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釉质白斑的治疗



天然美观的牙齿

这就是我们存
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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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  
美学
满足高水准的美学需求：DMG 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使用在德国汉堡制造的具有卓越品质的牙科材料。  

本宣传资料以您的利益为出发点，旨在为美学牙科学的几个关键领域提供

切合实际的看法。

美观、安全、可靠。 

经独立检测机构证明，我们研发的产品具备卓越品质。DMG 的产品经常获

得极高的评价。例如，据美国牙科专业杂志《Dental Advisor》评价，就临时

修复体的美观性及精确密合度来说，Luxatemp珞赛特临时修复材料是一

款“强中之强”的产品。Icon 提供的渗透疗法可用来治疗釉质白斑，迄今为

止已获得多项殊荣，其中包括德国创新大奖。

用新理念推动口腔医学进步。

这是我们研究、开发和制造所秉持的宗旨，这些工作全部在我们位于德国

汉堡的总部展开。如今，我们约 20% 的员工参与产品研发。  

成果：DMG 拥有 100 多项国际专利。

“ 即使只修整一颗牙齿，或者戴入一

颗牙冠，也能对患者的整体形象产

生很大的影响。”

 Daniel Farhan 博士 

临时修复体

釉质白斑的治疗 

贴面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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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  
21 牙在受创伤后做了微创贴面预备。

术后：  
戴入临时修复体后非常美观。

精确密合的临时修复体

这些产品支持使用 Luxatemp Star珞赛特四代临时冠、桥材料所做的治疗 

更多信息请见 dmg-dental.com/
en/luxatemp

TempoCem NE 泰姆临时粘结材料- 粘附力

强、易于清除，是一款不含丁香酚的水门

汀粘结剂，以氧化锌为基础材料，适用于

临时修复体的粘接，能同时满足治疗和美

观这两个要求。

LuxaFlow Star珞赛流体树脂是一款流体光

固化复合树脂，以其自然的荧光色泽在各

种光照条件下都使牙齿显现出自然的外

观。

Luxatemp-Glaze & Bond珞赛特光亮漆是一

款光固化光亮漆，用于表面最后的处理和

封闭，并能提供高光泽度，无需抛光。 

临时修复体担负着多项任务。解剖、功能、美观。谈到修复

体，患者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高。因此，患者对功能恢复和

笑容美观也更加重视。 

临时修复体已经在使用中证明了自身的价值，要能够尽量准

确地确定患者的期望并满足这些期望。 

不仅能保护预备体，还能模拟要达到的治疗效果。 

Luxatemp 珞赛特系列产品可提供各种方案供您选择。

“没有 Luxatemp，我宁可放弃制作

临时修复体。”

Mervyn Druian 博士，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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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获殊荣。

用美学诊断蜡型模拟临时修复体。

将硅橡胶导板在口内就位。

使用钨钢磨头做粗修。

使用半透明的 EcuSphere-Shine爱
库菲尔复合树脂—闪亮完善切
缘。

用 Luxatemp Star珞赛特四代临时
冠、桥材料填充硅橡胶导板。

从硅橡胶导板内取出制作的临时
修复体。

使用砂盘修整出切牙的切缘结节
结构。

使用 Luxatemp-Glaze & Bond 珞赛
特光亮漆做最终处理。

治疗过程：

Luxatemp Star 珞
赛特四代临时冠、
桥材料
适应症
临时冠、桥、嵌体、高嵌体、部分冠、贴

面、长期临时修复体

亮点

最大的抗撕裂强度和抗弯强度

给医生带来的优势

  您可信赖的精确密合度与可靠性。

  令人信服的美学效果和色泽稳定性。 

  操作简便

所有步骤一目了然：

包装内有分步骤图示说明书

产品视频及视频教程：

www.youtube.com/dmgdentalEN

 

 Impression

taking

Preparation  Optimization of 

the impression

Filling and insertion

 0 – 45 s

Removal
 1:30 – 2:20 min

Shaping
 from 5 min

Surface 
finishing

 Temporary 

cementation

Insertion

DMG Chemisch-Pharmazeutische Fabrik GmbH . Elbgaustraße 248 . 22547 Hamburg . www.dmg-dental.com

091588/#3– 2014-01

Luxatemp Star
Quick guide for the fabrication of temporaries

LK_LxStar_091588_V3_2014-01.indd   2

10.01.14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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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患者对治疗后的外观和笑容提出非常具体的期望。就这些患

者和牙医而言，能够尽量准确地计划后续的治疗结果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近年来在用贴面进行修复时，诊断饰面技术变得日益重要。利用

