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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早行动，保持越久。

我们竭诚为您
服务！

焦点：早期龋管理

焦点：  
早期龋管理
任何充填都不如天然的牙齿组织。尽可能长久地、健康地保存天然的牙体组

织，是牙医与患者的共同目标。尤其对于年轻患者，从一开始就进行有针对性

的生物膜管理与持续性的再矿化处理，能够为天然健康牙列的保存合理定位。

针对预防措施已不再适用的病损，可通过使用复合树脂及采用现代粘接技术

实现微创修复。近几年，无创与微创治疗方法在微创龋齿渗透中发现了一个强

大组合。

采用渗透治疗方法能够在不损害原有牙齿解剖结构的情况下稳定初期病变

且及早地抑制龋齿。在日常的临床治疗中，DMG 为您和您的患者提供成功实

现龋齿管理的基石。

来源于临床并服务于临床的保留牙体组织的产品解决方案。

每当我们研发新的无创和微创治疗方案时，口腔执业医师都会参与到我们工

作中几乎所有的阶段：从最初的想法讨论到具体产品的临床测试。DMG 首创

的“专家圈”、“科学对话 @DMG”以及与大学的密切合作也都促进了研发交流。

既安全，又可靠——足以应对一切预防性挑战

所有带有 DMG 商标的产品都在汉堡经过最精心的生产、最严格的检测及认

证。DMG 是最早经过 ISO 认证的德国企业之一。目前专门负责质量管理与控

制的员工就有20 名。中立的检测机构一再证明了我们工作的高品质。

现代口腔医学的新思路

为此，我们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完全都在我们位于汉堡的公司、工厂和实验室

内进行。目前约有 20％的员工致力于研究和（产品）开发工作。其成果是：DMG 

拥有一百多项国际专利。

抛光

渗透

封闭

再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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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早期龋管理

新鲜的再矿化。
预防已成为口腔医学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定期去除软、硬菌

斑时，尤其是在难以达到的部位，要求能够娴熟地使用手动工

具进行操作。相互配合的预防系列 Flairesse 氟拉瑞为您提供专

业牙齿洁治所需的一切。温和无刺激的 Flairesse预防性抛光膏

不仅能够去除染色，还能清除引发炎症和龋齿的活性生物膜。

具有三种不同粗细粒度的防溅抛光膏可以光滑牙齿表面，使

细菌难以重新粘附。含氟的Flairesse氟凝胶和氟泡沫能确保在

一分钟内实现再矿化。

透明的Flairesse氟保护漆可封闭牙本质小管和有效脱

敏。Flairesse氟拉瑞系列的所有产品都含有促进再矿化的氟化

物和具有抗龋特性的糖替代品木糖醇，且可带来愉快的味觉

体验。有草莓、甜瓜与薄荷三种口味的氟拉瑞预防系列不仅给

儿童同时也给成人带来全新的口感体验。

治疗过程如下：

揭开单杯的密封盖。

用抛光杯对唇颊侧和龈下部分进
行抛光。

Flairesse氟凝胶非常适合使用 
托盘。

用抛光杯或抛光刷蘸取抛光膏。

用抛光刷可以有效去除咬合面上
的菌斑。

Flairesse氟泡沫也可注入托盘中 
使用。

把托盘放置于患者口内。

用附带的毛刷搅拌 Flairesse氟 
保护漆。

毛刷可随意弯曲，便于伸至难以到
达的区域。

轻轻涂抹 Flairesse氟保护漆。

Flairesse氟拉瑞
应用领域
所有专业预防级别都适用的系列：去除牙

齿表面的牙菌斑和牙体组织的外源性染

色；促进再矿化；脱敏和封闭牙本质小管、牙

颈部敏感区及暴露的牙根。

对牙医的好处

  相互配合的完整系列：膏、凝胶/泡沫与
漆。

 所有单品都含木糖醇和氟化物

  各种清新口味，只为得到患者的最高认

可。 

特点

  不含糖添加剂

  氟泡沫尤其受儿童喜爱

使用Flairesse治疗前。 使用 Flairesse治疗后，光亮洁净。

更多资讯尽在 
www.dmg-dental.com/flairesse

Constic 康斯蒂克酸蚀、粘接、充填一步到

位：DMG 自酸蚀和自粘接的流体树脂能

够实现。 

Icon 爱康世界独有的龋齿渗透治疗产品。

使用Icon渗透树脂可以治疗妨碍美观性的 

 

