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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树脂粘接剂用于 IPS e. max CAD
全瓷冠粘接强度及边缘微渗漏的研究

李摇 丽,项敬周,马英伦

[摘要]目的:比较采用不同树脂粘接剂对 IPS e. max CAD 全瓷冠粘接强度及边缘微渗漏的影响。 方法:共选取离体前磨牙 63
颗作为研究对象,常规制作 IPS e. max CAD 全瓷冠、抗剪切强度样本,按照树脂粘接剂的不同分为 A 组(21 例)、B 组(21 例)、
C 组(21 例),A 组采用 Duo鄄Link 树脂粘接剂进行粘接,B 组采用 Variolink N 树脂粘接剂进行粘接,C 组采用 Kerr NX3 树脂粘

接剂进行粘接,经过冷热循环、微渗透以及抗剪切强度实验,对 3 组的抗剪切强度和边缘微渗漏长度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A、
B、C 3 组抗剪切强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3 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边缘微渗漏等级中,3
组只出现 0 ~ 3 级,A 组多为 0 级,B 组多为 0 级和 1 级,C 组多为 1 级和 2 级,3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其中,A 组与

B 组、A 组与 C 组、B 组与 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Duo鄄Link、Variolink N、Kerr NX3 三种树脂粘接剂应用于

IPS e. max CAD 全瓷冠的粘接强度及边缘微渗漏各有差异,其中 Kerr NX3 树脂粘接剂的抗剪切强度最高,且边缘微渗漏程度

最轻,有较好的粘接和良好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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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different resin adhesives on the bond strength
and edge microleakage of IPS e. max CAD all鄄ceramic crown

LI Li,XIANG Jing鄄zhou,MA Ying鄄lun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General Hospital of Angang Group,Anshan Liaoning 114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resin binders on the bond strength and edge microleakage of IPS e. max CAD
all鄄ceramic crowns. Methods:A total of 63 premolar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IPS e. max CAD all鄄ceramic crowns and
shear strength samples were routinely prepared,and divided into the A group(21 cases),B group( 21 cases) and C group(21 cas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resin adhesives. The A group was bonded with Duo鄄Link resin adhesive, the B group was bonded with
Variolink N resin adhesive,and the C group was bonded with Kerr NX3 resin binder. The shear strength and edge microleakage length
among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using the hot and cold cycle,micro鄄osmosis and shear strength tests. Results:There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shear strength among A,B and C groups(P < 0. 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pairwise
comparisons between three groups(P > 0. 05). Among the marginal micro鄄leakage grades,the 0 to 3 grades in three groups were found,
the grade 0 was mostly in A group,the grade 0 and grade 1 were mostly B group,and the grade 1 and grade 2 were mostly in C grou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group and B group,A group
and C group, and B group and C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Conclusions: The bonding strength and edge
microleakage of IPS e. max CAD all鄄ceramic crowns are different amo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uo鄄Link,Variolink N and Kerr NX3. The
cutting strength and edge micro鄄leakage of the application of Kerr NX3 are the highest and lightest,respectively,which has good bonding
and good edges.
[Key words] resin adhesive;IPS e. max CAD all鄄ceramic crown;bonding strength;edge micro鄄leakage

摇 摇 以往对于畸牙、牙缺失等的治疗,多为全冠修复

根管治疗,但这种治疗为延长患牙的寿命,后续需要

进行牙体修复,且可能会发生根裂的风险[1 - 2]。 随

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对于美观的要求

不断提高,全冠修复根管治疗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

需求,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作(CAD / CAM)技术可

以快速制作出全瓷修复体,且边缘适应性良好,具有

快捷、精确、美观等特点,是近年来嵌体修复的主要

方法[3 - 4]。 以往研究中, CAD / CAM 技术多采用

Cerec Blocs 瓷块,但最终发现修复体有折裂的风

险[5 - 6]。 当前全瓷冠的主要粘接材料为树脂粘接

剂,具有美观、粘贴强度良好、与牙组织强度相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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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但其成分树脂硬化固定后会出现体积收缩,可
能会导致发生边缘微渗漏[7 - 8]。 本研究以 IPS e.
max CAD 全瓷冠进行修复,研究 Duo鄄Link、Variolink
N、Kerr NX3 三种树脂粘接剂粘接强度及边缘微渗

