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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植入物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用于支撑牙假体的牙植入

物。所述植入物可以包括具有外表面、远端和近

端的主体。所述牙植入物可以包括至少一条位于

所述主体的外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上的螺纹。所述

螺纹可以包括近侧面和远侧面。所述螺纹还可以

包括在近侧面和远侧面之间延伸的面。此外，所

述牙植入物可以包括在所述面上形成的第一螺

旋沟槽和/或在所述主体上形成的第二螺旋沟

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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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支撑牙假体的牙植入物，所述牙植入物包括：

主体，其包括外表面、远侧主体部分、近侧主体部分和形成所述牙植入物的顶面的近

端；

至少一条螺旋螺纹，所述螺旋螺纹包括在所述远侧主体部分上延伸的远侧螺纹部分和

在所述近侧主体部分上延伸的近侧螺纹部分，所述近侧螺纹部分和所述远侧螺纹部分具有

在所述近侧螺纹部分的近端和所述远侧螺纹部分的远端之间延伸的螺纹长度；并且

所述螺纹包括近侧面和远侧面，所述螺纹还包括在所述近侧面和所述远侧面之间延伸

的面；并且其中所述面的厚度从所述远侧主体部分到所述近侧主体部分增加；和

沟槽，所述沟槽位于在所述近侧螺纹部分的至少一部分的近侧面和远侧面之间延伸的

面上，所述沟槽在所述螺纹长度的至少近侧20％至至多近侧50％上延伸。

2.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近侧面和所述远侧面之间延伸的面确定第一

锥角，并且所述主体确定第二锥角，所述第一锥角与所述第二锥角不同。

3.权利要求2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第二锥角小于所述第一锥角。

4.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牙植入物还包括至少一个位于所述植入物上

的凹槽。

5.权利要求4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凹槽构造为当所述牙植入物以顺时针方向和

逆时针方向中的一个方向旋转时进行切割。

6.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牙植入物还包括至少部分位于所述近侧主体

部分中的空腔，所述空腔朝向所述牙植入物的近端敞开，并且构造为连接桥基。

7.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牙植入物还包括构造为连接桥基的外部结构。

8.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牙植入物还包括与所述主体集成的桥基。

9.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沟槽从所述近侧螺纹部分的近端延伸。

10.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牙植入物还包括具有螺旋图案的第二沟槽，

所述第二沟槽仅形成在所述主体的外表面的所述至少一条螺纹之间的在所述螺纹长度的

远侧50％至80％上延伸的部分上。

11.权利要求1所述的牙植入物，其中所述牙植入物还包括在所述主体中形成的内部连

接插口，所述内部连接插口在所述牙植入物的顶面中具有开口，和位于所述内部连接插口

下方的锥形室和联锁凹部，所述锥形室具有从锥形部分的冠端到锥形部分的顶端沿纵轴测

量的长度，并且所述联锁凹部具有从联锁凹部的冠端到联锁凹部的顶端沿纵轴测量的长

度，其中所述锥形室的长度和所述联锁凹部的长度之间的比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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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植入物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08年4月22日的中国专利申请200880013368.4的分案申请。

