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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满足您的所有需要 
 
IPS e.max-覆盖所有适用范围。 
IPS e.max 是一个改进型全瓷系统，涵盖了全瓷的所有适用范围-从超薄贴面到 10 单元桥。 
IPS e.max 可以为压铸技术和 CAD/CAM 技术提供高强度和高美学材料。该系统包括主要用

于单牙修复体的改进型硅酸锂玻璃陶瓷和用于长桥的高强度氧化锆。 
 
每个患者都有自己的要求和目标。IPS e.max 可以满足这些要求。因为在该系统中您可以找

到符合自己要求的产品。 
- 用于压铸技术的产品包括高美学的 IPS e.max Press硅酸锂玻璃陶瓷和用于快速有效加压

氧化锆技术的 IPS e.max ZirPress 氟磷灰石玻璃陶瓷。 
- 根据情况需要，还有可以用于 CAD/CAM 技术的两类材料：改进型 IPS e.max CAD 硅酸

锂玻璃陶瓷块和 IPS e.max ZirCAD 高强度氧化锆。 
- 纳米-氟磷灰石涂层瓷粉 IPS e.max Ceram，可以为所有 IPS e.max 产品(包括玻璃和氧化

瓷块)进行贴面，这样就构成了完整的 IPS e.max 提供。 
 
IPS e.max Press  
IPS e.max Press 的色号和透明度等级是基于完整的 IPS e.max 比色系统。该系统具有灵活的

设计，可以与 A-D，Chromascop 以及 Bleach BL 比色板结合使用。  
Press 瓷块的色号和 IPS e.max 系统中配套使用的 CAD/CAM 瓷块的色号完全一致。有不同

等级的不透明和/或半透明色号进行选择。选择透明度级别时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准备

的牙齿颜色，需要的牙齿颜色)，以及使用的处理技术(涂层、回切、染色技术)。 
透明度较低的 HO 和 MO 瓷块主要用于涂层技术，而透明度较高的 LT 和 HT 瓷块用于回切

和染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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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材料 

IPS e.max Press是使用压铸

技术的硅酸锂玻璃陶瓷。生

产过程要求生产出不同透

明度而绝对均匀不同的瓷

块。这些瓷块的强度达 400MPa，因此是具有最高

强度的加压瓷块。这些瓷块在Ivoclar Vivadent铸瓷

炉内加工后可以生产出具有最佳配合性能的修复

体。加压、比色的美学修复体可以使用IPS e.max
瓷粉进行着色和/或贴面以及上釉。 

 

IPS e.max Press          硅酸锂 
CTE(100-400℃)[10-6/K] 10.2 
CTE(100-500℃)[10-6/K] 10.5 
挠曲强度(双轴)[MPa]* 400 
断裂韧性[MPa m0.5] 2.75 
弹性模量[GPa] 95 
维氏硬度[MPa] 5800 
化学溶解度[μg/cm2]* 40 
加压温度[°C/°F] 915-920/1679-1688 

*根据ISO 6872 

用途 

适应症 
- 咬合面贴面 
- 超薄贴面  
- 贴面  
- 嵌体  
- 高嵌体  
- 部分冠  
- 前牙冠、后牙冠  
- 前牙区域的 3 单元桥  
- 前磨牙区域中将第 2 前磨牙作为远端      
基牙的 3 单元桥 

- 压铸到电镀单冠基底 
- 单牙修复体的种植体上部结构(前后牙   
区域) 

- 将第2前磨牙作为远端基牙的3单元桥的

种植体上部结构  
- 初级套筒冠 

 
禁忌症 

- 达磨牙区域的后牙桥  
- 4 单元桥或更多单元桥  
- 嵌体桥  
- 龈下准备非常深  
- 残余牙列非常少的患者  
- 磨牙症  
- 单端固定桥/多单元桥  
- 马里兰固定桥  
- 未包括在适应症中的其他用途 

 
重要的加工限制  
不遵守以下限制则会影响IPS e.max Press的
结果：  
- 没有达到要求的最小粘结量和层厚度； 
- 涂层时使用的是其他贴面陶瓷，而不是IPS 

e.max Ceram； 
- 在同一铸圈中加压 2 个或以上IPS e.max 

Press瓷块； 
- 在IPS包埋系统中加压IPS e.max Press达

300g； 
- 在电镀基底上使用不透明金瓷进行加压。 
 
副作用 
如果已知患者对IPS e.max Press的任一成分

过敏，则不得使用该材料制作修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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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  

IPS e.max Press 瓷块及加工附件主要包括：  
- IPS e.max Press 瓷块 
 成分：二氧化硅  
 其他成分：氧化锂，氧化钾，氧化镁，氧化锌，氧化铝，五氧化二磷和其他氧化物  
 
- IPS e.max Press 遮色剂 
 成分：陶瓷材料和乙二醇  
 
- IPS 氧化铝推杆 
 成分：氧化铝 
 
- IPS 氧化铝推杆分离剂 
 成分：氮化硼  
 
- IPS e.max Press 酸蚀液 
 成分：氢氟酸和硫酸水溶液 
  
- IPS 自然代型材料  
 成分：聚甲基丙烯酸酯，石蜡油，SiO2 和共聚物  
 
- IPS 自然代型材料分散剂 
 成分：蜡、正己烷 
 
- IPS PressVEST 包埋粉 
 成分：二氧化硅，氧化镁和磷酸二氢铵 
  
- IPS PressVEST 包埋液  
 成分：水胶体硅酸  
 
- IPS PressVEST 快速包埋粉 
 成分：二氧化硅，氧化镁和磷酸二氢铵 
  
- IPS PressVEST 快速包埋液  
 成分：水胶体硅酸  

- IPS 固位膏 
 成分：氧化物，水，增稠剂  

- IPS 瓷酸蚀剂 
 成分：氢氟酸（约 5％）  

警告  
- 正己烷是高度易燃物，有害健康。避免接触皮肤和眼睛。不要吸入该蒸气，并要远离火源。  
- 在抛光过程中不要吸入粉尘-利用废气排放通道和口罩。  
- IPS 瓷酸蚀剂含有氢氟酸。必须保证不得接触皮肤、眼睛和衣物，因为该材料有剧毒并有

强腐蚀性。酸蚀剂只用于专业用途，不能应用于口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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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资料 

更多科学数据(例如强度、磨损性、生物相容性)都包括在“IPS e.max Press 科学文档”中。

该文档同时也包括了一系列描述 IPS e.max Press 临床性能的研究资料。 

该科学文档从 Ivoclar Vivadent 获取。 
 
要想了解全瓷和 IPS e.max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Ivoclar Vivadent 报告 16 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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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块概念 

IPS e.max Press 有 4 种透明度（HT，LT，MO，HO）和 2 种尺寸。从加工的角度来看，基

本上任何一种瓷块都可以制作所有的修复体。 
出于美学的考虑，对于不同透明度的瓷块，建议使用下列加工技术和适应症： 
 

 
*回切技术不得用于超薄贴面和咬合面贴面。 

1只能用于第 2 前磨牙为远端基牙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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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 e.max Press HT（高透明度）  
HT 瓷块包括 16 种 A-D 色号和 4 种 Bleach BL 色号。

因为透明度较高，所以适用于制作较小的修复体(例
如嵌体和高嵌体)。HT 瓷块制作的修复体具有以假乱

真的变色龙效果，同时与剩余牙齿结构具有良好的适

应性。 
因为其透明性，HT 瓷块特别适用染色技术，也适用

于回切技术。着色和个性化烧结，以及上釉烧结都可

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Shades, Essence 和 Glaze 进

行。如果需要调整，也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涂

层材料。 
 

 

IPS e.max Press LT（低透明度）  
LT 瓷块包括 16 种 A-D 色号和 4 种 Bleach BL 色号。

因为透明度较高，所以适用于制作较大的修复体(例
如后牙冠)。LT 瓷块制作的修复体具有逼真的亮度和

色度，这可以预防修复体发灰。因为其透明性，LT
瓷块特别适用回切技术，也适用于着色技术。回切技

术可以用 IPS e.max CeramI Incisal和/或 Impulse进行

补充，也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Essence 和 Shades
进行个性化调整。 
 

 

IPS e.max Press MO（中度不透明度）  
MO 瓷块包括 5 种色号（MO0-MO4）。鉴于其不透明

度，可以用于制作轻微褪色的活髓牙基底。根据解剖

学形状，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增加各层。最后，

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进行着色和上釉烧结。 
 

 

IPS e.max Press HO（高度不透明度） 
该瓷块包括 3 种色号（HO0-HO2）。由于其高度不透

明度，可以用于制作褪色严重的牙齿基底。根据解剖

学形状，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增加各层。最后，

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进行着色和上釉烧结。 
 

完整的IPS e.max使用程序可以从 www.ivoclarvivadent.com上获取！ 

http://www.ivoclarvivade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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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步骤，模型制备，修整轮廓，铸压程序 

 
产品范围因国家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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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色号 – 牙齿颜色，准备牙齿的颜色 

患者口腔窝洞的最佳整合是仿真全瓷修复体的前提条件。要达到此效果，牙医和实验室都必

须须遵守下列指导方针和注意事项。 

 
全瓷修复体的全口义齿美观效果可能会被下列因素影响：  
• 制备的颜色（天然制备、桩核建立、基台、种植体）  
• 修复体的颜色（基底颜色、贴面、个性化）  
• 粘结材料的颜色 
  
不得低估制备的颜色光学效果在修复体制作过程中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制备的颜色应该和

