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主要展品

3M 中国有限公司 A15 3M 正畸、修复等齿科系列产品

A-dec、Inc. A71
牙科综合治疗台、牙科边柜、ICX 净水药片、显示器支架、牙科教学模拟器、
牙科手提治疗仪、ICV 真空管道的清洁系统等

Bizztrex International U03 口腔手术器械

Bulls Instruments W88 口腔手术器械

CDIA 口腔工业自主创新联盟 A33
CDIA 口腔工业自主创新联盟成员单位：咸阳瑞升福、山东宏润、杭州圣王、
资阳思迈欧、长沙得悦、广州泰沃、珠海爱创、常州恒悦、宁波悦医行、深圳
邦沃

Elite International Q86 口腔手术器械

Triangelz International F29 口腔手术器械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45
爱迪特是一家集齿科材料研发、综合技术解决方案开发、口腔诊疗服务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自 2007 年开始专注于齿科氧化锆的研发、随后实现
量产上市。

安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V56 口腔耗材【巴西金刚砂车针、纤维桩、高速手机等等】

安徽克菱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M04 假牙清洁固位、正畸护理、日化类产品

安徽天润医用新材料有限公司 W95 灭菌包装袋、多酶清洗液

安阳市美金盛齿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W01
专业销售齿科材料的企业、主要经营第 I 类 II 类口腔设备及第 I 类 II 类 III 类
医疗器械

安阳市鹰牌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N102 多层色树脂牙

奥齿泰 ( 北京 ) 商贸有限公司 J15
OneGuide 数字化种植导板及工具盒、工具盒、TS 种植体、K3 牙椅、牙模
型

巴西微牙（MICRODONT） T01
巴西微牙 MlCRODONT。原装进口：高速金刚砂车针、不锈钢片切砂条、抛
光条、刀片、成型卷、成型夹，聚酯纤维抛光条、成型片、彩虹抛光碟，硅橡
胶树脂／烤瓷／全瓷抛光磨头

百丹特生医股份有限公司 H51 纯钛人工牙种植体

百乐盛（厦门）进出口有限公司 L57 BLOSSOM 检查手套、灭菌外科手套、三层口罩、橡皮障

北京巴登技术有限公司 D09
语音电子病例系统，机器人，种植导板软件，固易美™全口义齿、质美™氧化
锆材料、齿科拍照灯

北京佰诺之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57
英国佰诺全进口器械、种植工具、修复工具、种植各种材料、激光、离心机、
种植机等

北京德芮达口腔装修设计公司 N45 口腔装修设计、品牌视觉 VI 设计、口腔软装构建、口腔管理运营辅导

北京迪耀科贸有限公司 J09 迪耀种植体（UF Ⅱ IMPLANT)、DIOnavi.、SMARTnavi.

北京海蓝弘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02/W43
主要经营各种进口口腔手术器械、诊治器械、修复器械、正畸器械、种植器械
等

北京嘉联诚业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A01
代理全球顶级口腔医疗产品：外科、口腔内科、口腔修复科、口腔技工室、口
腔种植的各种器械及设备

北京健环医疗器材厂 W28 口腔材料及设备

北京桀亚莱福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32 脱细胞异体真皮

北京康信瑞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57 德国 VM 机用镍钛根管锉、以色列金刚砂车针

北京莱顿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J05
Apollo 种植系统、意大利 B&B 种植系统、芬兰 Inion 可吸收颅颌面内固定系
统、Kylin 金属颅颌面内固定系统

北京朗视仪器有限公司 B05 口腔 X 射线数字化体层摄影设备

北京美博嘉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27
医用材料、医疗设备、医疗器具、医疗器械代理加盟、口腔材料、硅橡胶、纤维桩、
牙科材料、齿科材料、光固化树脂、粘接剂、玻璃离子、双固化树脂、扩大针

北京美立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67 click 隐形矫治器

北京轻松致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M49 轻松牙医软件

北京睿拓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U52 韩国爱乐欧

北京胜康瑞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C09
韩国三星瑞丽放射影像类产品、法国 ZYO 口腔数字显微仪、西班牙 Ancar
牙椅、法国维尔登数字传感器、丹麦 FireCR 及意大利维拉全景数字成像系统、
柯达医用胶片系列

（以下企业按公司名称音序排列）

感谢以下企业对大会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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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亚洲牙科中心（ADC）
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协作组
四川省口腔医学会
陕西省口腔医学会
重庆市口腔医学会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重庆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中国牙谷
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湖北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2020中国（西部）国际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

时间：2020年8月8-11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4、5、6号馆

观众预登记方式：联系您的专属客服18280034614（同微）进行预登记

第十九次中国（西部）国际口腔医学学术会

时间：2020年8月7-11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9号馆

学术会报名方式：联系您的专属客服18228034378（同微）报名学术会

西部国际口腔展“手把手”系列培训班

时间：2020年8月8-11日

地点：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4、5、6、9号馆

培训班报名方式：联系您的专属客服18228034378（同微）报名培训班

◆重庆口腔日、贵州口腔日、甘肃口腔日

◆国际口腔显微技术大会

◆今日现场·直播采访

◆创新科研及专利产品转化成果发布会

◆口腔招聘信息发布展示区

◆十大展区精品推介

◆企业新品发布/企业抽奖/优惠活动

◆西部口腔医学协作组优秀组织参会单位及战略合作企业授牌仪式

协办单位

成都市博览局
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文创和会展局
中国西部口腔医学协作组各成员单位

