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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x 瓷嵌体三维有限元模型粘接界面应力分析

张国梅 1，祝  军 1，胡  杨 2，焦红卫 3

文题释义：

瓷嵌体：嵌体是一种临床应用悠久的口腔修复技术，是嵌入牙体内部用以恢复牙体缺损形态和功能的修复体，属于口腔固定修复体类，具

有咀嚼效率高、磨牙量少、异物感较小等特点，金属类嵌体的机械强度高，E-Max瓷嵌体的美学性能和生物相容性较好，在前牙美学区和

后牙应力负载较低部位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维有限元模型：是指利用计算机数学算法对口颌系统(几何和载荷工况)进行模拟，利用简单而又相互作用的元素(即单元)，用有限数量

的未知量去推算无限未知量的真实系统，可模拟口颌系统咬合应力施加环境，便于分析咬合应力与修复体、粘接界面和剩余牙体组织的应

力状况，优化E-Max瓷嵌体洞型设计和黏结剂选择。 

摘要

背景：E-Max瓷嵌体具有良好的美学、粘接与机械性能，在牙体缺损修复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的：构建不同黏结剂和不同洞深的近中-牙合-远中洞型E-Max瓷嵌体修复三维有限元模型，探究不同模型的应力分布和集中区域规律。

方法：利用Micro-CT扫描人下颌第三磨牙，采用医学建模软件mimics 20、逆向工程软件Geomagic Studio 2014、三维机械制图专用软件 NX 
10建立不同黏结剂和不同洞深的近中-牙合-远中洞型E-Max瓷嵌体修复三维有限元模型：A组洞深2 mm，使用3M RelyX™ Unicem黏结剂；B组
洞深3 mm，使用3M RelyX™ Unicem黏结剂；C组洞深4 mm，使用3M RelyX™ Unicem黏结剂；D组洞深2 mm，使用vario-link N黏结剂；E组洞

深3 mm，使用vario-link N黏结剂；F组洞深4 mm，使用vario-link N黏结剂。应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workbench 18.2进行网格划分，分析

各模型在10 N•mm转矩、45°加载175 N和90°加载600 N时的应力分布状况。

结果与结论：①加载10 N•mm转矩时，使用同一黏结剂的情况下，随着洞深度增加模型的牙体总位移、牙周膜等效应力均趋减小，洞深  

3 mm时牙根面等效应力、黏结剂等效应力最大；在同一洞深下，使用vario-link N黏结剂模型的黏结剂等效应力和牙根面最大主应力较大；

②舌向 45°加载175 N时，使用同一黏结剂的情况下，随着洞深度增加牙根面等效应力趋减小，洞深4 mm时牙体总位移、黏结剂等效应力

最大，洞深2 mm时牙周膜等效应力、牙周膜最大主应力最大；在同一洞深下，使用3M RelyX™ Unicem黏结剂模型的牙根面最大主应力、

牙根面等效应力、牙周膜等效应力较高，黏结剂等效应力较小；③舌向90°加载600 N时，使用同一黏结剂的情况下，随着洞深度增加模型

的牙体总位移、牙周膜等效应力均趋减小，洞深3 mm时牙根面最大主应力与黏结剂等效应力最大，4 mm时牙周膜最大主应力最大；在同

一洞深下，使用3M RelyX™ Unicem黏结剂模型的牙根面等效应力、牙体总位移、牙根面最大主应力和最大主应力较高，黏结剂等效应力较

小；④结果表明，近中-牙合-远中洞型E-Max瓷嵌体修复三维有限元模型应力集中区域为牙根分叉区、嵌体边缘线、髓室顶、龈壁等，粘接

界面和龈壁、根分叉区是应力集中和破坏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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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文章特点—

△构建 2，3，4 mm 洞深的

近中-牙合-远中洞型E-Max
瓷嵌体三维有限元模型；

△选用 3M RelyX™ Unicem 和

vario-link N 黏结剂；

△ 探明不同模型粘接界

面、牙冠和牙周应力分

布和集中区域规律，提

高 E-Max 瓷嵌体远期成功

率。

→

近中 -牙合- 远中洞型 E-Max 瓷嵌体三维有限元模型

3M RelyX™ Unicem 黏结剂 vario-link N 黏结剂

10 N•mm 转矩、45° 加载 175 N、90° 加载 600 N

探明粘接界面、牙冠、牙周应力分布和集中区域规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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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牙体缺损的嵌体修复包括树脂嵌体、金属嵌体和瓷嵌体

