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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技术与信赖相辅相成

日本的种植体

IAT EXA是由日本活塞环公司制造的纯日本产种植体套件。

日本活塞环公司是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活塞环为主的零件制造厂商，

这家公司技术水准之高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

而在IAT EXA种植体中，也蕴含着以国际质量标准为基准，时刻进行挑战的工匠精神哲学。

所谓IAT，就是“Intelligent Artificial Teeth（智能人工牙）”的缩写，

拥有独特的电火花加工表面〔ED Surface（ED表面）〕的纯钛制种植体套件的总称。

其利用电火花处理方式进行表面加工，该技术研究从1984年开始，

由昭和大学齿学部 齿科保存学齿科理工学部门完成。

经过长达20年的基础研究、临床试验和开发工程，IAT EXA种植体终于诞生了。

IAT EXA种植体具有出色的骨质再生性能，初期固位性能良好，

还充分考虑到手术时的操作性能。

纯日本产的高性价比使我们确信，它将成为今后种植体治疗可供选择的有效方案之一。

对骨质再生显示优良的
生物相容性

(电火花加工表面)

运用独特设计展现

坚固的
初期稳固性

实现良好操作性能的

双重六角
锥形结构

简应对各种病例

进行系统化的
产品阵容

日本活塞环株式会社NPR的

纯日本产种植体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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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的初期固定性以及

优良的功能稳定性的

人工牙根设计

高度操作性和吻合性

以及提高固定性的独特结构 

IAT EXA为了能使基台在安装时进行精细的

角度调节，从而使双重六角结构操作性进一步提高，

采用了独特的双重六角锥形结构。

这个设计方案使人工牙根和基台的吻合性和固定性

得以显著提高。

IAT EXA独特的双重六角锥形结构越往顶部螺丝纹越浅的螺旋结构

种植体的形状将影响植入后的初期固位

和使用时的稳定性。

IAT EXA种植体从底部到顶部都进行了ED表面加工，

使整个人工牙根表面都能进行充分的骨再生。

此外，种植体的螺旋结构越往顶部螺纹越浅，

从而实现坚固的初期固位性。

在此基础上，采用平台转换（Platform Switching）设计，

使种植体和基台之间理想的直径差，

给软组织生长提供平面和空间，重建生物学宽度，

防止种植体顶部出现明显骨吸收。

平台转换（Platform Switching）
设计确保了理想的幅度直径

根据2阶段人工牙根颈部有限元应力分析的结果，未发现对周围边缘骨产生应
力集中的现象。

因电火花加工而产生的

有利于新骨再生的ED表面

独特的性质状态

所谓ED表面，是使用纯钛的金属丝电极进行电火花加工，

加工出形状的同时在表面施加特性加工。

规则排列的放电痕形成的像鸭梨表面一样的微小凹凸，

植入颌骨后，蛋白质和细胞容易聚集附着，有利于新骨再生。

另外，一般情况下钛金属表面会产生氧化膜，

机械加工后形成的膜厚度仅为5～10nm，

而ED表面的氧化钛膜层厚度可达到1μm。

这个氧化钛膜层从表层往内部逐步转化，将形成依次为二氧化钛、氧化

钛、母体钛金属的功能梯度氧化膜结构，这是一个重要的特征。

这种厚实坚固的氧化钛膜层具有出色的耐蚀性，

表面的润湿性极佳，和体液、血液的亲和性高，

因而呈现出对骨质生成有利的生物相容性。

实现良好操作性能的

双重六角
锥形结构

对骨质再生显示优良的
生物相容性

(电火花加工表面)

运用独特设计展现

坚固的
初期稳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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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追求性能革新

进化而成的人工牙根

手术方式 : 2次法
直径 : φ3.3㎜＊，φ4.0㎜，φ5.0㎜
高度 : 8㎜＊，10㎜，12㎜，14㎜
 （＊直径 : φ3.3㎜的没有高度为8㎜的产品）