参观展览会

参加学术会

参加培训班

参加同期活动

预登记方式

快速预登记

1、官方微信预登记：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参观”→填写预登记信息提交→保存条形

码→现场无需排队，直接换卡入场参观

2、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快速进行预先登记。

3、网上预登记：登陆www.wcise.com，首页—我要参观即可在线报名

4、电话预登记：拨打电话028-65196963或18280034614（微信同号

）致电陈红娟女士进行预登记。

即刻进行预登记，将享受以下优惠政策：

1、展会现场免去注册排队烦恼，在专用窗口直接领证进场。

2、凭借预登记注册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3、您将有机会获得免费参加“学术会”及“培训班”的名额。

预登记组团活动

我们诚邀您和您的朋友一起组团参会！组团到达一定人数，组委会将给予不同奖励！

奖励如下：

1、组团超过30人

邀请朋友组团预登记并到场超过30人，组委会将为“团长”在会后报销往返机票或火车票。

2、组团超过20人

邀请朋友组团预登记并到场超过20人，组委会将为“本团队”赠送大会学术会听课证2张，赠送名

额的参会人由本团队负责人决定。

3、组团超过10人

邀请朋友组团预登记并到场超过10人，组委会将为“本团队”的每位成员赠送大会4天的午餐（会

议工作餐）。

（注：以上三种组团形式的奖励，每个团队只能享受其中一种）

活动细则：

1、组团负责人向组委会索取并填写“观众预登记团队登记表”，填

写后将登记表提交组委会确认；

2、所组团的人数必须于2020年8月8-11日到达展会现场为准；

3、所有奖励到场确认后，在展会现场领取。

（最终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所有）

组团微信号:18280034614

组团请联系大会组委会组团负责人：18280034614（同微信）

观众免费预登记

邀请函
Invitation 

载誉十八年领跑中西部地区口腔医疗市场

西部国际口腔展
第十九次中国（西部）国际口腔医学学术会
2020中国（西部）国际口腔设备与材料展览会
智慧口腔年（2018-2020）

www.wcise.com 
大会组委会：028-85291775

参观邀请
 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成都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88号） 

 2020/08/08-11

交通方式

酒店住宿

展馆交通线路

★ 地铁：乘坐开往科学城方向的地铁1号线在西博城站D口出站，从16号门进入。

1、火车北站——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乘坐地铁1号线（科学城方向）到 西博城站下车

2、双流机场——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乘坐地铁10号线（太平园方向）到太平园站下车 转 地铁7号线（外环）火车南站下车 转 地铁1

号线（科学城方向） 西博城站下车

3、火车东站——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乘坐地铁7号线内环 到火车南站下车 转 地铁1号线（科学城方向） 西博城站下车

★ 成都T1路公交车路线(地铁华府大道站—天汉路)，西部博览城西站下车

★ 成都T6路公交车路线(天汉路—地铁四河站)，西部博览城西站下车

★ 出租车：在福州路东段西博城16号门附近下车

★自驾：请高德地图搜索“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成都·西部国际博览城     展馆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福州路东段88号

成都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酒店联系人：石小姐  18048587007

参展商产品导航

温馨提示：为了保障您能够安全顺利参加本次展会，应疫情防控要求，
请务必于会前实名预登记，组委会将根据防疫规定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主要展品

廊坊新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30
强吸管、弱吸管、三用枪喷头、涂药棒、牙间隙楔、探针、镊子、牙托、储牙
盒、开口器、车针盒、棉卷盒、吸管、胶碗等牙科专用的塑料制品

雷祥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E05 高 / 低速牙科钻牙机、注油机

利丰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W25 口腔器械、材料

辽宁爱尔创数字口腔技术有限公司 B37 高端美学全瓷修复材料系列及数字化 CAD/CAM 全流程设备

辽阳川赫乐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V49 一次性口腔冲洗器

洛阳北苑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D29

烤瓷、钢牙、支架用铸造包埋材料；齿科及精密铸造用各种陶瓷坩埚、石墨坩
埚；齿科用硬石膏、流体石膏、超硬石膏；齿科用切片、磨轮、喷砂；镍铬烤
瓷合金、钴铬支架合金、钴铬烤瓷合金、镍基钢牙合金等齿科用合金材料；齿
科用烤瓷粉等

洛阳市佳运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U15 佳运口腔宝、佳运根管清洗液、佳运牙周护理牙膏、佳运脱敏牙膏

洛阳市伶牙俐齿口腔护理有限公司 U28 口腔护理、口腔饰品、口腔耗材等产品

洛阳牙牙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05

批发零售：碧兰麻 派丽奥 斯康杜尼 德国 DMG 德国 VOCO  德国宝诗 德国
VDW 德国固美车针 康特金霸王车针 瑞士康特 瑞士 PD 美国 3M 美国派丽
登 美国美丽牙医 美国登士柏 美国科尔 日本可乐丽 日本松风 日本森田 NSK 
意大利金马克 韩国美塔 德联 上海沪鸽 德国贺利氏 实德隆 POPO 美国义获
嘉 柯达 巨星 富士 巴西维牙 日本 KSK 橡皮障 法国 RTD  朗力 邦沃牙周治疗
仪  瑞士 EMS 西北高低速手机 芬力高强纤维带

