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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渗漏关系密切，二者都是用来评价修复体质量

据可能偏小于粘接后的测量数据。定量法包括显

的检测判定方法，一般来说，边缘封闭性能好，
则抗微渗漏性能优越。

微镜、印模、片切、Micro-CT技术法等，根据操
作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定量

评价固定修复体适合性的方法可分为定性/半
定量和定量法。定性/半定量法包括临床探查、肉

法可以提供具体的数值，且能很好地模拟临床，
但所需设备及技术较高，操作相对繁琐，且有的

眼观察、fit checker、咬合纸/指示剂检查、医用放
大镜观察等，这种方法主要运用于临床实践中，

方法不适于临床口内测量，目前较多用于科学研
究。本文对文献中各种适合性评价方法进行综

常用于修复体粘接前的初步判断，但其提供的数

述，并汇集如表1。

表  1   固定修复体适合性的评价方法
Tab 1 Evaluation methods of adaptation for fixed prosthesis
评价方法

定性/定量

口内/外

精度范围

观察部位

主要用途

临床探查/肉眼观察法

定性

口内/外

80 μm以上

边缘

修复体粘接后检测

显微镜直接测量法

定量

口外

微米级别

边缘

技工室、修复体制作不同时期观察

印模技术法

定量

口内/外

微米级别

边缘和内部

单/全冠、固定桥、嵌体及种植体上部结构

片切法

定量

口外

微米级别

边缘和内部

实验室科学研究

Micro-CT法

定量

口外

纳米级别

边缘和内部

全瓷修复体

1   临床探查和肉眼直观法
该方法为临床上最为常用的定性/半定量的评
价方法，简单方便，无需特殊设备（亦可使用辅
助设备如医用放大镜、咬合纸、fit checker、高点
指示剂等），不破坏修复体和基牙，适合修复体
的就位、试戴、粘接以及长期随访检查。如有学
者2009年就曾运用该法观察3~4单位氧化锆固定桥
4年的边缘适合性的临床结果。检查工具为探针，
评价标准常采用美国公共健康协会的修正标准，
该标准临床操作容易，设备要求简单，可分为3
级。A级：不卡探针，修复体与基牙间隙小；B
级：卡探针，但牙体或内冠未暴露；C级：探针进
入间隙，并可探及牙体。但临床所用探针尖端的
大小一般为80 μm以上。有学者报道：小于80 μm
的缝隙探针难以探及，无法鉴定大于此直径的边
缘缝隙，且依靠肉眼观察，容易受检查者经验、
视力和光线等因素影响，精确度低，无具体的量
化数据，不同研究之间的结果缺乏统一性，说服
力不足。另外，该方法只能评价边缘处的适合性
情况，难以检查修复体内部的适合性。
2 显微镜直接测量法
该法是将修复体体外就位于实验代型上，通

过显微镜直接测量，或拍照后测量修复体边缘浮
出量来判断边缘适合性情况。目前，常用的显微
镜有体视显微镜，还有其他如移测显微镜、摄像
显微镜及扫描电子显微镜。一些学者使用体视显
微镜测量Procera系统制作的氧化铝内冠的边缘浮
出量，结果显示：冠的适合性佳，且粘接后也不
会导致边缘适合性下降。Gwinner等[3]在光学显微
镜下研究不同肩台设计的金合金内冠边缘适合
性，结果冠的适合性令人满意。翁蓓军等[1]运用体
视显微镜下观察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
造（computer aided design and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CAD/CAM）全瓷冠与激光熔覆烤
瓷冠边缘的适合性，结果显示：制作的全冠适合
性均在临床可接受的范围内。Azar等[4]用扫描电子
显微镜研究牙体不同预备深度的氧化锆全瓷冠边
缘适合性，结果显示：预备深度的不同可导致适
合性的差异。Chandrashekar等[5]也曾用扫描电子显
微镜测量直角肩台的氧化锆内冠和镍铬合金烤瓷
牙内冠的边缘间隙。但扫描电子显微镜因存在观
察整个修复体边缘操作复杂、费用昂贵、难以推
广等原因而极少使用。体视显微镜价格相对便
宜、不破坏模型、方法简单、操作简便，适合技
工室甚至临床修复体制作和完成不同时期的观察
测量。该法的缺点是体外观察，脱离临床，再者
因修复体反复试戴也容易造成代型磨损，缺乏一
致性观察，也得不到内部适合性的具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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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模技术法

