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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

材料的制造方法，它涉及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

法。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现有氧化锆陶瓷的脆

性大，断裂韧性小，作为牙齿修复材料易发生断

裂、崩瓷和不具有抗炎性的问题。方法：一、制备

溶液A；二、制备浆料；三、制备瓷块；四、烧结；五、

层层自组装，得到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

齿修复材料。本发明制备的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

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断裂韧性较氧化锆陶瓷

提高了1倍～1.5倍。本发明可获得一种具有层层

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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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一种具有层

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一、将去离子水、油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聚乙烯醇混合均匀，再进行搅拌，得到溶液

A；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羧甲基纤维素钠的质量比为100:(0.3～1)；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聚乙烯醇的质量比为100:(0.5～2)；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油酸钠的质量比为100:(1.5～2)；

二、向溶液A中加入纳米氧化锆粉末、纳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再进行搅

拌，得到浆料；

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锆粉末、纳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的质量比为

100:(4～8):(8～15)；

步骤二中所述的溶液A与纳米氧化锆粉末的质量比为100:(10～20)；

三、将浆料在喷雾造粒机中进行喷雾造粒，得到的颗粒再进行压制，得到瓷块；

步骤三中所述的瓷块的厚度为15mm～30mm；

步骤三中所述的压制的压力为80MPa～150MPa；

四、将瓷块放入马弗炉中，以2℃/min～4℃/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50℃～300℃，再在

250℃～300℃下保温2h～4h，再以2℃/min～4℃/min的升温速率从250℃～300℃升温至

750℃～800℃，再在750℃～800℃下保温2h～3h，再以2℃/min～4℃/min的升温速率从750

℃～800℃升温至1500℃～1560℃，再在1500℃～1560℃下保温1h～2h；得到氧化铝和二氧

化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

五、层层自组装：

①、将氧化铝和二氧化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浸入到聚乙烯醇溶液中5min～10min，取出

后吹干；然后置于单宁酸溶液中浸泡5min～10min，取出后吹干；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聚乙烯醇溶液中聚乙烯醇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g～2g):

100mL；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单宁酸溶液中单宁酸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g～2g):

100mL；

②、重复步骤五①20次～40次，得到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

③、将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置于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5min～10min，

取出后吹干，然后置于单宁酸溶液中浸泡5min～10min，取出后吹干；

步骤五③中所述的单宁酸溶液中单宁酸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g～2g):

100mL；

步骤五③中所述的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的

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0.001g～0.01g):1mL；

④、重复步骤五③20次～40次，得到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锆粉末的粒径为20nm～40n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铝粉末的粒径为40nm～6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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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二氧化铈粉末的粒径为40nm～60n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喷雾造粒得到的颗粒粒径为10μm～30μ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所述的喷雾造粒的雾化频率为200Hz，进料泵转速为30r/min，干燥温

度为220℃～30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所述的压制的压力为80MPa～100MPa。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将瓷块放入马弗炉中，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80℃，再在280℃

下保温3h，再以3℃/min的升温速率从280℃升温至800℃，再在800℃下保温2h，再以3℃/

min的升温速率从800℃升温至1550℃，再在1550℃下保温1.5h，得到得到氧化铝和二氧化

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五②中重复步骤五①30次～40次，得到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步骤五

④中重复步骤五③30次～40次，得到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其特征在于步骤五③中所述的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

酸酯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0.005g～0.008g):1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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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牙齿是一种在很多脊椎动物上存在的结构，人类和高等动物咀嚼食物的器官。牙

齿是人类身体最坚硬的器官。一般而言，牙齿呈白色，质地坚硬。牙齿的各种形状适用于多

种用途，包括撕裂、磨碎食物。一旦牙齿损坏就需要修复，因此，修复材料是牙科领域研究的

重点内容之一。

[0003] 目前，齿科修复材料逐渐由初期的树脂发展为金属，最终发展到氧化锆义齿材料，

氧化锆陶瓷材料具有高熔点、高硬度、高耐磨性、耐氧化等良好的综合性能，而且生产原料

来源充足，制造成本低廉，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因此，氧化锆逐渐成为一种备受人

们青睐的齿科修复材料，此外氧化锆陶瓷生物相容性好，且具有接近人体自然牙齿的釉质

感和通透感。但是，由于氧化锆陶瓷的天然脆性，阻碍了该类产品的进一步广泛应用，因此，

氧化锆陶瓷较低的断裂韧性和较高的脆性限制了它的应用。

[0004] 因此，急需开发出一种即具有高抗弯强度、高断裂韧性，又具有抗炎性和生物相容

性的牙齿的修复材料，目前该种材料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现有氧化锆陶瓷的脆性大，断裂韧性小，作为牙齿修复材

