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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解决方案。

这就是我们
存在的原因.

专注于种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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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专业人士为专业人士提供的产品解决方案。
在产品和方案的开发与评估过程中，几乎每一阶段的工作DMG都会
向口腔临床医生咨询。 

创新举措，例如“专家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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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于所有种植挑战。
经独立检测机构证明，我们研发的产品均具备卓越品质。 

DMG 的产品经常获得极高的评价。例如，Honigum-Heavy (哈尼格加
聚硅橡胶印模材料-重体型) 获得《Dental Advisor》杂志给予的 +++++ 

最高评级， 并获得著名的 Brånemark 种植中心的大力推荐。 

种植过程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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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DMG 拥有 100 多
项国际专利。

制取软组织印模

最终戴入 

临时修复

固定印模桩

专注于种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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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种植修复

StatusBlue (蓝斯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 适用于制作尺寸稳定
的状态模型和对颌模型。

Supertec超特个别托盘可制作适用于任何临床情况的个别印
模托盘。

精确制取种植修复印模

这些产品支持使用 Honigum Pro (哈尼格二代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 的治疗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dmg-dental.com/honigumpro

印模转移杆位置上的稳定固位是实现上部结构精确密
合的最关键的步骤。 

修复体就位时应该不产生任何张力或间隙。DMG 的
Honigum Pro-Heavy（哈尼格二代加聚硅橡胶印模材
料—重体型）能够与印模杆紧密贴合，将修复体的就
位方向从口内位置精确地转移到工作模型上。这缘自
其在印模托盘就位时所表现出的卓越流动性， 

因此，Honigum Pro-Heavy也能可靠地达到龈下区域。
因此，个性化基台的穿龈形态能够塑形和支持牙龈轮
廓。 

StatusBlue A-silicone (蓝斯A 类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 能
确保事先制作出精密的状态模型。  

与藻酸盐类材料不同，它可以被储存且可以重复灌
模。结合Supertec 超特个别托盘可以为开窗式印模和
闭窗式印模提供良好的基础。适合于任何的解剖情
况。 

种植后，牙龈成形器周围的牙龈
已愈合。

Honigum Pro-Heavy：注入后能够
保持稳定。

印模杆被固定在一个个别的开窗
式印模托盘内。

把转移帽固定在已经愈合的种植
体上。

将闭窗印模改成闭窗式印模。

在印模杆的周围注入Honigum Pro-
Heavy 。

将Honigum Pro-Heavy 完全注入到
印模杆周围。

Honigum Pro-Heavy能够实现牢固
定位。

将Honigum Pro-Heavy 注入到转移
帽周围。

为工作模型定位种植体替代体。

治疗过程：

Honigum Pro  
(哈尼格二代加聚硅
橡胶印模材料) 

适应症
种植修复：固定印模桩和转移帽，制取
软组织印模；冠和桥印模、嵌体和高嵌
体印模、部分冠、各种类型的植桩印模

亮点
不同类型的Honigum Pro (哈尼格二代加
聚硅橡胶印模材料) 都有“快速”型

给医生带来的优势

  能够很好地流动到印模桩或转移帽周
围以及龈下软组织处

  可靠地停留在取模的部位 

  终硬度高，因此能够可靠地固位 

产品视频及视频教程：
http://i.youku.com/dmgdental 

StatusBlue (蓝斯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 
是一种 A 类加聚型硅橡胶，适用于制作
尺寸稳定的状态模型，为种植修复提供
良好的基础。 

Supertec超特个别托盘是光固化型片状
材料，适于为开窗式和闭窗式印模法制
作“开窗式”和“闭窗式”个性化托
盘。

托盘粘结剂用于把印模牢固地粘附在印
模托盘上。

开窗式印模 

闭窗式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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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agum-Comfort (赛拉格永久软衬硅橡胶) 
注入Silagum-Comfor用作种植体义龈。