期望的牙齿颜色同时确定，以便选择合适的瓷块。这一点对于染色非常严重的制备或者非牙

齿颜色的桩核材料尤为重要。只有牙医确定了制备的颜色及其在实验室的转换，才能达到预

计的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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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然牙比色 
清洁牙齿后，使用比色板确定未预备的牙齿

颜色和/或邻近牙齿的颜色。确定牙齿颜色时

不得不考虑个人特征。如果计划制备牙冠，

也应该同时确定牙颈部颜色。为了达到最佳

仿真效果，颜色确定应该在日光灯下进行。

而且，患者不得穿深色衣服和/或涂抹口红。 

 
代型颜色选择 
为了便于达到期望的牙齿颜色，制备的颜色

应该使用 IPS Natural 模具材料比色板确定。

这样技工人员就可以制作一个类似于患者制

备牙齿的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全瓷修

复体的正确颜色和亮度。  
预备颜色效果的举例 
IPS e.max Press HT B1 根据不同的预备颜色制作的牙冠。 

 
使用哪种瓷块？ 
根据下列标准选择适用的瓷块： 
1. 期望的牙齿颜色 
2. 预备的颜色或基台颜色 
3. 修复体类型 
4. 修复体厚度和/或预备的深度 
5. 处理技术(染色、回切或涂层技术) 
6. 粘结材料 

 

 
 

关于瓷块的选择，请参考第 59 页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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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指导原则 

使用 IPS e.max Press 要达到满意结果就必须严格遵守指导原则和最小层厚度。 
 
全瓷修复体的基本预备指导方针 
- 无尖角或锐边 
- 肩台预备时内部边缘和/或深部凹槽都应圆润 
- 提示的尺寸应反映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的最小厚度 

 
 

罩面 超薄贴面 

 
- 降低解剖学形状并遵守规定的最小厚

度。 
- 准备一个内边圆润的肩台或深舱。肩台/

深舱的宽度至少为 1.0mm。 
- 降低咬合面大约 1.0mm。 

 
- 若可以，制备尽量应位于牙釉质层。 
- 切缘制备不得位于静态或动态咬合区

域。 
- 牙颈部和唇侧区域的超薄贴面的最小层

厚度为 0.3mm。修复体的切缘厚度应至

少为 0.4mm。 
- 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可以不用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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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面 前牙冠 

 
- 若可能，制备应位于牙釉质层。 
- 切缘制备不得位于静态或动态咬合面。 
- 将颈部和/或唇部区域降低 0.6mm，边缘

降低 0.7mm 

 
- 降低解剖学形状并遵守规定的最小厚

度。准备一个内边圆润的肩台或深舱。

肩台/深舱的宽度至少为 1mm。 
- 降低切缘大约 1.5mm。 
- 降低颊侧和/或舌侧区域大约 1.2mm。 
- 对于传统的和/或自粘结水门汀，预备必

须体现保留表面和足够预备高度。 
嵌体 

 
- 必须考虑静态和动态拮抗接触点。 
- 制备边缘不能够在向心力张力点上。 
- 制备深度至少 1 毫米，在窝沟区域分离棱

的宽度至少 1 毫米。 
- 制备的相邻面成钝角壁，在龋齿壁和嵌体

接触面之间的角度成 100-120 度。 
- 对于成凸形态的嵌体，没有较好的着力边

缘及肩台，尽量避免制作这样的嵌体。 
- 突出的内部边缘可以阻止应力集中在瓷

嵌体上。 
- 不要制备出薄边和羽毛状边缘。 
 

高嵌体 

 
- 必须考虑静态合动态拮抗接触点。 
- 制备边缘不能够在向心力张力点上。 
- 制备深度至少 1 毫米，在窝沟区域分离

棱的宽度至少 1 毫米。 
- 制备的相邻面成钝角壁，在龋齿壁和嵌

体接触面之间的角度成 100-120 度。 
- 对于成凸形态的嵌体，没有较好的着力

边缘及肩台，尽量避免制作这样的嵌体。 
- 突出的内部边缘可以阻止应力集中在瓷

嵌体上。 
- 不要制备出薄边和羽毛状边缘。 
- 牙尖端至少有 1 毫米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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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冠 

 
- 必须考虑静态合动态拮抗接触点。 
- 制备边缘不能够在向心力张力点上。 
- 牙尖端至少有 1.5 毫米的宽度。 
- 制备一个圆润的内缘圆形肩台或者一个

深斜面，肩台宽度至少 1 毫米。 
 

后牙冠 

 
- 解剖形态的厚度必须严格遵守最小厚度

规定，制备一个圆润的内缘圆形肩台或

者一个深斜面，肩台宽度至少 1 毫米。 
- 切缘厚度不少于 1.5 毫米 
- 颊侧和舌侧的制备厚度也不少于 1.5 毫

米。 
- 对于传统的或者自粘结水门汀来说，必

须制备一个具有较好附着力的表面。 
 

三单位桥 

 

前后牙区可以接受的桥体最大宽度因不同的咀嚼力而不同。  
桥体宽度取决于未预备的牙齿。  
- 在前牙区（到尖牙），桥体宽度不应超过 11 毫米。  
- 在前磨牙区（从尖牙到第 2 前磨牙），桥体的宽度不应超过 9 毫米。  
对于常规和/或自粘结水门汀，预备工作必须显示固位面和充分的预备高度。 
 

咬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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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制备 

制作一个可移动硬石膏工作模型。推荐在表面使用石膏硬化剂来保护石膏模型，但是，不能

使用会导致石膏模型在尺寸上有所变化的硬化剂。随后，涂间隙剂。涂间隙剂时应注意 Ivoclar 
Vivadent 包埋材料的膨胀符合以下程序。 

- 对于超薄贴面、贴面、罩面和部分冠以及单冠，最多涂两层间隙剂，距离肩台最大 1mm
（每层间隙剂为 9-11mm）。 

- 对于嵌体和高嵌体，最多涂三层间隙剂，直到预备边缘。 

- 牙桥同样使用两层间隙剂。此外，在基牙（朝向桥体）和桥体的邻接区再涂一层。此层

可以避免摩擦。 

- 对于基台和种植体上的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模型制备程序与普通制备相同。 

 
超薄贴面，贴面                          部分冠、单冠 
（前牙和后牙） 

 

涂两层间隙剂，距离肩台最大 1mm。    涂两层间隙剂，距离肩台最大 1mm。 
 

桥                                 嵌体、高嵌体 
（前牙和后牙） 

 
涂两层间隙剂，距离肩台最大 1mm，对于基牙靠近桥体连接区附加第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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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厚度 

修复体的设计是耐用全瓷修复体成功的关键。在设计方面越是多加注意，最终效果越好且临

床成功率越高。要遵守下列的基本指导： 

- 内冠材料是修复体中高强度部分，因此必须至少占到修复体全层厚度 50%。  

- 在牙体制备过大的情况下，过多的可利用空间必须由 IPS e.max Press 高强度部分恢复，

而不是涂层材料。  

- 如果可能，连接体的设计应在垂直方向延长，而不是在水平方向延长。  

- 特别是在前牙桥中，并不是总有可能建立必要的连接体尺度。在这种情况下，连接体的

尺寸必须在垂直（切-颈）方向上增加。  

 

遵守下列材料厚度才能匹配由比色板确定的牙色，符合制备指导的要求。 

 
单位：mm 

使用回切技术和涂层技术时，应遵守 IPS.e.max Press(内冠)和 IPS.e.max Ceram(贴面)之间涂

层厚度的关系。 

 

如果不遵守内冠的设计标准，最低厚度。和最低连接体尺寸将导致临床失败，如裂纹、分层

和修复体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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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廓 

制作可拆卸代型的工作模型和代型准备后，修整修复体的轮廓。修整轮廓时可使用有机蜡，

因为有机蜡烧结后无残渣。 
 
根据预期的加工技术（染色、回切或涂层技术）修整修复体的轮廓。 
请遵守轮廓修整的以下说明： 
- 遵守规定的最低厚度和各自的连接体尺寸及加工技术。 
- 精修修复体轮廓，特别是肩台部位。不要过分塑形，因为这样将浪费时间和并影响压铸

后的就位。 
- 对于全解剖修复体，制作蜡型时应尽早考虑咬合形态，染色和上釉会导致垂直面尺寸略

有增加。 
 
 
1. 染色技术中的轮廓修整 
设计的修复体为全解剖轮廓，以便上釉，

若有必要，也可以在压铸后进行个性化处

理。 
 
 
 
 
 

 
全解剖蜡型超超薄贴面                             前解剖蜡型嵌体、高嵌体 
 

 

全解剖蜡型后牙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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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蜡）回切技术的轮廓修整 
 
首先，修复体设计为全解剖形态。随后，进行

蜡型回切(包埋前)。这样，回切技术就成为制

作高美学修复体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全解剖形态蜡型，为了便于区别，可使用不同颜色的蜡。 

 
 
请遵守以下对蜡型回切的要求： 
- 在蜡型切端的 1/3 处回切。 
- 不要过度设计发育叶的外形（尖角和锐边）。 
- 用硅橡胶记录印模检查回切。 
- 必须遵守最低厚度（压铸材料，涂层材料）。 

 
为全解剖形态蜡型制作一个记录印模           在蜡型切端的 1/3 处回切 

 
不要过分设计发育叶                          口面无需回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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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切技术的修整 
根据间隙设计牙冠。回切技术的设计必

须支撑修复体的形状和牙尖，以确保饰

瓷的涂层厚度。 
 
 
 