手术方式 ：2次法
直径 : φ3.3㎜＊，φ4.0㎜，φ5.0㎜
高度 : 8 ㎜，10㎜，12㎜，14㎜
 （＊直径 : φ3.3㎜的没有高度为8㎜的产品）

手术方式 ：1次法
直径 : φ3.3㎜＊，φ4.0㎜，φ5.0㎜
空余部直径 : R : φ4.5㎜，W : φ5.5㎜
高度 :  8 ㎜，10㎜，12㎜，14㎜
 （＊直径 : φ3.3㎜的没有高度为8㎜的产品）
粘膜贯穿部高度 : L : h1.5㎜, H : h3㎜

Two-stage screws
(2段式螺旋种植体)

One-stage screws
(1段式螺旋种植体)

Two-stage cylinders
(2段式圆柱状种植体)

螺旋形种植体

φ3.3㎜

φ4.0㎜

φ5.0㎜

Round bars
(研磨棒)

Twist drills
(麻花钻头)

Bone taps
(骨螺钉丝锥)

φ2.0㎜ φ2.0㎜ φ2.7㎜ φ3.0㎜ φ3.5㎜ φ4.0㎜ φ4.5㎜

Guide pins
(定位销钉)

Guide pins
(定位销钉)

套件系统结构简练

实现优良的性价比

IAT EXA种植体的最大特征之一，

是将产品阵容进行了更为简洁的系统优化。

简要精练、简便实用。

因此提高了在牙科操作的方便性和手术可靠性。

并且，根据症状精选所需产品的品种，

成功实现了高性价比。

简应对各种病例

进行系统化的
产品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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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 EXA种植体的补缀系统，大致来说由3个部分构成。

Non-preparation
system

(无切削加工制备件系统)

Preparation system
(切削加工制备件系统)

Screw-retained system
(螺丝紧固系统)

IAT EXA种植体的

补缀关联制品流程图

Technical parts (技工用零件) Technical parts (技工用零件)

Abutment impressions
(支柱牙印模)

Fixture impressions (人工牙根印模)

Fixtures (人工牙根)

Abutment impressions (支柱牙印模)

Abutment heads (支柱牙头部) Abutment heads (支柱牙头部) Abutment heads (支柱牙头部)

Cement-retained (牙骨固定方式) Cement-retained (牙骨固定方式) Cement-retained (牙骨固定方式)

圆柱形种植体的各种直径植入手术方式

φ3.3㎜

φ4.0㎜

φ5.0㎜

Round bars
(研磨棒)

Twist drills
(麻花钻头)

Guide pins
(定位销钉)

Guide pins
(定位销钉)

Counterfit
drills

 (倒角钻头)
φ2.0㎜ φ2.0㎜ φ2.7㎜ φ3.3㎜ φ3.3㎜φ3.5㎜

φ3.5㎜ φ4.8㎜

φ3.8㎜ φ4.0㎜ φ4.0㎜φ4.0㎜

φ5.0㎜φ5.0㎜φ5.0㎜

Countersink
drills

 (埋头钻头)

Cannon drills
 (卡农钻头)

Fit gauges
(吻合度量规)

Fit gauges
(吻合度量规)

Fit drills 
(吻合钻头)

在长期临床手术中获得高度评价的钻头系列产品，

具备了卓越的切削性和耐久性。

从而可进一步缩短手术时间，并减轻生体的负担。

此外，手术工具类按照人工牙根的直径进行颜色编码化分类，提高了操作性和安全性。

的治疗用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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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T FIT种植体在10-15年间的累计成功率
仅统计了圆柱状种植体体临床经过，证实ED表面在临床中拥有高度的生物亲和性，以及长期稳定性。(摘录改编自藤
野等:日口腔种植体杂志;2-1326,3,444-453)

❷-1 IAT EXA种植体病例
2008年对下颚无牙颌植入6个IAT EXA种植体，
并安装了覆盖式牙桥。

❶-1 IAT FIT种植体的病例
(口腔内照片)
1995年下颌臼齿部植入3个
IAT FIT圆柱状种植体，安装上
部结构物时拍摄。

❶-2 FIT种植体的病例
(牙齿Ｘ射线摄影)
牙冠部结构物安装后经过20年
的牙齿Ｘ射线摄影，可看出ED表
面具有高度的骨亲和性。

❷-2 IAT EXA种植体的病例(牙齿Ｘ射线摄影)
种植体和支柱牙的连接部位采用了平台切换
(Platform Switching)结构，可看出种植体颈部周
边的骨骼处于稳定的状态。

