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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

基根管填充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本发明以

至少一种硅酸钙类化合物为主相，并加入至少一

种用于提高凝固性能的第二相、至少一种与水可

混溶的非水相溶剂、至少一种悬浮稳定剂和至少

一种阻射材料制备出具有优异可注射性能的根

管充填材料。本发明通过在预混型硅酸钙基根管

填充材料体系中添加具有悬浮稳定效果的无机

分散剂，在保留了硅酸钙类材料所具备的优良的

生物相容性、生物活性和边缘封闭性等的基础

上，有效防止了预混体系发生分层、沉淀或絮凝，

提高了预混糊剂的长期分散稳定性，可作为充填

材料用于盖髓术、根管治疗术等牙科修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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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包括：(a)硅酸钙类化合物，(b)用于

提高凝固性能的第二相，(c)悬浮稳定剂，(d)阻射材料，以及(e)与水可混溶的非水相溶剂；

所述的硅酸钙类化合物选自：硅酸三钙，硅酸二钙，硅酸钙，以及它们的混合物；

所述的用于提高凝固性能的第二相选自：硫酸钙、半水硫酸钙、碳酸钙、氯化钙、磷酸氢

钙、磷酸镁，以及它们的混合物；

所述的悬浮稳定剂为：气相二氧化硅；

各组分在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中占总质量的百分比为：

a:  21.45%，b:  9.19%，c:  1.23%，d:  29.42%，e:  38.7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与水可混溶的非水相溶剂选自：甘油，丙二醇，乙二醇，聚乙二醇，乙醇，硅油，丁香油，

PEG，动物油，植物油以及它们的混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阻射材料选自：氧化锆，硫酸钡，氧化钽，氧化铋，以及它们的混合物。

4.制备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的方

法，包括下述步骤：

将硅酸钙类化合物粉体、用于提高凝固性能的第二相、阻射材料的粉体、悬浮稳定剂、

与水可混溶的非水相溶剂通过球磨进行均匀混合得到混合糊剂，之后将所述混合糊剂转移

至配有注射软管针头的医用注射器中，包装灭菌后即得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

充材料。

5.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在制备用于

牙髓病治疗的根管填充材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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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物医用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

充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三氧化矿物凝聚体(MTA)是一种新型的硅酸钙基根管充填治疗材料，自1993年由

Lee首次报道以来，引起了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的广泛关注，并于1998年经美国FDA许可应

用于临床。MTA材料是由多种无机颗粒组成，主要成分包括硅酸三钙、硅酸二钙以及其他无

机矿物颗粒。MTA用作根管充填材料的主要特点在于优异的边缘封闭性、优异的生物相容

性、生物活性和抗菌特性。此外，MTA固化不受潮湿和血液存在的影响，固化后的抗压强度

高，无需担心超填问题，被认为是目前最理想的根管充填材料。

[0003] 传统的MTA产品在临床使用时需要将粉剂与水相调和液进行现场混合，给医生操

作带来了不便，延长了手术时间，并且容易引发混合不均匀，进而影响填充效果。为克服粉

剂填充材料的这一缺点，研究人员尝试将自固化粉体与可与水混溶的非水相溶剂进行均匀

混合，制备出具有良好流动性和可注射性的预混型根管填充材料，在其被注射至缺损部位

后，非水相液体与组织液进行交换，自固化粉体发生水化反应而实现原位固化。

[0004] 虽然预混糊剂避免了手术中固液两相的临时调和，缩短了操作时间，但由于是固

液两相共存的悬浮体系，存在较大的界面能、表面能以及重力作用等不稳定因素，易导致体

系出现分层、沉淀和絮凝等现象。为保证糊剂的长期稳定性，有必要选择和添加合适的悬浮

稳定剂。中国专利“预混合的生物学水凝性粘固粉糊剂组合物及其应用”(专利号

CN200880011743.1)公开了一种可用于医学或牙科用途的预混合粘固粉糊剂，该专利通过

引入柠檬酸、纤维素等有机分散剂来提高该预混体系中固液两相的分散稳定性和可注射

性。不足之处在于有机分散剂在体内易降解流失，使固化体系出现微孔隙，进而导致根管微

渗漏的发生。中国专利“可注射高效悬浮稳定的磷酸钙骨水泥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专利

