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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材料修复喇叭型根管口的实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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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不同材料修复喇叭型根管口后的抗折裂强度和破坏模式。方法

将15颗离体上颌中切牙截

除牙冠后进行常规根管治疗，形成喇叭型根管口，然后随机分为A、B、C组，分别用镍铬合金铸造桩核、预成玻
璃纤维树脂桩核和可塑性纤维增强树脂桩核修复。在压力测试机上对试件进行抗折裂强度测试，并记录破坏模
式。结果

3组试件修复后的抗折裂强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破坏模式不同，其中A组铸造桩核试件主要

表现为根折和粘接剂与牙体分离，B组预成玻璃纤维树脂桩核试件主要表现为桩与粘接剂分离，C组可塑性纤维
增强树脂桩核试件主要表现为粘接剂与牙体组织分离。结论

纤维树脂类修复材料修复喇叭型根管口有利于残

根的保存和再次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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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repairing horn-shaped root canal orifice by differen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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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fracture resistance and the failure pattern of horn-shaped root canal orifice

restored by different materials. Methods

Fifteen human maxillary central incisors were selected. After schedule

root canal therapy, the residual dental roots with horn-shape root canal orifice were prepared. The specimens were
assigned to three groups randomly. A group was rehabilitated by casting metal post -core crown. B group was
rehabilitated by prefabricated fiber post and composite core crown. C group was rehabilitated by shapeable fiberreinforced composite resin post and core crown. Loads were applied on the samples at 130 degree to the long axis
of the root and measured with universal testing machine. The failing patterns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fracture resistance among three groups（P ＞0.05）. But the failing patterns were different. A group
manifested root fracture and separation between cement and root dentin. B group mainly manifested separation
between cement and post. C group manifested separation between cement and root dentin. Conclusion

For

restoration of residual dental root with horn-shaped orifice, fiber composite post-core crown has advantages in residual
root protection and once more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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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外伤﹑龋病等因素引起的牙冠大部分缺损
在临床上较常见，如未及时治疗、继发龋或多次行
桩核冠修复等，将会造成根管口牙体组织严重缺
损，根管口呈喇叭状。由于此类牙体缺损根面没有
足够的牙本质，传统的铸造金属桩核冠修复可使根
管壁楔应力 增 加 ， 易 造 成 牙 根 折 裂 [1]。 目 前 有 学
者[2-3]提出，先采用复合树脂恢复原有根管的形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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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再采用铸造金属桩核修复，这有利于增加牙
根抗折性，但这种修复方法形成了2个粘接界面：
牙本质-复合树脂界面和粘接剂-桩核界面，有可能
增加脱落的几率，同时金属桩核与牙本质的力学相
容性也不理想，而且临床操作较复杂。近年来，玻
璃纤维桩因具有与牙本质接近的力学性能而在临床
上广泛应用，但对于此类材料在修复喇叭型根管口
方面的研究较少。本实验通过比较采用传统的铸造
金属桩核修复、预成玻璃纤维桩树脂桩核修复及可
塑性玻璃纤维增强树脂桩核修复后的抗折性能，探
讨临床上更好修复喇叭型根管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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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

材料和方法
样本的选择

选择临床上拔除的15颗上颌中切牙为实验对
象。要求所选离体牙的牙体形态基本相似，牙根表
面无龋坏，在10倍放大镜下观察牙根无隐裂或折
裂。样本收集后立即去净牙根表面残留的牙周膜和
牙龈软组织，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后浸泡于蒸馏水中
室温保存备用。
1.2 试件制备
用金刚砂片垂直牙长轴方向在釉牙本质界处截

如图1所示：将试验机的压力头施力于全冠舌
隆突上3 mm处，载荷方向与牙长轴成130°，加载速
度0.5 mm/min，加载至牙体折裂或修复体脱落，记
录此时的瞬间数值并观察破坏模式。
统计分析
采 用 SPSS 12.0 软 件 包 对 数 据 进 行 One -way
ANOVA分析。
1.4

2

3组试件的抗折裂强度见表1。统计分析表明，
3组试件的抗折裂强度无统计学差异（P＞0.05）。

除牙冠，常规行根管预备、冲洗和充填，保存2周。
1.2.1 喇叭型根管口的制备 使用G钻去除根充物，
根尖保留4 mm根充物以保证根尖封闭，并使桩道预
备和铸造桩核的直径、长度一致。用涡轮机将牙根
管口制备成喇叭形，使自牙根截面向根尖方向8 mm
内的根管壁厚度尽可能接近1 mm。
1.2.2 分组及牙体修复 将15颗上颌中切牙随机分
为3组。A组：根管取蜡型送技工室制作镍铬合金铸
造桩核，磷酸锌粘接剂粘接；B组：采用预成玻璃
纤维桩（北京实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树脂核
（DMG LuxaCore公司，德国）修复；C组：采用可塑