美学诊断蜡型制作的诊断饰面有利于最终修复体的制作，同时也能够让

人预先看到并很好地了解最终的修复情况。

因此，专业人士要求临时修复用的丙烯酸树脂不能只提供美观的效果。

如果出于医学或美学原因而需要长时间佩戴诊断饰面，则耐用性、抗弯

强度、抗撕裂强度、色泽稳定度也是必不可少的。

制作诊断饰面

牙体预备方案

  诊断饰面技术不仅能够让人们预先看

到最终的美学效果。 

  并且还是贴面修复中检查牙体预备情

况的重要手段。 

  与其它牙体预备方案相比的优势：就

预备过程而言，从临床角度来看，使

用美观的诊断饰面进行预备是可重复

且简单而实用的。

术前上颌前牙不美观，存在牙间
隙、黑三角、复合树脂弥漫性充
填。

诊断饰面模拟最终的治疗结果，
并引导微创预备牙体。

利用硅橡胶导板和 Luxatemp Star 
珞赛特四代临时冠、桥材料将美
学诊断蜡型转移至口内。

在牙釉质层进行微创预备，最大
程度地保留了牙体结构。

治疗过程：

“即使从牙科角度来看修复非常成

功，但如果患者对美学改变结果不

满意， 那么这一修复治疗仍然是失

败的。  

利用诊断饰面技术，牙医可以方便

快速地了解美学效果。”

 Jürgen Wahlmann 教授



“临时修复体在医患沟通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日渐重要。”

 Daniel Farhan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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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美学贴面修复
近十年来，粘结材料和牙科陶瓷的改进带来了新的临床应用

领域。现代微创理念结合无预备贴面或微创预备贴面(例如 

Lumineers 超薄瓷贴面)有效地保护了牙体结构并满足了最精

确的美学要求。尽管粘接技术取得了进展，但全瓷修复体的

成功粘接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所使用的技术。就这点

来说，粘结剂必须满足多种美学及功能标准。

DMG 利用新的 Vitique 维提克贴面粘结系统可提供全面的支

持。该高级复合树脂基粘结系统专为要求严苛的贴面过程而

研发。以全面的用户服务补充产品的优势。

专注于美学

术前：  
上颌前牙区牙间隙过大。

术前：  
牙间隙过大且牙齿位置不对称。

术后：  
使用无预备贴面美观性地关闭间隙。  

术后：  
利用微创预备贴面来平衡不对称的牙齿。

无
预

备
贴

面
微

创
预

备
贴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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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情况：上颌前牙充填欠佳，
且11牙有根面龋。

以微创方式进行冠修复( 11、21 
牙)和贴面修复( 12、22 牙)预备。

用于粘接的Vitique贴面粘接剂有
各种颜色可选。

行牙冠延长术后，对牙齿进行保
守性预治疗。

精致的全瓷贴面和全瓷冠修复。

最终获得非常美观的治疗效果。

治疗过程：

Vitique  
维提克贴面粘结剂
适应症

美观而可靠地粘接陶瓷贴面或复合树脂贴

面

亮点

完整的系统，由粘结套装和整套附件组

成，用于美观地粘接贴面

全面的用户支持，例如提供详细的用户指

南，其中包含分步图示描述整个治疗过程

给医生带来的优势

  完整的系统，包含美学贴面粘接所需
的全部材料

  提供用户指南和视频教程来支持用户

  其它服务：专家热线和摄影课程

咨询专家。欲了解更多信息， 
请转至 www.dmg-dental.com

专家热线*

+49(0) 40- 
84006 655 视频教程  

dmg-dental.com/en/tutorials

所有步骤一目了然：

在套装内为贴面修复提供了全面的用户指南(5 

张分步图示说明页)。

*请注意，我们的专家不提供诊断和治疗建议，只建议如何以最美观的方式使用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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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斑病变部位实施渗透治疗
如何恰当治疗光滑牙面上的釉质白斑病变，提供满意的美学

效果而不必采取耗时的侵袭性治疗方式？龋齿渗透疗法在这

方面能够提供新的机会。 

原理：通过毛细作用，高流动性丙烯酸树脂渗透到多孔的牙

釉质深处，在那里被光固化。 

用丙烯酸树脂充填后形成类似于牙釉质的外观，使白斑与健

康的牙齿表面美观性地融为一体。

例如，去除正畸托槽后的牙釉质表面白斑样病损可通过这种

渗透方式被成功遮盖。在牙釉质上的改变，如轻度到中度的

氟斑牙也能够被成功地遮盖。

术前：使用固定矫治器正畸治疗后的致龋白斑样病变。在取下托
槽后的最初几周就可实现最佳的渗透治疗结果。

术前：患者有轻中度氟斑牙。在治疗初期，采用的漂白方法
未取得满意的疗效。

术后：治疗后能够立即看到效果。能够全面渗透到多孔的病变 
部位。

术后：因此，在漂白若干天后再实施渗透治疗。经过三个酸
蚀周期取得了卓越的疗效。

龋
齿

氟
斑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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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过程：