料易发生断裂、崩瓷和不具有抗炎性的问题，而提供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

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

[0006] 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是按以下步骤完成

的：

[0007] 一、将去离子水、油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聚乙烯醇混合均匀，再进行搅拌，得到

溶液A；

[0008]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羧甲基纤维素钠的质量比为100:(0.3～1)；

[0009]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聚乙烯醇的质量比为100:(0.5～2)；

[0010]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油酸钠的质量比为100:(1.5～2)；

[0011] 二、向溶液A中加入纳米氧化锆粉末、纳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再进

行搅拌，得到浆料；

[0012] 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锆粉末、纳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的质量比

为100:(4～8):(8～15)；

[0013] 步骤二中所述的溶液A与纳米氧化锆粉末的质量比为100:(10～20)；

[0014] 三、将浆料在喷雾造粒机中进行喷雾造粒，得到的颗粒再进行压制，得到瓷块；

[0015] 步骤三中所述的瓷块的厚度为15mm～30mm；

[0016] 步骤三中所述的压制的压力为80MPa～15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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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四、将瓷块放入马弗炉中，以2℃/min～4℃/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50℃～300℃，

再在250℃～300℃下保温2h～4h，再以2℃/min～4℃/min的升温速率从250℃～300℃升温

至750℃～800℃，再在750℃～800℃下保温2h～3h，再以2℃/min～4℃/min的升温速率从

750℃～800℃升温至1500℃～1560℃，再在1500℃～1560℃下保温1h～2h；得到氧化铝和

二氧化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

[0018] 五、层层自组装：

[0019] ①、将氧化铝和二氧化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浸入到聚乙烯醇溶液中5min～10min，

取出后吹干；然后置于单宁酸溶液中浸泡5min～10min，取出后吹干；

[0020]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聚乙烯醇溶液中聚乙烯醇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g～

2g):100mL；

[0021]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单宁酸溶液中单宁酸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g～2g):

100mL；

[0022] ②、重复步骤五①20次～40次，得到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

[0023] ③、将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置于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5min～

10min，取出后吹干，然后置于单宁酸溶液中浸泡5min～10min，取出后吹干；

[0024] 步骤五③中所述的单宁酸溶液中单宁酸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g～2g):

100mL；

[0025] 步骤五③中所述的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

酯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0.001g～0.01g):1mL；

[0026] ④、重复步骤五③20次～40次，得到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

[0027] 本发明的原理及优点：

[0028] 一、本发明以油酸钠为分散剂，以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聚乙烯醇为粘结剂，以纳米氧

化锆粉末为原料，以纳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为增韧剂制备了氧化铝和二氧化

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再以聚乙烯醇、单宁酸和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为原料，通过层

层自组装法在氧化铝和二氧化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表面制备了高硬度涂层，该涂层能够防

止体液渗透，且因为含有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使其具有抗炎性，不易引发炎症；

[0029] 二、氧化锆陶瓷的断裂韧性为8MPa·m1/2，而本发明制备的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

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断裂断裂韧性可达16MPa·m1/2～20MPa·m1/2，因此，本发明制备的具

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断裂韧性较氧化锆陶瓷提高了1倍～1.5倍。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实施例一制备的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数码照片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

造方法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032] 一、将去离子水、油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聚乙烯醇混合均匀，再进行搅拌，得到

溶液A；

[0033]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羧甲基纤维素钠的质量比为10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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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聚乙烯醇的质量比为100:(0.5～2)；

[0035]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油酸钠的质量比为100:(1.5～2)；

[0036] 二、向溶液A中加入纳米氧化锆粉末、纳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再进

行搅拌，得到浆料；

[0037] 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锆粉末、纳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的质量比

