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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提示： 

未经 HumanTech Dental GmbH 明确许可，不得用其他来源或别家制造商的其他系统组件/产品替换 RatioPlant® 植入系统的组件。此外，

不得在 RatioPlant® 系统组件与未经 HumanTech Dental GmbH 明确许可的其他系统的组件之间建立直接连接。如不遵守上述规定或以其

他方式不当使用或应用本公司产品，HumanTech Dental GmbH 概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我们所提供的应用技术建议，无论是以口头、

书面还是实用说明的形式给出的，均基于临床经验和自有体会以及试验结果。 

仅凭下文说明不足以满足立即使用 RatioPlant® 植入系统的条件。还需要由经验丰富的手术医生进行 RatioPlant® 植入系统操作指导。原则上，

RatioPlant® 植入系统只允许由受过培训的牙科医生、移植专家和假牙技师使用。牙科医生有责任按照本使用说明使用产品，并确定其

是否适合患者自身的情况。 

HumanTech Dental GmbH 产品的用户必须确定，产品在给定条件下是否适合特定患者。在使用 HumanTech Dental GmbH 产品的框架范

围内，对于因专业评估或实践错误或与之相关的错误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伤、处罚包括赔偿或其他损伤，HumanTech Dental GmbH 

概不承担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责任。在出现上述错误的情况下，HumanTech Dental GmbH 的保修或其他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失效。 

为确保获得理想的长期治疗效果，应定期与患者约定日期进行全面的复查，并应告知患者保持口腔卫生的最佳方式。 

必须仔细阅读并严格遵守本使用说明。 
 
1. 适用范围 
本使用说明适用于以下无菌交付的产品： 

- RatioPlant® ConeCept、Avantgarde、Classic、Single Implants (包括 cover screw) 
 
另外也适用于以下非无菌交付的 RatioPlant® 植入系统产品： 

- RatioPlant® Prosthetic components，包括 Screw 

- RatioPlant® Screws (Prosthetic Screw…、lab screw...、impression screw、MU screw...) 
- RatioPlant® Healing Caps 
- RatioPlant® Countersinks 
- RatioPlant® Cutter 
- RatioPlant® Drills 
- RatioPlant® Instruments 
 
2. 产品描述 
RatioPlant® Implantats 是能长期使用的内骨质种植体，可作为假牙用于半口和全口缺牙的患者。这些种植体有不同的长度和形状供选

购。通过外科手术将种植体植入上颌骨和/或下颌骨中，以便从功能性和美观性两方面实现口腔修复。借助单个牙冠、牙桥、半口或全口

假牙进行假牙修复，这些部件利用 RatioPlant® 系统的假牙组件和螺丝与种植体连接。RatioPlant® 植入系统包括外科手术组件、假牙组件、

实验室技术组件和相应的器械。原则上，我们不针对不同的种植体几何形状提供优先建议的使用范围信息。 
 
3. 用途和材料 
RatioPlant® 种植体是能长期使用的可植入性产品 (口腔内骨质种植体)，通过外科手术将其植入到半口和全口缺牙患者的上颌骨和/或下

颌骨中 (这些患者的颌骨生长已结束)。我们提供多种长度和直径的种植体供用户选择。RatioPlant® 种植体由钛合金 Ti6Al4V 制成。所有 

RatioPlant® 种植体表面都经过喷砂和蚀刻处理。 
 

RatioPlant® Cover Screw 和 Healing Caps 是可长期在口腔中使用的侵入性医疗产品。这二者适用于种植体愈合阶段，过一段时间后可重

新去除。Healing Caps 用于形成所需的龈缘轮廓。这二者都不能为黏膜吸收。Cover Screws 和 Healing Caps 有不同大小的规格供选购，

均由钛合金 (Ti6Al4V) 制成。钛合金制成的 Healing Caps 可提供阳极氧化型和非阳极氧化型。Healing Cap individual 由聚醚醚酮 (PEEK 材

料) 制成。 
 

RatioPlant® 系统的假牙组件分为： 

- 可长期在口腔中使用的侵入性医疗产品 

- 可留在口腔中短期使用的医疗产品 

- 不在口腔中使用，而是用于牙科技术工作的医疗产品 

RatioPlant® 系统中可长期使用的侵入性医疗产品的假牙组件包括： 

- RatioPlant® Abutments 借助 Prosthetic Screw 固定在种植体中，用于构建假牙修复。它们的规格大小不同，由钛合金 (Ti6Al4V)、

PEEK 材料或氧化锆制成。 

- MU Prosthetic Cap TI 用于将咬合旋接式假牙连接到 Multiunit (MU) Abutments 上。它们由钛合金 (Ti6Al4V) 制成。 