洛阳伊博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W50 微型轴承等牙科材料工具

麦迪康医疗用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L05
丁腈手套、乳胶手套、牙科耗材、牙科护理耗材、手术包、面部保护、灭菌袋、
清洗消毒系列

眉山开创齿科门诊部 V01
个性化舌侧隐形矫正技术、松牙固定术、套筒冠义齿修复、口臭专科、种植牙、
全瓷牙、牙齿家居美白、牙齿美容贴面等

纽白特（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K09
主要经营韩国本社（Neobiotech）生产的口腔科种植系统及其配套手术工具，
修复工具，CAD/CAM 配套数字化解决方案等

南京威瑞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01 牙科填充材料、根管治疗材料、临床车针、义齿的磨头和铣刀

南宁市微牙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D53 口腔护理个人专属私人套装

南通酷龙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W07 口腔诊所舒适化治疗产品以及预防护理产品

宁波艾优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M07 口腔护理产品

宁波佰医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R29
意大利 Zhermack 取模材料、瑞士 CURAPROX 口腔护理产品、佰医行橡皮
障、台湾 OPTIMA 手机

宁波和平鸽口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E49 一次性高速气涡轮牙科手机

宁波蓝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R29
口扫、3D 打印机、连体式牙科治疗设备、压力蒸汽灭菌器、牙科 X 射线机等
齿科设备

宁波美格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01
AnyRidge、AnyOne 等种植体系统、I-GEN 骨再生系列、R2gate 数字化
导板等

宁波市奉化润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29 灭菌器

宁波市智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04 口腔诊所设计

欧罗德卡 ( 中意合资 ) Y57 PLEX 机用根管锉、无线根管预备机、牙胶尖取断器、根管锉架

青岛雅康电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M33 牙科 X 射线机、口内成像系统、X 射线防护产品

青岛中涛国润经贸有限公司 F32 嘉仕牙周抑菌凝胶

儒蓉（成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L09 植体，配件，全程导板以及工具盒，3D 打印机

赛谱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T35
公司提供从局部麻醉注射剂、口腔表面麻醉、牙科注射针头和填充粉和膏剂到创新的
修复解决方案

萨乌特（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34 进口手术器械

山东博斯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57 污水处理设备

山东德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R53 根管锉

山东浩宝石膏制品有限公司 V02 牙科石膏粉（树脂零膨胀、超硬石膏粉、硬石膏粉、流体超硬石膏粉、模型石膏粉）

山东汇康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N73 口腔器械、材料

山东精雕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精雕集团 ）

N23
大型数控磨具机、CAD/CAM 义齿雕刻机、数控广告雕刻机、数控石材雕刻机、
数控玻璃雕刻机、激光雕刻切割机、电脑刻字机等系列产品

山东鲁沃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R58 医疗污水处理设备

山东曲阜康尔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W49 手术无影灯、手术台、吊塔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B29
数字化口腔修复设备、口腔诊疗设备、清洗灭菌设备、牙科综合治疗台、感染
控制耗材

山西圣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62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一次使用无菌注射器、一次性种植食用输水管、种植手术包

陕西安道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V30 中高端牙科石膏

陕西精典口腔器材有限公司 V31 雅派印模材料、托盘清洗剂、石膏溶解剂

陕西雅登铂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34
齿科纯钛、齿科钛合金、齿科钛基合金、齿科钴合金、齿科钴基合金、齿科镍
基合金

上海贝事特实业有限公司 T29 光固化复合树脂、玻璃离子水门汀等

上海贝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03
海馨高精度印模材料，通用型 / 变色型印模材料；菲丽克 加成型硅橡胶印模材
料；Bluesmart 蓝精灵加成型硅橡胶印模材料；咬合记录硅橡胶

上海博恩登特科技有限公司 F43
去伪影用伯爵 CT-- 智能 3D 全景 CBCT；洞见细节 呈现精彩 -- 西默显微镜；
牙周种植 激光护航 -- 斯美激光。

上海菲曼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B49 牙科综合治疗机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主要展品

北京盛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U25 口腔耗材

北京市岂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43
牙刷、牙膏、牙线、牙线棒、电动牙刷、冲牙器、护牙素、漱口水等 100 多
种口腔护理品

北京丝桐雨露商贸有限公司 L37 口腔护理产品

北京泰克莱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25 德国非凡正畸、正畸辅助仪、SAM 颌架、放大镜

北京天实润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37
德国实龙博姆公司（Schlumbohm GmbH）根管治疗机、美国派丽登公司
（Pulpdent Corporation）氢氧化钙糊剂、根管润滑剂、光固化垫底材料、
树脂水门汀、牙科窝沟封闭剂、临时冠桥树脂

北京鑫兴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W53 进口手术器械，牙钳、牙挺、橡皮障工具套装、正畸钳、诊治器械

