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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选区熔覆牙科用钴铬钼合金的金瓷结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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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解决传统铸造的钴铬钼烤瓷修复体（CAST）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崩瓷、瓷剥落等问题，对激光选区熔

覆（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技术制作的牙科钴铬钼合金进行了金瓷结合性研究，以探求SLM技术在临床应用
的可行性。使用SLM成型机制备金瓷结合、热膨胀系数试样，以CAST制作的铸造钴铬钼合金为对比，借助金相显
微镜、扫描电镜、X射线衍射仪、热膨胀仪等分析测试方法，通过对其显微结构、相组成、热膨胀系数、金瓷结合强
度及其结合界面的研究综合评价SLM制作的钴铬钼合金的金瓷结合性。研究结果表明：SLM制作的钴铬钼合金
的相组成主要包含FCC结构的α相和HCP结构的ε相，不含针状有害相σ相，且α相的含量达到84%；SLM制作的钴
铬钼合金在25～500 ℃的平均线膨胀系数为13.874×10–6 /K，低于同类铸造钴铬钼合金试样，金属基体与陶瓷的热
匹配性更好；SLM钴铬钼合金的金瓷结合强度为（36.55±1.78）MPa，明显高于铸造合金（P<0.01），且数值稳定性更
好；钴铬钼合金与陶瓷的断裂模式是黏附开裂，与结合界面处金属与陶瓷润湿性和内生氧化膜形态有关；SEM分
析发现SLM制作的烤瓷件合金与陶瓷的润湿情况较好，无微孔等缺陷，内生氧化膜厚度较厚；CAST制作的铸造
烤瓷件合金与陶瓷的润湿性较差，存在微孔等缺陷，内生氧化膜的厚度较薄。通过与CAST制作的铸造钴铬钼合
金性能对比发现，SLM制作的钴铬钼合金具有更好的金瓷结合性，这为SLM技术在牙科修复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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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rcelain cracking and peeling of dental Co-Cr-Mo alloys fabricated by traditional cast (CAST)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the metal-ceramic bond properties of Co-Cr-Mo alloys fabricat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SLM)was studied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SLM technology for dental application.Metal-ceramic specimens and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specimens were prepared by
SLM machine.Compared with the Co-Cr-Mo alloys made by CAST,the metal-ceramic bond properties of Co-Cr-Mo alloy prepared by SLM were
evaluated comprehensively by analyzing the microstructures,phase compositions,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bonding strength and interface
between metal and ceramic,which were obtained with the aid of metallographic microscope,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X-ray
diffractometer,thermal expansion instrument,and other analytical methods.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ase composition of Co-Cr-Mo
alloy produced by SLM mainly contains the α phase (84%) with FCC structure,and the ε phase (16%) with HCP structure,and no harmful σ
phase.The average linear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in the range of 25～500 ℃ of Co-Cr-Mo alloy by SLM is 13.874×10–6 /K,which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Cr-Mo by CAST and has a better thermal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metal matrix and ceramic.The fracture pattern of Co-Cr收稿日期:2017 – 09 – 16
基金项目:四川省国资委规划资助项目（川国资规划【2015】39号）；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2015CDDY-S03-DY）
作者简介:周亚男（1992—），男，博士生. 研究方向：金属功能材料及其制备技术. E-mail：zhouyanan_0505@163.com
* 通信联系人 E-mail：lining@scu.edu.cn
网络出版时间:2018 – 03 – 20 12 : 59 : 56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773.TB.20180320.1151.003.html

————————— http://jsuese.ijournals.cn

http://jsuese.scu.edu.cn —————————

第2期

周亚男，等：激光选区熔覆牙科用钴铬钼合金的金瓷结合性研究

221

Mo alloy between metal and ceramic is adhesion cracking ,which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wettability between the metal and ceramic and endogenous oxide film.SEM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wettability between the ceramic and SLM Co-Cr-Mo alloy is great,with no holes and other
defects.However,the thickness of the endogenous oxide film of CAST Co-Cr-Mo alloy is thin,with poor wettability and some defects.Compared
with the properties of CAST Co-Cr-Mo alloy,it was found that the Co-Cr-Mo alloy by SLM has better metal-ceramic bond properties,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LM technology in dental restoration.
Key words: selective laser melting;Co-Cr-Mo alloy;bond strength;dental restoration