单冠 

 
回切技术的设计必须支撑形状和牙尖，以确保饰瓷的涂层厚度。 

 
                                                                高度≥宽度 
设计连接体时通常应考虑连接体的宽度、高度以尺寸的关系。 
 
通常，高度≥宽度 
 
 
 
 
 
 

 
切端应符合修复体的形状和牙齿。遵守最低牙冠厚度。颚侧/舌侧为全解剖形态设计。 

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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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道 

铸道始终要沿陶瓷材料流动的方向，安插在蜡型制作的最厚部位，以免影响铸瓷材料的流

动性。根据包埋体的数量，选择100 g或200 g IPS包埋圈系统。牙桥必须用200g的包埋圈系

统。铸造之前，称量包埋圈底座并记录重量（用蜡密封基底开口处）。 
 
铸造需注意以下几点： 
- 不同的修复体需要的包埋材料的混合比率不同。因此，不是所有的修复体可以安插铸道，

彼此包埋。 
- 在封蜡体和硅树脂环之间至少有10mm距离。 
- 最大高度（蜡体加上铸件）不得超过16mm。 
- 如果仅一个包埋体，必须固定第二个短铸口，确保压铸程序结束时熔炉可以断开工作。 
- 如果使用100g IPS包埋圈系统，必须将稍微陡峭的铸口连接至基底环。 
 
使用100g IPS包埋圈系统安插铸道 

 
嵌体 

使用200g IPS包埋圈系统安插铸道 

 
嵌体                           贴面、前牙冠 

 
嵌体、磨牙冠                        前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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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道在包埋圈基底上，铸道在蜡型制作最厚的地方，并要考虑铸瓷的流动方向。 



 22 

包埋 

使用 IPS PressVEST(传统的)或 IPS PressVEST Speed(快速包埋)进行包埋。同时使用相应的

硅橡胶圈配套的量规。 
包埋前确定蜡型的重量。 
-将修复体放在包埋底座，并称量重量。 
-包埋圈底座重量与加入载荷后底座重量的差值就是使用的蜡的重量。 

 小瓷块 大瓷块 
蜡重量 最大值 0.75 g 最大值 2 g 
包埋圈系统 100 g 或 200 g 仅 200 g 

关于细节过程参数，请参照包埋材料的使用说明书。 
建议遵守下列基本程序： 
- 不要对蜡型使用任何清洁剂。 
- 包埋材料的处理温度是 18-23℃。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固化。 
- 混合包埋材料。注意：包埋材料含石英粉末。因此，应避免吸入粉尘。 
- 使用合适的工具对窝洞进行精确包埋(例如小刷子)。确保不会损坏蜡型边缘。 
- 将 IPS 硅橡胶圈小心放置在包埋圈底部，不要损坏蜡型。硅橡胶圈必须贴合无缝的就位

于包埋圈基底部。 
- 小心将包埋材料倒入包埋圈至标志处，并旋入测量圈。 
- 按照包埋材料使用说明书中的时间进行固化。 
- 为防止 IPS PressVEST 包埋材料结晶，必须在 24 小时内处理包埋圈。 
 

 
 
适应症 

IPS PressVEST IPS PressVEST Speed 
100 g 包埋圈 
液体：蒸馏水  

200 g 包埋圈 
液体：蒸馏水 

100 g 包埋圈 
液体：蒸馏水  

200 g 包埋圈 
液体：蒸馏水 

IPS e.max Press 
单冠、部分冠，（超薄）贴面 

 

嵌体 

3 单位桥 

电镀金沉积内冠铸瓷技术 

混合时间 
（真空，约 350 转速） 

60 秒 2.5 分钟 
如果是高速混合气，真空下的

混合时间必须缩短。 

 

使用 IPS 硅橡胶圈进行包埋。缓慢小心地倒入包埋材料，包埋材料倒入至标志处，并旋入测

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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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热 

按照各自的包埋材料（IPS PressVEST 或 IPS PressVEST Speed）规定的固化时间固化，之后

包埋圈按下列方式准备预热： 
- 旋转去除硅橡胶圈和圈底座。 
- 小心将包埋圈从 IPS 硅橡胶圈中推出。 
- 用石膏刀去除包埋圈底部表面的粗糙点。检查 90 °角。包埋材料的剩余物不要进入铸口。

如果需要，将其吹出。 
- 如果有几个包埋圈是同时预热，请用各自的瓷块颜色标记。 

 IPS PressVEST IPS PressVEST Speed 
固化时间 最少 60min. 最长 24h 最少 30min. 最多 45min. 
预热炉温度 室温 850℃（1562℉），及时打开预热

炉 
包埋圈的放置位置 放在炉膛后部，铸口向下倾斜 放在炉膛后部，铸口向下倾斜 
包埋圈预热的最终温度 850℃/1562℉ 850℃/1562℉ 
包埋圈在最终温度下持

续的时间 
最少 60min. 100 g 包埋圈-最少 45min. 

200 g 包埋圈-最少 60min. 
IPS.e.max Press 瓷块 不要预热 不要预热 
IPS 氧化铝推杆 不要预热 不要预热 
重要  如果多个圈需要包埋预热，包埋

时间要由错开，并且间隔 20 分

钟，放置在预热炉中。当将包埋

圈放入预热炉中时，确保预热炉

的温度不要下降太多。当预热温

度到达时，将会显示保持时间。 
 

 

靠近炉膛的后部：铸口向下倾斜        不要预热 IPS.e.max Press 瓷块和氧化铝推杆 
 
为了确保每天技工室工作顺利进行，确保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尤其是预热炉，包括维修。在

预热炉冷却的时候，使用真空吸尘器清洁炉膛，以及温度控制和加热元件的常规检查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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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铸 

下列压铸步骤应该在铸圈预热完成前进行： 
- 准备一个冷 IPS 氧化铝推杆和所需颜色的冷 IPS e.max Press 瓷块。 
- 将 IPS 氧化铝推杆放入分离粉中并备用。 
- 及时开启铸熔炉，以便完成自检和预热。 
- 选择适合 IPS e.max Press 的压铸程序和适合尺寸的铸圈。 
 
预热循环后，立即从预热炉内取出包埋圈。这一步骤不得超过 30 秒钟，以防包埋圈过快冷

却。 
- 将冷 IPS e.max Empress 瓷块放入热的包埋圈中。  
- 将瓷块的无标记面放入包埋圈中。有标记面向上以便确认瓷块颜色。 
- 将冷的 IPS 氧化铝推杆涂上分离剂后，放入包埋圈。 
- 将包埋圈放入热的铸瓷炉的中央。  
- 按开始按钮启动所选择的压铸程序。 

 
压铸程序结束后进行如下处理： 
- 压铸完成后立即用工具将包埋圈从铸熔炉内取出。 
- 将包埋圈放在冷却网上冷却。 
- 不要加快冷却，例如用气吹。 

 

切勿压铸成一块瓷！根据确定的蜡型重量选择大的或小的瓷块。 

准备一个冷 IPS 氧化铝推杆和所需颜色的

冷 IPS e.max Press 瓷块。 
将冷 IPS e.max Empress 瓷块放入热的包埋

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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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冷的 IPS 氧化铝推杆涂上分离剂后，放入

包埋圈。 
将包埋圈放入热的铸瓷炉的中央。 

 
按开始按钮启动所选择的压铸程序。         将包埋圈放在冷却网上，冷却至室温。 
 
IPS e.max Press的压铸参数 

 

根据瓷块和包埋圈的尺寸选择所需要的压铸程序。 

根据瓷块和包埋圈的尺寸选择所需要的压铸程序。 

运行 V1.3 软件后，可以获得 HO,MO,LT 和 HT 的压铸参数。 

运行 V1.3 软件后，可以获得 HO,MO,LT 和 HT 的压铸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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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包埋  

冷却到室温（约 60 分钟）后，包埋圈可能会有裂缝。 
在冷却过程中产生的这些裂缝（在推杆的周围），是不同材料的

不同膨胀系数导致的结果。不会影响压铸结果。 

 
包埋圈去包埋步骤如下：  
- 在冷的铸圈上标记氧化铝推杆的长度。  
- 用分离盘切割包埋圈。分离推杆和陶瓷材料。 
- 用石膏刀在预定的破裂点分离铸圈。 
- 抛光压铸部件。不得使用氧化铝。 
- 用 4bar(60psi)的压力进行粗喷砂。 
- 用 2bar(30psi)的压力进行细喷砂。 
- 遵守喷砂方向及距离以防损坏物体边缘。 
- 用三氧化二铝 100 去除氧化铝推杆上残留的瓷块。 

 

 
用分离盘分离包埋圈，包埋圈在断裂点断裂。 

 
 
注意 
旋转移动钳子拉出分离部位的瓷块。 
也可以去除氧化铝推杆上的任何残留瓷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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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bar(60psi)的压力进行粗喷砂，直至铸件显现。 

 
用 2bar(30psi)的压力进行细喷砂。 

 
完全去包埋的 IPS e.max Press 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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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反应层 

细喷去包埋后，用 IPS e.max Press Invex Liquid（酸蚀液）去除压铸过程中形成的反应层。

操作程序如下：  
- 将酸蚀液倒入一个塑料杯内。 
- 将压铸物件浸入酸蚀液中，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至少 10 分钟，最多 30 分钟。请确保铸件