- RatioPlant® 系统中可留在口腔中短期使用的假牙组件包括：RatioPlant® Impression Posts，用于在植入区域形成开放式或闭合式模

印。它们的规格大小不同，由钛合金 (Ti6Al4V) 制成。 

- RatioPlant® transfer cap，用于形成闭合式模印。transfer cap 被安放到手动固定在种植体中的 Impression Post closed 上，并且在印

模材料硬化后保留在印模勺中。它有三种不同大小的规格，由聚甲醛 (POM) 制成。 

- RatioPlant® Scan Connector，该产品借助 Lab Screw 手动拧入主模中，或为进行口腔内扫描而用一个 prosthetic screw 手动拧入种植

体中。由此可以对当前的口腔情况进行扫描，并采用 CAD/CAM 技术个性化地完成假牙修复。该产品由 PEEK 材料制成。 

RatioPlant® 系统中不在口腔中使用，而是用于牙科技术工作的假牙组件包括： 

- RatioPlant® Lab analog，用于再现种植体在主模中的位置和定向。它们由钛合金 (Ti6Al4V) 制成。 

- RatioPlant® Plastic Abutments、Quick plastic cap 和 Prosthetic cap plastic。它们用于在实验室中完成构建，由聚甲醛 (POM) 制成。 
 

RatioPlant® Prosthetic Screw normal、Prosthetic Screw ZiO 和 Prosthetic Screw short 是可在口腔中长期使用的侵入性医疗产品，可用作种

植体与假牙 (例如牙桥) 之间的连接件。Prosthetic Screws 无法为黏膜吸收。它们由钛合金 (Ti6Al4V) 制成。此外，Prothetic Screw ZiO 经

过金色阳极氧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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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Plant® lab screw 不在口腔中使用，而是用于在主模中固定假牙组件。它由钛合金 (Ti6Al4V) 制成，并且经过红色阳极氧化处理。 
 

RatioPlant® impression screw 是一种可在口腔中短期使用的侵入性医疗产品，为了形成开放式模印而手动拧入 impression post 中。在印

模剂硬化后松开 impression screw，然后将印模勺连同嵌入的 impression post 和仍位于其中的 impression screw 从口腔中取出。 

Impression screw 由钛合金 (Ti6Al4V) 制成。 
 

RatioPlant® MU Prosthetic Screw 是一种可在口腔中长期使用的侵入性医疗产品，用作基台和假牙之间的连接件 (例如咬合旋接式全口假

牙)。MU Prosthetic Screw 无法为黏膜吸收。它由钛合金 (Ti6Al4V) 制成，并且经过绿色阳极氧化处理。 
 

RatioPlant®  Drills (Final Drills、Twist Drills、玫瑰钻头、pilot drill、triangle drill) 和 Countersinks 是临时使用的医疗产品，用于在半口和全

口缺牙患者的上颌骨和/或下颌骨中进行外科侵入式钻孔，以便植入相应的种植体。玫瑰钻头具有硬质合金头部和外科用不锈钢制成

的杆部。所有其他钻头均由外科用不锈钢制成。 
 

RatioPlant® Cutter (Thread Cutter、Gingiva Cutter) 是临时使用的医疗产品。Thread Cutter 用于在半口和全口缺牙患者的上颌骨和/或下颌

骨中进行外科侵入式钻孔，以便植入相应的种植体。Gingiva Cutter 用于事先以外科侵入式方法打开牙龈。RatioPlant® Cutter 由外科用

不锈钢制成。 
 

RatioPlant® Instruments (adapter hex、screwdriver hex、drill extender、parallel post、MU abutment inserter、MU 0 insert、ratchet、
equator inserter、ball attachment inserter、inserter CC、connector handpiece、depth gauge、drilling stop、insert square、ISO Insert、
Measuring Post、Mulitplex Handle、Osteotom) 是可在口腔中临时使用的侵入性医疗产品。它们在植入和固定种植体与假牙组件时用作

辅助工具。这些 Instruments 产品由外科用不锈钢制成。 
 

4. 适应症 
RatioPlant® 系统组件规定用于上颌和上颌中，以便从功能性和/或美观性两方面实现口腔植入和假牙修复，以及复原半口和全口缺牙

患者缺失或丢失的牙齿结构。如何植入不同种植体的操作步骤请参见相应的  RatioPlant® 种植体手册  (https://www.humantech-

dental.de/394-de-Catalogues.html) 中以及本使用说明的第 10-13 章。 
 
5. 禁忌症 
• 骨骼和软组织不足和/或骨骼质量不足 

• 无法承受期待的功能负荷所必需的种植体大小和数量 

• 颌骨生长未结束 

• 困难的咬合状况和骨骼状况 

• 上下颌发育异常 

• 局部牙根残留 

• 与骨骼和/或伤口愈合冲突的医疗状况或行为 

• 身体不适 (疾病症状) 