等，嵌体修复的远期存留率在于剩余牙体组织抗力性和固位

洞形面积、粘接材料和粘接界面的应力分布状况、嵌体材料

的机械性能等
[1-3]

。树脂嵌体美学和粘接性能较好，但机械

性能较差，在磨牙应力负荷较重的区域易破损
[4-5]

，固化时

产生收缩易导致微渗漏
[6]
。金属嵌体以高金合金嵌体为代表，

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耐腐蚀性和生物相容，但美学性能较

差，难以满足患者美学需求
[7]
。瓷嵌体修复以 E-Max 瓷嵌体

和二氧化锆瓷嵌体为代表，二氧化锆瓷嵌体的美学和机械性

能较好
[8]
，但惰性表面粘接性能远期效果不佳

[9]
，在临床应

用领域受限；E-Max 瓷嵌体具有良好的美学和粘接性能，机

械性能较好，CAD/CAM 法制备的 E-Max 瓷嵌体有着优异的

边缘适合性
[10-11]

，在牙体缺损修复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现阶段研究方法难以实体观测嵌体、粘接界面和牙体组

织内部应力分布及集中区域，因此实验构建三维有限元模型

以探究 E-Max 瓷嵌体洞型设计、应力分布、黏结剂选择与脱

落机制，为提高E-Max瓷嵌体临床成功率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三维有限元分析。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5 月在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上海市罗店医院口腔科完成。

1.3   材料    Micro-CT扫描仪(μCT 40，Scanco Medical，
Bassersdorf，  Switzerland)；自粘接树脂黏结剂 (RelyX™ 