完全浸在酸蚀液中。 
- 从酸蚀液中取出修复体，并用自来水冲洗、吹干。 
- 用三氧化二铝 100 去除白色反应层，压力 1-2bar（15-30 psi）。 
- 确保内外侧的反应层完全去除（如有必要可以重复此程序，）。 
- 如果反应层未完全去除，会形成气泡。气泡会导致粘合问题或涂层破裂。 
- 酸蚀液每使用大约 20 次后请更换或待其沉淀后再使用。 

 
用 IPS e.max Press Invex Liquid（酸蚀液）去除铸件上形成的反应层 

 
用三氧化二铝 100 去除白色反应层，压力 1-2bar（15-30 psi）。 

警告  
- 酸蚀液含<1％氢氟酸。  
- 吸入、吞咽、皮肤接触对人体有害且具有腐蚀性。 
- 保存在密封的容器，并存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 如果材料与眼睛接触，请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并看医生。  
- 如果与皮肤意外接触，立即用大量水冲洗。  
- 工作时使用适当的防护服，手套和护目镜。  
- 如果偶然发生不适，立即看医生。如果可能请带上酸蚀液标签。  
 
处理 
- 中和酸蚀液！ 
- 使用 IPS 陶瓷粉末中和液体。 
- 50 毫升液体，大约需要 3-4 克的 IPS 陶瓷粉末。 
- 注意：中和时会产生大量泡沫。 
- 小心加入中和粉和部分液体，直到不再产生泡沫，然后让其反应 5 分钟。 
- 如果大批量处置，以石蕊试纸检查（必须显示出碱性）。 
- 中和后，将液体倒入水槽中，并用自来水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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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技术 
在染色技术中，染色（IPS e.max Ceramic Shades, Essence）和

上釉后，压铸修复体就可以完成了。这样，可以使用半透明压

铸瓷块制作非常美观的修复体。 
 

抛光 

使用正确的抛光工具对玻璃陶瓷铸件进行精修和调整时非常重要的。如果使用了不合适的抛

光工具，可能会出现铸件边缘碎裂和局部过热（Ivoclar Vivadent 流程图“IPS e.max 玻璃陶

瓷的推荐打磨工具”）。 
 
打磨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的过程如下： 
- 尽管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可以进行调整，也必须维持在最小厚度范围内。 
- 用金刚砂砂片来切割铸道。 
- 避免陶瓷材料的过热。推荐采用低速和轻压。 
- 铸道的连接点要打磨圆滑。 
- 将代型上的间隙剂去除并小心的就位。 
- 不要使用分离盘快速的切割牙桥，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隐裂点，对随后的全瓷修复会带来

隐患。 
- 确保即使在打磨后也要维持最小厚度。 
- 用三氧化二铝 100 在 1bar（15psi）的压力下喷砂修复体并在应用涂层材料之前，用流动的

水或蒸汽来清洗修复体。 
- 某些喷砂机可能需要不同的压力设置来完成此步骤。 

湿润打磨区，用金刚砂砂片来切割铸道       调整后得到一个非常精确的密合度。解剖形

态和功能蜡型被铸瓷精确的恢复 

 
分离后，调整密合度                               用合适的打磨工具来完成表面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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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PS 自然代型材料制作代型 
光固化 IPS 自然代型材料是用来模仿制备牙颜色的材料。使用牙医提供的颜色信息（比色确

定）制备一个对照代磨。这种代型材料提供了最佳的修复色泽。 
- 使用 IPS 自然代型材料分离剂涂抹在修复体的内表面稍待片刻，以使其反应完成。 
- 使用 IPS 铸瓷填压器将相关颜色的 IPS 自然代型材料填入修复体的内表面并且使其密合就

位，这样整个内表面则被覆盖和充填了。 
- 完全充填修复体空腔，并将 IPS 代型材料支持柄插入材料使被挤出的材料在支持柄周围形

成自然过度。确保密合，无间隙。 
- 使用光固化机，例如 Lumamat 100，让 IPS 自然代型材料聚合 60s。 
- 聚合后，如果需要，打磨代型或加以光滑。 

 
使用 IPS 自然代型材料分离剂涂抹在修复体的内表面稍待片刻，以使其反应完成 
 

 
完全充填修复体空腔，并将 IPS 代型材料支持柄插入材料。使用光固化机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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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和个性化烧结 

接下来的段落重点解释如何进行染色和个性化烧结。有关纳米氟

磷灰石涂层材料操作过程，请查阅 IPS e.max Ceram的使用说明书。 
- IPS e.max Ceram Shades 为注射器装即用型染色液。 
- IPS e.max Ceram Essence 为深色染色粉，与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 混合使用。 
- IPS e.max Ceram Glaze Paste 为注射器装即用型色釉膏。 
- IPS e.max Ceram Glaze Spray 为即用型釉喷雾。. 
- IPS e.max Ceram Glaze Powder 为釉粉，与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 混合使

用。 
 
在进行染色和个性化烧结之前，必须防止修复体被杂质和油脂污染。 
为避免清洁后的再次污染，必须遵守以下步骤： 
- 为了达到更好的染色效果，使用少量的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釉液）涂

抹表面。 
- 为了达到理想的稠度，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s allround 或

longlife 混合釉膏和釉粉。 
- 较深的颜色可通过多次染色和反复烧结取得，而不是使用较厚的涂层。 
- 为了模仿切端区域的透明度，在切端 1/3 使用 IPS e.max Ceram Shade Incisa。 
- 牙尖和牙窝可以直接使用 Essence。 
- 使用正确的烧结程序进行染色和个性化烧结。 

在切端区使用 IPS e.max Ceram Shade Incisa                 提高颊侧区域的色彩浓度 

 
用 IPS e.max Ceram Essence 处理后的的咬合特征      在烧结盘上进行染色、上釉和烧结 
 

染色和个性化烧结参数 

额外的染色和个性化烧结可以使用同样的烧结程序。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染色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染色和个性化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70/1418 1:00 450/842 76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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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釉烧结 

上釉烧结使用材料有釉粉、釉膏或釉喷雾。推荐按以下程序进行上釉烧结。 
– 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s allround 或 longlife 混合上釉材料 (IPS e.max 

Ceram Glaze Paste 或 Powder)，调和至所需稠度。 
– 按常用方法在修复体的所有表面均匀的涂抹一层上釉材料。. 
– 应用染色技术修复全解剖修复体时，使用荧光上釉材料（推荐使用釉膏或釉粉）。 
– 如果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Spray，确保修复体的内表面没有喷上釉材料，按 IPS e.max 

Ceram Glaze Spray 的说明书操作！ 
– 按规定的烧结参数在蜂窝状烧结盘上进行上釉烧结。 
– 完成烧结循环后，从炉膛中取出修复体(等待压铸炉的鸣声)。 
– 冷却修复体至室温。 
– 请勿使用金属夹具接触高温修复体。 
– 上釉烧结后，如需要修整（如接触点），可使用 IPS e.max Ceram Add-On（见第 49 页）。 

 

 

在修复体的所有表面均匀的涂抹上釉材料 

  

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Spray 代替

釉膏。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Spray 均匀

喷釉，保护组织面。 

按规定的烧结参数在蜂窝状烧结盘上进行

上釉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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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釉烧结的烧结参数 

如果第一次的上釉烧结后光泽度不够，可以采用相同的程序进行再次烧结。 

 
上釉后 IPS e.max Press LT 制作的全冠 

 
上釉后 IPS e.max Press LT 制作的嵌体和高嵌体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染色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上釉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70/1418 1:00 450/842 76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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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的操作 

染色/个性化和上釉烧结的结合 
如果仅对修复体稍作个性化处理，结合烧结循环。 
首先，使用釉膏，然后，直接在未烧结的釉层上进行个性化处理。 
第一步-涂抹上釉材料 
- 从注射器中挤出 IPS e.max Ceram Glaze 材料，并且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 釉液来稀释，达到所需稠度。 
- 按常用方法将修复体的表面均匀的涂抹上釉材料。 
- 上釉材料不能进入修复体的组织面。 
- 太薄的上釉材料不能达到理想的光泽度。 
- 避免过多的上釉材料淤积。 
 
第二步-使用 Essence /shade 
- 混合 IPS e.max Ceram Essences 和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 
- 从注射器中挤出 IPS e.max Ceram Shades材料，如有要求，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 釉液来稀释。 
- 将混合好的 Essence /shade 直接涂抹在未烧结的上釉材料涂层上。 
- 在颈部和咬合区域使用 shade，加深牙本质的色度。 
- 切端 1/3 使用 IPS e.max Ceram Shades Incisal 材料来达到理想的透

明度。 
 
上釉和染色完成后，在烤瓷炉（如Programa®P700）中完成烧结。当修复体要进入烤瓷炉中

进行烧结和设置程序之前要注意以下几点： 
- 按规定的烧结参数在蜂窝状烧结盘上进行上釉烧结。 
- 完成烧结循环后，从炉膛中取出修复体(等待压铸炉的鸣声)。 
- 冷却修复体至室温。 
- 请勿使用金属夹具接触高温修复体。 
- 上釉烧结后，如需要修整（如接触点），可使用 IPS e.max Ceram Add-On（见第 49

页）。 
 
上釉烧结的烧结参数 

 

 
染色和上釉同时烧结完成后的修复体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染色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上釉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70/1418 1:00 450/842 769/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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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贴面、罩面（咬合贴面） 

超薄贴面 

超薄贴面是非常薄的瓷贴面（0.3mm），使用粘结技术固定。应用超薄贴面可以使牙齿美观。

例如，如果切牙的位置或长度不等。超薄贴面的优势在于可以修复预备的牙齿结构有较小磨

损，如果临床条件允许，根本无需制备。 

使用染色技术制备贴面。 
注意：切牙区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涂层材料（如，Impulse）。但是由于压铸的贴面有

