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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牙髓病治 
疗的长期疗效

这就是
我们存在的原因。

专注于牙髓病治疗

专注于 
牙髓病治疗
对于牙医而言，根管治疗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今天，得益于根管显微镜、全

新的根管预备和充填技术，而能够成功地治疗解剖结构复杂的根管。与往常一

样，在治疗复杂病例时需要医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付出足够的耐心。保持长期

稳定的最终效果甚至与为了防止再感染而进行的牙齿密封同样重要。在进行

高难度的根管治疗时，DMG能为您提供兼容性极高的根管治疗后材料，以便

实现成功的长效修复。

由专业人士为专业人士提供的产品解决方案。

我们开发全新的根管治疗（后）解决方案时，很多口腔医生都参与到了各个层

面的工作中：从最初理念的讨论一直到实际产品的临床测试。创新举措，例如“

专家圈”、“DMG 科学对话”以及与大学的密切合作等，都进一步促进了观点的

交流。

安全可靠 - 适用于所有牙髓病疑难杂症。

经独立检测机构证明，我们研发的产品均具备卓越品质。DMG 产品不断受到

用户的高度评价。例如，DMG 的优质桩核制作材料 LuxaCore Z-Dual 

(珞赛可双固化复合树脂冠核材料)获得了独立测评机构 REALITY 颁发的最高

奖项——“五星产品奖”。

牙髓病治疗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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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有 20 % 的员工参与产品研发。我们获得的成

果：DMG 拥有 100 多项国际专利。

根管预备

纤维桩粘接

桩核制作

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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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牙髓病治疗

桩核充填的坚实基础。
今天，先进的粘结系统使桩核制作更加可靠。大面积牙体缺损

的牙齿经根管治疗后，往往需要更加牢固的粘接。如果无洞壁

或者箍效应消失，就可以通过LuxaPost 珞赛玻璃纤维桩获得出

色的稳定性。LuxaPost 珞赛玻璃纤维桩模拟自然牙齿。理想的

弹性模量类似于：牙本质。玻璃纤维增强型复合树脂纤维桩可

与牙本质形成一个功能整体，共同承受咀嚼应力。相似的灵活

性可防止出现压力峰值和根折情况。

纤维桩的半透明性可确保高度美观的全瓷修复。此外，锥体形

有利于与根管之间实现微创吻合。被动就位的纤维桩不会将

任何主动力传至根管壁，因而可降低根折风险。固位沟和硅烷

化预处理表面可增强桩核与粘结材料之间的粘合效果。专用

配件 LuxaPost 根管预备钻可自动确保桩道精确，以便实现最佳

的粘接效果。

治疗过程：

在实际套装中包含了 LuxaPost 纤
维桩和配套的根管预备钻。

根管治疗后的最初状态。

用生理盐水仔细冲洗根管。

用定深标和测量卡固定预备钻长度。

用 LuxaPost 钻预备根管。

用纸尖进行根管预干燥。

预备根管的牙本质上仍有光滑的
水膜。

放置一个成型片，以便粘接和成型
桩核。

临床上检查 LuxaPost 纤维桩在根
管内的就位情况。

在粘接和成型桩核前放置纤维桩
和成型片。

LuxaPost(珞赛玻
璃纤维桩)
适应症
在冠部牙体组织不足的情况下形成可靠的

桩核固位

为医生带来的优势

  接近牙本质的挠曲模量：有效减少根折
裂 

  硅烷化预处理使应用简单方便

  出色的X线阻射性 

亮点

  与 LuxaCore Z 珞赛可桩核材料系列产
品完美结合

  每种型号均只有一支配套钻： 

无需预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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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dental

对纤维桩的就位情况进行放射学检查。

带有定深标的 LuxaPost 钻。 LuxaPost：经过硅烷化预处理的玻璃纤维增强型复合树脂纤维桩。

使用切割砂片截短 LuxaPost 珞赛玻璃纤维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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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72/#1– 08.2011

LuxaPost
Quick guide for Use with LuxaBond-Total 

Etch and LuxaCore Z-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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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672/#1– 08.2011

LuxaPost
Quick guide for Use with LuxaBond-Total 

Etch and LuxaCore Z-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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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prepa-

ration depth and 

post length.

