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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名称
口腔修复学

授课

专业
口腔医学

授课

班级
19口医 2、4、6

周次 2-3 节次
授课

章节
第七章嵌体与高嵌体

授课学

时
8课时

教学

目标

知 识

1.熟悉嵌体的概念，掌握嵌体的特点、种类。

2.掌握嵌体的适应证、洞形预备的要求。

3.了解嵌体的制作工艺。

能 力
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单面嵌体的洞形预备。

素 质
培养学生具备科学严谨、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以及爱伤意识。

学情

分析

1、通过高考考入我院的三年制大专学生，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及解决处理问题能力。

2、学生已完成《口腔解剖生理学》、《口腔组织病理学》等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有

一定的专业基础。

3、该部分课程内容和《口腔内科学》中充填术有相似之处，学生容易混淆。同时涉

及实训，学生兴趣较大，因初次使用牙科手机等专业设备，又涉及标准技术手法，

学生熟练掌握有一定的难度。

教学

重点

1、固位形、抗力形的理解。

2、嵌体洞形预备的基本要求。

教学

难点

1、倒凹的理解。

2、嵌体洞形预备的要求。

教学

方法

学生口腔内科课程中已经学习并掌握龋齿的充填治疗，采用病例导入法、问题驱动、

对比式教学方法，主要围绕嵌体“是什么 有哪些 如何选 如何做”四方

面展开课程。

教学

用具

PPT、动画视频、模型。

参考资

料

1.《口腔修复学》（第 7版），赵铱民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2.《口腔修复学》（第 3版），姚江武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3.《口腔固定修复工艺学》， 于海洋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教研室主任意见

该课程内容设计合理，根据教材内容结合临床岗位需求重难点把握

精准，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将固位形、抗力形、倒凹等抽象概念形象化，

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同意上报。



教 学 内 容 教学活动设计
时
间

利用一组龋齿充填图片，回顾充填术。

提出问题讨论：

1.充填材料有哪些？存在哪些问题？

（汞危害、树脂不耐磨）

2.充填术的优势以及不足之处有哪些？

假设病例：下颌第一磨牙龋坏，累及部分牙尖（如上图），

有无其他的治疗方案？导入课程。

第七章 嵌体与高嵌体

第一节 嵌体

一、嵌体的概念（是什么？）

是一种嵌入牙体内部，用以恢复牙体缺损的形态和功

能的修复体。是一种在模型上制作需要用粘固剂固定在口

内的修复体。

一、嵌体的优缺点

优点：1. 机械性能优良；瓷嵌体、树脂嵌体美观性高；

2.能重建牙合面形态，能恢复咬合关系、邻接关系、

轴面凸度。

缺点：1.边缘线较长，易产生继发龋。

2.牙体预备量相比充填治疗更大，制作相对复杂，

就诊次数增多。

1. 利用多媒体图片，PBL 式教

学，引发问题讨论，互动，对比

充填术。

2. 进行总结。

3. 病例导入。

1.“嵌”一般是指？

2. 借助嵌体模拟动画视频、图片

加深理解。

1. 提问：轴面凸度的生理意义？

总结：重建形态的重要性。

2. 插入嵌体制作工艺过程。

3.对比式教学：与充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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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嵌体的种类（有哪些？）

1.根据覆盖的牙面数或部位的不同

单面嵌体---牙合面嵌体、颊面嵌体

双面嵌体---MO\DO\BO\LO 嵌体

多面嵌体---MOD 嵌体

2. 根据材料的不同

金属嵌体：机械性能优良，美观性差

树脂嵌体：机械性能较差，色泽较好，价格合适

瓷嵌体： 机械性能优良，美观性高，价格较高

结合临床情景，何种情况适合进行嵌体修复？

四、嵌体的适应证与禁忌证（如何选？）

1.适应证

（1）一般能用充填法修复的牙体缺损都能用嵌体修复；

（2）严重牙体缺损如涉及牙尖、边缘嵴，需咬合重建;
（3）邻接关系不良需恢复邻接点。

能否选择嵌体的依据：

牙体应有较大体积的健康牙体组织，能为嵌体提供足够的

固位形，并能保证其在各种咬合状态下的抗力形足够。

2.禁忌证

（1）青少年恒牙、儿童乳牙；

（2）缺损范围小且表浅，嵌体固位不佳；

（3）缺损范围大，有折裂隐患的牙，剩余牙体固位和抗

力不足；

（4）牙合力大、磨耗严重或有夜磨牙情况。

【课程重点、难点】

五、嵌体牙体预备的基本要求（如何做？）

1. 去净腐质

1. 翻转课堂。

2. 总结：结合图片、材料特点对

比式教学。

3.瓷嵌体结合 CAD/CAM，未来

发展数字化科技。

1. 情景式教学、对比式教学：与

充填法。

2. 引出固位形、抗力形名词，提

出问题：什么是固位形？抗力

形？

1.板书、画图。

2.提问：青少年恒牙有何特点？

（强调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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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彻底去除感染坏死的牙体组织；