号CN200910197934.8)公开了一种可注射磷酸钙骨水泥材料体系，该专利通过添加气相二

氧化硅及其改性产品来提高磷酸钙骨水泥预混体系的悬浮稳定性。不足之处在于磷酸钙骨

水泥不具有在体液中矿化与牙本质形成化学键合的能力，同时不能有效调控牙髓细胞分化

及诱导牙本质桥的形成，在进行根管充填及盖髓时效果不及MTA材料。

[0005] 基于以上原因，目前迫切需要一种具有长期悬浮稳定性能的预混MTA根管填充材

料的出现以满足临床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与应用。

[0007] 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是提供了一种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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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包括：(a)硅酸钙类化合物，(b)用

于提高凝固性能的第二相，(c)悬浮稳定剂，(d)阻射材料，以及(e)与水可混溶的非水相溶

剂。

[0009] 所述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中，固体组分(a,b,c,d)占悬浮稳

定预混合材料总质量的35％～93％，优选52％～90％；液体组分(e)占悬浮稳定预混合材料

总质量的7％～65％，优选10％～48％。

[0010] 其中，组分(a)、(b)的质量比为：a:b＝(0.1～10):1，优选的a:b＝(0.1～5):1；

[0011] 组分(c)占悬浮稳定预混合材料总质量的0.01％～10％，优选的0.05％～5％；

[0012] 组分(d)占悬浮稳定预混合材料总质量的2％～65％，优选的4％～55％。

[0013] 各组分在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中占总质量的百分比，具体可

为：

[0014] a:21.45％，b:9.19％，c:1.23％，d:29.42％，e:38.71％；

[0015] 或a:26.51％，b:8.84％，c:1.77％，d:33.58％，e:29.30％；

[0016] 所述的硅酸钙类化合物选自：硅酸三钙，硅酸二钙，硅酸钙，以及它们的混合物。

[0017] 所述的与水可混溶的非水相溶剂选自：甘油，丙二醇，乙二醇，聚乙二醇，乙醇，硅

油，丁香油，PEG，动物油，植物油以及它们的混合物。

[0018] 所述的阻射材料选自：氧化锆，硫酸钡，氧化钽，氧化铋，以及它们的混合物。

[0019] 所述的悬浮稳定剂选自：气相二氧化硅、膨润土、蒙脱石、硫酸铝镁以及它们的混

合物。

[0020] 所述的用于提高凝固性能的第二相选自：硫酸钙、半水硫酸钙、碳酸钙、氯化钙、磷

酸氢钙、磷酸镁，以及它们的混合物。

[0021]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是提供了上述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的制

备方法。

[0022] 所述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0023] 将硅酸钙类化合物粉体、用于提高凝固性能的第二相、阻射材料的粉体、悬浮稳定

剂、与水可混溶的非水相溶剂通过球磨进行均匀混合得到混合糊剂，之后将所述混合糊剂

转移至配有注射软管针头的医用注射器中，包装灭菌后即得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

管填充材料。

[0024] 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是提供了上述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的用

途。

[0025] 所述用途为：上述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在制备用于牙髓病治

疗(如：盖髓术、根管治疗术)的根管填充材料中的应用。

[0026] 本发明通过在预混型MTA根管填充材料体系中添加具有悬浮稳定效果的气相二氧

化硅、膨润土或蒙脱石等无机分散剂，防止预混体系发生分层、沉淀或絮凝，以提高预混糊

剂的长期分散稳定性。此外，该预混型糊剂在赋予硅酸钙类自固化材料良好的可注射性的

基础上，还保留了硅酸钙类材料所具备的优良的生物相容性、生物活性和抗菌特性，以及更

短的固化时间和优异的边缘封闭性。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8] (1)本发明的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复合糊剂)的各组分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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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毒性，生物相容性好，生物安全性高。

[0029] (2)本发明的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复合糊剂)使用时不需固

液混合，具有可注射性，作为填充材料使用简单方便；含有阻射剂，方便术后观察。

[0030] (3)本发明的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复合糊剂)的主体为硅酸

钙类材料，保证了良好的生物活性，并具有与氢氧化钙类似的抗菌性能。

[0031] (4)硅酸钙类材料与第二相促凝剂的复合可以缩短凝固时间，提高固化强度，有利

于实现快速、高质量填充。

[0032] (5)悬浮稳定剂的加入提高了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复合糊

剂)的长期稳定性，有利于产品的储存、运输和使用。

[0033] (6)本发明的悬浮稳定的预混合硅酸钙基根管填充材料(复合糊剂)的制备工艺简

单易行，产品重复度高，方便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悬浮稳定半水硫酸钙/硅酸钙类复合糊剂的可注射性

能演示图。

[0035] 图2是复合糊剂试样与标准楔状阶梯铝板的阻射影像对比图。

[0036] 图3是离体牙填充显影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说明，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此。