Prepare the root 

canal with the  

corresponding drill.

Clean and dry. Try 

the post in.

Etch enamel 
(20 - 60 s) and  

dentin (max. 15 s).

Rinse. Remove 

excess water. Do 

not dessicate tooth 

substance. 

Apply LuxaBond. 

Remove excess 

material. Air blow 

gently.

Apply LuxaCore Z- 

Dual into the canal 

lumen.

Insert the 
LuxaPost.

Light cure for 20 s. Build-up core with 

LuxaCore Z-Dual 

and light cure. 

LK_LxPost_091672_V1-08.2011.indd   2

25.08.11   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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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根管深处的粘接。
在根管内的粘接是一项特殊的挑战，因为无法进行可靠的光固

化。出于这一原因，双固化粘结系统LuxaBond-Total Etch即使在

难以达到的狭小位置也能确保可控的自固化。首先，酸蚀和冲

洗系统与预处理剂配合使用，作为聚合的加速剂。 

这可确保工作流程顺畅进行。只有粘结剂A 和 B组分的混合物

在根管内与预处理剂接触后，才能开始产生聚合反应。在光固

化灯的光线达不到的区域也能可靠固化。直接式 3 瓶装粘结

系统可确保根桩粘结剂与桩核之间实现出色的粘接效果。根

管专用毛刷能可靠地达到整个根管的各个部位。刷加纱布技

术适合于在根管内形成可预见的水膜。根管毛刷可吸取根管

内多余的液体，然后将其按压到纸浆上。 

重复进行此步骤，直至根管毛刷不再被挤压出任何水分。

专注于牙髓病治疗

用根管毛刷蘸预处理剂（聚合加速剂）。

首先用磷酸酸蚀牙釉质。 用水枪冲洗酸蚀凝胶。

在根管内涂刷预处理剂。

治疗过程：

先用磷酸凝胶酸蚀牙釉质部分。

用水枪冲洗牙本质和牙釉质。

用纸尖去除根管内多余的粘结剂。

全酸蚀牙釉质和根管深处的牙本质。

用气枪对工作区域进行预干燥。

用根管毛刷涂刷聚合加速剂。

使用预处理剂（聚合加速剂）。

按照 1:1 的比例将粘结剂 A 和 B组
分 在调和板上混合。

使用刷加纱布技术形成水膜。

将混合好的粘结剂涂在经过处理
的表面上。

LuxaBond 
Total Etch
适应症
牙釉质和牙本质粘结剂 适用于所有直接和

间接技术，例如 根管桩和桩核、嵌体、高嵌

体、冠和桥的粘接

为医生带来的优势

  自固化，不会发生过早聚合 
(“聚集效应”)

  预处理剂有助于粘接操作流程的顺畅
进行

  出色的粘接效果

 根管专用毛刷方便在根管内的操作

亮点

  针对LuxaCore Z 和 LuxaPost使用的完美
个性化处理 

视频教程 
www.i.youku.com/dmgdental

所有步骤一目了然： 
包装内有分步骤图示说明书。

15 s
20-60 s

15 s

20 s

15 s

For the cementation of posts we recommend the use of dual curing LuxaCore Z-Dual. Apply luting cement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for use. Due to the contact 

with the Pre-Bond the working time for the restorative can sho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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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11/#1– 10.2011

LuxaBond-Total Etch
Quick guide for Bonding

Etch enamel and dentine. Etch 

enamel for  20-60 s. Etch dentine 

for 15 s max. 

Rinse with water for at least 15 s. 

Remove excess water. Do not dessi-

cate of tooth substance.

Work mixture with the black 

endo brush into the tooth substance 

for 20 s. 
Mix 1 to 2 drops of Bond A and 

Bond B in a 1:1 ratio for approx. 5 s.

Work 1 to 2 drops of Pre-Bond 

with the red endobrush into the 

etched tooth substance for 15 s.An even moisture layer must 

remain on the dentine surface after 

the etching process.

