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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近代哲学不断发

展的结果，在此之前，美学在哲学之中成为探索形

而上学的工具。如今，口腔美学已经成为口腔医学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领域，涉及到医学、技术

和哲学，是一个跨学科命题，考验从业医技人员的

审美修养与技艺水平。这里我们以满足大众需求为

目标，试图探讨口腔美学修复数字化的必要性，梳

理将当前高度依赖手工技艺的口腔美学修复流程完

全数字化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拟从以下五个方面

来讨论。

1  口腔修复以功能恢复为导向

口腔修复的主要任务是极尽所能恢复由于牙

齿缺失而丧失的咀嚼功能，并且恢复牙齿和牙列的

完整性。也就是，补缺了的牙，种失了的牙，并且

希望补过和种上的牙能够呈现天然牙一样的功能。

这里牙齿和牙列完整性的恢复相对容易些，但是，

功能恢复的关键点，也就是咬合关系的重建，需要

机械 架或数字化 架做保障，但其实现受制于医

生技术水平和硬件环境的限制，目前在大多数医院

都不能完全具备日常修复诊疗 架常规化应用的状

态。最后修复体试戴过程中因咬合关系不适，在临

床端再次进行调磨，结果容易导致修复体崩瓷、对

颌牙磨耗， 力不均等不良后果。若患者花了很多

钱修牙，得到的结果却是咬不到牙，切不到齿，那

就糟了，就会埋下令人咬牙切齿的医患矛盾隐患。

2  美学修复是口腔修复的升华

口腔美学修复的根本在“修复”，美学是补充，

是牙医学的高级阶段，是“塔尖上的牙医学”。随

着人们对牙医学需求理念发生变化，需求层次不断

提高，牙医学临床中一些新的美学思维和行为方式

摆在牙科医生的面前，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牙科

医技人员的审美修养和技艺水平。但是，不能为了

美而忘了修复的初衷，更不能本末倒置，为了美而

牺牲功能、牺牲健康的牙齿。美学修复不等于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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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前者以修复治疗为主要诉求，后者没有治疗