• 骨骼疾病和伤口愈合障碍 

• 植入部位局部感染 

• 严重的抗治疗性功能障碍 

• 怀孕和哺乳期 

• 糖尿病 
• 长期免疫抑制治疗 

• 免疫力弱的患者 

• 类固醇激素治疗 

• 颅面区域 (头部、颅骨、颈部、颌骨) 放疗 

• 植入期间化疗 

• 口腔内急性或慢性感染或恶性肿瘤 

• 服用细胞毒性药物 

• 服用抗凝剂 

• 出血倾向增大 

• 滥用药物 (滥用酒精、烟草) 

• 结缔组织疾病/胶原病 

• 血液疾病 (例如白血病、血友病) 

• 心脏和循环系统问题 

• 肾脏和/或肝脏疾病 

• 口腔发炎 (咀嚼器和口咽) 

• 自体免疫性疾病 

• 急性或慢性传染病 

• 口腔黏膜疾病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94-de-Catalogues.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94-de-Catalog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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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脓肿或慢性鼻窦炎 

• 对骨整合/骨再生以及伤口愈合和血液微循环有影响的慢性疾病和/或药物 

• 不受控制的异常功能习惯或破坏性习惯 (例如磨牙症、颌骨挤压) 

• 无法治疗的咬合或关节疾病 

• 严重精神疾病 

• 口干症 

• 对钛合金、外科用钢、ZrO2、金合金和聚合物有变态或过敏反应；如果有任何不耐受怀疑，则在事先对过敏进行澄清并证明不存在过

敏后才能使用本产品 

• 患者一般状况不佳 

• 有过禁止使用任何外科手术的病史 

• 任何其他可能影响手术及后续治疗的医学、身体或心理因素 

• 通常禁止进行口腔外科手术的所有疾病  

• 由于精神或神经系统状况而不愿或无法遵循后续护理说明的所有患者。 

 
6. 预防措施 
在进行外科植入手术之前，重要的是仔细检查患者病史，并在必要时从家庭医生那里获取第三方病史，以便知晓是否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1. 由于解剖状况而难以植入、  

2. 严重的外科问题或一般风险、  

3. 伤口愈合和/或骨整合受影响或  

4. 种植体、基台和假牙的适当卫生情况和/或养护变差。 

 
7. 副作用/并发症 
个别情况下不会产生骨整合。此外，植入可能导致牙槽嵴损失、解剖结构受损、功能受限以及心理和社交障碍。刚插入牙科种植体后，

应避免增加身体生理负担的活动。插入牙科种植体后，可能的并发症包括： 

7.1 短期不适 
• 疼痛 

• 肿胀 

• 说话困难 

• 牙龈发炎 

• 感染 

• 发红 

• 浮肿 

• 溃疡 

• 异物感 

7.2 长期不适 
• 与牙科种植体关联的慢性疼痛 

• 永久性感觉异常 

• 感觉迟钝 

• 神经病 

• 表皮脱落 

• 组织增生 

• 局部或系统感染 

• 口腔上颌窦瘘或口鼻瘘 

• 上/下牙槽骨损失 

• 相邻牙齿受到不利影响 

• 不可逆地损害相邻牙齿 

• 损伤解剖结构 (神经血管束) 并由此导致病理后果 

• 种植体、颌骨、骨骼或假牙断裂 

• 电化学不适感觉 

• 活动受限 

• 功能性限制 

• 错位 

• 粘膜炎或其他慢性炎性疾病 

• 异物感 

• 非典型面部疼痛 

• 机械和假牙组件不稳定/断裂/损坏或松动 

• 种植体受排斥 

• 咬合超负荷 

• 过敏/中毒反应 

• 微隙 

• 颜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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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颊部和嘴唇 

• 心理和/或社交困难和/或妨碍 

• 美观问题 

• 下颌关节障碍 

• 啮咬和咀嚼有问题 

• 说话困难 
 
8. 一般安全和警告提示 
• 不正确的外科和弥补术操作可能导致产品损坏或给患者造成负面影响。RatioPlant® 植入系统只允许由受过系统培训的牙医、医生和外

科医生使用。使用植入系统需要移植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和技巧。必须对每位患者进行彻底检查，进行 X 光、心理和生理状况方面的评

估，包括牙齿和可能会影响最终结果的硬组织和软组织缺陷 (另请参阅第 4 章适应症 和第 5 章禁忌症)。外科医生、假牙修复师和牙科

技师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成功至关重要。有关使用牙科种植体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RatioPlant® 种植体的外科操作步骤 (第 12 章) 和相应