由于具有金属的力学性能以及陶瓷的美学性

Bego） 的 化 学 成 分 见 表 1； 用 于 烤 瓷 的 VITA VMK

能，烤瓷熔附金属修复体（porcelain-fused-to-metal

95瓷 粉 ， 主 要 化 学 成 分 质 量 分 数 为 ： SiO 2 ， 52.4%；

restoration，PFM）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对牙体、牙列
。理想的烤瓷合金应该

Al 2 O 3 ， 15.15%； K 2 O， 9.9%； Na 2 O， 6.58%； TiO 2 ，
2.59%；ZrO2，5.16%；SnO2，4.9%；SLM钴铬钼合金采用

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耐腐蚀性能以及生物学性能，

Conceptlaser M1型SLM成型机制备，层厚30 μm，激光

缺损修复的主要方式之一

[1–3]

[4]

同时还要求与陶瓷材料之间具有良好的金瓷结合性 。

功率100 W，扫描速率75 mm/s，加工过程需N 2 气保

牙科用钴铬钼合金力学性能和耐腐蚀性能良好、生

护；铸造钴铬钼合金采用ZG–25型真空感应熔炼炉

物相容性优异，而且不含Cd、Be等有害元素，是目前

制备。
表1

[5]

应用较为广泛的牙科修复材料 。但是钴铬钼合金的
线膨胀系数较高，在烤瓷的过程中发生马氏体相变
（αFCC→εHCP），体积膨胀，金属基体与陶瓷之间产生
组织应力；同时，由于金属陶瓷间的线膨胀系数的差
异，在界面处易产生热应力，因此钴铬钼合金烤瓷修
复体在临床使用中经常出现崩瓷、瓷剥落等现象，影
响其在临床上的进一步推广 [6–8]。
激光选区熔覆（selective laser melting，SLM）技术
属于金属3D打印技术的一种，其个性化设计、制作复
杂零部件等特点非常适用于牙科修复领域。将
SLM技术应用于牙科修复领域，其获得修复体性能
能否满足患者和医师的要求，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
热点 [9–10] 。Qian等 [11] 研究发现SLM制作的牙科用钴
铬钼合金与同类铸造件相比具有更优的力学性能，

Tab.1

组别 w(Co)/% w(Cr)/% w(W)/% w(Mo)/% w(Si)/% W(其他)/%
CAST

60.2

25.0

7.0

5.0

1.0

<1.0

SLM

60.2

25.0

6.2

4.8

<1.0

<1.0

实 验 使 用 SLM技 术 和 精 密 铸 造 法 加 工 尺 寸 为
（25±1）mm×（3±0.1）mm×（0.5±0.05）mm的钴铬钼合
金片状试样（参照标准YY0621—2008）各9个，分别
命名为SLM组和CAST组。烤瓷前，先对合金表面进
行喷砂处理（120目刚玉颗粒，喷砂30 s），超声清洗
5 min，然后放到烤瓷炉内进行烤瓷处理。按照厂家既
定的程序（表2），先上遮色瓷再上体瓷，烤瓷件示意
图如图1所示。
表2

其显微组织更加均匀细小。Xin等 [12]对比分析传统铸

Tab.2

造与SLM制作的钴铬钼合金的生物相容性，结果发
现SLM件的离子析出率更低且细胞存活率更高，证
明SLM件具有更好的生物相容性。Xin等 [13] 也发现

铸造与SLM钴铬钼合金化学成分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dental Co-Cr-Mo alloy
fabricated by CAST and SLM

程序号

烤瓷程序

Porcelain firing procedures

起始温度/ 保温时间/
min
℃

升温速率/
(℃·min–1)

烤瓷温度/ 保温时间/
min
℃

除气和
预氧化

600

3

80

980

3

显著延长PFM修复体的使用寿命。但是SLM制作的

遮色瓷

600

4

90

950

1

钴铬钼合金在金瓷结合性能上的研究有不同的结

体瓷

600

4

80

930

1

SLM加工方式提高钴铬钼合金的耐腐蚀性能，可以

论 [2,8,14–16]。
作者采用热匹配法，以铸造钴铬钼合金为对比，

25 mm
3 mm

结合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䫤䬜ਸ䠁

SEM），X射线衍射（X-ray diffractometer，XRD）和金
相分析，从相变的角度研究SLM制作的牙科用钴铬

䲦⬧
փ⬧: 0.9mm

钼合金金瓷匹配性，为SLM技术在牙科修复领域的

䚞㢢⬧: 0.2 mm

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0.5 mm

1 试验材料及方法
实验用铸造和SLM钴铬钼合金（Wirobond C+；

图1
Fig.1

钴铬钼合金烤瓷试件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of metal-ceramic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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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采用三点弯曲法测试烤瓷件的金瓷结合强
度（n=6），其中标距为20 mm，压头曲率半径为1.0 mm，
施加速率为1.0 mm/min，记录试样烤瓷层瞬间剥落时
的断裂力 Ffail （图2）。根据公式计算金瓷结合强度τb ，
τb = k × Ffail ，其中系数 k 由试样厚度d 及合金的弹性模

