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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金基合金为代表的牙科高贵金属铸造合金，受价格上涨影响，修复应用受限。一系列相对经济的

贵金属铸造合金被研发用于临床。本文就牙科修复用贵金属铸造合金的现状展开讨论，并对贵金属铸造合金的
结构、机械性能、耐腐蚀性、生物学性能等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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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修复用合金根据合金组分的名贵程度可分为贵金
属 (noble metal) 合金和非贵金属 (non-noble metal) 合金。以
金和铂族元素 (platinum group metal, PGM) 为主体的贵金属
合金在常温的条件下具有稳定的热力学性能、适宜的机械
力学性能、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及美观的色泽，在早期即已
使用于牙科修复领域。由于黄金价格上涨，传统牙科修复
用金合金受到价格因素影响，一批低金含量贵金属合金或
非贵金属合金出现并应用于临床以替代传统金合金 [1]。替
代合金分为两类 ：一类为使用钯和银的低贵金属合金 ；另
一类为钴铬或镍铬等非贵金属合金。下文对贵金属铸造合
金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牙科贵金属铸造合金的定义及分类

ISO1562:2004、ISO8891:1998 以及我国国家标准 GB/
T 17168-2008 明确规定了牙科铸造贵金属合金的化学组分，
即 金 和（ 或 ）PGM 含 量 为 25~75wt%， 和 金 含 量 不 小 于
60wt%、且金加 PGM（铂、钯、铱、钌、铑）总量不小于
75wt%，同时要求合金中的铍和镉含量不大于 0.02wt%。根
据贵金属（Au+PGM）的含量，贵金属铸造合金可分为高金
含量合金或称高贵金属合金（Au+PGM ≥ 75wt%，其中 Au
＞ 40wt%）、中金含量合金（40% ≤ Au+PGM ≤ 75%）和
低金含量合金（25% ≤ Au+PGM ≤ 40%）。通常将中、低
金合金统称为低金含量合金或低贵金属合金。若金和（或）
PGM 含量少于 25% 则不能称为贵金属合金。
牙科合金材料可按其机械性能及用途分为 I-IV 类合金，
其中 I 类合金主要用于嵌体修复，II 类合金主要用于冠修复，
III 类合金可用于桥体修复，IV 类合金为铸造支架合金。

2
2.1

牙科贵金属铸造合金的主要类型
高金含量合金
高金含量合金具备良好的机械性能、耐腐蚀性、抗晦

暗性，理想的生物相容性及加工性能，具有其他合金无法
比拟的性能 [2]。常用的高金含量合金主要有 Au-Pt-Pd 系、
Au-Pd-Ag 系、Au-Pd 系以及 Au-Ag-Cu 系等合金。金质软，
需与银、铜、铂等其他金属元素形成合金，才能获得具有
临床意义的物理机械性能 ；高金合金中常含不等量的 PGM
元素，一般以铂和钯为主，其主要作用是提高金合金的机
械性能，并能有效增加 Au-Ag-Cu 系合金在硬化处理后的强
度、弹性和硬度等。同时，PGM 元素的加入还可提高合金
的抗腐蚀性能，并使合金的表观色泽变白。
因高金含量合金贵金属含量（Au+PGM）高，价格过
高使其应用受限。而非贵金属合金虽价格较低，但其耐腐
蚀性、铸造性能均欠佳，且其中的镍、铍等元素可能诱发
免疫反应 [3]，因此当前更多的研究转向性价比高的低金含
量合金及以钯为主体的高钯合金。