为100:(4～8):(8～15)；

[0038] 步骤二中所述的溶液A与纳米氧化锆粉末的质量比为100:(10～20)；

[0039] 三、将浆料在喷雾造粒机中进行喷雾造粒，得到的颗粒再进行压制，得到瓷块；

[0040] 步骤三中所述的瓷块的厚度为15mm～30mm；

[0041] 步骤三中所述的压制的压力为80MPa～150MPa；

[0042] 四、将瓷块放入马弗炉中，以2℃/min～4℃/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50℃～300℃，

再在250℃～300℃下保温2h～4h，再以2℃/min～4℃/min的升温速率从250℃～300℃升温

至750℃～800℃，再在750℃～800℃下保温2h～3h，再以2℃/min～4℃/min的升温速率从

750℃～800℃升温至1500℃～1560℃，再在1500℃～1560℃下保温1h～2h；得到氧化铝和

二氧化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

[0043] 五、层层自组装：

[0044] ①、将氧化铝和二氧化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浸入到聚乙烯醇溶液中5min～10min，

取出后吹干；然后置于单宁酸溶液中浸泡5min～10min，取出后吹干；

[0045]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聚乙烯醇溶液中聚乙烯醇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g～

2g):100mL；

[0046]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单宁酸溶液中单宁酸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g～2g):

100mL；

[0047] ②、重复步骤五①20次～40次，得到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

[0048] ③、将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置于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5min～

10min，取出后吹干，然后置于单宁酸溶液中浸泡5min～10min，取出后吹干；

[0049] 步骤五③中所述的单宁酸溶液中单宁酸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g～2g):

100mL；

[0050] 步骤五③中所述的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

酯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0.001g～0.01g):1mL；

[0051] ④、重复步骤五③20次～40次，得到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

[0052] 具体实施方式二：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不同点是：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

氧化锆粉末的粒径为20nm～40nm。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相同。

[0053] 具体实施方式三：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二中所

述的纳米氧化铝粉末的粒径为40nm～60nm。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或二相同。

[0054] 具体实施方式四：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二中所

述的纳米二氧化铈粉末的粒径为40nm～60nm。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三相同。

[0055] 具体实施方式五：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三中喷

雾造粒得到的颗粒粒径为10μm～30μm。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四相同。

[0056] 具体实施方式六：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三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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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喷雾造粒的雾化频率为200Hz，进料泵转速为30r/min，干燥温度为220℃～300℃。其它

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五相同。

[0057] 具体实施方式七：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三中所

述的压制的压力为80MPa～100MPa。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六相同。

[0058] 具体实施方式八：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之一不同点是：步骤四中将

瓷块放入马弗炉中，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80℃，再在280℃下保温3h，再以3℃/min

的升温速率从280℃升温至800℃，再在800℃下保温2h，再以3℃/min的升温速率从800℃升

温至1550℃，再在1550℃下保温1.5h；得到复合陶瓷块。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七相

同。

[0059] 具体实施方式九：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五②中

重复步骤五①30次～40次，得到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步骤五④中重复步骤五③30次

～40次，得到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八

相同。

[0060] 具体实施方式十：本实施方式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之一不同点是：步骤五③中

所述的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的质量与去离子水

的体积比为(0.005g～0.008g):1mL。其它步骤与具体实施方式一至九相同。

[0061] 采用以下实施例验证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62] 实施例一：一种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制造方法，是按以下

步骤完成的：

[0063] 一、将去离子水、油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聚乙烯醇混合均匀，再进行搅拌，得到

溶液A；

[0064]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羧甲基纤维素钠的质量比为100:0.6；

[0065]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聚乙烯醇的质量比为100:1.2；

[0066]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油酸钠的质量比为100:1.8；

[0067] 二、向溶液A中加入纳米氧化锆粉末、纳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再进

行搅拌，得到浆料；

[0068] 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锆粉末的粒径为20nm～40nm；

[0069] 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铝粉末的粒径为40nm～60nm；

[0070] 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二氧化铈粉末的粒径为40nm～60nm；

[0071] 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锆粉末、纳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的质量比