漏情况,现将研究报告结果作一报道。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实验设备及材料摇
1. 1. 1摇 实验设备摇 高能臼式研磨仪 BR30(北京中

科骏驰精密仪器有限公司),IPS e. max CAD 瓷块

(福州维尔德义齿制作有限公司),Programat P310
烤瓷炉(北京市伟嘉华牙科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ValoLED 皓齿“威龙冶无线光固化机(北京中天美行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牙科专业 TC鄄801 冷热循环仪

(上海华邻实业有限公司),万能力学性能试验机

(济南科盛试验设备有限公司),EM鄄30 PLUS 扫描

电镜显微镜(韩国 COXEM 公司),浓度为 4% 的氢

氟酸(江西雪奥化工有限公司),Duo鄄Link 树脂粘接

剂(美国 BISCO. INC. ),Variolink N 树脂粘接剂(列
支敦士登),Kerr NX3 树脂粘接剂(美国)。
1. 1. 2摇 实验材料摇 共选取 63 颗因正畸需求拔除的

离体前磨牙,纳入标准:牙齿拔除时间为 1 个月以

内;牙体正常发育,无缺损或龋坏;大小相差不大,形
态相似;12 倍放大镜下观看没有发现裂纹。
1. 2摇 方法摇
1. 2. 1摇 IPS e. max CAD 全瓷冠制备摇 将 33 颗前磨

牙(每组 11 颗)的软组织及牙石去除后放入 0. 9%
氯化钠溶液中储存(4 益),将前磨牙的颊舌面磨除

1. 5 mm,牙合面磨除 2 mm 做成凹面型肩台的牙预

备体(轴壁宽 1. 2 mm,聚合度 8毅 ~ 12毅),采用树脂

封闭牙齿根尖孔后,除全瓷冠边缘根向 1 mm 的牙

根表面,其余处涂透明指甲油 2 层。 采用硅橡胶二

步法对前磨牙进行取印模后,用超硬人造石膏进行

灌注代型,接着用 bluecam 探头扫描获取数字化印

模,并生成的修复体三维图像进行外形及咬合接触

的调整,连接研磨仪对研磨修复体的铸道进行切削。
采用浓度为 4% 的氢氟酸浸润修复体 20 s,清洗干

净后干燥,对 A 组、B 组、C 组分别采用 Duo鄄Link、
Variolink N、Kerr NX3 进行粘接,粘接完成后用 49 N
的力量进行 10 min 的固定,去除多余的粘接剂后在

室温下放置 24 h 直至修复体完全干燥。
1. 2. 2摇 抗剪切强度样本的制备摇 在喷水冷却的条

件下,用切割机将瓷块分割成 1 cm 伊1 cm 伊3 cm 大

小,将 1 cm 伊 1 cm 面粘接,对粘接面进行打磨及

15 s的抛光后,然后进行 15 s 的持续喷砂,30 min
的超声振洗,喷砂条件为 50 滋m 的 Al2O3 喷砂粉、
2. 8 MPa压力,超声振洗为去离子水、无水乙醇、去
离子水中各 10 min,最后吹干备用。 将 30 颗前磨牙

(每组 10 颗)去除颊舌侧牙釉质并切开,打磨、抛光

后用去离子水进行 10 min 的超声震荡,使牙表面光

滑。 用单面胶带制作 1 cm 伊 1 cm 的房型贴在瓷块

粘接面,将瓷块包埋,抛光面露出,按照 IPS e. max
CAD 全瓷冠制备中的方式对各组进行粘接。 将样

本放置于弹力固定器上,用 20. 4 N 的力作用于每个

样本 10 min,并进行 2 min 的光固化。
1. 2. 3 摇 冷热循环实验摇 将所有的 IPS e. max CAD
全瓷冠标本放入冷热循环仪中,先在 5 益的温度下