Unicem，美国3M公司)；全酸蚀树脂黏结剂(vario-link N，义获

嘉伟瓦登特公司)；台式计算机工作站为Dell Precision T7600，

操作系统中央处理器E5-2643，内存32 G DDR3 1333 MHz，win7

旗舰版64位，显卡NVIDIA Quadro 4000和硬盘1 TB(7200RPM)；

逆向工程软件(Geomagic Studio 2014，美国3D Systems公司)；

三维建模软件(mimics 20，比利时Materialise公司)；有限元分

析软件(Ansys workbench 18.2，美国ANSYS公司)；三维机械制

图软件( NX 10，德国Siemens公司)。
1.4   实验方法

1.4.1   DICOM 格式文件获取   选取健康无龋病、无隐裂、无

明显磨耗的废弃人下颌第三磨牙 ( 供者对实验表示知情同

意 )，Micro-CT 扫描建模，软件为 Scanco software package。

选取的目标下颌第三磨牙扫描，保存为 DICOM 格式，数据

转入计算机工作站。MIMICS 软件读取，三维重建模型，三

角面片优化，获得完整的下颌第三磨牙外部轮廓，以 STL 文

件保存，从而得到符合条件的下颌第三磨牙三维模型待用。

获取下颌第三磨牙断层影像数据，保存为 DICOM 格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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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E-Max porcelain inlay has good aesthetic, bonding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has a broa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field of tooth defect 
repair. 
OBJECTIVE: To build the model of mesio-occluso-distal cavity E-Max porcelain inlay with different adhesives and different depths of holes, and to explore the 
stress 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law of different data models.
METHODS: Micro-CT was used to scan the human mandibular third molar model. Medical modeling software mimics 20, reverse engineering software 
Geomagic Studio 2014, and three-dimensional mechanical drawing software NX 10 were utilized to construct the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mesio-occluso-distal cavity E-Max porcelain inlay with different adhesives and different depths of holes: Group A with a hole depth of 2 mm, using 3M RelyX™ 
Unicem adhesive; group B with a hole depth of 3 mm, using 3M RelyX™ Unicem adhesive; group C with a hole depth of 4 mm, using 3M RelyX™ Unicem 
adhesive; group D with a hole depth of 2 mm, using vario-link N adhesive; group E with a hole depth of 3 mm, using vario-link N adhesive; group F with a hole 
depth of 4 mm, using vario-link N adhesiv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software ANSYS workbench 18.2 was used for meshing. Stress distribution of each model at 
10 N•mm torque, 45° loading 175 N and 90° loading 600 N was analy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fter 10 N•mm torque loading, with the increase of cavity depth, total displacement of the teeth and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the periodontal ligament decreased with the same adhesive; when the cavity depth was 3 mm, the root surface equivalent stress and the adhesive equivalent 
stress were largest. Under the same cavity depth, the equivalent stress and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of the root surface were larger when using vario link 
N adhesive. (2) When 175 N was applied at 45° lingual direction and the same adhesive was used, the equivalent stress on the root surface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avity depth. When the depth of the cavity was 4 mm, the total displacement of the tooth and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the adhesive were 
largest. When the cavity depth was 2 mm, the equivalent stress and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of periodontal ligament were largest. At the same cavity 
depth,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equivalent stress of root surface and equivalent stress of periodontal membrane of models using 3M RelyX™ T Unicem 
adhesive were higher and equivalent stress of the adhesive smaller than those of other models. (3) When 600 N was applied at 90° lingual direction and the 
same adhesive was us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avity depth, the total displacement of the tooth and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the periodontal membrane 
decreased. When the cavity depth was 3 mm,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of the root surface and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the adhesive were maximum; 
when the cavity depth was 4 mm,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of periodontal ligament was largest. At the same cavity depth,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the root 
surface, the total displacement of the tooth,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and the maximum principal stress of the root surface were high, while the equivalent 
stress of the adhesive was small in models using 3M RelyX™ Unicem adhesive. (4)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ress concentration areas are the root bifurcation area, 
the inlay edge line, the pulp chamber top, and the gingival wall; and key areas of stress concentration and destruction are the bonding interface, the gingival 
wall and the root bifurcation area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s of mesio-occluso-distal cavity E-Max porcelain inlay.
Key words: denture; material;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porcelain inlay; adhesive; stress distribution; tooth de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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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4.2   三维重建CT断层图像   利用Materialise公司的Mimics 20

医学专业三维重建软件导入以 DICOM 格式保存的CT影像，

手动设置冠状位与矢状位。调整图像的阈值，可见不同组织

有不同的灰度值，建立下颌第三磨牙的牙釉质、牙本质的

Mask层，利用Edit Masks中的Erase命令擦去无关的支撑影像

数据，从而获得所需的第三磨牙牙釉质、牙本质的影像数

据，运用Calculate 3D 命令初步建立第三磨牙的三维模型。将

建立好的牙本质模型向外偏置0.2 mm作为牙周膜。把初步建

立好的第三磨牙模型导出stl格式保存。

1.4.3   第三磨牙模型曲面重建   将 stl 格式的模型导入到

Geomagic Studio 2014软件中，检查模型的交错面、细小通道、

噪点等并修复三角面片的网格结构，利用平滑功能优化第三

磨牙的表面，消除尖锐边。利用曲面重建功能建立第三磨牙

的 NURBS 曲面，所得第三磨牙的牙釉质、牙本质曲面模型

以 .iges 文件格式保存。

1.4.4   洞型及嵌体的设计建模   把建立好的第三磨牙曲面模

型导入到 UG NX 10 中，根据邻牙合 ( Ⅱ类 ) 洞型标准构建近中 -

牙合- 远中洞型：牙合洞深 2-4 mm，侧壁外展约 4°，鸠尾峡为

颊舌径的 1/3，箱型洞型。洞型底平，各壁无倒凹，轴髓线

角圆钝，在 UG NX 10 中利用草图、实体操作、布尔运算等

功能建立近中 -牙合- 远中洞型嵌体修复三维实体模型。在嵌

体实体模型外周偏置厚度为 0.08 mm 的曲面，模拟嵌体修

复时的粘接剂，建出 80 μm 厚的黏结剂层
[12]
；建立厚度为     

1.5 mm 的骨皮质，内部为骨松质的长方体牙槽骨模型，把

牙体和牙槽骨进行布尔运算得到第三磨牙的颌骨模型。最终

在 UG NX10 中获得含有牙齿各部分邻牙合 ( Ⅱ类 ) 洞型嵌体牙

与牙周膜、牙槽骨的右下颌第三磨牙的实体模型，实验分组

见表 1。

表 1 ｜三维有限元模型实验分组
Table 1 ｜ Experimental groups of three-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odel