[0038] 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下述实施例中所

用的试剂、材料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39] 实施例1、预混合的悬浮稳定半水硫酸钙/硅酸钙类复合糊剂的制备

[0040] 1.原料准备：

[0041] 半水硫酸钙，采用二水硫酸钙干燥脱水法制备，即：将二水硫酸钙研磨后在烘箱中

150℃加热12小时，之后烘箱温度调至60℃，陈化6小时，所得粉体过300目筛。

[0042] 硅酸钙类化合物选择硅酸三钙和硅酸二钙的混合物。

[0043] 与水可混溶的非水相溶剂选择甘油。

[0044] 阻射材料选择氧化锆粉体。

[0045] 悬浮稳定剂选择气相二氧化硅。

[0046] 2.复合糊剂制备：

[0047] 分别称量0.3g半水硫酸钙，0.56g硅酸三钙，0.14g硅酸二钙，0.96g氧化锆，0.04g

气相二氧化硅，1mL甘油，放入玻璃容器中，用不锈钢搅拌棒进行机械混合，充分调和5min，

之后将混合糊剂转移至配有注射软管针头的医用注射器中，即可得到预混合的悬浮稳定半

水硫酸钙/硅酸钙类复合糊剂。

[0048] 所得预混合的磷酸镁/硅酸三钙复合糊剂为白色糊状，具有非常好的流动性和可

注射性(见附图1)。

[0049] 实施例2、预混合的悬浮稳定磷酸镁/硅酸钙类复合糊剂的制备

[0050] 1.原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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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磷酸镁骨水泥粉料，包括死烧氧化镁、磷酸二氢钠。死烧氧化镁是将轻质氧化镁在

1500℃高温煅烧2h而得到，磷酸二氢钠直接使用购买的试剂。死烧氧化镁、磷酸二氢钠分别

球磨12h，并过400筛。将死烧氧化镁和磷酸二氢钠按照摩尔比3.8:1，球磨混合12h配制成磷

酸镁粉体。

[0052] 硅酸钙类化合物选择风碎级硅酸三钙。

[0053] 与水可混溶的非水相溶剂选择1,2-丙二醇。

[0054] 阻射材料选择氧化铋粉体。

[0055] 悬浮稳定剂选择有机膨润土。

[0056] 2.复合糊剂制备：

[0057] 分别称量0.25g磷酸镁，0.75g硅酸三钙，0.95g氧化铋，0.05g有机膨润土，0.8mL1,

2-丙二醇，在行星式球磨机中混合10min，之后将混合糊剂转移至配有注射软管针头的医用

注射器中，即可得到预混合的悬浮稳定磷酸镁/硅酸钙类复合糊剂。

[0058] 所得预混合的磷酸镁/硅酸三钙复合糊剂为白色糊状，具有非常好的流动性和可

注射性。

[0059] 实施例3、复合糊剂的固化时间

[0060] 1.糊剂准备：

[0061] 实验组：实施例1、实施例2制备所得复合糊剂。

[0062] 对照组1：分别称量0.8g硅酸三钙，0.2g硅酸二钙，0.96g氧化锆，0.04g气相二氧化

硅，1mL甘油，放入玻璃容器，不锈钢搅拌棒充分调和5min，可得到预混合硅酸钙类复合糊

剂。

[0063] 对照组2：分别称量1g硅酸三钙，0.95g氧化铋，0.05g有机膨润土，0.8mL  1,2-丙二

醇，行星式球磨机中混合10min，即可得到预混合硅酸三钙复合糊剂。

[0064] 2.固化时间测试：

[0065] 测试方法选择行业标准YY0717-2009所规定的测试方法。将上述制备的糊剂填入

水化好的石膏模具，放入温度37℃、相对湿度95％的恒温恒湿箱中，以针入度计评价固化状

态，观察并记录固化时间。

[0066] 表1、固化时间测试结果

[0067]   固化时间

实施例1 4.5h

对照组1 7.5h

实施例2 2.5·h

对照组2 8h

[0068] 结果表明促凝剂的加入可以显著缩短复合糊剂的固化时间。

[0069] 实施例4、复合糊剂的悬浮稳定性

[0070] 1.糊剂准备：

[0071] 实验组：实施例1、实施例2制备所得预混合悬浮稳定复合糊剂。

[0072] 对照组1：分别称量0.3g半水硫酸钙，0.56g硅酸三钙，0.14g硅酸二钙，1g氧化锆，

1mL甘油，放入玻璃容器，不锈钢搅拌棒充分调和5min，可得到不含悬浮稳定剂的半水硫酸

钙/硅酸钙类复合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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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3] 对照组2：分别称量0.25g磷酸镁，0.75g硅酸三钙，1g氧化铋，0.8mL  1,2-丙二醇，