2.2

低金含量合金

与高金合金相似，低金含量合金通常以 Au-Ag-Cu 系
为基础。通过提高 Pd 含量防止金含量降低导致的抗腐蚀性
下降。低金合金填补了高金合金与非贵金属合金价格梯度
的间隙，并且其铸造性能、加工性能和机械性能与高金合
金并无明显差异，因此成为当前牙科修复材料的主要发展
方向。
工业生产通过不同工艺处理改变合金的机械力学性能，
以满足不同的应用目的及要求 [4-5]，该系统合金的典型组分
为 50-57%Ag,25%-33%Pd,10-15%Cu 和 5-20%Au(wt%[6]，该
类合金经过恰当的工艺时效处理后，能够达到 I-IV 类合金
的性能要求，因此被称为“魔术合金”。
2.2.1 显微结构 在扫描电镜下可见贵金属合金的金相结
构较均一，而镍基、铜基合金结构多相且杂乱。含铜与银
的低金合金的金相显微结构中易形成由富 Ag 相和富 Cu 相
组成的片层共晶组织，且铜在晶界和枝晶臂上形成偏析。
贵金属元素含量越低，铜偏析倾向越大 [7]。另外，对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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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效处理可形成 AuCu I 或 PdCu 沉淀相和多相组织，
提高合金的硬度和强度，但同时降低合金的抗腐蚀和抗变
色性能。
2.2.2 耐腐蚀性与抗晦暗性 实验表明镍基合金的镍含量
大于 80% 时可明显影响合金的耐腐蚀能力，铜基合金的耐
腐蚀性则较金合金差 1000 倍且易变色 [8]。铂、钯等 PGM
元素可改善合金的抗晦暗性和抗腐蚀性，其中钯的效果更
显著。国外学者对 14 种中金合金和 1 种低金合金进行了 8
年随访，结论是其性能是令人满意的，其抗晦暗性和表面
抛光度亦在临床可接受的范围内 [9]。
2.2.3 铸造性能 虽然低金合金由于金含量的下降影响合
金的铸造性能，但影响并不显著，Kawashima 等 [10] 研究证
实在合金中添加 Pd 可提高合金的时效硬化能力。某些合金
的铸造性能同于甚至高于Ⅲ型高金合金 [11]。同时，低金合
金的铸造性能与铸造设备的选择有关 [12]，高频感应式铸造
机可以精确控制熔化温度且不易导致过熔，可以铸造出适
合性良好的修复体。此外，还应选择操作便利、有足够膨
胀系数的包埋材料。对于 Au-Cu-Ag-Pd 及 Au-Ag-Pd-In 等
合金，可采用石膏基包埋料 ；而对于 Pd-Cu-Ga、Pd-Ag 等
含钯量大的合金，因石膏中的硫酸钙在高温时将会分解并
使合金变脆，应改用磷酸盐基包埋料 [13]。

2.3

铸造高钯合金

2.3.1 发展现状 Wataha 曾预测，由于黄金的稀缺及金价
的上涨，以高钯合金为代表贵金属合金将是未来主流的牙
科修复用合金 [3]。西方发达约 50% 的固定修复体采用此类
合金制作 [14]。合金中含钯量超过 75% 则称为高钯合金。高
钯合金之所以被认为是未来主流的牙科修复用合金，是因
其在机械性能、理化性能方面与高金合金相似 [15-16]，加入
功能性元素后甚至可优于高金合金 [17-18]，而价格仅为后者
的三分之一。同时，其生物相容性亦优于非贵金属合金，
且耐腐蚀性好，制作工艺较简单。
2.3.2 机械性能 以 Pd-Cu-Ga 系合金为代表的第一代高
钯合金，具有较高的屈服强度和硬度，但因抛光性和适应
性较差而影响了其应用推广。第二代高钯合金以 Pd-Ga 系
合金为主，因不含 Cu 而较第一代高钯合金的硬度低，同时
具有适宜的屈服强度以及良好的抗腐蚀性，并且在制作工
艺方面较第一代容易加工，因此得到广泛应用。Carr 等 [19]
对比了不同比例的商品化高钯合金，第二代的屈服强度在
445~690Mpa 之间，硬度为 235~285HV。同时，第二代的延
伸率普遍在 20% 以上，满足 ADA 关于Ⅰ ~ Ⅳ类合金的要求。
目前认为，高钯合金通过合金金属元素之间的固溶强
化、弥散析出以及细晶化等机制提高机械性能。当 Ga 等元
素含量超过其在 Pd 中的固溶度时，则会形成 Pd2Ga 等片状
共晶结构，明显增加合金的强度 [17]。另外，合金以 Pd 为主
体，细化的晶粒及树枝状结构的形成亦有助于强度的增加，
武斌等人 [20] 研究发现不同时效处理钯银合金样本的金相结
构出现显著差异，晶界处出现新的沉积相，并随处理条件
出现变化，金相结构变化与硬度的改变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赵耀等 [21] 在对自制牙科钯银合金采用不同热处理后观察到
硬化热处理和深冷处理均可提高合金的纤微硬度，硬化热
处理的提高更为明显，且二者联合应用时可对合金硬度产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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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累加效应。
2.3.3 耐腐蚀性 目前关于高钯合金的耐腐性能研究的体
外实验较多。许多研究表明，Pd 的相对耐腐蚀性以及其稳
定性抑制了含钯合金或高钯合金中其他金属元素的腐蚀倾
向。Wataha 等 [22] 发现，Pd 通过使 Cu 在局限的区域中富集，
减少了 Cu 从合金中的析出，间接提高了合金的耐腐蚀性。
此外，通过热处理等方式能提高高钯合金的耐腐蚀性。
Berzins[23] 对含钯量大于 74wt% 的 Pd-Ag 高钯合金进行模拟
烤瓷烧结的热处理，其后分析电化学腐蚀参数。结果显示
热处理后的参数较铸态更佳，表明热处理能降低 Pd-Ag 合
金的腐蚀风险。