Silagum-Comfort (赛拉格永久软衬硅橡胶) 
注入耐久软性衬垫材料。

在愈合过程中实现精确适合。

使用 Silagum-Comfort进行治疗

详情请见： 

dmg-dental.com/silagumcomfort

要实现不受限制的骨整合，必须防止种植体承受咬合
力或刺激，尤其是初期稳定性受到限制时。对于临时
局部义齿来说，在该过渡期内使用耐久软性衬垫材料 

(例如 Silagum-Comfort) 是有好处的。

与伤口周围和种植体区域对应的硬质义齿基托需要被
磨去一部分。然后可以使用耐久软性衬垫材料— 

Silagum-Comfort (赛拉格永久软衬硅橡胶) 加衬这些因
磨除所留下的缺损部位。 

用牙龈色材料软衬义齿和伤口之间的区域。骨整合和
伤口愈合不受影响。  

同时，重衬材料可确保最佳的稳固效果。咬合力分布
均匀，防止义齿摆动并预防出现间歇性超负荷。 

未出现令人不适的压力点。  

以此确保手术部位完全愈合且不出现任何并发症。 

种植体支持的球帽附着体：初始
情况。

在义齿基托的组织面上注入 Sila-
gum-Comfort

放入口腔内之后的义齿和 Silagum-
Comfort。

软衬材料移除后的情况。

在粗糙的基托上涂抹 Silagum-
Comfort表面处理剂。

放入口内之前义齿基托上的 Sila-
gum-Comfort。

在做粘膜运动式印模后的口内重
衬材料。

使用剪刀修剪软衬材料。

治疗过程：

Silagum-Comfort 
(赛拉格永久软衬硅
橡胶) 

适应症
耐久软性衬垫材料适用于全口义齿、局
部义齿、种植体支持的覆盖义齿

亮点
两种Automix cartridge (枪混) 规格可供选
择：25 毫升和 50 毫升

给医生带来的优势

  对义齿的粘合力极佳

  极高的抗撕裂强度

   美学效果归功于其透明的粉红色泽

Silagum-Comfort表面预处理剂，适用于
把耐久软性衬垫材料可靠地粘接到义齿
基托上。 

Silagum-Comfort是一种耐久软性衬垫材
料，以 A 类硅橡胶作为基础材料，在种
植后实现不受干扰的愈合。 

Silagum-Comfort舒适漆，用于平滑和长
期密封耐久软性衬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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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TempoCemNE 粘接 Luxatemp Star临时修复体 之前的基
台和基牙。

使用 LuxaFlow Star简单地修整牙齿形态并控制牙龈的塑
形。

美观地塑形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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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信息请见  

dmg-dental.com/luxatemp

LuxaFlow Star (珞赛特四代流体树脂)，
是一种流动性复合材料，适用于纠正和
灵活的桥体设计，以对牙龈做治疗性塑
形。

Luxatemp-Glaze & Bond (珞赛特光亮 
漆)，是一种光固化漆，适用于密封牙 
齿表面以防止活性生物膜的附着。

TempoCem NE (泰姆临时粘结剂) 是一款
不含丁香酚的水门汀粘结剂，粘附力可
靠且易于从基台上去除。它以氧化锌为
基础材料，适于粘接临时修复体，能够
同时满足治疗和美观这两个要求。

在种植治疗中，临时修复体并非只是外观好看那么简
单。相反，临时修复体是一种重要的治疗辅助手段，
尤其是在注重美观效果的前牙区。临时修复体可以用
来支撑和塑形牙龈结构。  

Luxatemp Star (珞赛特四代临时冠、桥材料) 具有良好
的组织相容性，适用于制作临时冠和桥，并在控制愈
合阶段支撑软组织。  

通过使用 LuxaFlow (珞赛流体树脂) 设计桥体形态，一
步一步地完善和塑形牙槽嵴。 

涂布 Luxatemp-Glaze & Bond (珞赛特光亮漆) 以确保表
面绝对的平滑而不会产生刺激，并减少菌斑的附着。
因此，这对基台周围的牙龈组织不会产生刺激，并有
利于其充分地愈合。  

