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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比较年轻人群中后牙邻面银汞合金和复合树脂修复体的失败率。材料和方法 :对 459 名青年拍摄双侧后

牙咬合翼片 共计 14140 个邻面被检查、记录 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由影像学检查出的继发龋和 /或边缘悬突

的修复体数 目确定失败率。结果 :在 650 个被修复的邻面中 (占所有能够清晰判读的邻面的 5% ) 有 86 个 《13% )

被检测出明显的继发龋 .22 个 (3% )有边缘悬突。在 557个银汞合金充填体和 93 个复合树脂修复体 中 继发

龋的数 目分别为 46 个 (8% )和 40个 (43% )，边缘悬突的数 目分别为 21 个 (4% )和 ，个 (1% )。总之 ，把继

发龋和边缘悬突合并统计后 银汞合金和复合树脂用于邻面修复体的失败率分别为 12%和 44%。结论 :复合树

脂修复体 比银汞合金充填体具有更高的失败率。继发龋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边缘悬突不是修复体失败的主要因

素。后牙邻面复合树脂修复体 的广泛应用应该被重新认识 ，其长期效果的有限性应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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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林教授点评 :随着 复合树脂和树脂粘接 剂的快速 发展 ，直接拈接修 复术在牙体缺损 的临床

治疗 中得到越 来越广泛的应 用。与传统的银永合金 充填机械 固位不同，复合树脂直接粘接修 复在

原理和 临床操作上都有很 大区别。术者对拈接理念的理解、时适应证的掌握 、对材料的选择 以及

临床操作细 节的才已握，均构成衬治疗效果的影响。本文介 绍 了一组银永合金 充填体和 复合树脂修

复体 临床 效果的横 断 面影像 学调 查结果 ，由于是回顾性研 究，资料 中可能混有许多不可控 及非可

比性 的因素。时于复合树脂直接粘接修 复的临床评价 ，目前尚缺乏前瞻性设计的长期纵向研 究结

果。另外 ，深入理解拈接 的原理 、详细 了解所用材料特别是粘接 剂的性能，正确地掌握适应证 ，

操作 中充分发挥粘接 的效能，才可能达到最佳的直接粘接修 复的临床效果。从银永合金充填术和

复合树脂直接粘接修 复术不 同的固位和操作原理 出发，本文在用词上给予 了不 同的翻译 ，将银永

合金译 为充填体 ，而将 复合树脂译 为修 复体 。

家-

评

专-

点

译者 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2号 10008

中国口腔医学继续教育杂志



‘ 专 家论
坛、之 几 银汞合金和复合树脂应用于后牙修复体的影像学横 向研究

随着对后牙修复体美学要求的提高 ，以及对银

汞合金 中汞成分潜在危险性 的担心 ，导致在牙科充

填材料的选择上发生了快速改变 。尽管银汞合金具

有最长的功能使用寿命 ，但在过去十年间 ，应用于

后牙的银汞合金数量却明显减少。在美国和加拿大

的许多牙科学校 ，仍在教授银汞合金作为 I类洞和

H类洞充填 的选用材料 ，而最常选用的可直接放置

于盒形洞内且可承受压力的材料则是复合树脂。但

是 ，树脂的直接应用还是显示出
一些相关的局限性 ，

例如聚合收缩 ，边缘渗漏和裂隙形成 ，这些都会增

加继发龋发生的风险。另外 ，
一些操作的困难性 ，例

如建立紧密的眼缘封闭 ，恢复修复体的解剖外形和

邻面接触点 ，也均构成额外的限制因素 ，而这些限

制因素 已被充分证明会影响到后牙复合树脂直接修

复体的寿命和长期的耐久性 。本研究为横 向影像学

研究 ，目的是评价后牙邻面银汞合金和复合树脂修

复体的使用寿命。评价的参数是继发龋和边缘悬突。

大样本的人群评价用 以克服 由于操作 、技术 、所选

材料和纳入患者所 引起 的变异 。

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的人群 由 459名服兵役前进行牙科检查

的青年 (18 一19 周 岁)组成。人群资料 中没有关于

出生地 、受教育程度 、社会经济状 况等
一
般背景。牙

齿咬合翼片的拍摄 由牙科专 业人 员使用牙片持片器

和射线球管来完成。医学伦理 委员会和以色列国防

军核准了该研究。
一
位有经验的牙科医生 (M .C.)