组别 牙合面洞深 宽度 黏结剂

A 组 2 mm 3 mm 3M RelyX™ Unicem 黏结剂

B 组 3 mm 3 mm 3M RelyX™ Unicem 黏结剂

C 组 4 mm 3 mm 3M RelyX™ Unicem 黏结剂

D 组 2 mm 3 mm vario-link N 黏结剂

E 组 3 mm 3 mm vario-link N 黏结剂

F 组 4 mm 3 mm vario-link N 黏结剂

1.4.5   三维有限元模型检测方法   把建立好的实体模型导入

软件 ANSYS workbench 中，对模型进行网格的划分及模型各

部分接触关系的设定，对模型各部分进行材质赋值，依据咬

合关系进行受力加载，以模拟咬牙合时模型的受力情况，最后

得出下颌磨牙在不同洞型和嵌体的工况下，牙体的应力分布

及嵌体的位移、应变分布规律。

牙体、牙周及和修复材料力学参数见表 2，各组模型节

点数和单元数见表 3。

1.5   主要观察指标   各组模型在 10 N•mm 转矩、45° 加载

175 N 和 90° 加载 600 N 时的应力分布状况。

2   结果   Results 
2.1   加载 10 N•mm 转矩后各模型的应力和分布   在 10 N•mm

转矩加载后，比较 A、B、C 组模型牙体应力分布情况，随着

近中 -牙合- 远中洞型深度的增加，牙体总位移、牙周膜等效

应力均趋减小；当洞深为 3 mm 时，牙根面等效应力、黏结

剂等效应力最大。D、E、F 组模型应力分布情况近似。比较

A 组与 D 组、B 组与 E 组、C 组与 F 组，使用 vario-link N 黏

结剂模型的等效应力和牙根面最大主应力较大，其粘接界面

的应力较大，见表 4。各组模型应力分布云图见图 1。

2.2   舌向 45° 加载 175 N 后各模型的应力和分布   在舌向 45°

加载 175 N 时，比较 A、B、C 组模型牙体应力分布情况，随

着近中 -牙合- 远中洞型深度的增加，牙根面等效应力趋减小；

当洞深为 4 mm 时，牙体总位移、黏结剂等效应力最大；牙

周膜等效应力、牙周膜最大主应力在牙合面洞型深度为 2 mm 时

最大，3 mm 时最小。模型 D、E、F 组比较呈相同结果。在同

一洞深下，使用 3M RelyX™ Unicem 黏结剂模型的牙根面最大

主应力、牙根面等效应力、牙周膜等效应力较高，牙周组织

受力较大；使用 vario-link N 黏结剂模型黏结剂等效应力较大，

其在粘接界面应力较大，见表5。各组模型应力分布云图见图2。

2.3   垂直 90° 加载 600 N 后各模型的应力和分布   比较 A、B、
C 组模型在 90° 加载 600 N 时的牙体应力分布情况，发现无

论使用何种黏结剂，随着近中 -牙合- 远中洞型深度的增加，

牙体总位移、牙周膜等效应力均趋减小；当洞深为 3 mm

时，牙根面最大主应力与黏结剂等效应力最大；当洞深度为    

4 mm 时，牙周膜最大主应力最大。模型 D、E、F 组比较呈

相同结果。在同一洞深下，使用 3M RelyX™ Unicem 黏结剂

模型的牙根面等效应力、牙体总位移、牙根面最大主应力和

最大主应力较高，牙周组织应力较大；使用 vario-link N 黏结

剂模型的黏结剂等效应力较大，提示在粘接界面应力较大，

见表 6。各组模型应力分布云图见图 3。

表 2 ｜牙体、牙周及修复材料力学参数
[13-15]

Table 2 ｜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tooth, periodontium and restoration 
materials