行星式球磨机中混合10min，即可得到不含悬浮稳定剂的磷酸镁/硅酸三钙复合糊剂。

[0074] 2.可注射性测试：

[0075] 将上述制备的糊剂装入1mL注射器，封口后放入玻璃干燥器中，静置60d后取出，安

装牙科塑料弯针头将糊剂完全挤出，观察并记录无法挤出时的剩余糊剂量。

[0076] 表2、可注射性测试结果

[0077]   挤出剩余量 可注射性

实施例1 0mL 100％

对照组1 0.12mL 88％

实施例2 0.05mL 99.5％

对照组2 0.23mL 77％

[0078] 结果表明悬浮稳定剂的加入可以提高复合糊剂的长期稳定性，能够保证在长期储

存后仍能保持良好的可注射性。

[0079] 实施例5、复合糊剂的阻射效果

[0080] 1.复合糊剂的阻射性测试：

[0081] 准备楔状阶梯铝板(尺寸和材质按照行业标准YY0717-2009的要求)，将实施例1、

实施例2制备所得复合糊剂填入模具(内径10mm，高1mm)得到1mm厚的封闭材料，将填充好的

模具放在楔状阶梯铝板旁边，用MicroCT影像系统获得阻射影像。将试样和楔状阶梯铝板的

影像进行比较，试样的阻射性以等效铝板厚度的毫米数表述。

[0082] 结果显示实施例1、实施例2制得的复合糊剂的阻射性分别相当于7mm、7.5mm厚的

铝板(见附图2)，可以满足行业标准以及临床使用的要求(行业标准YY0717-2009规定封闭

材料的阻射性应不低于3mm厚铝板的等效阻射性)。

[0083] 2.离体牙填充显影效果：

[0084] 将实施例1制备所得复合糊剂装入1mL注射器中通过牙科塑料弯针头填入去髓离

体牙的根管中，放入密闭的37℃水浴锅中固化24h，用X射线机拍摄离体牙填充前和填充后

的X射线影像，进行对比，判断填充效果。

[0085] 从X射线影像(见图3)中可以观察到，离体牙与填充糊剂之间灰度差别明显，可以

明显观察到填充效果。

[0086] 实施例6、动物实验

[0087] 为验证本发明在根管充填治疗术中的作用效果，对制备的复合糊剂进行动物实验

验证。

[0088] 取雄性beagle犬，生长发育良好，恒牙列完整，所有动物均全麻后口内2％碘酊消

毒，75％酒精脱碘，严格无菌操作。选择下颌第3，4前磨牙作为实验牙，牙合面开髓，去髓室

顶，完全拔除牙髓，#15K锉确定工作长度，H锉扩锉至#40，每换一次锉针用生理盐水和2.5％

次氯酸钠冲洗根管并干燥。采用实施例1制备所得预混合的悬浮稳定半水硫酸钙/硅酸钙类

复合糊剂充填根管，以氢氧化钙糊剂作为对照组。牙合面窝洞采用银汞合金充填。

[0089] 术后一周内动物进软食，抗生素注射1周。观察动物术后是否出现异常的日常活动

和进食是否正常。定期观察动物的精神状况、粪便及口腔组织的情况。根管治疗术后6个月

处死动物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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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组织学观察研究：拔除实验牙齿，10％甲醛溶液固定一周，常规脱钙、纯化水清洗

48小时、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制备常规切片、HE染色，用光学显微镜观察

组织切面并评价根尖闭合情况。

[0091] 实验组：牙本质桥致密覆盖根尖孔大部分，可见多层排列紧密均匀的成牙本质细

胞，呈高柱状，保持生长活跃的组织学特征，细胞间质矿化均匀。

[0092] 对照组：可见修复性牙本质生长，形成牙本质桥样结构。桥内的修复性牙本质可见

许多微小孔隙，其间有牙髓组织。牙本质细胞排列不均匀，有间断性成牙本质细胞减少区。

[0093] 结论：预混合的悬浮稳定半水硫酸钙/硅酸钙类复合糊剂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

可用于实验犬根管的填充和修复，并可以更好的诱导硬组织的形成。

[0094]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本发明的

实施方式的限制。对于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

同形式的变化或改进，凡是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的前提下所作的任何变化和改进等，均

应包含在本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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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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