Remove excess material e.g. with a 

paper point. Air blow gently. The  

surface should now look evenly 

moist.

Remove excess material e.g. with a 

paper point. Air blow gently. The  

surface should now look evenly moist.

15 s
20-60 s

15 s

20 s

15 s

For the cementation of posts we recommend the use of dual curing LuxaCore Z-Dual. Apply luting cement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for use. Due to the contact 

with the Pre-Bond the working time for the restorative can sho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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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11/#1– 10.2011

LuxaBond-Total Etch
Quick guide for Bonding

Etch enamel and dentine. Etch 

enamel for  20-60 s. Etch dentine 

for 15 s max. 

Rinse with water for at least 15 s. 

Remove excess water. Do not dessi-

cate of tooth substance.

Work mixture with the black 

endo brush into the tooth substance 

for 20 s. 
Mix 1 to 2 drops of Bond A and 

Bond B in a 1:1 ratio for approx. 5 s.

Work 1 to 2 drops of Pre-Bond 

with the red endobrush into the 

etched tooth substance for 15 s.An even moisture layer must 

remain on the dentine surface after 

the etching process.

Remove excess material e.g. with a 

paper point. Air blow gently. The  

surface should now look evenly 

moist.

Remove excess material e.g. with a 

paper point. Air blow gently. The  

surface should now look evenly mo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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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牙髓病治疗

桩核制作效果完美。

这些产品完善了根管治疗后的修复治疗部分。

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dmg-dental.com/luxacore-z

Luxatemp Star 丙烯酸树脂临时冠材料是
制作临时冠、桥的最佳材料，在戴入终修
复体前保护您的牙髓病治疗工作。

您是否希望在牙髓病治疗过程中既能够
得到可靠的固位，又易于去除临时修复
体，TempoCemNE (泰姆临时粘结剂-不含
丁香酚型)，一种不含丁香酚的临时粘结
剂，可为您完美达成这两个愿望。

PermaCem 2.0，在最终治疗中实现完美的
粘接效果。自粘接树脂粘结剂不仅使桩核
更加稳定，还可确保实现长期的根管治疗
成功。

高性能二氧化锆全瓷与高级复合树脂 LuxaCore Z-Dual (珞赛

可双固化复合树脂)可完成两项重要的任务：粘接纤维桩时，双

固化精密材料可实现最佳的粘接缝隙。这可防止纤维桩崩落。

可在同一临床操作步骤即刻充填成型桩核。LuxaCore Z 珞赛可

桩核材料和 LuxaPost 珞赛玻璃纤维桩可按照类似牙本质的方

式补偿咬合力。按照这种方式，仅两种材料即可与牙本质形成

均衡的粘接效果，防止出现峰值压力。这种融为一起的整体可

以防止折裂，并为修复体提供牢固的基础。LuxaCore Z 珞赛可

桩核材料还可提供绝佳的牙本质感。这意味着：在预备过程中，

不会感到桩核材料和牙本质之间的过度部位有任何差异。这

可在预备过程中确保触觉的稳定性和形成平滑的表面。作为

一名牙医，您可专注于真正重要的工作：预备牙体形态和预备

边缘这样，您就可以为长期的修复治疗提供精确的基础，这也

是实现牙髓病治疗长期成功的关键。

治疗过程：

LuxaCore Z-Dual 
(珞赛玻璃纤维桩)
适应症
制作桩核，粘接纤维桩

为医生带来的优势

  绝佳的牙本质感有助于实现精确的牙
体预备

  卓越的抗压强度 

  固化时间可由使用者确定

亮点
  Smartmix 注射器自动混合并应用材料。

  通过Intraoral-Tips 和 Endo-Tips 直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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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youku.com/dmgdental

将注射头放入根管内。

在透明冠（strip crown）中注入 Luxa-
Core Z 珞赛可桩核材料。

光固化根桩核冠 40 秒。

将 LuxaCore Z 珞赛可桩核材料注入
根管内。

将已充填的透明冠就位在桩核上。

用牙周探针检查箍效应。

最后预备唇颊面形态。 从切端检查修复体冠的就位方向。

用 Endo-Tip 将 LuxaCore Z 珞赛可桩核材料注到LuxaPost 珞赛玻
璃纤维桩上。

用 Endo-Tip 粘接 LuxaPost 珞赛玻璃纤维桩之后进行桩核制作。

不同凡响！

 

Etch enamel 
(20–60 s) and den-

tin (max. 15 s).