的产品手册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94-de-Catalogues.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94-de-Catalogues.html)。 

• 由于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才能保证安全使用，因此我们的产品只提供给医生/牙医、授权经销商和牙科实验室或只接受他们的订购。部

分部件无法在所有国家购得。 

• 请只使用 RatioPlant® 的外科手术组件、假牙组件、实验室技术组件和器械。RatioPlant® 植入系统的所有组件都已相互调校，并且是整

个系统的一部分。 

• 钻头、器械和系统组件专为特定的种植体系列和种植体直径设计。如果用于其他种植体系列或其他直径的种植体，可能导致系统组件

发生机械故障、对患者造成伤害或美学效果不理想。出于这个原因，RatioPlant® 种植体有一个专属外科器械套装，其中包含适用于该

系统的器械。在为所需种植体直径选择器械时，请注意颜色标记和标签。在使用前，钻头长度必须与计划的植入修复过程和解剖学条

件相匹配。 

• 由于尺寸较小，RatioPlant® 植入系统的组件可能被吞下或吸入气管。组件被吸入气管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最坏情况下可导致窒息。因

此，将产品应用于口腔时需要特别小心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必须将口腔中使用的所有部件固定好，防止被吞下或吸入气管。 

• 原则上要确保钻头、器械和其他组件正确固定在指定的定位件中。同样必须确保，组件完全相互连接。建议小心地进行拉动或摇动测

试。未正确固定的物体可能导致组件损坏或组件丢失，在有疑问的情况下可能在手术期间或手术后导致并发症。 

• 如果预期要承受较高负荷，则必须特别注意确保种植体精确定位。请避免通过逆时针转动种植体来校正垂直位置。这样会导致初始稳

定性降低。不建议在后牙区域内使用直径较小的种植体 (直径小于 3.8 mm)。 

• 务必保证无菌操作。切勿使用可能被污染的组件。污染会导致感染和异物残留。 

• 对于种植体在磁共振 (成像) 的影响方面的安全性和兼容性，尚未进行评估。未在此类影响下进行任何热测试或迁移测试。 

• 从无菌包装中取出种植体时，必须遵守无菌原则。在马上要插入种植体前才可打开无菌包装。建议始终储备一个可用的备用种植体。

必须在采取相应的无菌预防措施后再将种植体从包装中取出。 

• 务必保护好周围的组织，特别是避免过热、手术创伤、污染和感染源。 

• 如果种植体已与第三者的体液或组织接触，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或重复使用这些种植体。 
 
9. 包装、标志、运输和存放 
• 种植体组件的操作、运输和存放都必须小心地进行。产品包装损坏或产品本身损坏可能大大降低植入系统的性能、强度和疲劳强度。 

•  产品应在室温下存放。避免种植体受到含盐空气、潮湿、阳光直射、化学制剂等环境因素影响。 

•  在手术前必须仔细检查待使用的 RatioPlant® 植入系统组件，排除由于存放、运输和之前的处置而产生的损坏。 
 
RatioPlant® 植入系统的相应产品既有以无菌 (STERIL) 包装的形式交付的，也有以非无菌 (UNSTERIL) 包装的形式交付。 
 

无菌交付的 RatioPlant® 产品： 

以无菌包装的形式交付 RatioPlant® Implantats 包括 Cover Screw。这些产品通过经验证的伽马灭菌工艺进行灭菌，并被标记为无菌。使用

前不必进行清洁、处理和灭菌。此类产品规定只可一次性使用。 

RatioPlant® 植入系统的无菌产品包装在泡罩管组合中，并用纸板盒保护。 

在外包装上的标签和内包装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才可使用它们。如果包装损坏或已经打开，则不能保证产品的无菌性，因此不得使用。 

如果已超出规定的产品有效期，则不得使用。 

在无菌包装打开后或无菌包装损坏时，不要对产品进行处理、再处理、灭菌或重复灭菌。 

无论由谁执行灭菌或使用什么方法灭菌，HumanTech Dental GmbH 对使用重新灭菌的种植体的情况不承担任何责任。 
 
非无菌交付的 RatioPlant® 产品： 

RatioPlant® 系统的假牙组件、Screws、Healing Caps、Countersinks、Cutter、Drills 和 Instruments 均非无菌包装交付。这些产品被标记为

非无菌，并且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清洁、消毒和灭菌 (参见第 11 章清洁、消毒和灭菌)。 

RatioPlant® Cutter、Drills 和 Instruments 包装在配有内置 RatioPlant® Tray 的 RatioPlant 容器中作为器械套装交付，或单独包装交付。所有