量E决定。利用SPSS 19.0软件对测试结果进行方差分
析，检验水准α = 0.05。

第 50 卷

织，主要包含亮色和暗色两部分，EDS[17]及XRD分析
表明，亮色部分为FCC结构的α-Co固溶体，暗色部分
为HCP结构的ε-Co固溶体，除此之外在图3（b）中可
以看出，枝晶间存在大量的岛状第二相，EDS分析 [17]
表明其主要为富含W、Mo元素的金属间化合物。图
3（a）显示CAST组显微组织存在少量的微孔，这些缺
陷在铸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对材料的力学性能和金
(a)

20 mm

图2
Fig.2

F

ᗞᆄ

三点弯曲法测金瓷结合强度示意图
300 μm

Schematic diagram of 3-point bend test

实验使用SLM技术和铸造法制备尺寸为

(a) 䬨䙐䫤䬜䫬ਸ䠁

Φ （5±0.1）mm×（25±1）mm的棒状试样各1个，试样从

(b)

室温以5 ℃/min的升温速率升到980 ℃，测定2组合金
25～500 ℃的平均线膨胀系数，记录升温曲线。

HCP 㔃ᶴⲴ
ε-Co പⓦփ

每组各取1个试样，用OLYMPUS GX51金相显微
镜观察显微组织，腐蚀剂为无水CuSO 4 1.5 g和浓盐
酸30 mL的混合试剂，腐蚀60 s。每组再各取1个试样，

䠁䰤ॆਸ⢙

用Inspect F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金瓷结合界面处的
形貌。每组剩余的1个烤瓷试样做XRD检测，靶材选

FCC 㔃ᶴⲴ
α-Co പⓦփ

用Cu靶，扫描速度为3°/min，扫描角度范围为30°～

30 μm

(b) 䬨䙐䫤䬜䫬ਸ䠁

95°。

(c)

2 结果与分析
2.1 金瓷结合强度
表3为金瓷结合强度试验结果。SLM组和

⟄㾶ഒ

CAST组的金瓷结合强度分别为（36.55±1.78）MPa和
（30.39±5.98）MPa，可发现SLM组的金瓷结合强度明
显高于CAST组（P<0.01）；两组金瓷结合强度均高于

80 μm

25 MPa，符合标准《YY0621—2008牙科金属烤瓷修
复体系》的要求（25 MPa）。同时还发现，SLM组的金

(c) SLM 䫤䬜䫬ਸ䠁
(d)

瓷结合强度的波动范围相对较小，数值更稳定。
表3
Tab.3

两组试样的金瓷结合强度

Metal-porcelain bond strengths of two groups

组别

数量

结合强度/
MPa*

结合强度最小值/ 结合强度最大值/
MPa
MPa

CAST

6

30.39±5.98

27.66

36.37

SLM

6

36.55±1.78

35.18

38.92

ӊᲦ

5 μm

*注：CAST组与SLM组比较，P<0.01。
(d) SLM 䫤䬜䫬ਸ䠁

2.2 显微组织
图3（a）和（b）为铸造钴铬钼合金的显微组织照
片。结果显示CAST组的显微组织为典型的树枝晶组

图3
Fig.3

铸造与SLM制作的钴铬钼合金的显微组织

Microstructures of Co-Cr-Mo dental alloys fabricated by traditional cast and SLM

第2期

周亚男，等：激光选区熔覆牙科用钴铬钼合金的金瓷结合性研究

瓷结合性能有不利的影响。图3（c）是SLM组钴铬钼
合金的金相显微图片，结果显示，由于SLM成型属于
快速凝固，成型件晶粒细小，在光学显微镜下难以观
察到晶粒，只能看到鱼鳞状的“熔覆团”。图3（d）是
在扫描电镜下放大10 000倍观察到的组织形貌，
SLM组的晶粒比较细小，其内部存在大量的亚晶结
构，这些亚晶粒（约0.5 μm）的产生对其力学性能的
提高有显著影响。另外，SLM组合金显微组织不存在
微孔等缺陷，致密度较高。
图4为铸造与SLM的钴铬钼合金的XRD图谱。
100