[0002] 背景

发明领域

[0003]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牙植入物，并且更具体地涉及螺纹牙植入物。

[0004] 相关技术描述

[0005] 植入物口腔医学涉及使用人造部件在患者的口中修复一个或多个牙齿。这样的人

造部件典型地包括牙植入物和假体牙和/或加固牙植入物的桥基。通常，修复牙齿的方法以

三个阶段进行。

[0006] 牙植入物典型地由纯钛或钛合金制成。牙植入物典型地包括主体部分和颈圈

(collar)。主体部分构造为延伸到牙槽骨中并且与该牙槽骨骨结合(osseointegrate)。颈

圈的顶面典型地与颚骨的嵴齐平地放置。桥基(例如最终的桥基)典型地放置于所述顶面上

并且延伸穿过位于牙槽骨上面的软组织。近来，一些牙植入物具有延伸到颚骨的嵴的上方

并且穿过软组织的颈圈。

[0007] 各种锥形且具有各种螺纹外形的植入物在本领域是已知的。例如，美国专利5,

427,527描述了一种锥形植入物设计，其被安置于圆柱形切骨术部位中以降低在植入物的

冠面，即在其最宽的末端处的骨压缩。其它螺纹外形和图案在本领域中是已知的。最常见的

设计涉及对称的V-形外观，比如在美国专利5,897,319中示出的。在美国专利5,435,723和

5,527,183中公开了一种可变化的螺纹外形，其针对咬合负载下的应力转移而精确地最优

化。美国专利3,797,113和3,849,887描述了具有拥有面向植入物的冠状末端的平坦支架的

外部螺纹样特征的牙植入物。

[0008] 尽管这样的现有技术牙植入物已经是成功的，但是持续需要改进牙植入物与牙槽

骨骨结合的能力，并且需要改善牙植入物在牙槽骨内的稳定性。

[0009] 发明概述

[0010] 本文中公开的一个实施方案是用于支撑牙假体的包括主体的牙植入物。主体可以

包括外表面、远端和近端。牙植入物还可以包括至少一条位于主体的外表面的至少一部分

上的螺纹。螺纹可以包括近侧面和远侧面。螺纹还可以包括在近侧面和远侧面之间延伸的

面。牙植入物还可以包括在所述面上形成的第一螺旋沟槽和在所述主体上形成的第二螺旋

沟槽。

[0011] 另一个实施方案是用于支撑牙假体的包括主体的牙植入物。主体可以包括外表

面、远侧主体部分和近侧主体部分。牙植入物还可以包括至少一条螺纹。螺纹可以包括在远

侧主体部分上延伸的远侧螺纹部分和在近侧主体部分上延伸的近侧螺纹部分。螺纹可以包

括近侧面和远侧面。螺纹还可以包括在近侧面和远侧面之间延伸的面，其中所述面的厚度

从远侧螺纹部分到近侧螺纹部分增加。牙植入物还可以包括位于近侧螺纹部分的至少一部

分的面上的沟槽。

[0012] 本发明的其它实施方案由从属权利要求限定。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本发明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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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和其它实施方案从以下参照附图的优选实施方案的详细描述将变得显而易见，本发明不

限于任何公开的一个或多个具体的优选实施方案。

[0013] 附图简述

[0014] 下面参照优选实施方案的附图描述本文中公开的本发明的上述和其它特征。示出

的实施方案意在说明而不是限制本发明。附图包含以下图：

[0015] 图1A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的牙植入物的侧视图。

[0016] 图1B是图1A的牙植入物的透视图。

[0017] 图1C是图1A的牙植入物的顶视图。

[0018] 图1D是图1A的牙植入物的横截面侧视图。

[0019] 图2A是桥基的一个实施方案的透视图，该桥基构造成与图1A的植入物配合。

[0020] 图2B是图2A的桥基的横截面侧视图。

[0021] 图3A是联轴螺栓的一个实施方案的侧视图，该联轴螺栓构造成与图1A的植入物和

图2A的桥基接合。

[0022] 图3B是图3A的联轴螺栓的顶视图。

[0023] 图4是用图3A的联轴螺栓连接到一起的图1A的植入物和图2A的桥基的横截面侧视

图。

[0024] 图5是牙植入物的另一个实施方案的侧视图。

[0025] 图6是牙植入物的又另一个实施方案的侧视图。

[0026] 优选实施方案详述

[0027] 图1A-1D示出了牙植入物20的一个实施方案。在本实施方案中，植入物20包括植入

物主体32，其包括下部34和颈圈36。植入物20可以由钛制成，尽管可以使用其它材料，比如

各种类型的陶瓷。下部34可以为锥形缩小的(tepered)并且可以包括一对位于下部34的外

表面35上的螺纹38。如下面解释的，尽管示出的实施方案包括一对各自围绕植入物螺旋延

伸的螺纹38，但是修改的实施方案可以包括更多或更少的螺纹。此外，如下面解释的，主体

32显示为总体上锥形或锥形缩小。然而，在其它的实施方案中，主体32可以大致为圆柱形或

其它形状。牙植入物20可以包括近端22、通常与近端22相邻的近侧部分26、远端24和通常与

远端相邻的远侧部分28。

[0028] 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植入物主体32包括外表面或骨附着表面40，其可以构造成

促进骨结合。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将骨附着表面40构造成通过增加主体32的表面积来促进