断裂风险，所以回切技术必须在修复体上进行。 

制作超薄贴面，请遵守以下步骤： 
- 根据贴面制备指南，在备牙或需要处理的牙齿上涂间隙剂（见第 15 页）。 
- 对于没有进行备牙的贴面，修复体的邻接区域要顺着牙龈颈部与邻牙在同一弧度上。 
- 遵守贴面备牙的最低要求。 
- 铸道、包埋、压铸、去包埋和去除反应层的规定请参见 20-28 页。 
- 作为一种选择，也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涂层材料进行切端和透明瓷的涂层（不要

进行回切）。烧结参数参见第 40 页。 
- 使用 IPS e.max Ceram 染色和上釉（参见 31-34 页）。 
- 完成烧结循环后，从炉膛中取出修复体(等待压铸炉的鸣声)。 
- 冷却修复体至室温。 
- 请勿使用金属夹具接触高温修复体。 
- 上釉烧结后，如需要修整（如接触点），可使用 IPS e.max Ceram Add-On（见第 49 页）。 
- 超薄贴面要使用树脂粘结技术固定。 

 
使用压铸技术将蜡型转换成 IPS e.max Press 瓷贴面 

超薄贴面的烧结参数 

 
  
 
 
 
 
 

粘结技术粘结后的超薄贴面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染色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染色和个性化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70/1418 1:00 450/842 769/1416 

上釉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70/1418 1:00-2:00 450/842 769/1416 

上釉烧结后使用 Add-On 403/757 6:00 50/90 700/1292 1:00 450/842 699/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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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面（咬合贴面） 

如果临床条件要求增加垂直尺寸或咬合功能重建，可以为后牙区制作 IPS e.max Press 罩面。

罩面是指超薄的“咬合”贴面，需用粘结技术粘结。IPS e.max Press 强度高，适合用制作此

类超薄罩面。因此，可以将牙齿制备成微创伤形式，即牙齿结构的微创伤。 

使用染色技术制作罩面。 

按照以下步骤，制作罩面： 
- 根据部分冠制备指南，在备牙或需要处理的牙齿上涂间隙剂（见第 15 页）。 
- 对于没有进行备牙的贴面，修复体的邻接区域要顺着牙龈颈部与邻牙在同一弧度上。 
- 遵守罩面备牙的最低要求。 
- 铸道、包埋、压铸、去包埋和去除反应层的规定请参见 20-28 页。 
- 作为一种选择，也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涂层材料进行切端和透明瓷的涂层（不要

进行回切）。烧结参数参见第 40 页。 
- 使用 IPS e.max Ceram 染色和上釉（参见 31-34 页）。 
- 完成烧结循环后，从炉膛中取出修复体(等待压铸炉的鸣声)并将修复体冷却至室温。 
- 上釉烧结后，如需要修整（如接触点），可使用 IPS e.max Ceram Add-On。（见涂层技术）。 
- 完成烧结循环后，从炉膛中取出修复体(等待压铸炉的鸣声) 
- 冷却修复体至室温。 
- 请勿使用金属夹具接触高温修复体。 
- 上釉烧结后，如需要修整（如接触点），可使用 IPS e.max Ceram Add-On（见第 49 页）。 
- 罩面要使用树脂粘结技术固定。 

起初牙齿状况                                                   罩面微创伤制备 

浅色的罩面                                                      粘结后罩面就位 
 
 

罩面的烧结参数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染色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染色和个性化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70/1418 1:00 450/842 769/1416 

上釉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70/1418 1:00-2:00 450/842 769/1416 

上釉烧结后使用 Add-On 403/757 6:00 50/90 700/1292 1:00 450/842 699/1290 



 37 

 
 
 

回切技术 
回切技术中，在 IPS e.max Press 压铸的切端和咬合区使用 IPS e.max Ceram Impulse 和 Incisal
材料。涂层材料的极限应用是制作没冠修复体的有效方法。 

抛光 

使用正确的抛光工具对玻璃陶瓷铸件进行精修和调整时非常重要的。如果使用了不合适的抛

光工具，可能会出现铸件边缘碎裂和局部过热（Ivoclar Vivadent 流程图“IPS e.max 玻璃陶

瓷的推荐打磨工具”）。 

打磨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的过程如下： 
- 尽管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可以进行调整，也必须维持在最小厚度范围内。 
- 湿润打磨区，用金刚砂砂片来切割铸道。 
- 避免陶瓷材料的过热。推荐采用低速和轻压。 
- 铸道的连接点要打磨圆滑。 
- 将代型上的间隙剂去除，在模具上试戴修复体并小心抛光。 
- 不要使用分离盘快速的切割牙桥，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隐裂点，这样对随后的全瓷修复

会带来隐患。 
- 确保即使在打磨后也要维持最小厚度。 

 
湿润打磨区，用金刚砂砂片来切割铸道                          在模具上分离修复体 

 
在低速和轻压的条件下，将铸道的连接点要打磨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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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硅橡胶记录印模检查回切，遵守最低厚度。在切端 1/3 处回切 

 
不要用削刀过度设计发育叶的外形 

 

回切完成抛光和压铸后的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 
 
 

使用 IPS 自然代型材料制作代型 

光固化 IPS 自然代型材料是用来模仿制备牙颜色的材料。使用牙医提供的颜色信息（比色确

定）制备一个对照代磨。这种代型材料提供了最佳的修复色泽。 
 
具体的制作程序请参照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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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涂层： 
- 修复体在涂层前外表面使用三氧化二铝 100 在 1-2bar（15-30psi）的压力下喷砂。不同的

喷砂机的压力需要调节。 
- 在遮色层烧结前，修复体要使用蒸汽彻底清洗。 

 
使用三氧化二铝 100 在 1bar（15psi）的压力下喷砂。遮色层烧结前，修复体要使用蒸汽彻

底清洗，然后干燥。 
 
 

使用 IPS e.max Ceram 涂层 

以下段落重点解释如何进行涂层。有关纳米氟磷灰石涂层材料操

作过程，请查阅 IPS e.max Ceram 的使用说明书。 
  
 
 
 
 
 
 
 
 
 
 
 
烧结盘和烧结钉 
使用蜂窝状烧结盘和相关的烧结钉来烧结修复体（不要使用 IPS e.max CAD 烧结盘或 IPS 
e.max CAD 烧结钉）。磨圆金属钉的顶部边缘，防止修复体粘结在烧结钉上。另一个降低降

低这种风险的方法是在烧结钉上包铂箔或少量的 IPS Object Fix 固位膏。定期清洁烧结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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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使用已经污浊的烧结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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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色层烧结（Wash Firing）（结合层） 

在结合层烧结之前，必须保持修复体清洁无污染。使用 IPS e.max Ceram Transpa Incisal , 
Impules 或 Shades 和 Essences 进行遮色层烧结（结合层）操作。 
 

方法 A：粉剂 
如果有理想空间，使用所需 IPS e.max Ceram 
Transpa Incisal 和/或 Impules 进行遮色层烧

结。使用 IPS e.max Ceram Build-Up Liquids 
allround 或 soft 混合材料。如果需要更理想

的堆瓷稠度，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 allround 或 longlife。
在回切区涂一薄层。 

 方法 B：膏剂 
如空间受限或为了强化色彩饱和度，使用

IPS e.max Ceram Shades和Essence进行遮

色层烧结。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 allround 或 longlife 混合

膏剂或粉剂。 

 
使用 Transpa Incisal 和/或 Impules                             使用 Shades 和 Essence 

 
用烧结参数进行烧结                                         用烧结参数进行烧结 
 
涂层材料不能直接使用在未烧结的涂层（粉剂和膏剂）上。这样会导致涂层产生分层现象。

涂层的真正开始涂层之间必须进行烧结。 
 
遮色层烧结的烧结参数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回切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遮色层烧结 403/757 4:00 50/90 750/1382 1:00 450/842 749/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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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端烧结 
使用 IPS e.max Ceram 涂层材料（Transpa, Transpa Incisal, Impulse），来堆筑完成解剖形态并

且进行一些个性化的涂层。这些材料使用使用 IPS e.max Ceram Build-Up Liquids allround 或
soft 混合。如果需要，第二瓷的切端烧结可以使用同样的程序。 
 

 
使用 Impulse 材料，如遮色瓷                   使用切端材料和 Opal Effect 3 完成堆筑 

 
将修复体放在烧结盘上，根据烧结参数烧结                     切端瓷烧结后的修复体 
 
涂层烧结的烧结参数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回切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切端烧结 403/757 4:00 50/90 750/1382 1:00 450/842 749/1380 



 43 

准备染色和上釉烧结 
染色和上釉前，修复体要注意以下方面： 
- 使用金刚砂车针完成打磨，修复体的表面要体现自然逼真的形态和表面结构。恢复生长

线以及凸凹部分。 
- 表面需要高光亮的区域可以在上釉烧结后使用硅橡胶抛光轮抛光。 
- 如果是用金/银粉来显现表面纹理，需要使用蒸汽来清洗修复体。确保去除所有的金或银

粉以防止任何染色的可能。 

 
使用金刚砂车针完成打磨，使修复体呈现逼真自然的形态和表面结构 
 
染色和上釉烧结 
使用 IPS e.max Ceram Essence 和 IPS e.max Ceram Shades 完成烧结。使用 IPS e.max Ceram
釉膏和釉粉上釉。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分开或同时进行烧结。烧结参数相同。 
在回切部分用 IPS e.max Ceram 涂层完成后，为使上釉烧结取得更光亮的效果，可选择下列

