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lairesse
完美的预防系列产品

NEW!



保护，而不是充填 
保存牙齿，而不是钻牙

不仅牙医在强调预防的方法，越来越多的患者 
也同样开始重视口腔预防。专业洁治在口腔临 
床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正是DMG预防系 
列氟拉瑞的价值所在。 
 
这套全新的预防系列包括预防性抛光膏、氟泡 
沫／氟凝胶和氟保护漆—完美的组合。它们 
含有木糖醇和氟化物，无添加糖，有三种清新 
的口味。在使用氟拉瑞治疗前，就已经为患者 
带来足够的惊喜。

预防的完美结合:
氟拉瑞

使用氟拉瑞抛光膏抛光之前

使用氟拉瑞抛光膏抛光之后



与DMG一道进行早期预防

现代牙科实践证明，应鼓励微创疗法。DMG早已开发 
的ICON爱康渗透树脂正是遵循了这一发展趋势。作为 
世界上首个龋齿渗透治疗产品，无需钻牙，即可阻止并 
治疗早期龋。 
 
专业的预防产品系列氟拉瑞将这一观点系统性地向前推 
进了一步。

混合口味
结合了草莓与甜瓜口味。并加入少许清新的薄荷。谁说， 
专业洁牙没有创意？ 
 
凭借其三种口味，氟拉瑞系列将会带给您愉快的体验。 
 
更好的口感意味着更高的患者接受度。

含有木糖醇
氟拉瑞系列产品含有木糖醇 — 种糖的替代品， 
可以降低牙菌斑的致龋性。 
 
临床研究证明其具有止龋和防龋的效果。知识背 
景: 变形链球菌和许多其它的产酸细菌不能代 
谢木糖醇 — 细菌死亡，这样细菌无法作为生物 
膜附着在牙齿表面上。 

促进再矿化
毫无疑问，氟化物对牙齿健康很重要。它们能够阻 
止脱矿，促进牙釉质再矿化，增加牙釉质对酸的抵 
抗力。基于上述原因，整个氟拉瑞系列均含有氟化物。 
 
下面您将了解到更多有关该系列的理念以及其组成 
部分之间的完美组合。

酸会影响牙釉质。它造成牙齿脱矿，使牙釉质
结构变得不稳定。

氟拉瑞中的氟化钠能增强牙釉质。

氟化物能使牙釉质更好地抵御酸侵蚀，从而更
好地保护牙齿。

酸侵蚀

脱矿

牙釉质

氟化钠

牙釉质

酸侵蚀



四种专业产品专注于预防

氟拉瑞不仅仅只是产品

这套预防系列由四种产品组成，分别担负不同的任务。 
在专业洁牙过程中，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一步一步地 
覆盖了整个预防治疗。 
 
当然，该系列中的各产品也可单独使用且效果依然显著。 
或者您也可以将其分别组合使用。选择权属于您。 

按部就班 
专业预防的意义多于清洁牙齿，这甚至是一个无可争议的 
关键因素。氟拉瑞系列针对每一步都能发挥专业的效果: 预 
防性抛光膏用于清除菌斑和着色。 
 
氟凝胶或氟泡沫用于加强牙釉质，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产品类型。  
 
氟保护漆可以提供可靠的保护与脱敏。 
 
 所有这些产品均不会引起过敏，而且口味清新宜人。

治疗过程

Flairesse
预防性抛光膏
• 薄荷
• 甜瓜

Flairesse
氟泡沫 氟凝胶

• 薄荷 • 薄荷
• 甜瓜 • 甜瓜
• 草莓 • 草莓

Flairesse
氟保护漆
• 薄荷
• 甜瓜

洁牙

增强

脱敏



有效清洁:  

氟拉瑞—预防性抛光膏
氟拉瑞预防性抛光膏可以去除外源性染色、菌斑并且抛光 
牙齿表面。患者可以即刻感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种不同粗细的粒度: 粗、中、细 — 可精确地调整 
抛光程度。 
 