表 1 3组试件的抗折裂强度/N
Tab 1 Fracture resistance strength of three groups/
N

试件测试
将试件从生理盐水中取出，用纸巾吸去表面水
分。将试件在压力测试机上进行测试。采用的加载
方式见图1。

1.3

图 1 加载模具
Fig 1 Loading model

组别

例数

平均应力值

标准差

标准误

A

5

224.78

50.67

22.66

B

5

202.10

12.20

5.45

C

5

214.35

10.72

4.80

3组试件的破坏模式见表2。从表2可见，3组试
件的破坏模式不同，A组试件主要表现为根折和粘
接剂与牙体分离，B组试件主要表现为桩与粘接剂
分离，C组试件全部表现为粘接剂与牙体组织分离。

性纤维增强树脂制作桩核（EverStick公司，芬兰），
树脂粘接剂（DMG LuxaCore公司，德国）粘接。所有
样本均在桩核完成后行牙体预备，将预备体边缘制
备成0.8 mm宽度的直角肩台，制作镍铬合金金属全
冠，磷酸锌粘接剂粘接全冠。
1.2.3 包埋 将样本用自凝塑料包埋至预先制作的
模具内，使塑胶包埋至釉牙本质界下2 mm，包埋在
自凝塑料面团期进行，牙长轴与模具长轴平行。试
件保存于生理盐水中备用。

结果

表 2
Tab 2

3

3组试件的破坏模式

Failing patterns of three groups

组别

根折

桩与粘接剂分离

粘接剂与牙体组织分离

A

3

0

2

B

0

4

1

C

0

0

5

讨论
金属铸造桩核系统具有机械强度高、价格低廉

等优点，特别是对于喇叭型根管口，由于铸造桩核
能与根管壁较好地吻合并易获得足够的固位而受到
临床医生的青睐 [4]。但金属的弹性模量远高于牙本
质的弹性模量，根据力学原理当一个复合体受到外
界的应力时，应力将从弹性模量高的材料向弹性模
量低的材料传递，在牙根内形成应力集中区，产生
楔形应力，使牙根存在折裂的危险。应力分析结果
提示：剩余牙本质越少，在载荷作用下牙本质内的
应力值越高 [5]。喇叭型根管口应力常集中在颈部和
根尖，而其薄弱的根管口壁不能承受较大的压力，
容易折裂。本实验结果表明：传统普通金属铸造桩
核修复后的喇叭型根管抗折性与玻璃纤维材料无明
显差异，但这种修复方式发生根折的几率高，从而
影响其远期修复效果，应引起临床医师的注意。
随着口腔修复材料的发展，纤维桩因具有与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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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相似的弹性模量、美观、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
机械性能等优点，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纤维
桩逐渐应用于临床。纤维桩的弹性模量较金属的弹
性模量低，因此，纤维桩修复的牙体应力分布较金

的材料对喇叭型根管口进行修复时不易发生根折，
有利于残根的保存和二次修复。但本实验是在离体
残根上模拟临床上的喇叭型根管口并采用静态加力
模拟口内受力情况，与体内情况可能存在差异，并

属桩修复的牙体应力分布均匀，不易产生楔形应
力，从而不易出现根折[6-7]。
纤维桩的失败模式主要为桩或冠粘接脱落，很

且样本数量有限，今后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研究。

少发生根折。因此，增强纤维桩的粘接强度非常重
要 [8]。纤维桩的粘接一般采用树脂粘接剂，其包括
了2个界面，即纤维桩-粘接剂和粘接剂-牙本质。
纤维桩被环氧树脂包绕，可与粘接剂形成化学结
合，而粘接剂与牙本质之间是微机械嵌合作用，一
般认为纤维桩的脱落多发生在牙本质-粘接剂界面。
但本研究中发现在采用预成纤维桩修复时，脱落主
要发生在纤维桩-粘接剂界面。Baldissara等[9]研究表

[1]

明，桩-粘接剂界面较粘接剂-牙本质界面薄弱，但
在进行疲劳试验之后，粘接剂-牙本质界面结合强
度减弱。这可能是因为环氧树脂是高度转化的交联
结构，粘接树脂不能渗透进入交联结构的纤维桩，
因此有学者 建议，应对纤维桩进行喷砂、酸蚀和
采用硅烷偶联剂处理，以便提高纤维桩与粘接剂之
间的粘接强度。本实验中未对成品纤维桩表面进行
特殊处理，这可能是导致较多脱落发生在纤维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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