘（图 4）。通常，我们会利

用托盘的基托部分排牙，因此，我们使用一种强度较

弱但稳定性足够的材料（Formatray, Kerr）。

2.2 功能性印模—终印模
在口内检查托盘密合度后，在 16、26 和 13、23

以及 36、46 和 33、43 牙位分别放置一小块光固化材料，

用于在印模边缘做功能性整塑时作为压力点。建议：如

果将该光固化材料混入食物颜色，就可以有效与托盘

材料相区别。上颌功能性托盘将用一热塑性咬合记录

材料（GC-Bite Compound，GC Germany）在上腭隆突

处填充，然后用同样的材料整塑功能性边缘和颤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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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图 3

图 2 和 3：利用初印模灌制的石膏模型精确地再现了重要的解剖形态。

图 4

图 4：为上颌制作的功能性托盘。在之后的排牙中也可以作为基托使用。

图 5

图 5：含完整功能性边缘的上颌义齿承托区印模。

图 6

图 6：利用 Gutowski-Meyding 游标尺测量上颌前牙区 堤高度。

图 7

图 7：通过面弓转将上颌模型上 架。

将光固化材料块取下后，用 A 类硅橡胶为义齿承托区

取精确印模（图 5）。最后，用铝蜡优化颤动线。我们

用四型超硬石膏灌注功能性模型。

2.3 咬合记录
印模托盘被改为记录工具，在涂上粘结剂后 (Puma 

Soft, R-Dental) 将底部重衬。在制作 堤（光固化复合

材料）时，我们使用在前期准备阶段利用 Gutowski- 
Meyding 游标卡尺测量出的现有义齿的高度（图 6），

同时还考虑了义齿承托区的骨吸收量以及旧义齿的磨

损量。通过面弓转移使上颌 堤与瞳孔连线和鼻翼耳

屏连线平行，同时检查上颌义齿基托的密合度和吸附

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步骤。密合度是义齿今

后能否在口腔内稳定固位的一个关键标志。上颌模型

通过面弓转移上 架后，均衡 堤高度（图 7）。下颌

堤我们设计成屋脊型，以便于同上颌 堤之间稳定固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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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图 8：咬合关系确定前，在蜡堤上施加热塑性咬合记录材料。

图 9

图 9：在微调理想的前牙长度时可通过语音测试来辅助。

图 10

图 10：使用 VITAPAN PLUS（维他）在上颌前牙区排牙。

图 11

图 11：使用 VITAPAN PLUS（维他）在下颌前牙区排牙。

图 12

图 12：注塑前，在口内进行试戴。

在做咬合记录时，我们将热塑性记录材料置于上

颌 堤上，并在热水浴中使其变软（图 8）。在咬合记

录工具试戴时检查 堤的高度。在上颌前牙区，要注

意重建理想的前牙长度。语音测试能够帮助我们进行

再次微调（图 9）。为能达到在口内稳定的固位，在下

颌的基托上用热熔胶枪小范围地溶胶。真正的咬合记

录在闭颌情况下取得（正中关系）。下颌屋脊型 堤与

咬合记录材料间的稳定固位，可以使咬合板反复定位。

2.4 排牙与制作
第一步完成前牙区的排牙。在模型上 架后，一步

一步地用成品人工牙替换 堤（图 10 和 11）。我们使

用的是 Zahnlinie VITAPAN PLUS（维他）成品牙。该

人工牙的特点在于其表面结构逼真，外观自然。牙间

的三角区域相对封闭，因此具有很大的塑造空间。仅

通过个性化塑型义齿的牙龈，患者的外貌就发生了显

著变化。在进行口内试戴时，按照既定的规则和有效

的要素，检查所排前牙的情况。这当中包括牙齿的位置、

中线、唇线和咬合高度。当然也可有例外。患者的个

性化要求决定了是否需要对排牙进行一些修改。在该

病例中，患者希望对前牙的排列做一些个性化的调整。

从试戴中获得的信息将作为蜡型制作完成的基

础。在后牙区我们使用人工牙中的“全能选手”VITA 

LINGOFORM（维他）来进行排牙。无论以何种咬

合及排牙理念进行操作，牙齿均能使义齿达到理想

稳定的咬合。为保证最佳的稳固度，只将牙齿排列

到第一磨牙为止。再次试戴后，功能性与美观性的

满意度再次得到确认，这样就可以进行义齿的最终

制作（图 12）。通过注塑方法，将蜡基托转换成树脂

（megaCRYL，megadental）基托。通过这种方式，可

以确保保留义齿基托的个性化特征。再用特殊的材料

（Aesthetik Kaltpolymerisat, Candulor）修饰前牙区的色

彩。最后我们把精力投入到义齿牙龈的修整和最终的



Complete Denture
全口义齿

-38- 世界牙科技术 / 2017 年 7月

图 13 图 14

图 13： 完成的上颌义齿。牙齿外形逼真颜色鲜艳。义齿牙龈经过了个性化

的处理。

图 14：戴新义齿后的唇侧视图。功能性与美观性均符合预期目标。

图 15

图 15：口内视图。个性化制作的牙龈与自然逼真的人工牙和谐相称。

图 16

图 16： 上颌前牙的放大视图。真实的牙体形态、自然的表面结构以及逼真

的光线效果。

抛光上（图 13）。

2.5 再次上 架
制作完成的义齿在口内的密合度非常高。义齿戴

入稳定牢固。由于其材料学特性（聚合收缩效应）和

由此所造成的咬合不精确性，都使得再次上 架这一

步骤变得尤为重要。咬合面上的 干扰点可能是引起

疼痛的触压点，因此需要仔细的将它们清除。

3. 最终效果
义齿的美观性、功能性和密合度均无可挑剔。患

者十分满意地离开了诊所（图 14 和 15）。我们向患者

再次重申了按时随访的重要性。患者对人工牙的形态

及义齿的稳定性都十分满意和欣喜。我们还特别注意

到了前牙的色泽效果（图 16）。自然的表面纹理可以实

现精细的反射，简直与自然牙如出一辙、难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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