需求，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现代哲学将美学定义为认识艺术，科学，设计

和哲学中认知感觉的理论。也就是说，美学是研究

感性认识的，涉及理念和哲学洞见。显然，美学修

复中讨论的“美学”与美学界讨论的哲学美学相比，

其内涵要狭溢得多。遵循以功能为导向的宗旨，若

能注意修复体形态和颜色与周围牙齿协调融合，能

还原牙齿的自然美，做到目测时以假乱真，这样的

修复对满足大众需求来说就已经足够美了。

美学分析的基本标准应该包括面部，牙齿和软

组织的美学分析 [1,2]。“注意牙齿形态和口周组织，

面部形态的协调”，“参考邻牙的纹理和发育沟”，“关

注微笑曲线”，这些其实都是口腔修复学中恢复牙

齿和牙列完整性时需要遵循的常识。现在单独拿出

来，并提升到美学高度讨论，无非是为了引起重视，

满足患者的审美追求。

3  美学是感性的提升

美学涉及的是个性的感性认知，是用审美的眼

光看世界，感受世界。它所研究的是形而上的一个

维度，即感性的维度。从这一维度出发认识口腔美

学修复，首先要区分艺术与工艺。艺术摹仿现实生

活，但摹仿不等于再造。而修复首要目的恰恰是缺

失牙的再造，这里依仗的是工艺，并不涉及艺术。

在修复的微观层面，就单个牙齿而言，通过修复能

恢复牙齿自然美就行，不需要强加外在的东西，也

就是，并不需要艺术的再创造。炫技和耀材并不能

带来美学的升华，而往往适得其反。相信今天已很

少有人再会为美而选择去镶满口金牙。

口腔美学修复的意义在于修复效果的大局，也

就是宏观上的美学把握。大致说来，是三个方面的

美学审视：自然美，健康美和过程美。大美是心灵

的震撼，是能够能引起共鸣的一种心理感受。把握

好了“整齐，对称，光泽，色彩”这些美学的基本

要素，就容易实现修复的自然美。让修复体融入口

腔而不被察觉，在原来基础上向美学方向稍加发展，

就会产生很美的修复效果。正像一位四环素牙的患

者接受了数字化全锆冠修复治疗的患者所分享的感

受 : “大家都说我变美了，但又不明白我作了什么

改变”（图 1）。含而不露是臻美；牙齿是反映人

体健康状态的窗口，牙龈红润，牙齿光洁，牙列整齐，

人就显得年轻，显得有朝气。把握好了牙齿的咬合

关系、光学质感，牙列的整齐程度和牙龈的健康，

就容易实现修复的健康美；最后一点过程美其实无

关修复本身，它关注的是实施修复的全过程，从备

牙，取模，修复体制作到临床戴牙。追求过程的简洁、

流畅和雅致是有美学意义的，这是工业文明进步的

一个原动力。

4  美学修复效果得益于材料与技术
的进步

如果将自然美、健康美和过程美视作口腔美学

修复的理想境界，那么，很显然，美学修复梦中材

料和技术的匮乏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回顾历史，业

界使用接近天然牙质感的全瓷材料才不过三四十年

的事，在此之前连颜色接近这样一个基本条件都没

法保证，哪里谈得上美学修复。后来引入了烤瓷和

全瓷材料与技术，情况才有所改观。通过手工饰瓷

上釉，修复体的光学质感再造上了一个台阶。不同

色泽、不同透明度的玻璃粉体在修复体表面手工叠

层堆积熔融，能呈现似真牙一般惟妙惟肖的质感。

牙齿的美学再造技术看似得以解决，大家松了一 

口气。

就此固步自封可以吗？当然不行。技术在进步，

审美观也在与时俱进。饰瓷牙虽美，制作饰瓷牙的

繁复手工流程一点不美，饰瓷并且很易在使用过程

受到损伤，导致崩瓷失效，不仅美观不再，功能亦

丧失已尽。只要手工饰瓷环节不可避免，修复体的

咬合关系只能交由技师来处理，医生咬合功能重建

的理念很难得到忠实贯彻。避免手工饰瓷上釉，制

作具有梯度结构的全瓷修复体，是简化修复体制作

流程的一个有益尝试。

紧接着的问题是，全解剖结构的氧化锆冠能美

吗？实践出真知，要相信技术的无穷潜力。以下这

个病例，患者因左上二饰瓷氧化锆冠崩瓷而寻求治

疗，以请求将他之前在捷克所做的饰瓷氧化锆冠全

部换成釉锆冠结束（图 2）。因为免除了手工饰瓷

上釉环节，整个修复流程全程数字化，简洁、流畅，

得到了美学提升。过程美带来的结果是医 - 技 -

患对口腔修复有了全新的感性认知，一种之前从来

没有过的体验。由于患者深度参与修复方案及修复

体设计讨论，由于医生全面掌控咬合关系和牙齿与

牙列形态，由于数字化定制能够分毫不差地将虚拟

的数字化修复体转化成确确实实的物理存在，不仅

修复质量更有保障，而且医 - 技 - 患沟通变得更

愉快顺畅，彻底消除医患矛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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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微笑像

数字化设计

树脂代冠调改前牙形态和咬合

修复完成后的微笑像

图 1  数字化美学修复四环素牙

术前口内像 牙体预备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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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技、医患沟通完成后重新完成数字化设计

再次扫描患者已经适应的代冠，通过设计软件复制功能，设计完成最终修复体

云平台技师首次完成数字化设计

美学预告体的试戴，调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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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学修复能够实现数字化

目前普遍采用的 CAD/CAM 加工部份烧结氧

化锆瓷块制造个性化修复体技术只能完成修复体的

大概，修复体的最终外形轮廓和咬合关系都必须由

技师在牙模上小心饰瓷来完成，并通过上机械( ） 

架来调整咬合。修复体的纹理、发育沟形态、颜色

梯度和透明切端等很多“美学”细节也都得仰仗技

师手工劳作来完成。即使数字化制造的全解剖结构

一体氧化锆或微晶玻璃修复体，“全解剖结构”也

是一个常引起误解的说法，因为这里所谓的“全解

剖结构”其实是近似全解剖结构，不经技师进一步

手工抛光或 / 和手工表面上釉，其咬合功能和光学

质感都不能满足临床直接应用的要求 [3]。这一医生

通常忽略的细节令人困惑，领悟后又会给人错觉，

似乎美学修复离开了手工就将沦为纸上谈兵。

上面第三部分分析时我们已经认识到，单颗牙

的修复是再造，不是艺术创造，这一界定值得再次

强调。不管多复杂的结构，只要是再造，理论上都

可由技术来实现。这是科学信仰。在此认识基础上，

我们要做的是提取能够由数字化技术实现的再造要

素，并由简至繁各个击破，物化它们。实现了单颗

牙齿的数字化再造，口腔美学修复的数字化就迎刃

而解了，因为咬合关系和牙列排布的优化处理正好

发挥数学化技术的长处。

问题聚焦到了再造单颗牙齿时哪些是数字化技

术能够实现的再造要素？优化的外形轮廓，表面牙

釉质的光润质感，颜色和透明梯度，表面发育沟，

深层纹理……。这些要素中，除了深层纹理较难实

现外，其它要素新近发展的数字化加工技术就都给

出了适合大众需求的满意解决方案。引入增材制造

原理，釆用创新的 3D 胶态沉积技术 [4]，表面自带

天然牙釉质光润质感的精准全解剖结构釉锆修复体

能够经由完全数字化流程无模制造而获得。尚遭遇

的技术瓶颈是当前的数字化设计和模拟技术还不能

精确评判数字化设计完成的修复体形态和咬合关系

是否正确。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在椅旁釆用 3D 纯

形制造技术快迅制成树脂代冠，用代冠在患者口内

验证和微调咬合关系与外形廓。

技艺高超的技师能够将牙齿做得错采镂金，工

业化的数字化流程能够将牙齿做得像出水芙蓉。这

个需要工匠精神的时代是否一定需要大批工匠？这

个一切追求数字化的时代是否应首推数字化工具？

尽管怎样回答这二个问题也许仍是一个问题，但回

戴入全锆冠后的微笑像

数字化加工完成的全锆冠

图 2  前牙全锆冠数字化美学修复



90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2019 年 3 月　第 22 卷　第 2期

答和不回答都反映个体的审美倾向。数字化是一种

风格，风格就是一个人的信念。我们追随米开朗基

罗的认知：“美就是净化过剩的过程”。我们相信

简到极致便是大智，简到极致便是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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