ᕪᓖ䇑ᮠ

40
HCP (100)

式中， I(200)FCC 和 I(101)HCP 分别是FCC相的（200）和
HCP相的（101）晶面的衍射强度。结果显示，CAST件
和SLM件的FCC相的含量分别为45%和84%。另外，
根据布拉格方程和晶面间距公式，CAST件和SLM件
的α相的晶格参数分别为0.357 3 nm和0.358 9 nm，说
明SLM加工后晶格结构几乎没有变化。

900 ℃以上，因此，金属与陶瓷间热膨胀系数的差异

HCP (112)
FCC (311)

FCC (200)

σ

HCP (102)

HCP (103)

和残余应力 [19–20]。过大的残余热应力可能会导致修
复体在反复的热循环过程中出现崩瓷、瓷剥落等问
题；残余拉应力和过大的残余压应力易诱发金瓷结
合界面处产生微裂纹，导致修复体结合失败；适当的

0
30

40

50

60
70
2θ/(°)

80

90

残余压应力有利于在金瓷结合界面处形成压缩力而
提高金瓷结合强度 [17]。因此，在临床修复中，通常以

(a) 䬨䙐䫤䬜䫬ਸ䠁

陶瓷的热膨胀系数稍小于合金的热膨胀系数为宜，
且两者的差值在（0～0.6） ×10 – 6 /K的范围内较为理

HCP (002)
FCC (111)

想。牙科修复使用的VITA VMK95瓷粉的遮色瓷和牙

80

本质瓷在25～500 ℃的平均热膨胀系数分别为
13.5×10–6 /K和13.3×10–6 /K。图5为SLM和CAST钴铬

60

钼合金应变–温度曲线。图5结果表明CAST钴铬钼合
HCP (200) HCP (110) HCP (112)
FCC (220) FCC (311)
HCP (101)

40

金和SLM钴铬钼合金在25～500 ℃的平均热膨胀系
数分别为14.043×10–6 /K和13.874×10–6 /K，SLM制作
的钴铬钼合金与VITA VMK 95瓷粉热膨胀系数的匹

20
30

40

50

60
70
2θ/(°)

80

90

配性更好。

(b) SLM 䫤䬜䫬ਸ

Fig.4

SLM
CAST

15

铸造与SLM制作的钴铬钼合金的XRD图谱

XRD spectra of Co-Cr-Mo alloy fabricated by traditional cast and SLM

从图4（a）可以看出，铸造钴铬钼合金的主要相
结构是FCC结构的α相和HCP结构的ε相。另外，在

=14.217×10−6/°C
499～980 °C
(dL·Lo−1)/10−3

图4

I(200)FCC
× 100%
I(200)FCC + 0.45I(101)HCP
（1）

往往会导致金瓷结合界面处产生较大的瞬态热应力

20

ᕪᓖ䇑ᮠ

FCC的含量 =

烤瓷过程中，金瓷结合件需要被反复加热到

HCP (110)
FCC (220)

60

100

的表达式确定 [19]：

2.3 SLM对热膨胀系数的影响

HCP (002) HCP (101)
FCC (111)

80

223

10
499 °C

XRD衍射谱发现存在TCP（拓扑密堆积）结构σ相，

=13.874×10−6/°C
25～583 °C

σ相存在于基体相中并呈细针状，能够撕裂基体，是
一种有害相。从Co-Cr二元平衡相图 [18]可以看出，Co-

0
0

Cr-Mo合金在高温下以α相的形式存在。随着温度的
降低，出现马氏体相变（α→ε），并出现（α+ε）相区。随
着温度的进一步下降，过饱和Cr在基体上以σ相的形

583 °C
=14.123×10−6/°C
583°C～980 °C

=14.043×10−6/°C
25～499 °C

5

200

400

600

800

T/°C

图5
Fig.5

SLM和CAST钴铬钼合金的应变–温度曲线

式沉淀。然而，由于冷却速度非常快，平衡相图的分

Strain-temperature curves of Co-Cr-Mo alloys fabricated by SLM and CAST

析不适用于SLM件。如图4（b）所示，SLM组的XRD谱

由图5可以发现，铸造钴铬钼合金在499 ℃时斜

图具有更多的α相峰。合金中α相的含量可以由下列

率突然变陡，说明从该温度开始有大量的HCP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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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ε相转变成FCC结构的α相。相比于铸造合金，