Rinse with water 

for at least 15 s.
Remove excess 

water. Do not 

desiccate tooth 

substance.

Apply LuxaCore 

Z-Dual into the 

canal lumen.

Insert the 

LuxaPost.

Optional
light-curing: 20 s

Self-curing: ≈ 5 min

Build-up core with

LuxaCore Z-Dual.
Optional light-curing:

Layer ≤ 4 mm: 40 s

Layer ≤ 2 mm: 20 s

Self-curing: ≈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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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15/#1– 08.2011

LuxaCore Z-Dual
Quick guide for Post cementation and core build-up

Apply LuxaBond-

Total Etch into the 

coronal cavity and 

the root canal.

Remove excess 

material.
Air blow gently.

091715_1-08.2011_LxCoreZDual.indd   2

08.05.15   15:10

Etch enamel 
(20–60 s) and den-

tin (max. 15 s).

Rinse with water 

for at least 15 s.
Remove excess 

water. Do not 

desiccate tooth 

substance.

Apply LuxaCore 

Z-Dual into the 

canal lumen.

Insert the 

LuxaPost.

Optional
light-curing: 20 s

Self-curing: ≈ 5 min

Build-up core with

LuxaCore Z-Dual.
Optional light-curing:

Layer ≤ 4 mm: 40 s

Layer ≤ 2 mm: 20 s

Self-curing: ≈ 5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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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715/#1– 08.2011

LuxaCore Z-Dual
Quick guide for Post cementation and core build-up

Apply LuxaBond-

Total Etch into the 

coronal cavity and 

the root canal.

Remove excess 

material.
Air blow gently.

091715_1-08.2011_LxCoreZDual.indd   2

08.05.15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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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ww.dmg-dental.com/rating 网页上，您可以快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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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实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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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可以实现根管治疗后的稳定性，DMG 在该领域还尤为关注另外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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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 20 多位员工从
事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

美学 种植修复牙齿保护

DMG 承诺提供专业培训

充分传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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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牙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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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

举办两次，因取得巨大的成功而增加了举办次数。

针对临床团队

DMG 还针对口腔执业人员专门制定了专业的培训计划，培训

目标为临床团队。在这里，针对龋齿渗透治疗我们设立综合性

的培训课。培训通常都直接在实际操作中进行。

最新信息请浏览：www.dmg-dental.com/fortbildung

视频教程
DMG 在 YouKu 上提供各种教学视频，这些视频介绍 

DMG 的产品和科学背景，以及这些科学背景对临床应

用的重要性。 

www.i.youku.com/dmgdental

牙齿保护

预防先于钻磨，保护重于修复：就以温和方式治疗牙体组织而

言，DMG 是您可靠的合作伙伴。尽早治疗龋齿而不必钻磨？专

业的预防系统？请登陆www.dmg-dental.com，了解所有与 Icon 

approximal、Flairesse 及 DMG 其他有关现代微创口腔医学的产

品解决方案。

美学

患者的期望高过以往任何时候。牙齿不能只是健康而已，还要

拥有完美的外观。DMG 的产品支持您使用全瓷贴面完成高品

质的修复，并提供达到顶级美学效果的临时修复。Icon 

vestibular(爱康唇颊面龋系列)能够以全新方式快速而温和地

治疗白斑病变。

种植修复

种植领域非常复杂 - 这不仅因为牙医必须具备知识和技能。还

因为从材料角度来说，种植修复涉及的绝非只是种植体的组

件。如果谈到辅助耗材产品，DMG 是您可靠的合作伙伴。

联系方式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您直接联系我们。 

服务电话：+49 (0)40 84006 0 

info@dmg-dental.com

深入培训…… ……针对牙医 ……和牙医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