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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树脂耐磨性纳米材料

摘要通过体外摩擦磨损实验比较ＮＰＭ和ＭＺｌ００两种树脂的摩擦系数和磨损体积，研究口腔ＣＡＤ／ＣＡＭ（计算机辅助设
计，制作）用可加工复合树脂ＮＰＭ和ＭＺｌ００的耐磨性。结果ＮＰＭ的摩擦系数和磨损体积均小于ＭＺｌ００，即ＮＰＭ的耐磨
性优于ＭＺｌ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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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制作修复体的口腔ＣＡＤ／ＣＡＭ技术的临床应用日渐广泛。可加工材料是口腔ＣＡＤ／ＣＡＭ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它的性能直接影响ＣＡＤ／ＣＡＭ技术的临床应用【１ｌ。复合树脂因具有与天然牙接近的美观性和较好的生物相容
性。应用于口腔临床具有一定优势。耐磨性是影响复合树脂临床使用寿命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研究旨在通过体外研究比较两
种ＣＡＤ／ＣＡＭ用可加工复合树脂的耐磨性，为ＣＡＤ／ＣＡＭ技术的临床应用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１实验材料和设备
１．１．１实验对象为ＮＰＭ和ＭＺｌ００ ＮＰＭ是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研发的用于国产口腔ＣＡＤ／ＣＡＭ系统（吕培军，中国）的聚

甲基丙烯酸甲酯／纳米（二氧化硅一氧化锆）可加工复合树脂（ＰＭＭＡ／ＮＡＮｏ（ｓｉ０２－Ｚｒ０２）ｍａｃｈ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ｅｓｉｎ，ＮＰＭ）ｏ
ＭＺｌ００（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ＴＭ

ＭＺｌ００

Ｂｌｏｃｋ，ＭＺｌ００）是美匡］３Ｍ公司生产的用于口腔ＣＡＤ／ＣＡＭ系统的可加工复合树脂。ＮＰＭ和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ＺＯ００５１９００４３０１１）
①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门诊部，１０００３４，北京西什库大街甲３７号

②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院，１０００８１，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３８号
（爹卫生部口腔医学计算机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１０００８１，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２２号

２４

２

ＭＺｌ００的成分见表１。

结果
两种复合树脂摩擦磨损实验结果

见表３。

３讨论
耐瘩性是指材料抵抗磨损的性
能，通常用材料的磨损量表示。磨损量
越小，耐磨性就越高。本实验中ＮＰＭ

琵明：１聚甲基丙烯酸甲酯；２双酚Ａ双甲基丙烯酸缩水甘油酯；’双甲鲞丙烯酸三甘醇酯

的摩擦系数较低、磨损体积较小，具有
１．１．２实验设备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ＲＶ摩擦

工唾液为润滑剂，直径１０ｍｍ的Ｓｉ３Ｎ４

较强的耐磨性。ＮＰＭ和ＭＺｌ００耐磨性

磨损实验机｛简称Ｓ Ｒ Ｖ实验机）

陶瓷球为对磨件。设置ＳＲＶ实验机的

的差异可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分析：

（Ｏｐｔｉｍａｌ，德国）、Ｔａｌｙｓｕｒｆ ５Ｐ．１ ２０表

振幅为１．５ｍｍ、频率为２０Ｈｚ、载荷为

３．１纳米ＳｊＯ。填料在ＮＰＭ的磨损中

面形貌仪（ＴＡＹＬＯＲ．ＨＯＢＳＯＮ，英

２０Ｎ来模拟人体咀嚼实验。测试时间

发挥的特殊作用ＮＰＭ是一种纳米复

国）、ＩＳＯＭＥＴＴＭｌ ０００型精密切割机

为４２０ｓ。ＳＲＶ实验机的微机记录仪全

合树脂，以粒径２０—３０ｎｍ的纳米

（Ｂｕｃｈｌｅｒ，美国）、Ｅｃｏｍｅｔ Ｖ抛光机

程自动记录实验中的摩擦系数。

ＳｉＯ，颗粒为填料。高分子材料经纳米

ＦＮ

（Ｂｕｃｈｌｅｒ．美国）。

粒子改性后其摩擦磨损性能会得到明

；

１．２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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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改善囝。纳米ＳｉＯ，颗粒在摩擦过