两种不同的方法。 
标准 

（高亮度外观） 

- 使用抛光轮预抛未涂层的区域（ IPS 
e.max Press）。 

- 为了改善表面的润湿性，使用湿的瓷粉摩

擦表面。 
- 用蒸汽清洁修复体。 
- 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釉膏涂抹修复

体所有的面。 

可选择方法 
（逼真自然的外观） 

- 使用抛光轮预抛未涂层的区域（ IPS 
e.max Press）。 

- 为了改善表面的润湿性，使用湿的瓷粉

摩擦表面。 
- 用蒸汽清洁修复体。 
- 将 Self-Glaze 使用在涂层区域。 
- IPS e.max Ceram Glaze 釉膏只使用在未

涂层区域（IPS e.max Press LT） 
- 最后，手动抛光，调节亮度。 

 
在修复体的所有面上使用 IPS e.max Ceram釉膏   在修复体未涂层区使用 IPS e.max Ceram釉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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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和上釉烧结时，请遵守以下几点： 
– 按规定的烧结参数在蜂窝状烧结盘上进行染色和上釉烧结。 
– 完成烧结循环后，从炉膛中取出修复体(等待压铸炉的鸣声)。 
– 冷却修复体至室温。 
– 请勿使用金属夹具接触热的修复体。 
– 上釉烧结后，如需要修整（如接触点），可使用 IPS e.max Ceram Add-On（见第 49 页） 

 
染色和上釉烧结的烧结参数 

 

 
使用 IPS e.max Press LT 进行回切切术并且使用 IPS e.max Ceram 涂层的修复体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回切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染色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25/1337 1:00 450/842 724/1335 

上釉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25/1337 1:00 450/842 724/1335 
上釉烧结时使用 Add-On 403/757 6:00 60/108 725/1337 1:00 450/842 724/1335 
上釉烧结后使用 Add-On 403/757 6:00 50/90 700/1292 1:00 450/842 699/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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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层技术 
涂层技术中，IPS e.max Ceram 涂层材料在 IPS e.max Press MO 或 
HO 制作的内冠上烧结。这样，就可能根据个人要求进行设计。IPS 
e.max CAD HO 瓷块的不透明性，使修复体即使在备牙严重脱色和

金属核冠或钛基台的情况下，仍然高度美观。 

抛光 

使用正确的抛光工具对玻璃陶瓷铸件进行精修和调整时非常重要的。如果使用了不合适的抛

光工具，可能会出现铸件边缘碎裂和局部过热（Ivoclar Vivadent 流程图“IPS e.max 玻璃陶

瓷的推荐打磨工具”）。 

打磨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的过程如下： 
- 尽管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可以进行调整，也必须维持在最小厚度范围内。 
- 湿润打磨区，用金刚砂砂片来切割铸道。 
- 避免陶瓷材料的过热。推荐采用低速和轻压。 
- 铸道的连接点要打磨圆滑。 
- 将代型上的间隙剂去除，在模具上试戴修复体并小心抛光。 
- 不要使用分离盘快速的切割牙桥，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隐裂点，这样对随后的全瓷修复

会带来隐患。 
- 确保即使在打磨后也要维持最小厚度。 

 
湿润打磨区，用金刚砂砂片来切割铸道                            在模具上试戴内冠 

 

试戴后，修复体密合性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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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和轻压状态下，用金刚砂砂片来切割铸道 不要使用分离盘快速的切割牙桥，因为这样

可能会造成隐裂点 
 
准备涂层： 
- 修复体在涂层前外表面使用三氧化二铝 100 在 1-2bar（15-30psi）的压力下喷砂。不同的

喷砂机的压力需要调节。 
- 在遮色层烧结前，修复体要使用蒸汽彻底清洗。 

 
使用三氧化二铝 100 在 1bar（15psi）的压力下喷砂。遮色层烧结前，修复体要使用蒸汽彻

底清洗，然后干燥。 
 
 

使用 IPS e.max Ceram 涂层 

以下段落重点解释如何进行涂层。有关纳米氟磷灰石涂层材料操作

过程，请查阅 IPS e.max Ceram 的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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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盘和烧结钉 
使用蜂窝状烧结盘和相关的烧结钉来烧结修复体（不要使用 IPS e.max CAD 烧结盘或 IPS 
e.max CAD 烧结钉）。磨圆金属钉的顶部边缘，防止修复体粘结在烧结钉上。另一个降低降

低这种风险的方法是在烧结钉上包铂箔或少量的 IPS Object Fix 固位膏。定期清洁烧结钉。

不要使用已经污浊的烧结钉。 

 
遮色层烧结（Wash Firing）（结合层） 
在结合层烧结之前，必须保持修复体清洁无污染。使用 IPS e.max Ceram Transpa Incisal , 
Impules 或 Shades 和 Essences 进行遮色层烧结（结合层）操作。不能使用 Zirliner，因为在

其烧结温度或 960℃/1760℉下，仅适用于在氧化锆上使用。 

遮色层烧结时，请遵守以下程序： 
- 清洁修复体（无污染和油脂） 
- 用深牙本质树脂（Deep Dentin）或牙本质材料进行遮色涂层。 
- 使用 IPS e.max Ceram Build-Up Liquids allround 或 soft 混合材料。 
- 如果需要更理想的堆瓷稠度，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 allround

或 longlife。 
- 在整个修复体上涂一薄层。 
- 在蜂窝状烧结盘上，根据相应参数进行遮色层烧结。 
                          

 
用深色牙本质树脂或牙本质材料                        根据相应参数进行烧结 
 
遮色层烧结的烧结参数（结合层烧结）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涂层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遮色层烧结（结合层） 403/757 4:00 50/90 750/1382 1:00 450/842 749/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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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牙体瓷和切端瓷的烧结 

根据涂层示意图（见 IPS e.max Ceram 说明书）进行涂层。适用 IPS e.max Ceram Build-up 
Liquids allround 或 soft 混合材料。如果需要更多稠度变化，该液体可以用任何比例将其互相

混合。 

 
使用体瓷材料恢复牙齿形态，使用 Impulse
材料设计切牙 1/3                         

使用切端和 Impulse 材料完成涂层 

 
将邻间隙彻底切开                        第一次牙体瓷和切端瓷烧结后 
 
第一次牙体瓷和切端瓷的烧结参数 

 
 
 

IPS e.max Ceram 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涂层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第一次牙体瓷和切端瓷的烧结 403/757 4:00 50/90 750/1382 1:00 450/842 749/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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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牙体瓷和切端瓷的烧结（修整烧结） 

将遗漏和收缩的区域再次堆筑完成。 

 
使用体瓷、Transpa 和切端材料补充收缩     根据烧结参数对修复体进行烧结 

第二次牙体瓷和切端瓷的烧结参数 

 
染色和上釉烧结 
使用 IPS e.max Ceram Essence 和 Shades 完成烧结。使用釉粉、

釉膏和釉喷雾进行上釉烧结。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分开或同时

进行烧结。烧结参数相同。 

染色和上釉烧结时，请遵守以下几点： 
– 按规定的烧结参数在蜂窝状烧结盘上进行染色和上釉烧结。 
– 完成烧结循环后，从炉膛中取出修复体(等待压铸炉的鸣声)。 
– 冷却修复体至室温。 
– 请勿使用金属夹具接触热的修复体。 
– 上釉烧结后，如需要修整（如接触点），可使用 IPS e.max Ceram Add-On（见第 49 页）。 

 

完成了涂层的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 
染色和上釉烧结的烧结参数 

IPS e.max Ceram 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涂层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第二次牙体瓷和切端瓷的烧结 403/757 4:00 50/90 750/1382 1:00 450/842 749/1380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涂层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染色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25/1337 1:00 450/842 724/1335 

上釉烧结 403/757 6:00 60/108 725/1337 1:00 450/842 724/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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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IPS e.max Ceram Add-On 修整 
根据不同的应用，可以使用三种不同的 IPS e.max Ceram Add-On
材料修整。 
 
方法 1：上釉烧结时使用 Add-On 
这种方法用于上釉烧结后的调整，操作方法如下： 
– 使用牙体瓷或透明切端瓷，按 1:1 的比例混合 IPS e.max Ceram Add-On 体瓷或切端瓷。 
– 单独使用 IPS e.max Ceram Add-On Margin，无需与其他粉剂调和。 
– 混合 IPS e.max Ceram Add-On 和 IPS e.max Ceram Build-Up Liquids soft 或 allround。 
– 在各自需要调整的区域使用 Add-On 材料。 
– 按照“上釉烧结时使用 Add-On”的烧结参数进行烧结。 
– 烧结后，抛光修整区域显示光泽。 
 
方法 2：上釉烧结后使用 Add-On 
上釉烧结完成且患者试戴后，可能需要进一步修整（如，接触点）。这种方法的操作方法如

下： 
– 使用 IPS e.max Ceram Build-Up Liquids soft 或 allround，混合 IPS e.max Ceram Add-On 体

瓷和切端瓷并在相应区域使用。 
– 按照“上釉烧结后使用 Add-On”的烧结参数进行烧结。 
– 烧结后，抛光修整区域显示光泽。 



 51 

HO 瓷块的程序 
如果使用 IPS e.max Press HO 瓷块，需要调整修复体的比色，尤其是深色的牙齿（如 A4）。
用 IPS e.max Ceram Shades 和 Essences 调节修复体比色。 