其他非无菌交付的 RatioPlant® 产品均单独包装交付。原始包装在交付时必须完好无损。不允许在原始包装中灭菌。 
 
10. 准备工作 
10.1 患者的准备工作 
满足局部和系统性要求是成功植入的前提条件： 
• 正常的伤口愈合能力 

• 有效的口腔卫生措施 

• 其余牙齿已消毒 

• 上下颌骨生长已结束 

• 健康状况良好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94-de-Catalogu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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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充足的健康颌骨 

• 局部诊断 

• 牙槽突解剖结构 

• 上颌间的相互关系，例如深咬、黏膜的质量和厚度、咬合器中的研究模型和咬位记录、X 射线检查结果 

病人评估、术前诊断和治疗计划中的瑕疵可能导致植入失败。种植体修复的外科相关操作必须以全面的病人评估、术前诊断和治疗计
划为先决条件。种植体直径和种植体长度的确定原则是，确保种植体周围骨量充足 (至少 1 mm)。必须遵守与相邻自然牙之间 1.5 mm 的
最小距离和与相邻种植体之间 3 mm 的最小距离。其他前提条件请参见适应症 (第 4 章) 和禁忌症 (第 5 章)。 
 
10.2 器械的准备、检查和养护 
• 检查棘轮和铰接式器械的灵活性，必要时进行保养  (参见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

RatioPlant.html - 产品说明 5014040111) 

• 非无菌交付的产品和可重复使用的产品必须在使用前和使用后按照说明“RatioPlant 产品处理提示” (https://www.humantech-
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进行准备、检查和养护。 

 
11. 清洁、消毒和灭菌 
非无菌包装交付并且标记为非无菌的 RatioPlant® 产品必须在使用前进行清洁、消毒和灭菌。所有需要的清洁、消毒、养护和灭菌步骤

请 参 见 说 明 “ RatioPlant 产 品 处 理 提 示 ” 。 最 新 版 本 可 随 时 在 我 们 的 主 页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

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上找到，也可向 HumanTech Dental GmbH 索取。 

 
12. 应用 

12.1 外科 
为营造种植体成功愈合的最佳条件，务必小心地处理软组织和硬组织。必须格外小心准备植入床。为进行外科手术，必须提供诊断资

料并且必要时必须存在预先创建的模板。植入可以按穿龈一步或覆盖两步的形式进行。对于两步覆盖式植入，为了进行软组织调节，

必须在成型至少三周前将 Coverscrew 更换成种植体中的 Healing Cap。请确保，切割器械根据种植体类型布置在器械套装中的正确位置

上。 

12.2 准备植入床 
因为可通过最佳定位提升种植体的长期预测和美学效果，所以建议使用钻孔模板。热创伤可能妨碍牙科种植体的愈合。因此必须将过

度的温度升高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必须遵守钻头 (Drill)、埋头钻 (Countersink) 和螺纹切刀 (Cutter) 的规定转数： 
 

玫瑰钻头 (所有直径) 800 转/分 

三角钻头 800 转/分 

埋头钻 (所有直径) 350 转/分 

螺纹切刀 (所有直径) 15 转/分 
 

所有其他钻头： 

钻头直径 1.5 1000 转/分 

钻头直径 2.4 700 转/分 

钻头直径 2.8 650 转/分 

钻头直径 3.0 600 转/分 

钻头直径 3.2/3.3/3.5 500 转/分 

钻头直径 3.8 450 转/分 

钻头直径 4.5 400 转/分 

钻头直径 5.0 350 转/分 

钻头直径 5.5/6.0 300 转/分 

 
Drill Extender 适用至最大 20Ncm。规定仅与 HumanTech 假牙钻头搭配使用。 

务必确保将钻头插入 Drill Extender 至极限位置，以便正确固定。为此，建议仔细地进行一次拉动检查。 
 

为了以最佳方式准备植入床并防产生不必要的热量，请只使用锋利的钻头、埋头钻和螺纹切刀 (不超过 20 次应用)，采用间歇性钻孔技

术，通过预冷 (5°C) 的无菌生理盐水确保充分冷却。另外请使用直径逐渐增大的钻头并在钻头上保持较低的压力。 

外科医生必须在规划手术时对使用的测量系统有准确的了解，并在钻头和螺纹切刀与牙齿和重要结构之间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如果