骨结合。在这方面，骨附着表面40可以通过以若干不同的方式，例如通过酸蚀、喷砂、和/或

机械加工将植入物主体32粗糙化来形成。备选地，骨附着表面40可以通过用一种物质涂敷

下表面来形成，以促进骨结合。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这可能导致植入物主体32的表面积的减

小或增加。磷酸钙陶瓷，比如磷酸三钙(TCP)和羟基磷灰石(HA)是可以通过改变外表面40的

化学性质来提高骨结合的材料的实例。在其它实施方案中，外表面40可以包括构造成促进

骨结合的宏观结构，例如螺纹、微螺纹、压痕和/或沟槽，并且它们可以单独使用或与上述粗

糙化和/或涂层组合使用。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外表面40包括微结构表面，比如具有在小于

微米范围内的开孔的高度结晶且富含磷酸盐的氧化钛微结构化表面。这样的表面的一个实

例由Nobel  Biocare  ABTM以商标TiUniteTM出售。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特别有利的是对于

锆陶瓷主体可以用多孔锆涂覆以提供微结构表面。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微结构表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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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构造为促进骨结合的物质(比如BMP)涂覆。

[0029] 继续参照图1A，颈圈36可以位于下部34上，并且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颈圈36可以

与下部34整体形成或永久地固定于下部34上。颈圈36可以至少部分地由侧壁44限定。在示

出的实施方案中，侧壁44包括两个圆周地围绕颈圈36的侧壁44设置的半圆形沟槽46。半圆

形沟槽46可以为软组织如患者的齿龈的软组织提供额外的生长表面。在一个实施方案中，

半圆形沟槽46具有约150微米的宽度和约50微米的深度。可以确定沟槽46的尺寸使得一个

或多个沟槽46占据颈圈36的主要部分。在图1A示出的实施方案中，两个沟槽46显示为占据

颈圈36的主要部分(例如，大于总面积的50％)。在修改的实施方案中，颈圈36可以配置有更

多、更少或没有沟槽和/或具有不同尺寸和构造的沟槽。在其它实施方案中，在颈圈36上可

以设置圆周突起物或微螺纹。通常，有利地将颈圈36上这种结构构造成负载穿过其将植入

物20插入的较硬的骨密质，但是与植入物20的螺纹38相比程度较低，其可以构造成接合位

于骨密质下的海绵状松质骨。在其它实施方案中，颈圈36可以是非圆柱形的，例如为向内锥

形缩小或具有反相锥形的侧壁。

[0030] 在图1A-1D中显示的实施方案中，螺纹38中的每一条包括通过面58连接的远侧面

54和近侧面56。如上所述，示出的牙植入物20包括一对螺纹38，它们在远端24的相反侧面处

开始并且沿下部34向近端22前进，同时沿植入物主体32的下部34保持相反位置。因此，在示

出的实施方案中，螺纹38中的每一条具有相同的螺距。应当理解，尽管示出的实施方案显示

出两条螺纹38，但是还可以使用其它合适的螺纹数目如1条或3条。

[0031] 如在图1D中最易看出的，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螺纹38中每一条的面58的厚度T随

着螺纹38从远端24前进到牙植入物20的近端22而增加。即，与在植入物20的近侧部分26上

的螺纹38的近侧部分相比，在植入物20的远侧部分28中的螺纹38的远侧部分具有较薄的

面。

[0032] 植入物主体32可以确定至少三个不同的角，第一个角可以由植入物主体32的总体

形状确定；第二个角可以由螺纹38的面58确定；而第三个角可以由螺纹的底部确定。类似的

原理可以在PCT申请PCT/IL2004/000438(国际公布2004/103202)中看到，该PCT申请的全部

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此。参照图1A和图1D，植入物主体32的下部34的锥形可以包含可变的