床结果已经得到了证明。而种植体既有圆柱

形的，又有螺旋形的，手术方式有1次法和2

次法可供选择，还可根据种植体的植入部位

等错综复杂的临床条件来选择种植体的种

类。根据最近的报告，IAT EXA种植体在临

床研究方面以一般的原有骨骼为对象的病

例之多自不必说，在拔牙后即刻植入的病例

以及植入后进行即刻负荷的病例中也得以

大量应用，显示出良好的临床结果。

我真诚期待今后，IAT EXA种植体套件能

在更为长期的临床结果的基础上，将以种植

体体为主，在周边领域进一步进行新的开

发，向更高层次进化发展。

现在，牙科种植体已经成为牙科治疗的可选

择方案之一，多种种植体系统得以开放，并

得到了临床应用。IAT种植体系统是一种拥

有电火花加工表面(ED表面)的种植体系统，

从基础研究到开发、生产，全都是名副其实

的“Made in Japan”。 IAT FIT种植体于

1994年开始进行临床应用，一晃20年过去

了，可至今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临床成绩。IAT 

EXA种植体是在2008年作为拥有ED表面的

新一代种植体系统得以开发的。IAT EXA

种植体的临床特征在于ED表面拥有高度的

生物亲和性，以及立足于生物工学的观点开

发的种植体独特形状。ED表面拥有高度的骨

亲和性，这在长达20年的IAT FIT种植体临

种植体诊疗也能确实证明

人们对Made in Japan的信赖

藤野 茂

公益社团法人 日本口腔种植体学会指导医师
该认定进修设施 普通社团法人种植体重建牙科学研究会设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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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ED表面形状
显示由火花放电痕迹集
聚形成具有特色的粗糙
表面。此外，电火花加工
改变了表面性质，保持超
亲水性。

❷利用纳米压痕法对再生骨进行骨骼质量评价
对由ED表面和机器加工处理表面(Machined surface)
再生的骨骼进行纳米压痕评价时，发现ED表面的骨骼
在硬度和弹性系数方面都呈现出有意义的高数据，科
学地证明了该骨骼的优异质量。

❸在ED表面上生成的再生骨的染色照片
通过ED表面的试管(in vitro)实验，证明培养成骨细胞
可以形成骨骼。

❹电火花加工的机制
将钛线做成的电极放入超纯水中，利用火花放电的能
源IAT种植体的成形加工。

证，ED表面有利于吸附蛋白质、粘合细胞，促

进成骨细胞的早期分化。到现在为止，只在

细胞的活动和动物骨质组织标本的生成等

方面进行评估验证，并未直接对再生骨的骨

骼质量进行评估验证。我们利用显微拉曼光

谱分析法和纳米压痕法，明确测量了再生骨

的结构和强度。ED表面的再生骨由于游离基

的作用胶原蛋白矩阵的架桥活动持续进展，

因此骨的弹性系数和硬度高，骨骼质量不断

提高。我衷心期待着由日本独创的电火花加

工技术制造出的IAT种植体今后能为日本乃

至全球的人工植牙诊疗工作作出贡献!

基于骨结合的概念在种植体治疗中得以普

及，要求在早期就开始发挥功能并提高骨质

量。IAT种植体是世界上唯一利用电火花加

工进行制造的。电火花加工是将钛线做成电

极，在超纯水中与钛块之间产生火花进行放

电，利用这个能源，在加工出种植体实体形

状的同时，还能提供具有特色的表面，也就

是所谓的ED表面。ED表面是由放电痕迹集

聚形成独特的粗糙表面，更为难得的是表面

能浑然一体地由金属钛形成需要消耗大量

能源的，具有μm厚度的梯形二氧化钛层。由

于放电将在局部产生巨大能源的等离子，因

此二氧化钛层里吸附了丰富的羟基，在保持

超亲水性的同时，还产生了游离基。经过验

ED表面能够提高

骨结合获得能力，以及

种植体周边的再生骨骨质

宫崎 隆
昭和大学 齿学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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