无法根据 X 线照相正确确定实际钻孔深度，并且钻孔超出预期深度，则可能对神经或其他重要结构造成永久性伤害。从钻头尖到下颌

神经或下牙槽神经之间必须保持至少 1.5 mm 的安全距离。在上颌中，必须确保与窦膜之间有足够的距离。 

必须根据种植体尺寸选择钻头。钻头的名称基于种植体长度和直径，并不代表确切的公制规格。 

提供带和不带止挡的钻头。不带止挡的钻头配有深度标记，务必注意这些标记。对于带止挡的钻头，必须将钻头完全沉入至止挡，以

便实现最佳的种植体安装效果。使用带止挡的钻头时，同样要确保平坦的止动面，止动面的最高点影响种植体的植入深度。在使用钻

头前，必须检查 ISO 定位件是否正确固定。为此，建议仔细地进行一次拉动检查。 

务必检查种植体长度和直径以及钻头长度和直径。 

正确准备植入床的步骤请参见相应种植体系列的最新钻孔报告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

RatioPlant.html)。HumanTech Dental GmbH 保留按照特定国家和索引项目发布钻孔报告的权利。 

对于骨质 D1、D2 和 D3 (按照 Misch 骨质分类)，报告中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记录有用螺纹切刀预切螺纹或使用埋头钻或 Final Drills HB。 

12.3 插入种植体 
种植体的初级包装包含带批号的标签，务必将批号记录或粘贴到患者资料中。这样可在需要时追查各个种植体。除了名称外，每个种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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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体包装都标有一个色点，此色点对应于钻头的颜色编码。这样就能防止不必要地打开包装以及混淆种植体和钻头尺寸。针对尺寸规

定的粘贴点安排如下： 

  白色：Ø 6.0，蓝色：Ø 5.0，绿色：Ø 4.2，红色：Ø 3.8，红色：Ø 3.2 

建议执行以下过程： 

• 打开种植体的无菌包装。 

• 将种植体仅用 adapter hex ratchet 从包装中取出。 

• 手动将种植体插入植入床中，然后拧入至第一个止挡。 

• 拔下 Adapter hex ratchet。 

• 如果不使用棘轮，也可以用 adapter hex motor 以最高 15 转/分的速度继续拧入。始终手动进行最终定位。否则种植体的外螺纹可能会

在骨内滑丝。 

• 最终借助 adapter hex ratchet 和棘轮拧入种植体。“Avantgarde”和“Classic”系列种植体应利用咬合连接几何形状定位到现有颌骨水

平高度。“Single”系列种植体应拧入至喷砂螺纹完全沉入。对于“ConeCept”系列种植体，建议定位在颌骨水平下方 0.5 – 1.0 mm 处。

在规划器械的供应和操作时必须注意以上要点。 

注意：在拧入种植体时，扭矩不允许超过 40 Ncm。否则可能损坏种植体或器械。 

• 清洁种植体的内螺纹。 

• 将 Coverscrew 用 Screwdriver hex hand 插入。因为 Coverscrew 在愈合阶段后必须再次去除，所以只能将其用手拧紧。 

伤口边缘使用外伤缝合材料紧密闭合。不要将伤口缝合得过紧。放置时，确保伤口边缘无压力地贴在覆盖螺丝上。可以用一个具有相

应软组织高度的 Healing Cap 替代覆盖螺丝。这会促进穿龈的一步愈合。Cover screw 必须与种植体直径匹配，并且要手动将其拧入。

确保 Healing Cap 精准固定。黏膜必须紧贴在 Healing Cap 上。 

12.4 植入后的养护 
病人良好的口腔卫生条件是牙齿植入长期成功的前提。在植入后，必须立即排除手术区域的机械影响。必须通过冷却来预防肿胀。必

须提醒患者，在术后有任何异常情况，都要立即联系诊所。 

12.4 临时修复 
只有确保对种植体或接缝不产生任何机械刺激时，才可进行临时性的假牙修复。如果进行临时修复，则必须确保，在愈合阶段不对牙

科种植体施加任何负荷。种植体不得与邻齿或对齿产生功能性和静态接触。 

12.6 愈合阶段 
对于硬骨质 (D1-D2，按照 Misch 骨质分类)，愈合阶段至少持续三个月，对于疏松骨质 (D3-D4，按照 Misch 骨质分类) 和/或增强情况下

则至少持续六个月。这些数值既适用于上颌，也适用于下颌。愈合时间始终取决于相应的患者情况，须由医生进行评估。如果愈合时间

选择过短以及低于上述经验值，则可能危及修复的成功。 

12.7 术后检查 
应当在术后一周内进行检查。尤其要注意缝合的密封性和可能开始发炎的迹象。缝线拆除取决于患者的个体愈合过程，须由医生进行

医学评估。 

12.8 露出种植体和软组织管理 
所有 healing caps 均采用非无菌包装，在使用前必须用仪器进行灭菌！在露出种植体和进行软组织管理时，要按以下方式操作： 
• 露出种植体。 
• 将 Cover screw 用 screwdriver hex hand 拆下。 
• 清洁种植体的内部。 
• 将 Healing cap 用 screwdriver hex hand 拧入。Healing cap 必须与咬合种植体连接几何形状匹配，同时与患者的软组织厚度匹配。 
• 确保 healing cap 精准固定。黏膜必须紧贴在 healing cap 上。做出的 PEEK 临时基台可在原位保留最长 180 天。 