北京卓诚利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B27
法国艾龙超声洁牙机、高频电刀、超声骨切割系统、压片机、影像版扫描仪、
传感器、光固化灯、喷砂粉、工作尖等

北京卓乐怡科技有限公司 N90 倍齿乐防龋棒棒糖

北京冈大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L37
专业从事口腔医学领域内龋病风险筛查技术及相关产品的研究，致力于打造牙
病防治工作领域内集技术、产品、信息、培训等服务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平台

北京莱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106 专业销售口腔正畸材料的企业，主要经营第一类，二类医疗器械

北京鑫康辰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N101 口腔骨粉、骨膜等种植修复材料

北京牙先森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U26
CCRE 龋病风险评估系统、龋易感性检测试剂、防龋凝胶（高氟型）、牙刷
尾巴智能 AR 刷牙系统、原点儿童牙齿清洁液

贝思德迩医疗器材（广州）有限公司 J29 高速气涡轮手机、低速涡轮牙钻手机、光固化机、牙科综合治疗机

长沙安致美科技有限公司 W69 商务便携式洗牙器

长沙天天齿科器材有限公司 S05 正畸产品、种植器械

长沙中南口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M57 根管长度测量仪、牙髓活力电测仪、根管马达、电子镇痛仪、超声波洁牙机等

常州百康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88
百康特 BV 牙种植体系统、百康特 BC 牙种植体系统、口腔工具器械、多功能
基台等等

超达齿科器械有限公司 W87 经营各种牙科材料

成都百旺贸易有限公司 S29/S35/T07

成都百旺贸易有限公司初创于 1998 年初、是一家专业从事口腔医疗设备、
器材、耗材的销售与技术支持的服务型企业；是先进技术和产品的倡导者、
积极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口腔医疗中的应用、主动配合以华西口腔医院为
核心的权威医疗机构开展技术培训 ; 本公司现己取得日本 GC、日进、菲森、
KERR、艾捷斯、岱洛、华盛、摩德尔、得悦、康田、诗董等名优产品的省级
代理资格；已与瑞士康特、登士柏、3M、麦迪康等厂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

成都贝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25 氧化锆瓷块、数字化口腔设备、牙科耗材、染色液

成都齿研科技有限公司 E15 定制式义齿产品、数字化义齿设计服务

成都德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U43
经营口腔医用器械、设备、材料、口腔技工材料及设备、以及轻度灭菌设备、
医用耗材

成都登思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M11

主营四大产品线：1. 儿童肌功能矫正产品线（欧洲 UC 儿童早期肌功能矫治
器 / 深圳 JPF 肌功能矫治器）；2. 正畸产品线（美国 AO 正畸材料／杭州柯
帝夫正畸产品／隐适美隐形矫治器）；3. 牙周预防产品线（日本狮王口腔护
理产品）；4. 口腔无痛产品线（伊腾无痛局部麻醉仪）等

成都登特牙科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C33
3D 打印、锆钛切削等 CAD/CAM 技术、是国内具有较大规模及影响力的高
端义齿制造商

成都方庆永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11 牙科铣刀、牙科耗材、牙科种植软件等

成都皓峰齿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H51 种植修复品

成都宏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15

设备：脉动真空全自动压力蒸汽灭菌器、牙科综合治疗机、污水处理器、口
腔影像板扫描仪、牙科、电动空压机、高频牙科 X 射线机、口腔 X 射线数字
化体层摄影设备（三合一 CBCT）。耗材：登士柏、日本富士、瑞士康特、
3M、上海康桥、朗力、杭州新亚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口腔耗材

成都华美牙科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J43 牙科连锁门店、服务平台、义齿加工

成都华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29/E27/W107 代理销售德国梅卡、邦特瓷粉等口腔技工设备及器械

成都骅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V15 代理销售各种口腔设备、耗材、技工产品等

成都骅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V26/W59/W85 代理销售各种口腔临床设备及耗材

成都精优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U21 牙科材料及设备

成都康杰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H31/Q51/R43

成都康杰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8 年、是一家集营销、培训、售后服务
于一体的专业化医疗器材经营企业。主要从事临床医疗设备及耗材销售服务、
现有国内外名优产品 4000 余种、业务遍及到西部省市自治区及直辖市。经营
品种涉及到基础外科器械、口腔设备、口腔种植体、耗材、精密医疗设备、理
疗诊断设备、各类专科器械及一次性医疗用品。

成都科宁达材料有限公司 L27 牙科合金陶瓷生物材料

成都科元医药有限公司 T25
从事药品及口腔医疗器械批发、口腔所有用药（尤其以斯康杜尼、必兰、利多
卡因等口腔局麻药品为主）及口罩、手套等耗材

成都口口齿科技术有限公司 D43 义齿、牙科耗材及数字化口腔设备类产品 

成都莱创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N77 牙科用 3D 打印器材及打印服务

成都迈欧斯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J33
舒适化无痛诊疗及儿牙全麻、全波段口腔激光门诊、数字化 3D 打印及椅旁即
刻修复、特色牙周、3D 根管等

成都派瑞义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43 义齿、种植上部修复产品、纯钛支架、移动技工室