非常温和: 氟拉瑞预防性抛光膏对牙体组织和修复表面不会 
造成任何不必要的磨损。抛光膏含有氟化物，无已知致敏原。

选择氟拉瑞预防性抛光膏的理由:
• 完美的清洁和抛光效果
• 不飞溅
• 三种不同的粗细粒度
•  两种清新的口味:薄荷和甜瓜
•  含有木糖醇和氟化物
•  无已知致敏原
•  两种包装形式:管状和单杯包装，包含定位环

揭开密封盖。

用抛光杯或抛光刷蘸取抛光膏。

进行抛光。

用抛光杯可以很容易地去除龈下和齿间的着
色。

用抛光刷可以成功地去除咬合面的着色。



深度增强:  

为了方便使用，可将氟凝胶放在玻璃杯内。

使用蘸取适量氟凝胶的抛光杯在牙面上进行
操作。

氟拉瑞一氟凝胶和氟泡沫
增强、巩固和再增强: 这是主要任务。 
您可以在氟凝胶和氟泡沫之间进行选择，这完全取决于您自己 
的偏好或者患者的喜好。 
 
例如，儿童偏爱氟泡沫，因为其具有不可思议的口感。 
无论选择哪种产品，二者在整个应用过程中均简单有效。氟凝胶 
和氟泡沫在牙齿表面上形成保护层、促进再矿化并抑制脱矿。  
 
二者作用时间极短，均只需一分钟。这使得牙齿保护变得快速而
有效！

选择氟凝胶和氟泡沫的充分理由:
• 增加牙釉质的抗酸能力
• 含有木糖醇和氟化物
•  无滴漏
•  应用时间短:只需一分钟
•  3中清新的口味:薄荷、甜瓜和草莓 
•  适于使用口腔托盘

氟凝胶也非常适合使用口腔托盘。

或者也可选择氟泡沫，将其注入到托盘内。

将托盘就位到患者口内。

使用前  
请摇匀！



可靠的保护:  

揭开单剂量包装的密封盖。

很容易地将毛刷弯曲,以便涂布到难以到达的
区域。

氟拉瑞一氟保护漆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种产品：氟保护漆能够可靠地 
封闭牙本质小管。用于脱敏，因此成为治疗过敏性 
牙齿的一个真正有效的产品。 
 
像氟拉瑞系列的其它产品那样，氟保护漆也含有木糖醇 
和氟化物，这是可靠性的保障。由于其涂层透明，所以 
患者仍然可以绽放灿烂的笑容。 

选择氟保护漆的充分理由:
•  可靠地脱敏
•  含有木糖醇和氟化物
•  隐形于牙齿上
•  两种清新的口味:薄荷和甜瓜
•  简单易用
•  附带毛刷

用毛刷搅拌氟保护漆。

将氟保护漆涂布在牙齿表面上。

对比氟拉瑞氟保护漆(右上中切牙) 与一个竞争
对手产品(左上中切牙)之间的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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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iresse

   预防性抛光膏 — 包装

 200 杯  @ 1.8 g 
 1 定位环 
  薄荷 细粒 REF 220414 
  薄荷 中粒 REF 220415 
  薄荷 粗粒 REF 220416 
 

  甜瓜 细粒 REF 220420 
  甜瓜 中粒 REF 220421 
  甜瓜 粗粒 REF 220422

   预防性抛光膏 — 包装

 1 管 @ 75 ml 
  薄荷 细粒 REF 220417 
  薄荷 中粒 REF 220418 
  薄荷 粗粒 REF 220419

  甜瓜 细粒 REF 220423 
  甜瓜 中粒 REF 220424 
  甜瓜 粗粒 REF 220425

   氟凝胶 — 包装

 1 瓶  @ 480 ml 
  薄荷 REF 220411 
  甜瓜 REF 220412 
  草莓 REF 220413

   氟泡沫 — 包装

 1 罐 @ 125 g 
  薄荷 REF 220408 
  甜瓜 REF 220409 
  草莓 REF 220410

   氟保护漆 — 包装

 35 杯 @ 0.4 ml 
 35 支毛刷 
  薄荷 REF 220404 
  甜瓜 REF 22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