1.2对于深龋，可适当保留脱矿层，避免露髓。

2.预备固位形和抗力形的洞形

固位形：增加修复体固位力的几何外形。

抗力形：修复体和剩余牙体承受牙合力不至于破坏折

裂的外形。

2.1. 去除倒凹，轴壁之间应彼此平行或稍外展 2o-5o；

2.2 底平（深洞洞底可垫平），壁直，线角圆钝。

2.3 牙合面制备鸠尾固位形，鸠尾峡宽度一般为颊舌径的

1/3-1/2。

2.4 洞缘斜面（bevel）：金属嵌体要求在洞缘处做 45°洞

缘斜面，瓷嵌体不要求。宽度约为 1mm。

目的：去除洞缘无基釉防止牙体折裂；

2.5利用辅助固位形：箱（盒）状固位形，鸠尾固位形，

针道固位形、轴沟固位形等。

1.提问：脱矿层。

2.深龋，强调保护牙髓！

引入课程思政：疫情当下，我

们国家不惜一切代价以保护人民

健康为己任，援助友邻，展现大

国风范！

3.提问：洞缘边缘线的扩展遵循

何要求？

4.利用图形对比法

5.借生活常见物如蛋壳、烂心苹

果引申抗力形概念。

1.提问：何谓倒凹？（难点）

利用图形对比法、对比式教学：

充填法

2.提问：洞形外展的目的？外展

角度能否再扩大？

1.利用图形提问：鸠尾峡的作

用？

2.回顾口组病知识并提问：

釉质的结构是？什么是无基釉？

画图，用釉柱的排列解释无基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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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邻面制备要求

3.1 严禁损伤邻牙！

3.2邻面洞缘达自洁区。

口 诀

思考题：嵌体修复与充填法有哪些不同之处？

嵌体 充填体

美观性 瓷嵌体美观性优 银汞合金差，树脂类优

洞形制备 无倒凹 可有倒凹或制作倒凹

固位方式 粘结力、摩擦力 利用倒凹机械固位

制作方法 间接法，口外完成 口内可一次充填完成

外形恢复 恢复原外形 外形恢复不佳

功能恢复 与对颌牙协调，恢复功能 不以建牙合为目的

卫生情况 高度抛光，易清洁 易菌斑附着

六、嵌体的制作、试戴粘固

第二节 高嵌体

结合临床模拟病例导入课程

一、什么是高嵌体

1、适应证

1.1 牙合面缺损范围较大，牙尖不完整需修复者。

1.2 后牙的多面嵌体；

1.结合图片，邻面的邻接关系，

严禁损伤邻牙！

2.引入课程思政：

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爱伤意识。

1.利用口诀总结课程重点难点。

2.思考题。

3. 以表格方式区别嵌体、充填

体，总结课程内容。

4. 布置课后思考题。

1. 利用图片介绍制作工艺流程；

2. 结合图片简要介绍试戴粘固

要点。

1. 利用图片，对比式教学便于理

解。

2. 结合临床实例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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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尽腐质无倒凹；底平壁直钝线角。

洞形外扩要合适；固位抗力需记牢！



1.3 洞形牙合面部分宽度较大者。

1、优缺点

2.1 牙体洞壁的受力性质由嵌体时的拉应力改为压应力，

避免了牙体组织不耐抗的弱点，从而减少牙折的可能性。

2.2 牙体洞型预备有一定的难度，固位力较差，修复体边

缘线较长。

二、牙体预备（与嵌体预备的区别）

1、牙合面磨除：根据正常情况下对合的情况，预备出与

对合面较均匀的间隙。功能尖磨除 1.5mm，非功能尖磨除

1mm。

2、预备功能尖外斜面，斜面下轴壁与肩台。

三、总结：修复牙体缺损的诸多方法中，是选择嵌体修复

还是选择充填体、冠修复，需要结合牙体缺失的大小、原

因、位置等因素加以综合考虑。

实验：6单面嵌体的洞形预备

实验内容：

1. 三倍体石膏模型上进行上颌磨牙单面嵌体预备；

2. 刚玉模型上进行上颌磨牙单面嵌体预备。

实验方法：

1.红蓝铅笔绘制单面嵌体洞形边缘线；

2.用石膏打磨机结合边缘线进行洞形预备；

3.学习使用临床牙科高速手机进行后牙单面嵌体（刚玉模

型）的洞形预备。

1.与嵌体进行对比式教学；

2.引导学生归纳总结；

3.提问：功能尖？非功能尖？

4.结合视频加深对牙体预备的理

解。

1. 讲授法总结；

2. 布置实训任务。

1. 分组教师示教；

2. 学生分组进行实验；

3. 实验过程中分别指导学生，修

正操作中出现的问题；

4. 操作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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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分

析

1、大部分学生掌握情况符合学情，个别同学课堂吸收效果欠佳，体现在倒凹概念的

理解不清以及与充填术的洞形制备的区别的理解，考虑今后针对弱势学生再进行小

班强化。

2、本部分内容需建立在学生充分理解洞形预备的目的、意义，课前学生的提前预习

及课后的复习总结能力要加强。

3、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个体差异比较大，考虑加大课后实训室开放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