展的制约，同时提高了修复体出产的合格率和稳定

SLM钴铬钼合金的斜率转变点明显滞后，在583 ℃才
发生明显变化，这可以从CAST组和SLM组相含量的

性。SLM技术属于“增材制造”，对材料的利用率高，
产生的污染物少，符合国家“智能制造”和“绿色制

不同解释。SLM合金在室温剩余的ε相含量为16%，而

造”的要求。

CAST合金在室温剩余的ε相含量为55%，当升温到一

(a)

䠁

定温度后，CAST合金中的ε相率先向α相转变，同时

䲦⬧

由于ε相含量较多，转变持续过程较长，斜率转变点
不明显。从热匹配性的角度来看，SLM钴铬钼合金与

ᗞᆄ

陶瓷的金瓷匹配性更好。铸造钴铬钼合金的热膨胀
系数偏高，这也是钴铬钼合金在临床应用中经常出
现修复失败的重要原因。
2.4 金瓷结合界面

2.5μm

金瓷结合性能的高低与金属–陶瓷界面的结
合情况有关。一般来说，金瓷开裂模式分为3种 [21]：

(a) 䬨䙐䫤䬜䫬ਸ䠁

1） 黏 附 开 裂 ， 表 现 为 断 裂 发 生 在 金 属 与 陶 瓷 结 合
(b)

界 面 ， 金 属 表 面 没 有 瓷 残 留 ； 2） 内 聚 开 裂 ， 表 现 为

䠁

䲦⬧

断裂发生在陶瓷侧或金属侧（一般在陶瓷侧），金
属 表 面 有 瓷 残 留 ； 3） 黏 附 开 裂 与 内 聚 开 裂 混 合 的
一 种 开 裂 模 式 。 三 点 弯 曲 试 验 发 现 ， CAST组 和
㔃ਸ㍗ᇶ

SLM组 金 属 一 侧 没 有 或 少 有 陶 瓷 的 黏 附 ， 说 明 造
成钴铬钼合金与陶瓷开裂的主要原因是金瓷匹配
性较差，其断裂模式主要是黏附开裂。影响金瓷结
合 性 能 的 微 观 机 制 [22– 23]主 要 有 化 学 结 合 、 机 械 结

2.5μm

合、压缩结合、范德华力等，其中化学结合在金瓷
结 合 中 起 最 主 要 的 作 用 ， 约 占 金 瓷 结 合 力 的 2/3以

(b) SLM 䫤䬜䫬ਸ䠁

上。内生氧化膜在化学结合力中起到关键作用。图6
是 CAST组 和 SLM组 金 瓷 结 合 界 面 处 的 SEM图 片 ，

图6
Fig.6

结果显示，CAST组的金瓷结合界面处内生氧化膜
的厚度较薄，并且在结合界面处出现多处微孔，氧
化 膜 与 金 属 基 体 的 润 湿 性 较 差 ； SLM组 的 金 瓷 结

铸造和SLM钴铬钼合金金瓷结合界面

SEM images of metal-ceramic interface of group
CAST and group SLM

3 结

论

合界面处内生氧化膜的厚度较厚，氧化膜与陶瓷

1）SLM钴铬钼合金晶粒细小，内部存在大量的

之间润湿性较好，没有发现微孔等缺陷，这也从微

亚晶结构，其相组成主要为FCC结构的α相（84%）和

观 上 解 释 了 SLM组 钴 铬 钼 合 金 的 金 瓷 结 合 强 度 普

HCP结构的ε相（16%），不含TCP结构的σ相。

遍较高的原因。
采用铸造技术制备钴铬钼合金时不可避免地出
现大量的组织缺陷。从试验的结果可以看得到，铸造

2）SLM钴铬钼合金的热膨胀系数较低，热匹配
性更好，金瓷结合强度相比于铸造钴铬钼合金有显
著提高。

组的晶粒粗大，并且连贯性与致密度都不是很好。同

3）钴铬钼合金与陶瓷的断裂模式是粘附开裂，

时，铸造工艺繁杂、生产速度慢、效率低，因此铸造生

其结合性能与内生氧化膜的形态、润湿性、热匹配性

产时的众多不可控条件决定了其质量不稳定，合格

有关；SLM钴铬钼合金内生氧化膜较厚，与金属基体

率不高的特点。现如今，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难以

的润湿情况较好，无微孔等缺陷。

避免，社会对于义齿的需求越来越大，口腔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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