材料组合表 

期望的牙齿 
比色 

BL1, BL2, 
BL3, BL4 

A1, A2, B1, 
B2, C1 

A3, A3.5 B3, B4 A4, C2, C3, C4, 
D2, D3, D4 

IPS e.max Press HO HO 0 HO 1 HO 2 HO 1 HO 2 
遮色层烧结 在各自的牙齿比色上涂深色牙本质树脂 
个性化 - - - IPS e.max Ceram Shades 和

Essences 
 
请遵守以下程序： 
第 1 步：用深色牙本质树脂进行遮色层烧结 
- 清洁修复体（无污染和油脂） 
- 用深牙本质树脂（Deep Dentin）进行遮色层。 
- 使用 IPS e.max Ceram Build-Up Liquids allround 或 soft 混合材料。 
- 如果需要更理想的堆瓷稠度，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 allround

或 longlife。 
- 在整个修复体上涂一薄层。 
- 在蜂窝状烧结盘上，根据相应参数进行遮色层烧结。 

 
临床情况：严重的牙齿变色                                制备 IPS e.max Press HO1 

 
用深牙本质树脂进行遮色                                           遮色层烧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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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色层烧结的烧结参数（结合层烧结） 

 
第 2 步：用 IPS e.max Ceram Shades 和 Essences 进行个性化处理 
– 使用 IPS e.max Ceram Shades 和 Essences 进行个性化处理。 
– 用 IPS e.max Ceram Glaze and Stain Liquids allround 或 longlife 混合 Essence，达到理想稠

度。 
– 用个性化将修复体的色调调整为与最终的牙本质色度相同。 
– 根据相应的参数，在蜂窝状烧结盘上进行遮色层烧结。 

 
用 Essences 进行个性化处理，实现最终的牙

本质色度                                          
个性化烧结后经调节的单牙修复体   

 
遮色层烧结的烧结参数（结合层烧结） 

 
涂层材料不能直接使用在未烧结的涂层（粉剂和膏剂）上。这样会导致涂层产生分层现象。

涂层的真正开始涂层之间必须进行烧结。 
 
第 3 步：涂层完成 
- 有关涂层技术的具体操作方法请参见 47-48 页。 

 
用常规方法完成涂层。                                    完成 IPS e.max HO1 并就位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涂层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遮色层烧结 403/757 4:00 50/90 750/1382 1:00 450/842 749/1380 

IPS e.max Ceram涂层于 IPS 

e.max Press 上的涂层技术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遮色层（结合组）烧结 403/757 4:00 50/90 750/1382 1:00 450/842 749/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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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镀金沉积内冠铸瓷技术 

步骤介绍 

IPS e.max Press 铸瓷技术是制作有金属内冠支持的修复体经济且有效的方法。 
 

 
操作步骤： 
- 按电镀系统各自制造商提供的操作说明，制作电镀金沉积内冠。 
- 将金沉积内冠在代型上就位并准备烧结。 
- 根据制造商的说明书，调节金沉积内冠。 
- 然后，从注射器中取得所需备用 IPS e.max Press Opaquer（铸瓷遮色剂），并充分混合。

之后，将第一层薄薄的不透明层涂抹在金沉积内冠上，并准备烧结。 
 
第 1 步铸瓷遮色烧结的烧结参数 

- 结合层烧结后，采用同样的方法涂抹第二层不透明层，使得金沉积内冠完全被不透明层

覆盖，也就是说，达到要求的情况下使用量越少越好。 

第 2 步铸瓷遮色烧结的烧结参数 

 
- 烧结的遮色层应该有一种柔滑光洁的表面（蛋壳样表面）。 
- 之后，直接在烧结的遮色层上蜡型制作。遵守必要的 0.6 毫米的厚度。 
- 蜡型制作设计为回切或全解剖状态。 
- 塑型、铸道、包埋和去包埋（见 17-27 页）。 
- 使用 IPS e.max Press 酸蚀液（见 28 页）去除反应层。并且打磨完成修复体进行涂层修

复和/或个性化特征描述。 
- 不要在涂层前喷砂，可以用流水或蒸汽清洗内冠。 
- 关于涂层、个性化和打磨修复体的描述请看 45-51 页。 

IPS e.max Opaquer 涂层于

电镀金沉积内冠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第 1 步遮色烧结 403/757 6:00 100/212 940/1724 2:00 450/842 939/1722 

IPS e.max Opaquer 涂层于

电镀金沉积内冠 

B 

℃/℉  

S 

Min 

t 

℃/℉ /min 

T 

℃/℉  

H 

Min 

V1 

℃/℉  

V2 

℃/℉  

第 2 步遮色烧结 403/757 6:00 100/212 930/1706 2:00 450/842 929/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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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位和护理 

粘结可能性 

美学粘结对于全瓷修复体的颜色体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使用说明，IPS e.max Press
修复体可以使用树脂粘结剂，自固化粘结剂和传统性粘结工艺。 
 
- 对于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来说使用 Variolink II，Variolink Veneer 或者 Multilink 

Automix 这些树脂粘结剂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 如果IPS e.max Press修复体使用传统粘结，我们推荐使用玻璃离子水门汀Vivaglass® CEM

进行粘结。 
 
不同粘结方法的定义 
  树脂粘结剂 
在树脂粘结工艺中，机械性锁合可以产生粘结效果，但是粘结效果主要因粘结材料和修复体

之间，以及粘结材料与制备体之间的化学/微化学粘结产生。由于这种化学/微化学粘结产生，

所以不需要制备固位力。除了粘结材料，特殊的粘结系统用于制备和在牙釉质和牙本质上产

生微化学粘结效果。 
树脂粘结剂可以对全瓷修复体产生一个很强的粘结强度。 
 自固化粘结剂 
这种粘结材料在牙齿上有自酸蚀的效果，所以需要对牙表面进行特殊处理。因此部分粘结力

靠化学/微化学的粘结结构产生。为了能够产生足够的粘结强度，推荐制备一个固位力很好

的制备体。 
自酸蚀树脂粘结剂可以对全瓷修复体产生一个很强的粘结强度。 
 传统粘结剂 
在传统粘结工艺中，粘结力主要是通过粘结材料和修复体之间，以及粘结材料与制备体之间

形成的机械性锁合获得。为了获得必要的机械固位效果，制备体应有一个大约 4-6 度的固位

力角度。 
传统的粘结剂可以对全瓷修复体产生一个很强的粘结强度。 
 
粘结剂的不同适应症 

 树脂粘结剂 自固化粘结剂 传统性粘结 

IPS e.max Press 

罩面、超薄贴面、

贴面 
√ - - 

嵌体、高嵌体、部

分冠 
√ - - 

前牙和后牙冠 √ √ √ 
延展至第二前磨

牙 3 单位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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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结准备 

修复体的处理和制备取决于所使用的粘结方法和粘结材料。下述图例描述了各种粘结剂的操

作步骤。具体的操作程序，请参照相关的说明书。 
 
a. 处理修复体 
处理陶瓷表面准备粘结对修复体和牙体的粘结效果起到决定性的效果。需遵循以下的操作步

骤。 
- 不能使用三氧化二铝和玻璃珠喷砂处理。 
- 酸蚀前进行试戴，以免污染酸蚀表面。 
- 用水彻底清洗修复体，并且吹干。 
- 一般使用 5%的氢氟酸酸蚀修复体粘结面。 
- 对于树脂粘结剂和自固化粘结剂，用 Monobond-s 硅烷化修复体。 

 
不要对 IPS e.max Press 修      使用瓷酸蚀剂酸蚀 20s         使用 Monobond-s 反应 60s，  
复体喷砂                                                吹干 

材料 IPS e.max Press 
二硅酸锂玻璃陶瓷 

适应症 超薄贴面、贴面、

罩面、嵌体、高嵌

体、部分冠 

前牙和后牙冠 
到第二前磨牙止的 3 单位桥 

 
粘结方法 树脂粘结 树脂粘结剂 自粘结*/传统粘结 
喷砂 — 
酸蚀 使用 IPS 瓷酸蚀剂酸蚀 20s 
处理/硅烷化 Monobond-S 反应

60s 
Monobond-S 反应

60s 
-1) 

粘结系统 Variolink® Veneer, 
Variolink® II, 

Multilink® 
Automix 

Variolink® II, 
Multilink® 
Automix 

SpeedCEM 
Vivaglass® CEM 

1）关于粘结系统，修复体必须硅烷化。 
*自粘结粉-液系统 
** 国家间的产品可能不同。 
 

 
请根据相关的说明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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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处理修复体 
取出临时冠之后，彻底清洗修复体。处理前，试戴修复体，并且调整咬合面。如果需要调整，

最终完成前，在口外调整修复体。 
 
修复体的处理和制备取决于所使用的粘结方法和粘结材料。请根据各自的说明书操作。 
 

护理说明 

像自然牙齿一样，高质量的 IPS e.max CAD 修复体也需要定期

专业护理。这不仅仅是给牙齿和牙龈一个健康的维护，同样也

给整个口腔的美观带来保证。您可以选择不含浮石成分的

Proxyt 粉红抛光膏对牙齿表面进行抛光打磨，这种低 RDA*值
=7（相对牙本质磨损）的抛光膏对于牙齿的磨损非常小，科学

研究和临床试验证明，与其他的抛光膏相比，Proxyt 的效果更

加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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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与解答 
 
为什么确定预备体的颜色非常重要？ 

备牙的颜色通过所使用瓷块的透明度影响

到修复体的颜色。所以

备牙的牙色很重要。使

用 IPS 自然代型材料有

助于制作牙色自然代型。备牙的颜色用于在

临床状态下匹配修复体的颜色。 

如何确定修整边缘的蜡是有机蜡还是无机

蜡？ 

有机蜡在熔化时，呈透明状。而无机蜡即使

在熔化时仍然不透明。 

何时可以使用 IPS e.max Press HT 瓷块? 