进行冷水浴 60 s,再在室温下 15 s,最后在 55 益的

温度下进行温水浴 60 s,此为一个循环,共进行

3 500个循环。
1. 2. 4摇 微渗漏实验摇 冷热循环实验后将标本吹干

后,沿着颊舌径方向采用切割机将全瓷冠标本进行

连续片切割处理,每个切片厚度为 1 mm,一个标本

选取 2 个切片,在 40 倍显微镜下对切片进行观察,
每个切片共选取 2 个观测点,即每组观测点各 42
个,评估前磨牙的微渗漏等级。
1. 2. 5摇 抗剪切强度实验摇 对包埋部分用夹具夹持

固定于万能力学性能试验机上,用 0. 5 mm / min 的

速度作用于抗剪切强度样本,当样本被破坏时即为

该粘接剂的抗剪切强度。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统计分析 3 组的抗剪切强度,
抗剪切强度越高,则粘接强度越好;(2)采用八点分

法[9]对边缘微渗漏进行分级,分为 0 ~ 7 级共 8 级,0
级:未出现微渗漏;1 级:微渗漏在肩台外 1 / 3 处以

内;2 级:微渗漏在肩台 1 / 3 ~ 2 / 3 处;3 级:微渗漏在

肩台内 1 / 3 处,但未至轴壁;4 级:微渗漏在轴壁颈

1 / 3 处;5 级:微渗漏在轴壁 1 / 3 处;6 级:微渗漏在

整个轴壁上;7 级:微渗漏在咬合面上。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抗剪切强度比较摇 A、B、C 3 组抗剪切强度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3 组间两两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2. 2摇 边缘微渗漏的等级比较摇 3 组只出现 0 ~ 3 级

边缘微渗漏,4 ~ 7 级未出现。 A 组多为 1 级和 2
级,B 组多为 0 级和 1 级,C 组多为 0 级,3 组发生边

缘微渗漏的等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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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两两比较,A 组与 B 组、A 组与 C 组、B 组与 C
组发生边缘微渗漏的等级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2)。

表 1摇 各组抗剪切强度比较(x 依 s;MPa)

分组 n 抗剪切强度 F P MS组内

A 组 10 12. 47 依 3. 46

B 组 10 17. 53 依 1. 47 23. 14 < 0. 05 5. 491

C 组 10 19. 39 依 1. 53

表 2摇 各组边缘微渗漏的等级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0 级 1 级 2 级 3 级 Hc P

A 组 42 摇 5(11. 90) 22(52. 38) 14(33. 33) 1(2. 38)

B 组 42 19(45. 24) 16(38. 10) 4(9. 52) 3(7. 14) 21. 84 < 0. 05

C 组 42 29(69. 05) 7(16. 67) 3(7. 14) 3(7. 14)