 
13. 弥补术 
当软组织已在无刺激的情况下痊愈时，才可以进行最后的种植假牙修复。在开始进行假牙修复前，需要做一次 X 射线检查。只能使用

规定且允许用于牙科成型的材料进行成型。 

选择基台时，注意种植体的直径和角度、牙龈的高度。不得进行任何超过 25° 的角度修正 (针对 30° 多单元基台)。不得将任何自由

端挂到独立式单个种植体上。 

注意：基台或结构件与种植体或螺纹之间的接触面不得进行喷砂或加工处理。 

在执行假牙修复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 基台的几何加工可能对基台和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 
• 对于  CAD/CAM 基台，制作的几何形状必须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为此，请在单独的  CAD/CAM 使用说明中查找更多信息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 在加工假牙组件时，不得改变种植体的连接几何形状以及底座或 Prosthetic Screw 本身，否则无法确保牢固和安全的连接。对于实验室
中的处理过程，规定使用阳极氧化 Lab screw 代替 Prosthetic Screw。该产品只可手动拧紧。 

 

在执行假牙修复时，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 有利的负荷分布 
• 假牙修复件要无应力地固定在基台上 
• 正确的闭合 
在制作轮廓时，只允许使用指定用于该用途的材料。 

13.1 开孔和成型 
将口腔状况转印到主模上时要用到 RatioPlant® Impression Posts、Screws、Transfer caps 和 Scan Connector。可以选择使用闭式勺、开式勺和

/或以数字式方式进行成型。针对上述方法有相应的成型柱可用。Impression post closed 与 transfer cap 配合使用，形成闭合式模印。开放

式成型则利用 Impression post open 实现。使用 RatioPlant® Scan Connector 进行数字式成型时将利用牙科扫描仪和相应的软件，通过口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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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内扫描或在事先制作的主模上完成。所有组件都已与相应的种植体直径相匹配。  

13.1.1 使用闭式勺成型 
对于该成型方法，可使用标准勺。其操作步骤如下： 
• 将 Healing Cap、Abutment 或 Coverscrew 用 Screwdriver hex hand 拆下。 
• 将 Impression post closed 插入种植体中。 
• 将成型柱用 prosthetic screw 与 Screwdriver hex hand 拧紧。 
• 将 Transfer cap 安放到成型柱上，必须注意正确的最终位置。 
• 用成型材料包封安放有 transfer cap 的成型柱。 
• 往成型勺中注入和嵌入成型材料。 
• 让成型材料硬化。 
• 拆下成型模，transfer cap 保留在印模剂中。 
• 将成型柱用 Screwdriver hex hand 拆下。 
• 重新用 Healing Cap, Abutment 或 Coverscrew 封闭种植体。 
• 在整复模印前，通过 lab screw 将成型柱与一个实验室模拟物 (lab analog) 手动连接。在整复模印前，必须明显感觉到 transfer cap 卡入
成型柱中。 

• 首先用弹性牙龈模型材料包封 lab analog 上的牙龈区域，然后用模型材料浇注成型。 
• 让模型材料硬化。 
• 拆下成型柱，用 Healing Cap, Abutment 或 Coverscrew 替换。 

13.1.2 使用开式勺成型 
这种成型方法应使用定制勺或带咬合开口的勺。成型柱包括固定螺丝的杆部不得接触勺或其开口。成型过程如下： 

• 将 Healing Cap、Abutment 或 Coverscrew 用 Screwdriver hex hand 拆下。 
• 将 Impression post open 插入种植体中。然后用 Impression screw long 手动拧紧。 
• 用成型材料包封成型柱。 
• 往成型勺中注入和嵌入成型材料。 
• 让成型材料硬化。 
• 松开 Impression screw long，然后将其从成型柱中拉出导向杆的长度。注意：不要将螺丝完全拆下！ 
• 拆下成型模包括成型柱。 
• 重新用 Healing Cap, Abutment 或 Coverscrew 封闭种植体。 
• 将实验室模拟物 (lab analog) 与成型柱利用 Impression screw long 手动固定好。 
• 首先用弹性牙龈模型材料包封 lab analog 上的牙龈区域，然后用模型材料浇注成型。 
• 让模型材料硬化。 

13.1.3 数字式成型  
RatioPlant® Scan Connectoren 用于 RatioPlant® 种植体在口腔中的视觉三维定位或实验室模拟物在主模中的视觉三维定位。RatioPlant® 