角。可变的角可以变化使得在远侧部分28处的角小于(shallower)在近侧部分26处的角。此

外，螺纹38的面58也可以是锥形，并且螺纹38的面58可以确定变化的锥角。由螺纹38的面58

确定的角可以不同于由植入物主体32的下部34形成的变化的锥角。即，由植入物主体32的

下部34确定的锥角可以小于由螺纹38的面58形成的锥角。在一个实施方案中，由植入物主

体32的下部34确定的锥角可以大于由螺纹38的面58形成的锥角。尽管示出的实施方案采用

了上述锥角关系，但是可以使用其它合适的关系。这样的合适关系可以包括这样的螺纹38，

其中面58不是锥形的并且确定总体为圆柱形的形状和/或其中螺纹38的面58确定这样锥

角，所述锥角精密地符合植入物主体32的下部34的锥角。在再另外的实施方案中，由螺纹38

的面58确定的角和/或由主体32确定的角可以总体上平行于植入物20的纵轴，使得它们基

本上为圆柱形。

[0033] 参照图1A和图1B，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牙植入物20的下部34包括两个凹槽48，它

们位于牙植入物20的远侧部分28上。凹槽48构造成辅助插入牙植入物20并且将在下面更详

细地讨论。下部34还包括上部沟槽50，其在牙植入物20的近侧部分26中位于一对螺纹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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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的面58上。在植入物的远侧部分28中，下部沟槽52位于牙植入物20的远侧部分28上

的表面35上的螺纹38中的每一条之间。通常，沟槽50、52以总体上螺旋的图案延伸。在示出

的实施方案中，各个沟槽50、52是基本上连续的。然而，在修改的实施方案中，一个或两个沟

槽50、52可以形成为非连续的。例如，沟槽50、52可以由一起形成总体上螺旋的图案的一系

列较短的沟槽、凹坑、或压痕形成。然而，连续的沟槽可以有利地促进生长时的骨接合，因为

已经观察到骨组织易于沿连续的通道生长。

[0034] 参照图1A和图1B，凹槽48可以具有总体上螺旋形的形状。此外，凹槽48可以从远端

24向牙植入物20的大致中心部分延伸。凹槽48可以位于沿植入物主体32的下部34基本上相

对的位置处。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凹槽48构造为当牙植入物20在逆时针方向上旋转时切

割或移除骨。此外，凹槽48构造为允许将牙植入物20顺时针方向旋转而不切割或移除骨。然

而，骨移除可以通过逆时针旋转植入物来完成。

[0035] 尽管示出的牙植入物20的实施方案显示有构造为当将牙植入物20在逆时针方向

上旋转时切割的凹槽48，但是还可以使用其它合适的凹槽或凹槽取向。这样的合适的凹槽

或凹槽取向可以包括构造为当将牙植入物20在顺时针方向上旋转时切割或提供出渣

(tapping)功能的凹槽。

[0036] 继续参照图1A和1B，上部沟槽50和下部沟槽52位于牙植入物20上，以例如提供用

于骨结合的额外的表面。上部沟槽50可以位于螺纹38位于牙植入物20的近侧部分26上的部

分的面58上。上部沟槽50可以开始于下部34的近端22处，并且大约在下部34的长度的至少

约37％上沿螺纹38的面58向远端24延伸。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上部沟槽50朝向植入物20

的远端24消散和/或逐渐缩减。上部沟槽50的消散和/或逐渐缩减可以发生在植入物20的约

1/4-1/2转以内的距离上。在某些实施方案中，超出消散和/或逐渐缩减的面58的部分将不

包括上部沟槽50。图1A示出的实施方案显示了上部沟槽50可以大致沿下部34的长度的近侧

37％延伸；然而，在其它实施方案中，上部沟槽50可以形成为大致沿下部34的近侧10％至近

侧80％延伸，并且在其它实施方案中，上部沟槽50可以大致沿下部34的近侧20％至近侧

50％延伸。

[0037] 下部沟槽52可以开始于牙植入物20的远端24处，并且可以形成于植入物主体32的

下部34的外表面35上的一对螺纹38之间。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下部沟槽52可以大约在下

部34的远侧75％上向植入物20的近端22延伸。可以形成外表面35使得下部沟槽52朝向植入

物20的近端22消散和/或逐渐缩减。下部沟槽52的消散和/或逐渐缩减可以发生在植入物20

的约1/4-1/2转以内的距离上。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在超出消散和/或逐渐缩减的螺纹之间

的外表面35的部分将不包括下部沟槽52。尽管示出的实施方案显示了下部沟槽52可以大致

沿植入物20的下部34的远侧75％延伸，但是在其它实施方案中，下部沟槽52可以在下部34

的远侧10％至远侧100％上延伸，并且在再其它的实施方案中，下部沟槽52可以在下部34的

远侧50％至远侧80％上延伸。

[0038] 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下部沟槽52和上部沟槽50的构造可能导致上部和下部沟槽