名称 弹性模量 (MPa) 泊松比

牙釉质 84.100 0.300
牙本质 18.600 0.310
牙髓 0.002 0.450
牙周膜 0.069 0.450
牙槽骨 13.7 0.300
E-Max 陶瓷材料 95.0 0.30
3M RelyX™ Unicem 黏结剂 5.900 0.270
vario-link N 黏结剂 10.310 0.240

表 3 ｜各组模型节点数和单元数
Table 3 ｜ Number of model nodes and units in each group

组别 节点数 单元数

A 组 718 003 464 998
B 组 730 452 470 943
C 组 734 562 472 488
D 组 718 003 464 998
E 组 730 452 470 943
F 组 734 562 472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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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受力下各组模型的应力分布云图   各模型牙体及牙

周组织应力分布云图显示，10 N•mm 转矩、45° 斜向加载、

90° 垂直向加载后，应力集中区域为嵌体边缘线、髓室顶、

龈壁、近中根颊面近颈 1/3 处和远中根颊面近颈 1/3 处等，

粘接界面和龈壁、根分叉区是应力集中和破坏的重点区域，

见图 1-3。

3   讨论   Discussion
E-Max 瓷嵌体具有优异的美学和黏结性能，机械力学性

能较好，在美学区和后牙应力负荷较低的牙体缺损部位具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影响 E-Max 瓷嵌体嵌体修复远期成功率的

因素在于嵌体材料和剩余牙体、牙周组织力学性能，其与牙

体缺损洞型、深度、粘接面积和黏结剂性能密切相关。其次，

E-Max 瓷嵌体边缘线较长，长期暴露在口腔咀嚼复杂应力环

境，潮湿、电化学腐蚀、细菌分解和破坏牙体组织均可造成

嵌体边缘微渗漏，导致嵌体松动、脱落，远期修复效果不佳。

实验通过建立下颌第三磨牙 E-Max 瓷嵌体三维有限元模型，

探究不同深度近中 -牙合- 远中洞型牙体组织应力分布区域，

模拟口腔应力负载状况，比较 2 种临床常用黏结剂的机械力

学性能，以期获得良好、稳定的修复效果。

实验发现在 10 N•mm 转矩加载后，随着近中 -牙合- 远

中洞型深度的增加，各组模型黏结剂等效应力、牙根面等

效应力、牙根面最大主应力在牙合面洞型深度为 3 mm 时最

大。在舌向 45° 加载 175 N 时，牙体总位移、黏结剂等效应

力均在牙合面洞型深度为 4 mm 时最大；牙周膜等效应力、牙

周膜最大主应力在牙合面洞型深度为 2 mm 时最大。90° 加载       

600 N 时，黏结剂等效应力与牙根面最大主应力在洞型深度

为 3 mm 时最大，牙周膜最大主应力在牙合面洞型深度为 4 mm

时最大。使用 3M RelyX™ Unicem 黏结剂模型的牙周应力较

大；使用 vario-link N 黏结剂模型的黏结剂等效应力较大，其

在粘接界面应力较大。各模型应力分布云图显示，应力集中

区域为牙根分叉区、嵌体边缘线、龈壁、髓室顶、远中根颊

面近颈 1/3 处等
[16]
，粘接界面和龈壁、根分叉区是应力集中

和破坏的重点区域。与国内学者文成超等
[17]

研究结果一致，

其在近中 -牙合- 远中洞型的下颌第一磨牙三维有限元模型中

发现，应力集中区域在颊尖、近远中颊侧牙颈部及颊侧牙根

上 1/3 处，应力集中峰值在远中颊侧牙颈部。轴向加载时剩

余牙体组织的应力集中区在根分叉区域，垫底层在 1 mm 厚

度时有利于保护剩余牙体组织，有助于嵌体冠和牙体的长期

稳定
[18]
。

需综合考虑洞型设计、牙体预备、咬合设计等因素
[19]
，

尽量避免应力集中导致牙体折裂和牙周损伤等潜在风险，可

采用玻璃离子垫底、辅助固位形、咬牙合设计优化、洞形点线

角圆钝等嵌体设计方案
[20-21]