白垩斑，并早期抑制邻面龋的发展—无需

钻磨、无需损失健康的牙体组织。

这些产品全面辅助口腔专业预防：

视频教程 
www.youku.com/dmg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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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治疗抑制龋齿发展。
应对早期龋齿病变通常采取监测和氟化处理方法。对于早期

的牙疾人们往往很难坚持治疗。一旦病损发展到一定限度，就

只能进行备洞治疗了。特别是遇到邻面龋时，为了到达实际的

病变区域，不得不牺牲很多健康的牙体组织，而原来的解剖结

构，特别是邻接点就会因此而丧失。Icon龋齿渗透疗法为此提

供了一种相对新型的、保留原有牙体组织的治疗选择。使用微

创治疗可以早期抑制龋齿。病损部位将被温和地暴露、干燥，然

后被一种流动性渗透树脂稳定并密封。DMG迷你橡皮障可以

快速、便捷地实现必要的干燥。

这种易于放置的硅橡胶保护能在邻面为待治疗区域提供干燥

的条件，并能有效地保护牙龈免受所用材料的损伤。 

对于美观性要求高的唇颊侧初期病损也可以通过Icon进行温

和治疗。渗透治疗使牙齿焕发自然光泽，展现健康外观。  

Icon也是治疗正畸后白垩斑的可选材料。

焦点：早期龋管理 治疗过程如下：

在 24 和 25 牙之间放置注射头。

在邻面使用爱康干燥剂 Icon-Dry 。

首次应用Icon 渗透树脂需静置 3 
分钟。

有针对性的将爱康酸蚀剂 Icon-Etch 
应用于 25牙的近中。

用气枪吹干病损处。

去除多余部分后，光照 40 秒。

第二次应用Icon渗透树脂需静置 1 
分钟。

使用橡皮障进行渗透治疗后的 
状态。

去除多余部分后，光照 40 秒。

去除橡胶障后的临床最终结果。

Icon爱康
应用范围
微创治疗邻面区域未形成龋洞的（非空化）

早期龋（影像学检查显示病损深度达到牙

本质外三分之一）

对牙医的好处

 只需几步即可治疗难以到达的邻面病损。 

 无需钻磨，无需损失健康的牙体组织

 延长牙齿寿命

特点

 世界独有的龋齿渗透治疗产品。 

  完整套装配有专用的注射头、牙科楔子、
酸蚀剂 

视频教程 
www.youku.com/dmgdental

步骤概览： 
图示步骤详见包装。

这些产品支持邻面龋齿的渗透治疗：

更多资讯尽在 
www.dmg-dental.com/icon

Icon X线平行投照支架。该支架可以实现
在多次治疗中完全以相同的角度拍摄X线
片，因而简化了治疗效果的评估。

DMG MiniDam (DMG 迷你橡皮障)。实用的
硅橡胶保护在治疗中对邻面区域起到保护
作用。一个人就可以快速放置，橡皮障可自
行稳定和可靠固位 —— 无需橡皮障夹。

Icon– 唇颊面龋系列。渗透治疗牙齿唇颊
侧光滑表面上的白垩斑。也可有效治疗轻
度和中度的氟斑。

影像学检查显示24牙远中和25牙近中为D1-邻面龋 。 渗透治疗前的临床初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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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早期龋管理