Scan Connectoren 可提供对应于 RatioPlant® 种植体的不同连接几何形状或提供多单元基台连接几何形状。所使用的 RatioPlant® Scan 

Connectoren 务必与待配对的各个连接几何形状相匹配，从而避免错位。可以使用合适的牙科扫描仪进行数字式成型。之后，可以将数

字式成型与 RatioPlant® 组件在合适的 CAD/CAM 软件中配对，以便利用 CAD/CAM 技术创建假牙修复。必须确保，所需的 RatioPlant® 组

件已存储在使用的软件库中，并且软件库为最新版本。可通过下列链接“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428-de-CAD-CAM-

Support.html”以及在使用的相应软件中检查兼容的软件库的当前版本。采用 CAD/CAM 技术来规划和创建假牙修复时，要注意所用系统

的使用说明和提示。 
 

主模中数字式成型的过程如下： 

• 按照上述类似方法创建主模 (参见 13.1.1 使用闭式勺成型和 13.1.2 使用开式勺成型)。 
• 将 Scan Connector 放到嵌入的实验室模拟物上，用一个 Lab screw 或 Prosthetic screw 手动与 Screwdriver hex hand 连接。 
• 用合适的牙科扫描仪进行扫描。 
• 将数字模型导入 CAD/ CAM 软件中，然后对假牙进行数字式设计。 
 

口腔中数字式成型的过程如下： 

• 将 Healing Cap、Abutment 或 Coverscrew 用 Screwdriver hex hand 拆下。 
• 用牙科扫描仪进行口腔内软组织扫描。 
• 将 RatioPlant® Scan Connector 与 prosthetic screw 插入种植体中，然后用 Screwdriver hex hand 手动拧紧。 
• 用插入的 RatioPlant® Scan Connector 与牙科扫描仪扫描口腔内的当前情况。 
• 松开 Prosthetic Screw，取出 RatioPlant® Scan Connector，然后用 Healing Cap, Abutment 或 Coverscrew 替换。 
• 将数字模型导入 CAD/CAM 软件中，然后对假牙进行数字式设计。 

13.2 假牙制作 
单个牙冠和牙桥以及固定式和可拆卸式假牙可在牙科实验室中按照相应  RatioPlant® 手册中的说明  (https://www.humantech-

dental.de/394-de-Catalogues.html) 进行制作，或采用常用的 CAD/CAM 技术按照所用 CAD/CAM 系统的使用说明和提示 (另请参阅 13.1.3 数

字式成型) 进行制作。在使用 RatioPlant CAD/CAM 钛坯料进行基台定制时要注意 CAD/CAM 钛坯料的使用说明 (https://www.humantech-
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13.3 假牙修复件的整合 
• 将 Healing Cap, Abutment 或 Coverscrew 用 Screwdriver hex hand 拆下  
• 清洁种植体的内部。 
• 将假牙修复件插入种植体中。 
注意：假牙修复件必须正确定位在种植体中。软组件不得夹在种植体和假牙修复件之间。 

• 将 Prosthetic Screw 用 25 Ncm 的规定扭矩拧紧。为此，建议使用一把适用于实验室的对中扳手！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428-de-CAD-CAM-Suppor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428-de-CAD-CAM-Suppor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94-de-Catalogues.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94-de-Catalogues.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https://www.humantech-dental.de/379-de-Gebrauchsanweisungen-RatioPla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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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至少五分钟后用相同的扭矩再次拧紧。 
 
14. 废弃处理 
产品的废弃处理必须按照当地现行法规和环保条例进行，同时要考虑相应的污染程度。 
 
15. 产品投诉 
从事医疗卫生事业的每名人员 (例如本产品系统的客户或用户)，如果有任何类型的投诉或在质量、一致性、耐用性、稳定性、安全性、

有效性和/或功能方面对本产品不满意，都应当通知相应的 HumanTech 代理商。 

如果 RatioPlant® 植入系统的产品曾出现过“故障” (即不符合性能规格或达不到预期的功能)，或者怀疑出现相应的“故障”，则应立

即通知 HumanTech 代理商。 

如果 HumanTech 产品曾经发生过故障而导致患者死亡或重伤，要立即通过电话、传真或书面通知代理商。 

如果您有投诉，我们请求您以书面形式向我们发送组件的名称、产品编号和批号，以及您的姓名和地址与尽可能详细的故障描述。 
 
其他信息 
如果对本使用说明的内容或在产品使用方面有任何投诉、建议或指示，请根据最后一页上列出的地址联系我们。 
 
有效性 
随着本使用说明的发布，所有之前的版本都失去其有效性。 
 

© HUMANTECH Dental GmbH。保留所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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