，避免牙折、嵌体破坏和脱落等

不良后果。vario-link N 黏结剂粘接强度较大，在较深洞型时

(>4 mm) 需注意潜在冠折风险。3M RelyX™ Unicem 黏结剂粘

接强度较小，在满足固位形的条件下可满足大部分牙体缺损

嵌体修复的黏结要求。实验结果可为 E-Max 瓷嵌体修复设计

提供实验数据和依据，可指导和结合临床实验数据，以期提

高 E-Max 瓷嵌体修复术的远期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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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加载 10 N•mm 转矩后各组模型牙体和牙周应力分布
Table 4 ｜ Teeth and periodontal stress distribution under 10 N•mm torque 
in each group

组别 牙体总位移

(×10-4 mm)

黏结剂等效

应力 (MPa)

牙根面等效

应力 (MPa)

牙根面最大

主应力 (MPa)

牙周膜等效应

力 (×10-2 MPa)

牙周膜最大主应

力 (×10-2 MPa)

A组 8.894 6 14.658 4 0.379 7 0.373 1 2.206 2 5.136 5
B组 8.878 2 16.580 5 0.508 0 0.378 2 2.205 7 5.137 0
C组 5.340 2 8.430 7 0.232 3 0.228 3 1.324 4 3.088 0
D组 8.892 0 20.904 8 0.379 9 0.373 2 2.205 8 5.135 7
E组 8.874 2 24.072 5 0.507 0 0.378 5 2.205 1 5.136 2
F组 5.336 9 11.834 0 0.232 4 0.228 4 1.323 9 3.087 5

表 5 ｜舌向 45° 加载 175 N 后各组模型牙体和牙周应力分布
Table 5 ｜ Teeth and periodontal stress distribution of 175 N under 45° 
lingual loading in each group

组别 牙体总位移

(mm)

黏结剂等效

应力 (MPa)

牙根面等效

应力 (MPa)

牙根面最大

主应力 (MPa)

牙周膜等效

应力 (MPa)

牙周膜最大主

应力 (MPa)

A 组 0.130 3 30.838 8 22.053 7 14.888 6 4.756 5 5.422 3
B 组 0.123 0 30.182 0 21.976 5 14.851 8 4.752 4 5.419 0
C 组 0.129 9 31.371 1 21.424 6 16.223 2 4.753 4 5.419 8
D 组 0.130 3 34.361 8 22.044 0 14.881 7 4.755 7 5.421 1
E 组 0.129 9 34.390 9 21.952 4 14.838 5 4.751 3 5.417 5
F 组 0.129 8 35.278 1 21.376 9 16.235 2 4.751 9 5.417 7

表 6 ｜垂直 90° 加载 600 N 后各组模型牙体和牙周应力分布
Table 6 ｜ Teeth and periodontal stress distribution of 600 N under 90° 
loading in each group

组别 牙体总位移

(×10-2 mm)

黏结剂等效

应力 (MPa)

牙根面等效

应力 (MPa)

牙根面最大

主应力 (MPa)

牙周膜等效

应力 (MPa)

牙周膜最大主

应力 (MPa)

A 组 7.976 5 34.734 5 18.108 3 9.553 1 2.824 9 2.142 3
B 组 7.966 2 37.456 4 18.012 3 9.722 6 2.825 0 2.141 4
C 组 7.954 2 35.218 9 17.949 7 9.077 1 2.814 0 2.143 1
D 组 7.975 1 47.783 3 18.087 8 9.546 9 2.824 7 2.142 1
E 组 7.964 4 51.141 0 18.002 0 9.712 3 2.824 8 2.141 2
F 组 7.952 1 48.372 2 17.938 8 9.065 3 2.813 8 2.14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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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加载 10 N•mm 扭矩后各组模型嵌体粘接界面与牙根应力分布云图

Figure 1 ｜ Cloud chart of bonding interface and root stress distribution of each group of inlay model after loading 10 N•mm tor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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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舌向 45° 加载 175 N 后各组模型嵌体粘接界面与牙根应力分布云图

Figure 2 ｜ Cloud chart of the bonding interface and root stress distribution of each model inlay after 45° lingual direction loading 175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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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垂直 90° 加载 600 N 后各组模型嵌体粘接界面与牙根应力分布云图

Figure 3 ｜ Cloud chart of bonding interface and root stress distribution of each group of inlay model after loading 600 N at 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