粘接保护对抗龋齿。

供牙齿粘合使用的其他产品解决方案：

更多资讯尽在 
www.dmg-dental.com/constic

DMG 酸蚀凝胶保护牙釉质和牙质：37％
的磷酸凝胶确保了 DMG 最高品质的酸蚀
处理结果。 

EcuSphere。高性能复合树脂系
列。EcuSphere 系列的四款专业产品能满
足临床治疗中的所有要求—— 安全、舒

适、极富美感。颜色多样，自然荧光效 
果以及丰富的产品线能满足所有的临 
床需求。

牙齿表面明显的点隙裂沟是龋齿的常发部位。因为日常的口

腔卫生清洁和预防很难到达这些部位。因此，及早而有效地封

闭这些牙齿结构就变得更为重要。细菌的栖息地由此被清除，

进而阻止了酸侵蚀和釉质脱矿过程。酸蚀粘接封闭相对于水

门汀封闭具有明显的优势。与牙体组织的粘合度更高。

具有流动性的复合树脂可完全渗透到更深层部位， 

并迅速地适应边缘区域使过渡自然。  

流体树脂 Constic 耐磨耗和咀嚼负荷。其自粘接材料特性可简

便快速地完成窝沟封闭。

在儿童治疗中，简便快速和安全可靠恰好尤为重要Constic 减

轻医生的工作压力，缩短为小患者治疗的时间。简单清洁牙齿

表面，有选择性地酸蚀，在窝沟点隙内导入一薄层 Constic 并进

行光固化。

治疗过程如下：

Constic 康斯蒂克
应用领域
小型I 类和III类洞充填，V类洞充填，（扩展性）

窝沟封闭，I类和II类洞垫底，封闭和填补洞

内倒凹及乳牙小型牙合面洞

对牙医的好处

  自酸蚀和自粘接

  具有X线阻射性和类似天然牙齿的荧光

  避免术后敏感

  最小化潜在的错误源

特点
 在牙釉质和牙本质上有非常好的粘接

强度（抗剪切强度）

产品介绍和视频教程：

www.youku.com/dmgdental

自粘接封闭前的窝沟状态。

用磷酸酸蚀窝沟点隙。

在窝沟点隙内充分按摩导入流 
体树脂。

用抛光膏清洁牙齿咬合面。

涂刷自粘接流动的Constic。

对 Constic 进行 20 秒的光固化。

光固化后的临床状态 咬合检查结束后的状态。

用口内输送头Luer-Lock-Tip将 Constic 注入窝沟内。 用小毛刷将 Constic在牙齿表面进行反复按摩 25 秒。

步骤概览： 
图示分解步骤详见包装。

25 s

2 mm

KLEINE RESTAURATIONEN KLASSE I, UNTERFÜLLUNG KLASSE I + II

SMALL RESTORATIONS OF CLASS I, CAVITY LINER FOR CLASS I + II

5. Restauration: Material 

in max. 2 mm-Schichten 

auftragen.  

Unterfüllung: 1 Schicht 

(max. 1 mm Stärke) auf-

tragen. Jede Schicht 20 s 

licht härten.

6. Überschüsse entfernen. 

Füllungsoberfläche kon-

turieren und ausarbeiten, 

Okklusion kontrollieren 

und polieren. 

Constic

2. Material mithilfe des Luer- 

Lock-Tips in die Kavitäten 

applizieren.

3. Material 25 s mit dem 

Pinsel einmassieren 

(Schichtstärke max. 0,5 

mm). Überschüsse ent-

fernen.

4. Material 20 s lichthärten.

20 s

1. Zahn reinigen, 

Reinigungs rückstände 

mit Wasserspray ent-

fernen und trocknen. 

Übertrocknung vermeiden.

1. Clean tooth, remove clean-

ing residue with water 

spray and air dry. Avoid 

overdrying.

2. Apply material onto the 

cavities using the Luer-

Lock-Tip.

3. Using the brush, massage in 

the material for 25 s (thick-

ness max. 0.5 mm).  

Remove excess.

4. Light-cure material for 

20 s.

5. Restoration: Apply mate-

rial in max. 2 mm layers. 

Underfillings: Apply 1 layer 

(max. 1 mm thick). Light-

cure each layer for 20 s.

6. Remove excess. Contour 

the filling surface and  

finish, check occlusion 

and polish.