3摇 讨论

摇 摇 经无髓后牙根管治疗后,牙体硬组织剩余量较

少,为使牙能够行使正常功能,以往以全冠修复为

主,但这种方式会使牙体丧失 70% 左右,严重影响

牙齿的功能。 近年来高嵌体修复成为临床的主要治

疗手段,主要在于这种方式所需牙体预备量少,且在

颈部咬合力方面修复效果与全冠修复相同,并能避

免根管刺激,更有效保护牙体硬组织,而通过粘接剂

粘接后,其修复强度高于全冠修复。 CAD / CAM 系

统制作的全瓷高嵌体,可根据患牙结构生成模型,并
根据模型制作修复体,使牙体修复制作成功率大大

提高,并能够节约用料。 CAD / CAM 系统对瓷块收

缩力的精准预计和补偿,满足咬合所需强度的同时,
还避免了对修复牙齿附近的正常牙齿的损伤,以及

修复体剥落或折裂。 IPS e. max CAD 瓷块的材料为

二硅酸锂陶瓷,美观性和铸造性均较强,制作成的不

完全结晶陶瓷强度可高达 130 MPa,虽然强度较高,
但也易磨削加工,进行临床试戴调和。 经过二次

上釉结晶化的 IPS e. max CAD 瓷块强度可高达

360 MPa,且其颜色、光泽等与正常牙齿相同。
微渗漏是牙修复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其影

响因素与粘接材料有关,普遍认为发生边缘微渗漏

的主要原因是粘接材料固定后体积收缩,其他原因

如粘接材料热膨胀系数与牙体组织不匹配,牙体组

织的碎屑、残渣等组成的玷污层没有清洗干净,使粘

接产生空隙等,都可能会导致边缘微渗漏[10]。 抗剪

切强度可以代表人的咀嚼能力,修复体的粘接强度

决定着修复体是否出现脱落,因此提高抗剪切强度

可提高牙修复效果,减少牙齿脱落的风险[11]。 Duo鄄
Link 树脂粘接剂是一种高强度、光固化、自酸蚀混

合型树脂,通过产生化学粘接和机械锁结作用填补

修复体和基牙之间的缝隙, 达到修复的作用。
Variolink N 和 Kerr NX3 粘接剂都是粘接、双重固

化、全酸蚀的树脂,VariolinkN 通过粘接剂深入釉质

形成树脂突,对牙本质进行机械嵌合,同时清洗牙本

质的玷污层,对湿润的胶原纤维网形成的混合层进

行粘接。 Kerr NX3 则是利用酸蚀使牙本质脱矿,再
通过树脂粘接剂使牙本质小管形成树脂突,对牙本

质进行微机械固位。 本文研究采用 Duo鄄Link、
Variolink N、Kerr NX3 三种树脂粘接剂应用于 CAD /
CAM 系统的 IPS e. max CAD 全瓷冠,采用冷热循环

实验、微渗透实验以及抗剪切强度实验,比较三种树

脂粘接剂的抗剪切强度和边缘微渗漏长度。
本文资料显示 A 组的边缘微渗漏程度最严重,

C 组的最轻。 分析原因在于:Duo鄄Link 树脂粘接剂

没有使牙齿釉质完全脱落,粘接剂只停留在牙齿表

面而未进入牙本质小管产生机械锁粘接,从而增加

了边缘微渗漏。 Kerr NX3 粘接剂是一种高填料树

脂粘接剂,文献研究[12] 表明,瓷嵌体采用高填料树

脂粘接剂增加了牙本质的粘接强度,从而减少了边

缘微渗漏。 本文研究中采用抗剪切强度评估修复体

的粘接强度,而提高树脂粘接剂的粘接强度则能够

提高修复体的成功率。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Duo鄄Link
树脂粘接剂的抗剪切强度最低,Kerr NX3 树脂粘接

剂的抗剪切能力最高。 分析原因可能在于:自酸蚀

性树脂粘接剂与牙本质形成的粘接强度低于全酸蚀

性粘接剂,其能够承受树脂硬化后收缩产生的压力

低于全酸蚀性粘接剂[13],且双重固化的树脂粘接剂

对瓷嵌体具有较高的粘接强度[14 - 15],因此 Duo鄄Link
树脂粘接剂的抗剪切强度弱于 Kerr NX3 树脂粘

接剂。
综上所述,Duo鄄Link、Variolink N、Kerr NX3 三种

树脂粘接剂应用于 IPS e. max CAD 全瓷冠的粘接强

度及边缘微渗漏各有差异,其中 Kerr NX3 树脂粘接

剂的抗剪切强度最高,且边缘微渗漏程度最轻,有较

好的粘接和良好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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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阳性病人的 TC、TG、LDL鄄C 明显高于 HR 阳性病

人,HDL鄄C 明显低于 HR 阳性病人。 以上结果显示,
HER鄄2 阳性乳腺癌的血脂异常和 HER鄄2 基因之间

可能有一定相关性,值得进一步关注。
综上所述,基于当前阶段研究结论可以说血脂

异常是乳腺癌的危险因素,临床上要倡导广大女性

合理饮食、定期检测血脂水平,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从而起到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乳腺癌发病的作用。
在乳腺癌治疗的同时,应该同时关注其血脂水平,恰
当地控制血脂可能会对乳腺癌病人的预后产生积极

的影响,这一点还需更多的研究去证实。 按分子分

型分亚组分析各种类型乳腺癌的脂质代谢可能会有

更多的发现,将会是以后研究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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