为100:6:10；

[0072] 步骤二中所述的溶液A与纳米氧化锆粉末的质量比为100:15；

[0073] 三、将浆料在喷雾造粒机中进行喷雾造粒，得到的颗粒再进行压制，得到瓷块；

[0074] 步骤三中喷雾造粒得到的颗粒粒径为10μm～15μm；

[0075] 步骤三中所述的瓷块的厚度为20mm；

[0076] 步骤三中所述的喷雾造粒的雾化频率为200Hz，进料泵转速为30r/min，干燥温度

为300℃；

[0077] 步骤三中所述的压制的压力为90MPa；

[0078] 四、将瓷块放入马弗炉中，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80℃，再在280℃下保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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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再以3℃/min的升温速率从280℃升温至800℃，再在800℃下保温2h，再以3℃/min的升

温速率从800℃升温至1550℃，再在1550℃下保温1.5h；得到氧化铝和二氧化铈增韧的复合

陶瓷块；

[0079] 五、层层自组装：

[0080] ①、将氧化铝和二氧化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浸入到聚乙烯醇溶液中10min，取出后

吹干；然后置于单宁酸溶液中浸泡10min，取出后吹干；

[0081]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聚乙烯醇溶液中聚乙烯醇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5g:

100mL；

[0082] 步骤五①中所述的单宁酸溶液中单宁酸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 .5g:

100mL；

[0083] ②、重复步骤五①30次，得到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

[0084] ③、将涂覆有涂层的复合陶瓷块置于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10min，取

出后吹干，然后置于单宁酸溶液中浸泡10min，取出后吹干；

[0085] 步骤五③中所述的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酯溶液中表没食子儿茶素没食子酸

酯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0.006g:1mL；

[0086] 步骤五③中所述的单宁酸溶液中单宁酸的质量与去离子水的体积比为1 .5g:

100mL；

[0087] ④、重复步骤五③30次，得到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

[0088] 实施例一制备的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断裂韧性可达

20MPa·m1/2。

[0089] 实施例二：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不同点是：步骤二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锆粉末、纳

米氧化铝粉末和纳米二氧化铈粉末的质量比为100:4:8。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实施例一均相

同。

[0090] 实施例二制备的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断裂韧性可达

16.9MPa·m1/2。

[0091] 实施例三：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不同点是：步骤四中将瓷块放入马弗炉中，以4

℃/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50℃，再在250℃下保温2h，再以4℃/min的升温速率从250℃升

温至780℃，再在780℃下保温3h，再以4℃/min的升温速率从780℃升温至1500℃，再在1500

℃下保温2h。得到氧化铝和二氧化铈增韧的复合陶瓷块。其它步骤及参数与实施例一均相

同。

[0092] 实施例三制备的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断裂韧性可达

18.3MPa·m1/2。

[0093] 对比实施例：氧化锆陶瓷是按以下步骤完成的：

[0094] 一、向去离子水中加入纳米氧化锆粉末，再进行搅拌，得到浆料；

[0095] 步骤一中所述的纳米氧化锆粉末的粒径为20nm～40nm；

[0096] 步骤一中所述的去离子水与纳米氧化锆粉末的质量比为100:15；

[0097] 二、将浆料在喷雾造粒机中进行喷雾造粒，得到的颗粒再进行压制，得到瓷块；

[0098] 步骤二中喷雾造粒得到的颗粒粒径为10μm～15μm；

[0099] 步骤二中所述的瓷块的厚度为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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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步骤二中所述的喷雾造粒的雾化频率为200Hz，进料泵转速为30r/min，干燥温度

为300℃；

[0101] 步骤二中所述的压制的压力为90MPa；

[0102] 三、将瓷块放入马弗炉中，以3℃/min的升温速率升温至280℃，再在280℃下保温

3h，再以3℃/min的升温速率从280℃升温至800℃，再在800℃下保温2h，再以3℃/min的升

温速率从800℃升温至1550℃，再在1550℃下保温1.5h；得到氧化锆陶瓷。

[0103] 对比实施例制备的氧化锆陶瓷的断裂韧性可达8MPa·m1/2。

[0104] 图1为实施例一制备的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的数码照片图。

[0105] 实施例一、实施例二和实施例三制备的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

作为牙齿修复材料未引发口腔内炎症。

[0106] 实施例一、实施例二和实施例三制备的具有层层自组装涂层的抗炎牙齿修复材料

作为牙齿修复体的厚度列于表1。

[0107] 表1

[0108] 实施例 厚度/mm

实施例一 0.29mm～0.64mm

实施例二 0.33mm～0.82mm

实施例三 0.32mm～0.7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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