50、52沿植入物主体32的下部34的至少一部分重叠。也就是说，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植入

物主体32的下部34的一部分同时包括上部和下部沟槽50、52。尽管示出的实施方案显示上

部沟槽50和下部沟槽52重叠，但是在其它实施方案中，上部沟槽50和下部沟槽52可能不重

叠和/或可能终止于上部和下部沟槽50、52之间的会合点处或在上部和下部沟槽50、5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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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合点之前。

[0039] 可以确定上部和下部沟槽50、52的尺寸使得上部和/或下部沟槽50、52仅占据面58

或在螺纹38之间的下部34的外表面35的一部分。应当理解，在其它实施方案中，可以确定上

部和/或下部沟槽50、52的尺寸使得它们占据基本上全部的面58和/或基本上全部的在螺纹

38之间的外表面35的部分。

[0040] 另外地或备选地，上部和下部沟槽50、52可以形成在螺纹38的上部和下部侧面56、

54上。

[0041] 如在图1C和1D中最易看出的，牙植入物20还可以包括空腔或内部连接界面66，其

在牙植入物20的近端22处敞开。在示出的实施方案中，空腔66包括锥形室68、六边形联锁凹

部74和螺纹室70。锥形室68和联锁凹部74可以构造为接收桥基，而螺纹室70可以构造为接

收连接螺钉。

[0042] 螺纹室70通常可以位于桥基室68下方。如以上提到的，螺纹室70可以构造为接收

连接螺钉(未显示)，所述连接螺钉构造为将桥基与植入物20连接。

[0043] 尽管显示于图1A-1D中的特别实施方案显示有锥形内壁80和基本上六边形联锁凹

部74，但是还可以使用其它合适的凹部形状和类型(例如，正方形、非圆形和其它形状)。此

外，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认识到，牙植入物20的某些实施方案可以完全省略空腔66，并且可

以使用外部连接装置(例如，外部六角连接物(hex))和/或整体形成的桥基，这将参照图5A

和6A更详细地讨论。关于示出的实施方案，空腔66的另外的细节和修改的实施方案可以在

与本申请相同的日期提交的本申请人的共同未决申请中得到，该共同未决申请的代理人案

号为NOBELB .265A，标题为“牙植入物和牙部件连接(DENTAL  IMPLANT  AND  DENTAL 

COMPONENT  CONNECTION)”，该共同未决申请的全部内容也通过引用结合在此。

[0044] 有利地将示出的插口66构造为提供增加的连接界面并且提供灵活性使得植入物

20可以与多种类型的牙部件配合。特别地，如以上指出的，锥形部分68包括相对于植入物20

的纵轴L向内逐渐缩减的侧壁，从而为插口66提供更宽的初始开口。参照图1C，锥形室68的

特定几何形状确定相对于纵轴L的锥半角α。在一个实施方案中，锥半角介于约10度和约20

度之间。也就是说，在内壁80和纵向中线L之间的角度优选地介于约10度和约20度之间。在

一个实施方案中，锥半角为约12度。

[0045]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锥形部分68的长度(d1)与联锁凹部74的长度(d2)之间的比为

约1:1。在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锥形部分68的深度(d1)至少为约1mm，而联锁凹部74的深度

(d2)至少为约1mm。如图1D中所示，锥形部分68的长度(d1)是在垂直方向上从植入物20的顶

面21至其中锥形部分68的渐缩表面80终止的插口66的部分所测量的距离。联锁凹部74的长

度(d2)是在垂直方向上从锥形部分68的末端至联锁凹部74的末端所测量的。锥形部分68的

比例和长度以及联锁凹部74的深度和长度有利地结合了足够长的锥形连接的益处，以提供

用足够长的联锁凹部74的有效密封，使得当将植入物敲入患者体内时，可以向植入物20传

递足够的驱动转矩。

[0046] 示出的实施方案的又一个优点是植入物20的基本上平坦的顶面21的面积或厚度。

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植入物20的顶面21可以有利地提供在植入物20的顶面21上支撑某些牙