成都沛洋科技有限公司 M28 义齿 CAD/CAM 切削 & 打磨专用工具、种植修复工具盒、种植失败取出套装

成都频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D49 3D 口内扫描仪、义齿数控铣磨机床、手持牙模扫描仪、椅旁即刻修复系统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主要展品

成都普川生物医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29 生物医学材料、医用植入体、组织工程、控释系统

成都山八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D07
合成树脂牙、牙科模型蜡、齿科用分离剂、牙科石膏产品、咬合纸、牙科用圆
盘蜡、代型材料、义齿基托聚合物等

成都市宏信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Q31/R15
成都市宏信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是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法人企业、是四川省内
首批通过医药管理局验收并颁发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公司自成立开始、
就以经营口腔设备、口腔消耗材料以及口腔新技术的推广作为自己的主导业务

成都市萨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65 萨尼车针、萨尼根管锉

成都市世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U07 代理销售各种口腔设备及耗材

成都市兴华西医疗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V43 代理销售牙科设备及材料

成都蜀昊贸易有限公司 S15 代理销售各种口腔设备及耗材

成都顺雅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D33 义齿生产

成都苏佳贸易有限公司 S43/S53 代理英国 3M、登士柏、德国 DMG、日本富士等国内外如名品牌

成都雅瑞宏科技有限公司 U27 代理销售口腔设备材料

成都亚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Q41 盖氏产品 松风、康特、固美、BISCO、森田 . 佳洁士等产品代理销售

成都伊博瑞科技有限公司 S26 感控产品、口腔耗材、口腔设备、3D 打印

成都宇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V11/W19 专业从事各种口腔耗材的销售

成都众合恒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H01

瑞士士卓曼种植系统、法国安卓健种植系统、瑞士彼岸光纤种植机、意大利塞
法登特超声骨切割系统和 CGF 系统、迪凯尔数字化口腔种植手术导航系统、
飞利浦电动牙刷和洁牙器、意大利 Asa Dental 安萨手术器械、德国 ZEPF
手术器械、德国阿曼吉尔巴赫颌架、德国 KAPS 显微镜，瑞士 SDC 邻面片切、
锐珂数字化影像系统等

成都琢美义齿技术有限公司 M39
成都琢美义齿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中、高端义齿生产及销售的企业，提供专业
全面的义齿定制服务

成都鼎聚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Q21 专业从事口腔医疗技术教育培训的第三方口腔继续教育平台

成都加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07
经营齿科设备、口腔材料及口腔相关产品、WH 手机、丹特斯牙科综合治疗机、
福创及宁波明泰灭菌器、南昌泛泰牙片 X 光机等

成都市宏盛义齿技术有限公司 H15 生产销售义齿加工企业

成都牙宝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S07
口腔科器械和材料、上海复星牙科综合治疗机、弗灵特牙科综合治疗机、上海
老港牙科综合治疗机、桂林维润洁牙机等设备

成都已合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Q21
空间功能规划布局设计、正负压管路设计、给排水管路设计、医疗污水处理设
计、牙科影像室设计、中心供应室设计、种植手术室设计、室内装修设计等全
方位设计

德国 DMG 公司 A51 VITIQUE、LuxaCrown、Icon、Honigum、Silagum、Flairesse、PermaCem2.0

达颀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A25
Implantmed 种植机、Piezomed 超声骨刀、Lisa/Lina 消毒炉、高低速手机、
Assistina 注油机

大大金贸易（威海）有限公司 M32 医用无影头灯、放大镜、摄像机

大连瀚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92 口腔护理产品

大众医疗医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L39 倍骼生骨粉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M51 3D 打印机

大同腾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F33
SOSWEET（数字托槽牙颌畸形矫治器）：唇侧定制版、舌侧定制版。定制
型连杆托槽：常规型、强支抗型、牵引型。

丹特迪瑞医疗器械（无锡）有限公司 N13 氧化锆瓷块

德贸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N54 口腔耗材

登士柏西诺德中国 B43 CT、X 线影像、口腔综合治疗台、椅旁设备、临床耗材、技工设备及耗材等

登腾（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H43 种植体、骨移植产品、CAD/CAM 设备

迪珥医疗器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B49 牙科电动空压机、牙科电动抽吸系统、感控产品、影像板扫描仪等

东莞市悦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M31 口腔内窥镜、口腔内窥镜一体机、口腔内窥镜电脑一体机

东莞好力达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W09 专业生产口腔耗材、抛光刷、搅拌头、输送枪、三用喷枪头、小毛刷

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C05
致力于在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及疾病的预防、到诊断、治疗和家庭护理的整个健
康关护全程

佛山丹特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N26 高速牙科手机、低速牙科手机、牙科电动马达

佛山海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53 牙科高、低速涡轮手机

佛山健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76 高低速手机、光固化机、无线机扩、牙科双目放大镜、车针、热激活锉、冲牙器

佛山盛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L43 牙科综合治疗机

佛山市安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U11 AL-388、AL-398 系列牙科综合治疗机

佛山市碧盈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T05
牙科高速、低速手机、电动马达打磨机、光固化机、光固化美白仪、口腔内窥
镜、超声波洁牙机等

佛山市驰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N22 内水道低速、外水道低速、种植弯机、高速气动涡轮手机