2.4

牙科贵金属铸造合金的生物学性能

生物相容性是生物材料的重要性能指标，是生物材料
用于生命体的前提。口腔中复杂的环境可导致合金腐蚀，
使其元素离子游离释放到唾液中，这些释放出的元素与合
金的生物相容性息息相关。每种元素都有特定的“释放趋
势”[24]，其中铜、镍、镓是易释放元素，镉、锌次之，金、钯、
铂释出不易，但其释出性同时还受合金中其他元素的影响 [8]。
研究表明，多相合金析出元素较多 [24]。
2.4.1 细胞毒性作用 国内外的学者已针对不同合金进
行了多方面研究，非贵金属合金中，低浓度的镍可抑制体
外成纤维细胞生长且具有细胞毒性 ；钴元素也有一定的毒
性 [25-27] ；铜基合金牙冠边缘牙龈有局部慢性炎症、大量淋
巴细胞浸润及结合上皮组织增生 ；镍铬基烤瓷合金中加入
的铍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粉尘、烟雾能引起人体器官中毒 [28]，
研究也发现含铍的镍铬合金会使细胞增殖下降。实验证
明 [29-30] 贵金属合金由于其耐腐性较强，局部离子释放少，
产生的细胞毒性作用小，吴丽霞等 [31] 在研究四种不同修复
金属材料对炎性牙周组织影响的实验中发现金钯合金比钴
铬合金对炎症牙龈成纤维细胞的生物相容性更佳。
2.4.2 致敏性 据统计，一般人群 15% 对镍敏感，8% 对
钴敏感，8% 对铬敏感，对汞、铜、金、铂等敏感也有报道 [32]。
一直以来，学者们认为高钯合金与金基合金均具有良好生
物相容性及生物安全性，然而，近年来临床上对钯合金的
过敏病例报告使得人们开始考虑其潜在的生物学有害性 [33]。
这些病例报告主要为戴入含钯合金修复体后出现口腔黏膜
炎、荨麻疹、红肿烧灼感等症状 [34-36]，同时这部分患者对
镍等金属元素已产生过敏，这有可能是金属离子间的交叉
过敏现象。Pigatto 等 [37] 在一些对钯或镍过敏的患者口内放
入纯钯，却没有出现相似的过敏症状，他们推测此结果可
能归因于钯的高度耐腐蚀性，当合金中钯的含量越高，过
敏的几率越小。然而，目前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
关于钯过敏的有效筛查性尚存争议。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牙科修复用贵金属合金的种类很多，传统
高贵金属合金受价格影响应用逐渐减少。镍铬、钴铬合金
等生物相容性和安全性不佳，因此，兼具性能与价格优势
的低金含量合金以及高钯合金将是日后修复用合金的一个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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