仔细判读 了所有的咬合翼片 ，记录所有看起来完好

的邻面的数 目、已修复的邻面的数 目、修复体的材

料 (银汞合金或复合树脂 )、明显的继 发龋情 况 (修

复体的酿面)和边缘悬突 (修复体恢复的邻面)。咬合

翼片中显示的放射线透射的复合材料不纳人本研究。

数据收集后 ，通过 SPSS10.0软件用简单描述

性 统 计法 和皮 尔逊 卡方检验 进 行 分析 ，采用 逐 步

逻辑 回归 法计 算 修复 材料 发生 继 发龋 的 几率 ，以

尸<0.05作为二者问具有显 著性差异的标准。

本研究中，银汞合金或复合树脂修复体的失败

都是 以继发龋或边缘悬突来进行判定的。

复合树脂 93
结果

银汞合金

图 1 已充填和未充填的邻面数 目

本研究共观测
一
r459 名患者的 918 张咬合翼片 ，

检测到 14 140个邻面 ，其 中有 650个邻面经过修复

(占总检测邻面的 5% )。图 1显示的是 已修复邻 面的

发生率和修复材料使用 的类型 。

在所有 已修复的邻面 中，86 个邻面 (13% )检

测到明显的继 发龋 ，22 个邻 面 (3% )检 测到边缘

悬 突 。

在银 汞合金充填体 中 ，邻面发生继发龋 的共有

46例 (8% )，边缘悬突的共有 21例 (4% )(图 2)，

两个参数 合并后银汞合金的失败率是 12%。在复合

树脂修复体 中，邻面发生继发龋的共有40 例 (43 % )，

仅发现 1例边缘悬突 (l% )(图 3)，两个参数合并

后复合树脂 的失败率是 44%。

总体来说 ，复合树脂修复体 比银汞合金充填 体

有 较 高 的继 发龋 发 生率 和 较 低 的边 缘 悬 突 发生 率

(P<0.001)。

逐步逻辑 回归分析 显示 ，复合树脂修复体继 发

龋 的发生率是银汞合金 充填体 的 8.4倍 (在 95 %可

信 区间 内 P<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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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悬突 (4% )

图 2 银汞合金充填体中继发龋和边缘悬突的比例

边缘悬突 (1% )

图 3 复合树脂修复体中继发龋和边缘悬突的比例

讨 论

随着复合树脂材料越来越多地用于后牙修复 ，

使得复合树脂与传统的银汞合金充填体在临床上的

持久性 比较 日益增多。但是 ，由有限患者所进行的

临床对照研究结果并没有考虑到可能变异 的因素 ，

如患者龋易感性不同，操作者水平差异 ，研究的持

续时间不等 ，以及患者的年龄不同。

本研究中，对大样本人群进行随机拍片的设计

克服了那些 由于操作 、技术水平 、材料选择 以及患

者纳人所引起的变异。本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导致修

复体失败的最常见和最明显的两个原因:继发龋和边

缘悬突。结果显示 ，复合树脂修复体 中由于继发龋所

引起的失败率 (43%)要高于银汞合金充填体 (8% )，

继发龋在复合树脂修复体 中发生几率是在银汞合金

充填 体 中的 8.4倍 。在选择后牙充填材料 时 ，应该

考虑到上述结果 。 以往 的研究显示 ，在临床上需要

更换银汞合金和复合树脂 的最常见原 因是继发龋 的

确诊 ，两者的 比率分别是 56 %和 59 %。统计分析表

明 ，银汞合金 比复合树脂和玻璃离子具有更长久 的

使用寿命 ，更换银汞合金的平均时间是 15 年 ，而更

换复合树脂 的时间是 8年 。

最近 ，牙科 文献 回顾 了过去 十年 间主要 的纵 向

临床对照研究和 回顾性 的横断性研究 ，判定复合树

脂 、银汞合金和玻璃 离子修复体每年的失败率 ，并

对失败原 因加 以讨论 。在后牙承受咬合压力的修复

体 中，复合树脂 的年失败率从 0.0%到 9.0% ，银汞

合金从 0.0%到 7.0% ，玻璃离子从 1.9%到 14.4%。

在纵 向研究 中，银汞合金的年 中位失败率是 1.1% ，

复合树脂是 2.1% ，玻璃离子是 7.7%。失败的主要

原 因是继 发龋 、边缘缺损 、折裂和磨损 。与上述年

中位 失败率相 比，本研 究 中发现 了更高 的失败率 ，

可能的原 因是这些充填体的失败量是 长期累积而成

的。 由于复合树脂 长期效果有 限 ，对其被首选作为

后牙邻 面充填材料应予 以限制 。

值得注意 的是 ，除了咬合翼 片外 ，其他检查手

段均无法确诊继 发龋 。虽然临床检查是判断继发龋

是否 存在 的基 本手段 ，但对于
一
个大群组 的检查 ，

放射 线拍 片更易于 获得其实 际发生率 。

需要强调 的是 ，本研究对于评价继发龋来说 是

一
项可靠 的实验 。 由于 只采用 了

一
位评判者 ，那么

就不存在评判者之 间可靠性 的差异 问题 。尽管有必

要对评估者 的可靠性加 以调控 ，但本研 究选择
一
位

主要从事牙科充填 修复的有经验 的临床医师作为评

估者 ，则上述检验 可 以省却 。

结论

1.复合树脂修复体 比银汞合金充填体具有更高

的失败率 。

2.继发龋是引起修复体失败的主要原 因，边缘

悬突不是引起修复体失败的主要原 因。

3.复合树脂应用于后牙邻面的修复应被重新考

虑 ，其长期效果的有限性应予 以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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