佛山市金满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47 牙科耗材、金刚砂车针

佛山市柯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62 生产牙椅、内窥镜、空压机

佛山市莱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U06 牙科高低速手机、光固化机、车针

佛山市南海区和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V06 专业生产经营牙科高低速手机、口腔观察仪和喷砂洁牙机等牙科产品

佛山市南海区靓雅齿科器材有限公司 W67 高速手机、低速手机、LED 光固化机、根管马达

佛山市南海区欧奈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N61 牙科器械材料

佛山市启洋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R55 高速气涡轮手机、低速涡轮牙科手机、金刚砂车针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主要展品

佛山市山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03
高速涡轮牙科手机、低速气马达牙科手、喷沙洁牙机、气动洁牙机、打磨机、
树脂加热器

佛山市圣达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31 口腔科手术器械：拔牙钳、微创挺、种植器械、树脂充填修复器械等

佛山市施博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31 LED 口腔灯、LED 冷光美白仪、LED 光固化机

佛山市思福特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R35
牙科综合治疗机、牙科 X 光机、 无油空气压缩机、高温高压灭菌器、口腔内窥镜、 
超声波洁牙机、 LED 光固化机、冷光美白仪等产品

佛山市稳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49 高速牙钻机、低速涡轮牙钻机、打磨机、喷砂枪、根管马达、加热器等

佛山市希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U01
DS 系列机用锉系统、DS 系列手用锉系统、根管马达、热牙胶充填系统、光
固化机、根测仪等产品

佛山市新格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N15 新格牙椅

佛山市迅腾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S25 高速气涡轮手机、低速气涡轮手机

佛山市雅加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08 医疗边柜

佛山市雅友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K29 牙科综合治疗机

佛山市姚丰精密器械有限公司 W63 口腔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佛山市亿田齿科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N58 牙科手机、根管治疗、光固化

佛山市悦多多牙科设备有限公司 V29 牙科手机、牙科金刚砂车针

佛山市众齿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U31 有碳刷打磨机、无碳刷打磨机、高低速手机及配件、根管治疗仪、口腔观察仪

佛山兴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76 牙科器械、牙科手术类产品

盖思特利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Q41 Geistlich Bio-Oss/Geistlich Bio-Gide/Geistlich Bio-Oss Collagen

葛兰素史克日用保健品（中国）有限公司GSK F15 口腔护理，抗敏感（舒适达）和义齿护理（保丽净）等

广东汉邦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F39 金属 3D 打印设备

广东精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Y01 牙科手机

广东协禾医业有限公司 T24 生产及销售各类口腔耗材及设备

广州安贝尔 / 巴基斯坦 mediface W75 以色列高速金刚砂车针、巴基斯坦厂家直销口腔工具

广州博圣石膏制品有限公司 V55 牙科石膏

广州蕙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V34 医疗推车

广州珀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F69 美国 OT 正畸产品，台湾 A1 支抗钉

广州市贝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23 次氯酸钠溶液、洗必泰溶液、漱口水、木榴油

广州市创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L31 牙科综合治疗机

广州市景荣环保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U34 口腔医疗机构的污水处理设备安装、管路施工、诊室规划及设备配置

广州市康蔚医学设备有限公司 N21 虚拟仿真牙科教学系统

广州市中巴玖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35 牙科手术器械

广州沃德（狼牙）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71 亮剑车针、狼牙车针、根管锉、种植球钻、根管马达、牙科手机

广州沃德（香港亮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27 亮剑车针、狼牙车针、根管锉、种植球钻、根管马达、牙科手机

广州牙擦擦口腔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N10 牙线、牙线棒、牙间刷、牙刷、沙漏、假牙盒等口腔护理用品

广州扬寰学校 N11 口腔医学专业招生

广州益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V32 菌斑指示剂

广州从化生华实业有限公司 R56
专业从事牙科产品：光固化机、洁牙机，玻璃光纤产品以及洁牙机工作尖等产
品的研发和生产

桂林辰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74 chaperon 牙周护理产品

桂林市啄木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B01
超声骨刀机、牙周治疗仪、超声洁牙机、LED 光固化机、根管长度测量仪、
高速手机、根管预备机

国数新材（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D09 研磨机、打印机、扫描仪、瓷块、切削机、烤结炉

贵州维德雅科技有限公司 A56
专业生产销售各类牙科耗材及全系列根管锉产品。如 K 锉，H 锉，R 锉，S 针，
P 针，G 钻，P 钻，输送器，拔髓针，各类镍钛机扩等。国内外证件齐全，欢
迎洽谈合作！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E35 蒲地蓝可炎宁含漱液

哈尔滨全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J51

口腔冲洗器、口腔冲洗液、次氯酸钠消毒液、氯己定冲洗液、涑爽抗菌凝胶、氯己
定含漱液、涑爽含漱液、涑爽口腔喷雾剂、复方丁硼乳膏、涑爽牙膏系列、涑爽牙
刷系列、涑爽声波电动牙刷、便携式冲牙器、牙缝刷、牙线 、牙线棒、套装礼盒、
定制产品等。