INDIKATIONEN

• Kleine Restaurationen  

der Klasse I und III

• Restaurationen der 

Klasse V

• Unterfüllung von 

Klasse I + II

• Fissurenversiegelung

• Erweiterte 

Fissurenversiegelung

• Reparaturen von 

Composite-Restaurationen

• Ausblocken + Auffüllen 

von Unterschnitten in 

Kavitäten

091837/#2_2014-03

INDICATIONS

• Small restorations of 

class I + III

• Restorations of class V

• Cavity liner for class I + II

• Fissure sealing

• Extended fissure sealing

• Repairs of composite 

restorations

• Blocking out + filling of 

undercuts in cavities

LK_Constic_091837_V2_2014-03.indd   1

09.04.14   08:50

20 s

25 s

FISSURENVERSIEGELUNG
FISSURE SEALING

1. Schmelz reinigen, 
Reinigungs rückstände mit 
Wasserspray entfernen 
und trocknen.

4. Material 25 s mit dem 
Pinsel einmassieren 
(Schichtstärke max. 0,5 
mm). Überschüsse ent-
fernen.

6. Ggf. Material in Schichten 
auftragen (max. 2 mm 
Stärke). Jede Schicht 20 s 
lichthärten.

7. Okklusion prüfen, ggf. 
anpassen und polieren.
Versiegelung polieren.

2. Zahn mit wasser- und 
ölfreier Luft trocknen. 
Feuchte Oberfläche 
belassen.

3. Material mithilfe des Luer-
Lock-Tips in die Kavitäten/
Fissuren applizieren.

2 mm

5. Material 20 s lichthärten.

KURZANLEITUNG 
QUICK GUIDE

1. Clean enamel, remove 
cleaning residue with 
water spray and air dry.

2. Dry tooth with water- and 
oil-free air. Leave a moist 
surface.

3. Apply material onto the 
cavities/fissures using the 
Luer-Lock-Tip. 4. Using the brush, massage 

in the material for 25 s 
(thickness max. 0.5 mm). 
Remove excess.

5. Light-cure material for 
20 s.

6. Apply material in layers 
(max. 2 mm thickness) if 
necessary. Light-cure each 
layer for 20 s.

7. Check occlusion,  correct 
and polish if necessary. 
Polish the sealing.

DMG Chemisch-Pharmazeutische Fabrik GmbH . Elbgaustraße 248 . 22547 Hamburg

LK_Constic_091837_V2_2014-03.indd   2 09.04.14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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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www.dmg-dental.com/rating，您可以简便而快捷地

评价您的DMG产品。 

我们期待您的反馈！

您是否对我们满意？ 

请告诉我们！ 

……还有助手u

聚焦实用的解决方案。

我们竭诚为您服务。DMG. 
DMG 为牙医提供全面的高品质材料组合。除了早期龋管理，还有很多领域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品质保证 

所有带有 DMG 商标的产品都在德国汉堡经过最精心

的生产、最严格的检测及认证。DMG 是最早经过 ISO 认

证的德国企业之一。目前专门负责质量管理与控制的员

工就有 20 多位。 

牙髓病学 种植修复美学

DMG专业培训－承诺

高质量地传授知识 
作为您的合作伙伴，我们也想在提供产品解决方案之外协助您的工作：开展实用的临床实践和培训活动。  

对于牙医

通过与知名专家的合作，DMG 开展了国际培训活动。与加利

普·居雷尔（Dr. Galip Gürel）合作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办的贴

面技术操作课程就是一个典例。

在德国也有一些这样的活动。如“科学对话 @DMG”就是以前

沿课题和科学背景为主题的系列活动。最初每年两次在 DMG 

汉堡总部举行——因其大获成功现在增加了场次。

对于临床团队

DMG 专为口腔医助制定了专业的培训计划，针对临床治疗团

队开展了各种不同主题的培训其中，龋齿渗透疗法的大量自

我培训项目也特别值得关注。这种研讨会通常直接在诊所内

进行。 

更多时事资讯尽在：www.dmg-dental.com/fortbildung

 

 

视频教程
在 DMG 的 YouKu 频道，您可以找到培训视频，这些视频

不仅与DMG的产品相关，还涉及相关的学术理论背景

及其对临床的意义  

www.youku.com/dmgdental

美学

提高要求。牙齿不仅要健康，也要美观。DMG 产品帮助医生采

用全瓷贴面完成高要求的修复，并在临时修复中达到最高的

美学水准。通过在唇颊侧应用Icon龋齿渗透治疗方案，开辟了

一种快速、温和的治疗釉质白斑样病损的全新方式。

牙髓病学

要求极高的根管治疗操作对医生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它需

要有非常细致的感觉。从准确地放置匹配的根管桩，到实现完

美的桩核充填：DMG 为您提供实现持久修复成功所需的相互

协调的牙髓治疗后期材料。

种植修复

种植领域是极其复杂的，它不仅涉及到牙医所必备的知识和

技能。在材料方面，“种植修复”所包含的也远远多于种植体本

身。DMG 在口腔耗材领域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联系方式
如有疑问请直接联系我们。  

免费服务热线：0800 364 42 62 

info@dmg-dental.com

培训…… ……对牙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