IPS e.max Press HT 瓷块尤其适用于染色技

术和回切技术。使用的修复体较大时，可能

会降低半透明的亮度。这种情况下，需要低

透明度瓷块。 

什么是超薄贴面? 

超薄贴面是厚度为 0.3-0.4 mm 的瓷贴面，粘

结在前牙区，用于美学调整（如牙齿错位、

切端扩张）超薄贴面不需要牙体预备。 

什么是罩面? 

罩面是厚度为 1.0mm 的薄型陶瓷贴面，在后

牙区咬合面上使用。用于如,牙齿错位，垂直

方向连接体增加的稍加调整。罩面可以通过

较小的牙体预备就位，且必须用粘结剂固

定。 

 

 

 

 

何时可以使用 IPS e.max Press LT 瓷块？ 

IPS e.max Press LT 瓷块用于染色和回切技

术来制作修复体。随后可以使用 IPS e.max 
Ceram 来涂层。如果使用染色技术，IPS 
e.max Press LT 瓷块确保修复体有足够的

亮度（尤其适用于大且厚的修复体）。 

IPS e.max Press LT 瓷块制作的内冠需要需

要涂层吗？ 

IPS e.max Press LT 瓷块的颜色和透明度就

是为染色和回切技术设置的。如果内冠是使

用 IPS e.max Ceram（体瓷和切端瓷材

料）来整体涂层，那么牙齿的颜色和

亮度变化与比色板相比就会不同。 

使用 IPS e.max Press HO 瓷块时，如

何才能达到预期的牙齿的颜色呢？ 

在遮色层烧结时要使用深色的牙本质树脂，

然后，使用 Shades 和 Essence，通过个性化

烧结调节修复体的颜色为最终的牙本质颜

色。 

IPS e.max Press 能压铸在Captek或者其他

金属内冠上吗？ 

IPS e.max Press 不能压铸在 Captek 或者其

他金属内冠上，因为它们的 CTE(热膨胀系

数)不匹配。 

IPS Empress Universal Shades, Stains 和 
Glaze 能否用于 IPS e.max Press? 

IPS Empress Universal Shades, Stains 和

Glaze 是为 IPS Empress 系统特别研发的，因

此不适合用于 IPS e.max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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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 e.max 氧化铝推杆是否也可用于 IPS 
Empress？ 

IPS e.max 氧化铝推

杆专用于 IPS e.max
系统且相应的包埋

圈系统也是为此特别研发的。因为直径增加

了，氧化铝推杆不适用于 IPS Empress 包埋

圈系统。 

IPS e.max 氧化铝推杆分离粉是否也可用于

其他铸压陶瓷，如 IPS Empress Esthetic? 

IPS e.max 氧化铝推杆分

离粉仅用于 IPS e.max 
Press 和 IPS e.max 
ZirPress 瓷块。因为 IPS 
Empress Esthetic 瓷块的

铸压温度为 1075℃（1967℉）。这个温度太

高了，会导致分离粉失效。 

可以使用 IPS 包埋圈 300g 压铸 IPS e.max 
Press 吗？ 

仅能使用 IPS e.max Press 瓷块（小或大），

不能使用 IPS 包埋圈 300g。 

可以使用非 Ivoclar Vivadent 的铸瓷炉压铸

IPS e.max Press 瓷块吗？ 

IPS e.max Press 瓷块适用于 Ivoclar Vivadent
公司的铸瓷炉。如果使用其他铸瓷炉，需要

调节设置。 

IPS e.max Ceram Margin 材料可以使用

IPS e.max Press 吗？ 

IPS e.max Ceram Margin 材料不能使用玻璃

陶瓷（例如 IPS e.max Press and CAD），因为

烧结温度过高和肩台的缩减会削减修复体

的强度。Margin 材料使用氧化锆。 

 

IPS e.max Press 烧结后，需要如何处理？ 

为了防止陶瓷的扩张，完成烧结循环后，从

炉膛中取出修复体(等待压铸炉的鸣声)。冷

却修复体至室温。请勿使用金属夹具接触高

温修复体 

涂层前或后，IPS e.max Press 内冠（内冠内

侧）能否使用三氧化二铝喷砂？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在粘固之前不能喷

砂，因为这样会损坏陶瓷表面并改变它的特

性。用酸蚀剂来预处理内表面。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如何粘结？ 

IPS e.max Press 修复体可用树脂粘结，自固

化粘结或传统粘结。但是，对于传统粘固，

应遵循石洞的固位预备设计。如果不可能，

应使用树脂粘结，如 Variolink® II 和

Multilink® Automix。 
不建议使用传统的磷酸粘固剂，因为它会减

弱光线的传播且影响全瓷修复体的美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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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块颜色对照表 
你所需要的瓷块的颜色取决于预期的牙齿颜色（Bleach BL 或

A-D）、代型的颜色（ND1-ND9），和/或基台的颜色以及您需要

的处理技术。下述程序有助于选择合适的瓷块。 
 
1. 选择预期牙齿颜色的竖向范围。 
2. 选择制备体颜色的横向范围。 
3. 根据瓷块处理工艺，选择足够的瓷块。 
4. 如果某些组合是不可能的（例如高透明瓷块用于黑色预备体上），选择低密度的瓷块。 
 

- 瓷块选择与瓷块的适应症、制备指南及涂层厚度有关。 
- 如果出现色差，使用 IPS e.max CADCrystall./Shades 和 Essence，通过个性化处理调节

修复体的颜色。 
- 如果使用（高）透明度的瓷块，必须严格遵守涂层厚度和代型颜色。 
- 对于较厚的修复体，应选择低透明度的瓷块，以防止失去高亮度（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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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瓷和烧结参数 
IPS e. max Press 的压铸参数 
 

 
 

  
 
- 列出的烧结参数为标准值，适用于 Ivoclar Vivadent 铸瓷炉 P300、P500、P700、EP3000

和 EP5000。指示的温度同样适用于以前的铸瓷炉。然而由于热压不同，所以温度偏差

±10℃/18℉ 
- 如果未使用 Ivoclar Vivadent 铸瓷炉，必须调节校正温度。 
由于电源的地方差异或在几台电力设备上用同一电路上操作，因此必须调节温度。

根据瓷块和包埋圈的尺寸选择所需要的压铸程序。 

根据瓷块和包埋圈的尺寸选择所需要的压铸程序。 

运行 V1.3 软件后，可以获得 HO,MO,LT 和 HT 的压铸参数。 

运行 V1.3 软件后，可以获得 HO,MO,LT 和 HT 的压铸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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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S e. max Press 的烧结参数 

- 使用蜂窝状烧结盘和相应的烧结钉进行烧结。 
- 不能使用陶瓷类烧结钉，因为会和修复体融化粘结在一起。 
- 必须严格遵守处理温度，温度的升高会影响到全瓷修复体的颜色透明度，并且可能会导

致之后的断裂。温度过低，会引起陶瓷烧结不完整和易碎，可能导致分层。。 
- 按照 Ivoclar Vivadent 烤瓷炉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参数进行操作（最大温度偏差为+/-10℃

/18℉。 
- 如果未使用 Ivoclar Vivadent 铸瓷炉，必须调节校正温度。 
- 当循环烧制完成之后，从烤瓷炉中取出修复体。 
- 将修复体放置不受外力的地方冷却至室温。 
- 不能用金属钳子触碰高温修复体。 
- 不能淬火降温。 

IPS e. max Press-染色技术 

 

IPS e. max Ceram 在 IPS 
e. max Press 上染色技术 

 

染色和个性化烧结 
上釉烧结 
上釉烧结时使用 Add-On 

IPS e. max Press-回切技术 

 

IPS e. max Ceram 在 IPS 
e. max Press 上回切技术 

 

遮色层烧结（结合层） 
切端烧结 
染色烧结 
上釉烧结 
上釉烧结时使用 Add-On 

上釉烧结后使用 Add-On 
IPS e. max Press HO/MO-涂层技术 

 

IPS e. max Ceram 在 IPS 
e. max Press 上涂层技术 

 

遮色层烧结（结合层） 
遮色层烧结（结合层）个

性化 
第 1 体瓷/切端瓷烧结 
第 2 体瓷/切端瓷烧结 
染色烧结 
上釉烧结 
上釉烧结时使用 Add-On 

上釉烧结后使用 Add-On 

IPS e. max Press Opaquer 涂层于电镀金沉积内冠铸瓷技术 
 IPS e.max Opaquer 涂层

于电镀金沉积内冠 

 

第 1 步遮色烧结 
第 2 步遮色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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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图片 

除非另有说明，描述的病例均由Jürgen Seger, Liechtenstein制作。 
 

 
IPS e.max Press 制作的罩面(Prof. D. Edellhoff / O. Brix) （染色技术） 

 
IPS e.max Press MO制作的冠（涂层技术） 

 
IPS e.max Press HT制作的贴面（染色技术） 

 
IPS e.max Press HT制作的嵌体、高嵌体IPS e.max Press LT制作的冠（染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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