哈尔滨市齿科器材厂有限公司 W51 牙科材料：牙水、牙粉、印模材、分离剂等

哈尔滨市华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57 牙线、牙膏、漱口水、牙刷等口腔护理产品

海思达药业（湖北）有限公司 V51
祛腐消毒凝胶、洗必泰消毒凝胶、氯己定消毒液、EDTA 溶液、生物多肽缓
释抑菌凝胶、多酶清洗液等

邯郸市宏思特口腔科教具有限公司 N32 口腔教具及口腔模拟教学系统

汉中精诚抛光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N29
钨钢磨头、硅胶磨头、金刚砂磨头、陶瓷磨头、各种牙托、合架、石膏剪、振动器、
真空成型机 、成型片、吸唾管 、抛光刷 / 杯、小棉棒和其他牙科耗材等

汉中市金泰利捷刃具磨具有限公司 W23 生产各种旋转刃具及打磨抛光工具

汉中万目齿科技工材料厂 W33
高低速钨钢车针、金刚石车针、技工用钨钢磨头、合金磨头、金刚石磨头、砂
片。烤瓷铸造用进口焊条、进口锯条、进口切片、砂轮等技工耗材。

杭州爱丽思口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N36
口腔正畸类产品：正畸托槽、带环、正畸颊面管、舌侧扣、游离牵引钩、前方
牵引器、口外正畸牵引装置、结扎丝等

杭州奥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M06 正畸类产品

杭州创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75 正畸托槽、正畸钳、正畸带环、正畸颊面管、反光镜等及其他正畸附件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主要展品

杭州德泰克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L21 正畸材料（托槽、颊面管、工具器械、附件、正畸钳等）

杭州富阳华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U19 正畸材料（托槽、颊面管、工具器械、附件、支抗钉等）

杭州晶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M29 正畸产品：托槽、颊面管、正畸附件

杭州索易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N51 正畸产品

杭州特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U23
W&H(Tech) 进口手术器械、Q 立方自锁托槽、浙江普特（PROTECT）正
畸产品全系列、NOVABONE( 倍骼生 ) 美国进口种植骨粉等

杭州桐庐宏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56 正畸材料

杭州西湖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L19
正畸托槽、正畸带环颊面管、正畸丝、牙釉质粘合树脂、牵引头帽、牙用根管
桩、牙用固位钉

杭州星辰三比齿科器材有限公司 S23
全新一代正畸钳、Z2 自锁（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专利产品、基于中国人数据
研发的矫治器）、威派自锁托槽 全新升级版  威派 PLUS、

杭州远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30 正畸系列牙科器材：托槽系列、颊面管系列、带环系列、正畸钳及其它附件

浩博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W86 齿科耗材

合肥登特菲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H30 口腔 CBCT、口腔显微镜、CR、FeeLin 系统等口腔医疗产品。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53 口腔颌面锥形束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

合肥鑫佳口腔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W06 口腔医学教学模型

河北泽康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N107/W73 一次性口腔器械盒、手套、口罩、帽子

河南康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V53
正畸托槽、结扎圈、结扎枪、分牙钳、橡皮链、橡皮圈等正畸材料，并代理有
临床、加工厂等耗材

河南朗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56 口腔医疗机构医源性感染控制及口腔医疗配套设备

河南三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M56 机用镍钛根管锉，手用锉：K H R ，G P 型

河南硕之达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W96 经营各种牙科材料

河南亚满富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N87 松风、富士、3M 等品牌，迈登特口罩、捷科顿暂封王中国总代理

河南医仁康口腔用品有限公司 N83 医仁康中药珍品系列牙膏

河南易顺康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W56 齿科材料、卫生材料、医用耗材、医疗器具、医疗设备等

河南誉嘉祥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N85 牙科器材

黑格科技 Y11 牙科 3D 打印机 A2D、DS、A2D Ortho；牙科专用高精度 3D 打印树脂

红实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F11 雅定种植体

湖北联结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M43
用于即刻种植骨增量的可诱导冻干脱钙骨：骨环；用于 onlay 植骨骨增量的
可诱导冻干脱钙骨：骨块；用于位点保存的可诱导冻干脱钙骨：骨塞；具有骨
传导和骨诱导双重成骨机制的可诱导冻干脱钙骨：骨粉（瓶装和注射装）

华光口腔器材（集团）有限公司 R01

美国 3M、德国 VHF 切削仪、韩国怡友第五代四合一 CBCT（green smart） 、双
CCD 全景机（Pax-i）、韩国盘泰数字化全景机和非晶硅平板三合一 CBCT 的全国
独家总经销；美国锐珂四合一CBCT CS9300系列、数字全景机 CS8000/8100系列、
口内传感器 RVG、高频牙片机 CS2100、牙科影像板扫描仪 CS7200、数字口内扫
描仪 CS3600、美国卡瓦牙片宝、卡瓦高速手机的全国总代理经销权、目前公司拥
有牙椅世界著名品牌美国A-dec、世界著名耗材德国DMG、美国皓齿（Ultradent）、
德国 VOCO、德国手术器械 Becht、德国 Sirona 牙科手机、ND-YNG 激光治疗仪、
以色列高端种植体 Dentin、韩国美格真种植体、上海立珂牙椅等产品在西部十二省
市的总代理资格；并取得了美国登士柏、德国贺利氏、卡瓦盛邦 SybronEndo 根
管器械、卡瓦颌学技工产品、美国 Hu-Friedy（豪孚迪）、韩国 SG 种植体、美国
GAC 正畸、美国奥美科、美国高露洁、台湾科顶手机、瑞士 EMS