4   片切法

印模技术法是将印模材料（通常是轻型硅橡
胶，该材料表面清晰度良好，尺寸稳定性优异，

片切法由Mumford提出，而后广泛应用于体
外实验研究中 [19-20]。该方法先将修复体粘接于代

脱模不易变形）注入内冠中，完全就位且待硅橡
胶凝固后，将修复体取下，并完整取下内冠中的

型上，之后用环氧树脂包埋试件，根据需要选择
不同的位点和方向（一般是颊舌、近远中向）进

硅橡胶薄膜，此薄膜厚度即代表修复体和基牙之
间的间隙大小[6-8]。这种方法又根据测量薄膜方法

行多次片切，切面高度抛光后，将切面置于显微
镜下测量粘接剂的厚度，以此分析修复体的适合

的差异而分为不同方法，例如有些学者利用硅橡
胶印模结合PS软件对修复体的适合性进行研究，

性情况。Han等[20]使用片切法研究机械切削和铸造
钛合金冠的边缘和内部适合性，选择不同的方向

而有些学者将硅橡胶印模固定片切后直接置于显
微镜下测量分析。Reich等 [9]运用印模材料模拟研

进行片切抛光，然后运用三维测量显微镜和扫描
电子显微镜测量粘接剂的厚度，证明了该法的可

究椅旁CAD/CAM二硅酸锂牙冠（e.max CAD
LT）粘接剂的厚度，结果显示：该技术最大的优

适合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印模技术法是高精
度和高可靠度的方法。Tamac等[11]采用印模技术法
研究CAD/CAM、激光烧结、铸造全冠，结果显
示：硅橡胶印模技术法是一种允许在粘接前使用
的测量方法，而且已被认为是间接测量修复体适
合性的合适方法。Xu等 [12] 使用硅橡胶印模技术
法，通过光学显微镜采集数码图像进行适合性的
检测，证明了硅橡胶印模技术法测量修复体适合
性的可靠性。印模技术法国外学者[12-16]运用较多。
在国内，陈思宇等 [17]采用硅橡胶印模技术法，于
体视显微镜下测量多次热处理对IPS e. max Press全
瓷冠适合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此方法方便简
单，能在同一修复体的不同制作时期反复利用。
丁伟山等 [18]采用硅橡胶印模技术和图像分析系统
测量CAD/CAM氧化锆内冠内部和边缘适合性，结

行性。Guess等[21]通过片切法研究CAD/CAM全瓷
冠的边缘和内部适合性的情况，试件粘接后经过
模拟口腔热机械疲劳试验，片切后置于体式显微
镜下放大200倍测量，结果显示：片切法是目前破
坏性测量法中最常用的一种。吴丽艳等 [22]采用片
切法研究微波烧结和常规烧结氧化锆全瓷冠的适
合性，结果显示：制作的Cercon全瓷冠适合性均
在临床的接受范围内，并指出该方法客观、准
确，代表性较强，信息量大，能观察到修复体
面、轴面及边缘情况，从而可进行整体适合性的
评价。张志清等 [23]运用片切法研究选择性激光熔
化基底冠与铸造基底冠适合性的比较，结果显
示：相比于显微镜直接测量法，此法不仅可研究
边缘适合性而且可研究内部适合性的情况。还有
学者将片切法与微渗漏判定结合，如将化学标记
物浸泡修复体后再片切测量，更能清晰地反映边
缘微渗漏的情况。此法优点在于获取的信息量
大，准确客观，很好地模拟临床粘接情况，能观
察到冠修复体面、轴面及修复体边缘的情况，