初始情况：患者有轻度氟斑牙，
她认为这影响了美观。

在使用 Icon-Dry 爱康干燥剂过程
中，可视下检查，决定是否需要
重复酸蚀步骤。

去除橡皮障后仔细抛光可以防止
随后的变色。

仔细清洁并干燥后，使用 Icon-Etch 
爱康酸蚀剂对看似完好无损的牙齿
表面进行酸蚀处理，以暴露出病变
部位。

Icon爱康渗透树脂能够深入并充
填微孔。病变部位被遮盖。

治疗后能够立即取得卓越的美学
效果。

Icon 爱康渗透树脂
适应症

微创治疗唇颊面牙釉质上未形成龋洞的早期

龋（例如：拆除托槽后的龋白斑) 、氟斑牙。

亮点

光折射率类似于健康的牙釉质，因此，做过

渗透治疗的病变部位外观可与其周围的健康

牙釉质融为一体。 

给医生带来的优势

  温和美观地治疗白斑病变 

  避免不必要地损失健康的牙体组织

  只需一次简单的治疗

全面的信息资料

研究概述、分步图示说明、患者杂志以及

大量的其它参考资料均可在线查看。

视频教程  
www.youtube.com/dmgdentalEN

屡获殊荣。

 
产品手册与补充资料请见 www.dmg-dental.com

»患者如果看到白斑消失 - 必定非常

高兴。«

 Andrea Kordelle，牙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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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teeth. Apply rubber dam or liquid dam.
Etch for 2 min with Icon-Etch.

Rinse off with water for 30 s.
Dry with oil-free and water-free air for 30 s.

Inspection: Apply Icon-Dry, white spot should diminish 

significantly.

If spot is still visible, repeat etching-step.  

Etch up to 3 x 2 min.

Apply Icon-Dry, let set for 30 s.  

Dry thoroughly with oil-free and water-free air.

Switch off operating light.

Infiltrate for 3 min with Icon-Infiltrant.
Remove excess with cotton roll. Light-cure for 40 s. Repeat: Infiltration for 1 min. Remove excess, light-cure. Remove rubber dam. Polish thoroughly.

This is a quick guide. For detailed application steps, please observe the instructions for use for the products.  DMG Chemisch-Pharmazeutische Fabrik GmbH . Elbgaustraße 248 . 22547 Hamburg . Germany 

#1 –2014-06

Icon smooth surface – step b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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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3485

专注于美学

我们随时为您提供服务。DMG。 

DMG 为牙医提供全面的优质材料组合。  

除了以美学为导向的牙科医学，DMG 在该领域还关注另外两个方面。  

预防先于钻孔，保护重于修复：就以温和方式治疗牙齿而

言，DMG 是您可靠的合作伙伴。及时治疗龋齿而不必钻

孔？专业的预防系统？  

www.dmg-dental.com 提供所有与Icon 爱康渗透树脂—邻面龋

系列、Flairesse氟拉瑞预防系列 及 DMG 其它产品解决方案有

关的信息，用于实施当代微创牙科治疗。

从精确制取种植体印模到精确密合的临时修复体：DMG 在

现代种植的多个领域为您提供支持。例如，精密印模材料 

Honigum-Heavy哈尼格 

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重体型获得著名 Brånemark 种植术中

心的大力推荐。  

欲了解更多与 Honigum哈尼格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LuxaBite

珞赛咬合记录材料、Luxatemp 珞赛特系列及 DMG 其它产品

解决方案有关的信息，请访问 www.dmg-dental.com

质量可靠 

所有使用 DMG 品牌的产品均在德国汉堡精心制造，经

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质量认证。DMG 是德国首家通过 

ISO 认证的企业；目前约有 20 个员工从事质量管理与

控制工作。 

在 www.dmg-dental.com/rating 网页上，您可以轻松方

便地评价 DMG 产品。 

期待您的反馈。

您觉得我们怎么样？ 

请让我们知道。 

预防与龋齿渗透 种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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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知识交流： 
DMG 承诺提供专业培训

作为牙医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目标是为您的工作提供支持，

这不仅包括我们的产品解决方案，还包括以实践为导向的教

育及专业培训活动。 

关于牙医

DMG 与著名专家合作，在国际上开展各种专业培训活动。

例如在伊斯坦布尔与 Galip Gürel 博士合作开展了广受欢迎的

贴面技术实践课程。

还在德国开展了各种活动。例如 “科学对话 @DMG”。举

办各种活动，介绍前沿课题及科学背景信息。最初每年在德

国汉堡 DMG 总部举办两次，因取得巨大的成功而增加了举

办次数。

关于临床团队

DMG 专为牙医助手制定了专业培训计划，针对临床治疗团

队开展各种主题活动。 

联系方式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您直接联系我们。 

DMG Chemisch-Pharmazeutische Fabrik GmbH 

Elbgaustrasse 248 | D-22547 Hamburg | 德国 

info@dmg-dental.com

视频教程
DMG 在 YouTube 上提供各种教育视频，这些视

频介绍了 DMG 的产品和科学背景，以及这些科

学背景对各种临床实践的重要性。  

Felix Wöhrle 博士担任教育与培训科学主管，在 

www.youtube.com/dmgdentalEN 上提供有趣的电

子学习计划。

服务电话
+49 (0)40 84006 0

关于牙医关于牙医 关于助手关于助手



DMG  
Chemisch-Pharmazeutische Fabrik GmbH
Elbgaustrasse 248   22547 Hamburg   德国
电话：+49.(0) 40.84 006-0   传真：+49.(0) 40.84 006-222
info@dmg-dental.com   www.dmg-dental.com 
www.facebook.com/dmgdenta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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