修复物的表面。另外地或备选地，顶面21可以用于支撑绕过联锁凹处74的部件。因此，在一

个实施方案中，植入物20的顶面21至少具有的如在顶面21的外部周边和内部周边之间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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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厚度为大于至少0.2mm，而在另一个实施方案中大于约0.25mm。在一个实施方案中，顶面

21的厚度为约0.25mm。

[0047] 以上描述的实施方案提供牙植入物在被植入牙槽骨中时的稳定性改善。此外，本

发明的某些实施方案提供有效率的空间利用。例如，如以上描述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上

部沟槽50位于容纳内部连接界面66的主体32部分的螺纹38的面58上。因此，植入物20的主

体在此位置处的强度保持不受影响。如果上部沟槽50在此部分位于主体32上，则在保持处

于特定尺寸的最小的壁厚以保持主体强度的条件下，内部连接界面66可用的空间较小。因

此，上部沟槽50位于在内部连接界面66的部分中的面58改善了连接界面66的可用空间并且

还提供了植入物20的稳定性改善。在某些实施方案中，如果上部沟槽50仅在联锁凹部74的

部分位于面58处而至少部分地不在螺纹室70的位置处，则壁厚是足够的。

[0048] 在不包括内部连接界面66的主体32的部分中，下部沟槽52可以位于主体32上。这

将不显著劣化植入物20的强度，因为示出的实施方案的植入物20在此部分处不包括任何内

部凹部66。这提供在此位置处具有较薄的螺纹38的面的选择，比如可变的螺纹厚度，这可以

提供植入物20的稳定性的再进一步改善。因此，沟槽50、52的位置提供其自身稳定性以及它

们的特定位置。此外，提供在不损害强度的条件下有效率地利用可用空间。所述位置还提供

灵活性，因为沟槽50、52的位置可以用在具有内部连接界面66或外部连接界面(下面描述)

的植入物上。

[0049] 图2A和2B示出构造为与上述植入物20配合的桥基100的实施方案。如下面将描述

的，桥基100是各种牙部件中的一个实例诸如，例如可以构造为与植入物20连接的愈合帽

(healing  cap)、印模顶盖(impression  coping)、临时愈合桥基、或最终桥基。关于示出的

实施方案和关于修改的桥基100与其它配合部件的实施方案的更多细节可以在与本申请同

日提交的本申请人的共同未决申请中得到，该共同未决申请的代理人案号为NOBELB.265A，

标题为“牙植入物和牙部件连接(DENTAL  IMPLANT  AND  DENTAL  COMPONENT  CONNECTION)”，

该共同未决申请的全部内容通过引用结合在此。桥基100可以由牙科级钛制成，然而可以使

用其它合适的材料，比如各种类型的陶瓷。

[0050] 如在图2A和2B中看到的，桥基100可以包括成型部分102、锥形部分104和联锁部分

106。联锁部分106包括基本上六边形的形状，其尺寸设定为适合牙植入物20的联锁凹部74

内部。尽管示出了具有基本上六边形联锁部分106的桥基100的特别实施方案，但是还可以

使用其它合适的形状。这种备选的合适形状可以包括构造为与联锁凹部74配合并且防止桥

基100旋转的其它形状。

[0051] 继续参照图2A和2B，锥形部分104构造为至少部分地插入桥基室68中和/或安置在

牙植入物20的角78的顶部。在锥形部分104上方，桥基100包括成型部分102，其在示出的实

施方案中成型使得桥基100为最终桥基。应当理解，成型部分102可以成型为任何适宜的形

状，比如临时桥基、愈合桥基等的形状。如在上述申请人的共同未决申请中描述的，桥基100

的锥形部分104可以在锥形或密封配合中与植入物的顶面接合。

[0052] 如在图2B中最易看到的，内孔110可以延伸通过桥基100的中心。内孔110可以分成

第一和第二区域112和114。与第二区域114的直径相比，第一区域112可以具有略大的直径。

因此，可以在第一和第二区域112和114之间形成座116。该座116可以支撑将在下面描述的

连接构件200(参见图3A)。第二区域114可以包括内部锁位螺纹118，其构造为与连接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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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界面连接。