果显示：硅橡胶印模技术法结合PS软件是一种评
估Cercon CAD/CAM基底冠适合性的简捷、有效

并可测量边缘适合性、微渗漏和内部适合性的情
况。但是为体外研究，牺牲试件，片切设备要求

的方法。此法不仅可以在体外使用，也可以在体
内进行研究，与上述方法相比，可以做到具体量

高，且片切的过程中有可能对修复体造成不可逆
性的损伤[24]。

化，能观察到修复体内部适合性的情况，呈现良
好的三维观察模型，而且操作简单、设备要求

5 Micro-CT法

点之一就是不破坏模型，实验结果可靠、真实。
Kim等[10]对激光烧结系统制作的3单位烤瓷冠边缘

低、价格低廉、不需要特殊的片切工具、不需要
破坏模型，可以检测修复体制作不同时期的适合
性变化，这样不仅可以测量单冠、嵌体及种植体
上部结构的适合性，还广泛应用于全瓷固定桥适
合性的测量。目前，该法已广泛被国内外学者所
接受并使用，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Micro-CT技术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技术方法，
可用于口腔固定修复体适合性的相关研究 [25-26]。
方法是将修复体粘接于代型上，然后应用MicroCT进行扫描摄像，最终将图像储存进计算机并用
软件处理分析。Wakabayashi等[27]曾报道：采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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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摄像CT（microfocus radiograph CT）结合软

marginal adaptation of crowns by selective laser

件进行全瓷冠内部三维适合性的研究，结果显
示：Micro-CT在用于测试修复体适合性方面是非

melting and CAD/CAM methods[J]. Chin J Dent

[28]

常高效和合适的方法。Mously等 运用Micro-CT
对热压技术和CAD/CAM技术的全瓷冠边缘和内部

Mater Dev, 2014, 23(4):185-188.
[2]

张艳, 李江, 殷悦, 等. CAD/CAM全瓷冠边缘适合
性的评价[J]. 口腔医学研究, 2010, 26(4):541-543.

适合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方法具有其他
以上技术无法比拟的优点，是一种呈三维结构评

Zhang Y, Li J, Yin Y, et al. Evaluation on the mar-

价修复体边缘和内部适合性的方法。此外，相比
于其他方法，这种方法容易执行，无损试件，更

Oral Sci Res, 2010, 26(4):541-543.

ginal adaptation of CAD/CAM ceramic crown[J]. J
[3]

Effect of finish line on marginal fit of sintered gold

具有时效性及精准度；缺点主要是辐射效应，这
是因为不同粘接材料对放射线吸收系数的不同而
造成的，另外临床上粘接材料的选择也较为困
难，因为它们的阻射能力不同，扫描读片时会影
响粘接剂厚度的评估。一些学者运用Micro-CT研
究Cerec3部分冠3种不同预备肩台边缘和内冠的适
合性，此法是在不破坏试件的基础上得到三维重
建图像的定量分析和观察内部适合性的良好方
法，可允许在任何角度或位置上进行测量，并可
在X、Y和Z轴进行固定的参考。既可以进行二维及
三维测量和分析，也可以反复测试。此前，MicroCT使用低分辨率扫描，扫描时间较长。然而，最
近技术已经得到改进，已将扫描分辨率提高到了
纳米级别，因此，Micro-CT技术在适合性评估的
研究和应用中正在不断地扩大。但是Micro-CT法
一般只用于全瓷冠修复体的检测，金属烤瓷修复
体因扫描时产生伪影而受到限制。

Gwinner FP, Bottino MA, Nogueira-Junior L, et al.
copings[J]. Braz Dent J, 2013, 24(4):322-325.

[4]

Azar MS, Lehmann KM, Dietrich H, et al. Effect of
preparation depth differences on the marginal f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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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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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环
境、研究目的、研究手段等采取相对适当的评价
方式，研究评价手段也逐渐从主观到客观，从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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