１．２．１试样制作用ｌＳＯＭＥＴ７Ｍ

１

程中具有增强、承载、减磨和润滑作

０００

型精密切割机在水冷却条件下，用金

用，可减轻ＮＰＭ磨损。

刚石刀片以相同转速将Ｎ Ｐ

３．２填料的平均粒度对耐磨性的影响

Ｍ和

ＭＺｌ００分别切割成高２．１ｍｍ、直径大
于１０ｍｍ、两端水平的圆柱体。将试
样分别粘固于直径２４ｍｍ、高５．８ｍｍ
的金属圆柱体底面中央。试样的实验

复合树脂中填科的平均粒度大小是影
圉２

ＳＲＶ实验机主机部分实验装置示
意图

响其耐磨性的重要因素，较小的填料

粒度可以获得良好的耐磨性【３ｌ。填科

说明：ＦＮ：正裁荷；Ｐｈ：上卡头；
Ｆｆ：摩擦力测量单元；Ｐ：对磨件；

的粒度越小。因磨损产生的表面粗糙度

面顺次用６００目、８００目、１０００目、

Ｐｃ：专用卡具；Ｓｈ：下支座；

越小，复合树脂的摩擦系数就越低…。

１２００目和１５００目的水砂纸在水冷却

ｄ：驱动方向；Ｓ：放测试的试样。

摩擦系数越低，耐磨性越强。小粒度填

下间歇打磨，用Ｅｃｏｍｅｔ Ｖ抛光机抛光

１．２．３磨痕测量和磨损体积计算磨

料的比表面积大，与基质的接触面积

至镜面。每种树脂制５个试样。试样示

损后的试样经蒸馏水超声清洗并烘

大，容易被基质保持，在摩擦过程中不

意图见图１。

干，用Ｔａｌｙｓｕｒｆ ５Ｐ．１ ２０表面形貌仪测

易脱粘圈。ＮＰＭ填料的平均粒度远小

单位：妯

量试样磨痕中央处的深度和横截面

于ＭＺｌ００，而且ＮＰＭ的摩擦系数比

积，每个试样测量三次，取均值。用公

ＭＺｌ００低，因而ＮＰＭ在摩擦过程中

式Ｖ＝ＳＷ＋ｗ（３Ｒ－Ｈ）Ｈ２／３计算磨损

不易被磨损。

体积。式中：Ｖ为磨损体积，Ｓ为磨痕

３．３填料含量对复合树脂耐磨性的双

横截面积，Ｗ为振幅，Ｒ为对磨件半

重影响在一定限度内，耐磨性随着填

径．Ｈ为磨痕深度。

科含量的增加而增强．（下转第３５页）

图ｌ

磨损实验试样示意图

１．２．４统计学分析用

１．２．２摩擦磨损实验在ＳＲＶ实验机

ＳＰＳＳｌ２．０软件。经独立

上。对各试样分别进行球－面接触式往

样本Ｔ检验进行摩擦系数、

复滑动摩擦实验。ＳＲＶ实验机主机部

磨损体积的统计学分析。

分的实验装置示意图见图２。采用人

检验水准ａ为０．０５。

说明：－５ ＮＰＭ的相应谨标比较，‘Ｐ＜Ｏ．０５

２５

大数据量的数据源系统，通常会舍弃一些数据库自身的检
查机制，例如字段约束等。希望尽可能将数据检查在入库前
保证，但这～点是很难确保的。
２．３．２数据一致性同样，数据源系统为了性能的考虑，会
在一定程度上舍弃外键约束，这通常会导致数据不一致。
２．３．３业务逻辑的合理性通过数据分析者的经验，结合统
计理论对质量不高的数据进行取舍。
２．４数据质量监控措施的制度化在ＥＴＬ过程的数据清洗环
节，虽然有诸多的规则可循，如果原始数据存在许多质量问
题，纵使有再多的清除噪声数据手段．也会使产出信息的可
信度大打折扣。所以，建立相关的数据质量监控措旌，以减
少源头的脏数据出现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在系统应用不断
深入的同时，适时推出数据质量管理措施。

３基于数据仓库的管理查询系统
管理人员对信息查询的认识往往是从报表开始的。但
数据仓库并不是为韭务报表而设计的。数据仓库分析工具

万方数据

（上接第２５页）两者存在线性关系；但过多的填料又会增
加材料的表面租糙度，增大摩擦系数，导致磨损增加嘲。
ＭＺｌ００的填科含量高达８５Ｗｔ％，它的摩擦系数大，在磨
损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摩擦热。不能由基质及时导出的
摩擦热会在填料附近大量聚集，导致基质对填科的固定
能力降低，填料大量脱落，ＭＺｌ００的磨损加速。复合树
脂的填料含量并非越高越好。在ＮＰＭ的进一步研究当中
应在保证树脂具有与牙釉质接近的摩擦系数和良好的
机械性能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其填料的含量。
３．４微细ＺｒＯ，填料颗粒对ＮＰＭ耐磨性的影响含硬质颗
粒的复合树脂的耐磨损能力较强｜７１。Ｎ

Ｐ Ｍ中高硬度的

ＺｒＯ，填料，在摩擦过程中会形成硬质支撑、保护基质，赋
予ＮＰＭ较强的耐磨性。
利用Ｓ

Ｒ Ｖ摩擦磨损实验机迸行体外摩擦磨损实验

是一种简便、可靠的实验手段。本研究结果对ＮＰＭ的进
一步研究、改进和临床选择ＣＡＤ，ＣＡＭ用可加工复合树

脂修复材料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圃圜

在固定格式报表再现上有时不如专门定制的程序，习惯使
用…Ｓ的院长查询系统改为使用数据仓库，有一个接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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