Luxatemp Star还具有出色的美学效果，并通过模拟最
终的修复结果而成为有利于医患和团队之间进行交流
的材料。 

封闭钛基台，稳定并保护预备后的基牙。  

使用 TempoCemNE (泰姆临时粘结剂) 固定临时修复
体，提供牢固的粘接效果和最佳的可去除性。 

用 LuxaForm (珞赛热塑印模片) 制
取的预印模作为导板使用。

在热塑片导板内注入 Luxatemp 
Star。

从口腔内取出后，在导板内的临
时修复体。

临时修复体戴入口内后的腭侧
观。

修复前的基台和预备好的基牙。

将充填好的导板就位在基台和基
牙上。 

用 Luxatemp-Glaze & Bond进行涂
层和密封。

在桥体设计阶段之后，戴入口内
的修复体。 

治疗过程：

Luxatemp Star 
(珞赛特四代临时
冠、桥材料) 

适应症
临时种植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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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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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youku.com/dmgdental 

不同凡响！

Luxatemp Star (珞赛特四代临时冠、桥材料) 荣获 2015 年最佳临时修复–美学奖（Top Provisional – Esthetic Award） 
(Luxatemp Star在美国以“Luxatemp Ultra”这一名称进行销售，并以此名由《Dental Advisor》杂志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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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种植体修复术

LuxaBite适用于确定正中和习惯性颌位关系。 O-Bite适用于做咬合记录，以及正确地转移上下颌模型相对
于颅底的空间位置。

上部结构的戴入。

这些产品支持使用PermaCem 2.0 (普玛 2.0 自粘接树脂水门汀) 的治疗

O-Bite (欧牌咬合记录材料) 是一种以A 
类硅橡胶为主的咬合记录材料，肖氏 A
硬度 为 93。使用该材料在种植修复体戴
入时，可以省去调磨的麻烦。

LuxaBite (珞赛咬合记录材料) 是硬度最
高的咬合记录材料，适用于记录尺寸稳
定的、正中关系位和习惯性颌位关系。

Luxatemp-Inlay (珞赛特临时嵌体树脂) 
适用于简单而可靠地封闭螺丝通道。  
该材料不会粘附在器械上，可以轻松地
去除。

就精确密合的修复体而言，确定咬合关系是一个重要
因素。具有很高终硬度的精确咬合记录材料，例如 

O-Bite (欧牌咬合记录材料) 和LuxaBite (珞赛咬合记录材
料)，可以帮助牙科技师精确地调整修复体的咬合，使
其协调地整合到口颌系统中。这在修复体戴入口内时
能够节省时间并减少麻烦，不再需要临床医生做费时
的调磨。  

PermaCem 2.0 (普玛 2.0 自粘接树脂水门汀) 特别适合于
可靠地永久粘接种植体上部结构。 

粘结剂在修复体冠与基台之间流动，薄薄地且可靠地
完美适合于粘接间隙。PermaCem 2.0 也可以被安全轻
松地从龈下区域整片地去除，从而确保牙龈长期免于
刺激并防止造成种植体周围炎。 

全瓷修复体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的PermaCem 2.0，以实
现高度美观的治疗效果。 

珞赛特临时嵌体树脂 (Luxatemp-Inlay) 能够可靠地封闭
螺丝通道，需要时也能被轻松地去除。 

不同凡响！

骨整合后使种植体愈合到位。

使用探针涂布冠组织面上的粘结
剂。

个性化的氧化锆基台被固定在种
植体上。

将PermaCem 2.0注到修复体冠的
组织面上 

在硬固后，可以轻松而可靠地去
除多余材料。

治疗过程：

PermaCem 2.0 
(普玛 2.0 自粘接树
脂水门汀) 