[0053] 图3A和3B示出连接构件200的一个实施方案，可以使用该连接构件200将桥基100

与植入物20机械连接。连接构件200也可以由牙科级钛合金制成，尽管可以使用其它合适的

材料。可以将连接构件200定尺寸和成型以延伸通过桥基100的内孔110并且进入植入物20

的空腔66中。连接构件200可以包括外螺纹下部区域202，其接合桥基100的内部锁位螺纹

118并且接合植入物20的螺纹室70。连接构件200的螺纹204可以接合锁位螺纹118，使得在

将桥基100转移和抬起放入患者口中时连接螺钉200不分离。

[0054] 连接构件或螺钉200还包括凹部206，其形状构造为接收由Nobel  BiocareTM提供的

旋转工具。在其它实施方案中，凹部208可以具有不同的形状，例如，构造为允许

插入六边形形状的工具如常规 扳手的六边形，以安装连接螺钉200或从植入物20移

除连接螺钉200。

[0055] 图4是示出用连接螺钉200连接到牙植入物20的桥基100的横截面侧视图。如所示

出的，桥基100的联锁部分106对齐并且插入到牙植入物20的联锁凹部74中。此外，桥基100

的锥形部分104插入到牙植入物20的接收室68中。桥基100可以插入牙植入物20的空腔66

中，使得联锁部分106的下端108与联锁凹部74的下端75接触。如图4中所示，当桥基100与植

入物20连接时，植入物20的顶面21可以保持暴露。在一个实施方案中，暴露的顶面具有至少

约0.2毫米的厚度N，而在一个实施方案中厚度约0.25毫米。

[0056] 继续参照图4，连接螺钉200的下部螺纹区域202可以与牙植入物20的螺纹室70接

合，并且连接螺钉200的座210邻接桥基100的座116。连接螺钉200和桥基100以及牙植入物

20的此接合因而可以将桥基100固定在牙植入物20上。

[0057] 尽管上述牙植入物20的实施方案显示有用于接收独立的桥基100的空腔66，但是

还可以使用其它构造。这样的备选方案或修改的结构示出于图5A中。

[0058] 图5中所示牙植入物20’可以具有与上述牙植入物20相同的总体形状和结构。牙植

入物20’包括植入物主体32’，其包括颈圈36’和下部34’，所述下部34’进而包括螺纹38’。植

入物20’的实施方案与牙植入物20的实施方案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牙植入物20’包括

与植入物主体32’整体形成的集成的桥基100’，使得桥基100’与植入物主体32’为一个连续

的件。

[0059] 与图2A的桥基100类型，整体形成的桥基100’可以形成为合适的形状，比如愈合

帽、印模顶盖、临时愈合桥基、或最终桥基的形状。与桥基100和植入物20相同，植入物20’由

钛制成，然而，还可以使用其它合适的材料如各种类型的陶瓷。

[0060] 牙植入物的另一种备选实施方案显示于图6中。同样，牙植入物20”可以具有与牙

植入物20的总体形状和结果相同的总体形状和结构。牙植入物20”包括植入物主体32”，其

包括颈圈36”和下部34”。螺纹38”位于下部34”中。植入物20”的实施方案与牙植入物20’的

实施方案或牙植入物20的实施方案之间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牙植入物20”包括六边形结

构88”，其延伸超过颈圈36”并且与植入物20”整体形成。六边形结构88”构造为与各种不同

的装置配合，所述装置包括植入物插入工具或各种类型的桥基。用于与牙植入物20”配合的

这样的合适桥基可以包括合适的凹部以接收六边形结构88”，然而，可以使用其它合适的连

接方法来将桥基与牙植入物20”结合。

[0061] 尽管本发明公开于某些优选实施方案和实施例的上下文中，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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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理解，本发明超越具体公开的实施方案延伸到本发明的其它备选实施方案和/或用途

及其明显的修改和等同物。此外，尽管已经显示和详细描述了许多本发明的变形，但是基于

本公开内容，在本发明范围内的其它修改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是显而易见的。还预期可以进

行实施方案的具体特征和方面的各种组合和次组合(subcombination)，而它们仍然落在本

发明的范围内。因此，应当理解，所公开的实施方案的各种特征和方面可彼此组合或代替，

以进行所公开的发明的不同模式。因此，意欲在此公开的本发明的范围不应当受上述具体

公开的实施方案限制，而应当仅由权利要求的客观解释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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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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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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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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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A

图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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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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