适应症
永久地粘接各种上部结构、嵌体、高嵌
体、冠、桥和根桩

亮点
自粘接，无单独的酸蚀或粘接步骤

强大的天然自粘接性，对氧化锆亦是如
此

给医生带来的优势
 可靠地粘接

 高效地应用

 轻松地去除多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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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i.youku.com/dmgdental 

 

在牙列的第 4 象限内戴入修复
体。

修复体和谐地融入牙弓内。

更多信息请见  

dmg-dental.com/permacem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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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uxatemp-Glaze & Bond (珞赛
特光亮漆) 为临时冠涂层。

使用 Luxatemp-Inlay封闭 12 和 22 
部位的基台螺丝通道。

光固化Luxatemp-Glaze & Bond。

在12 和 22位置戴入临时冠。

完全愈合后，在种植体上拧上牙
龈成形器。

使用 Luxatemp-Inlay (珞赛特临时
嵌体树脂) 可靠地封闭螺丝通道。

光固化 Luxatemp-Inlay以封闭螺丝
通道。

用螺丝固定基台，准备就位临时
冠。

将Luxatemp-Inlay充填在螺丝通道
内后。

光固化后的 Luxatemp-Inlay可以被
轻松地去除。

治疗步骤 使用的材料

利用状态印模/对颌模型进行种植规划

个别托盘适用于制取闭窗和开窗式印模

StatusBlue 
(蓝斯加聚硅橡胶印模材料) 

Supertec (超特个别托盘) 

 

根据确定的颌位关系记录进行功能性种植 O-Bite (欧牌咬合记录材料) 

LuxaBite (珞赛咬合记录材料) 
 

固定并制取种植体印模桩的印模 Honigum-Heavy Pro 
(哈尼格二代加聚硅橡胶印模材
料—重体型) 

 

适于种植体支持的临时冠和桥修复 Luxatemp Star 
(珞赛特四代临时冠、桥材料) 

LuxaFlow (珞赛特流体树脂) 

Luxatemp-Glaze&Bond  
(珞赛特光亮漆) 

 

 

 

临时粘接种植体支持的冠/桥 TempoCemNE  
(泰姆临时粘结剂-不含丁香酚型)  

封闭种植体螺丝通道 Luxatemp-Inlay 
(珞赛特临时嵌体树脂) 

最终粘接种植体支持的冠/桥 PermaCem 2.0 
(普玛 2.0 自粘接树脂水门汀) 

种植—适当的修改/在愈合阶段重衬临时全口义齿和局部义齿 Silagum-Comfort  
(赛拉格永久软衬硅橡胶)  

Luxatemp-Inlay 
(珞赛特临时嵌体树
脂) 

适用于快速而可靠地封闭螺丝通
道
光固化复合树脂，适用于封闭种植体的
螺丝通道，且能可控地去除

适应症
封闭种植体螺丝通道、嵌体预备体的临
时修复

给医生带来的优势
 不粘器械

  易于直接在口腔内成型，无需使用导
板或阴模

 能可控地被整块去除

分步种植。

专注于种植修复 随时可以进入： 
可靠地封闭螺丝通道，并按照要求可控地打开。

© Institut Straumann AG 2013.
版权所有。经 Institut Straumann AG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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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种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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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医学，DMG 在该领域还尤为关注另外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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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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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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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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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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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于种植修复

充分传播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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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德国开展各种活动。例如 “科学对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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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临床团队
DMG 专为口腔医助制定了专业的培训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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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547 Hamburg | 德国 

info@dmg-dental.com

视频教程

DMG 在 YouKu 上提供各种教育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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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 

Wöhrle 博士担任教育与培训科学主管，在 

http://i.youku.com/dmgdental 上提供娱乐
型电子学习计划。

 服务电话 

+49 (0) 40 84006 0

美学

关于医助关于牙医

预防与龋齿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