华光技工事业部 H23 口腔技工相关产品

华光手机事业部 A71 牙科手机相关产品

华光数字化事业部 H23 口腔数字化相关产品

韩国盘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Y31 数字口腔影像系列、牙科综合治疗台系列、种植体

滑县邦德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N100 代理销售各类口腔耗材

滑县宏昌齿科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W102 口腔器械、材料

滑县锐美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N28 口腔科材料

滑县予卫齿科材料厂 V33 树脂牙、塑钢牙、胿胶、蜡、颌架面弓等

黄骅市康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M53
涂药棒、储牙盒、开口器、牙托、吸唾管、硅橡胶调拌头、卫生隔离膜等上百
种牙科塑料产品

惠州欧捷威电器有限公司 W77 电动牙刷

济宁星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72/T52 医患沟通模型、口腔综合治疗椅和牙科装饰产品

佳洁士 + 欧乐 B Q41 佳洁士 + 欧乐 B 口腔护理产品

迦狄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N70 智能电动牙刷

江苏柯润玺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N65
康德泰 APEX 种植体系统、口腔工具器械、义齿加工生产、全程数字化设计
种植服务

解大夫口腔用品有限公司 W99 口腔护理保健产品

金华市创新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M11 口腔正畸耗材

卡瓦盛邦 ( 上海 ) 牙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05
德国卡瓦（KaVo）设备、瑞典诺保科（Nobel Biocare）种植、科尔（Kerr）
修复、思博安（SybronEndo）根管、以色列易植（ABT）、美国奥美科（Ormco）
正畸以及麦瑞斯（Metrex）感染控制等

康特威尔登特齿科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Q41

完整的根管线产品、牙体直接修复领域、提供了包括临时充填和永久充填产
品、同时提供了粘接系统及光固化灯。间接修复领域涉猎广泛、包括了硅橡胶
印模系统、排龈系统产品。辅助治疗产品包括了 Gelatemp 止血明胶海绵、
Roeko 品牌的高质量棉制品、Hanel 品牌临床及技工用各型专业咬合纸、旋
转打磨工具包括金霸王车针、抛光产品、感控系统包括超声波清洗机及清洗液。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主要展品

上海格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17
义齿加工、仪器设备（光固化材料领导者——英国弗特森 LC 精密 1.5 和
Magna3D 打印机）

上海候建齿科材料贸易有限公司
W71/W72/
N57/N86

高、低速手机、轴承、钨钢磨头、裂钻、德国钻霸车针、手提式内置气泵涡轮
机、超耐磨复色树脂牙、牙科综合治疗台

上海沪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43 沪鸽美悦、沪鸽美益汀、沪鸽树脂牙、沪鸽美佳印、沪鸽美晶瓷

上海桓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28/N04 拔牙、手术、种植、正畸等各类口腔科器械

上海今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37 旭耀排龈线、进口小型器械（拔牙钳、拔牙铤、正畸钳、手术器械套装）

上海隽莓贸易有限公司 T28 致力于口腔感控领域医疗器械

上海璐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W11 喷砂机、洁牙机、测速仪、支架钢、牙刷、牙膏等

上海品瑞医疗器械设备有限公司 B33 超声洁牙机

上海琪领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U33 牙钻轴承

上海荣丰刃具有限公司 U53 经营各种牙科材料

上海瑞德齿科器械有限公司 M30/V25 进口牙科手术器械

上海天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29
意大利 Anthos（安福士）牙科综合治疗机系列、意大利 Mectron（迈创）
超声骨刀、治疗仪、奥地利 IDC 数字化口腔修复系统（CAD/CAM）、德国
Melag（米拉格）24BL+ 灭菌器

上海伟荣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K23
微创拔牙钳、微创牙挺、种植类器械、正畸类器械、牙周病器械、口腔基础类
器械、手术器械、显微器械、树脂美学修复器械

上海新世纪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K05 全瓷义齿用氧化锆瓷块、压膜片、义齿基托树脂、玻璃离子水门汀、树脂牙等

上海星宇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T55 生产牙胶尖、吸潮纸、根管锉

上海医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V39
拔牙钳、技工正畸器械、齿科刀、剪、镊、凿、探针、牙挺、刮 / 剔 / 充填器械、
口镜及其他口腔材料

上海怡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43 Green Smart、PaX-i、PaX-i3D、EzSensor1.5

上海益口佳口腔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V28/N33

品颐丁硼牙膏 120g 、葡萄糖酸氯己定口腔抑菌含漱液、EconClean 益生菌
牙膏 120g、益口佳脱敏牙膏 125g、#589 牙周、种植专用牙刷、50 支装高
分子混装牙线棒、EconClean 笔握式正畸牙刷、EconClean 笔握式深层护
龈牙刷

上海雍锦生物科技中心 N78 数字化 3D 打印设计、3D 打印机、光敏树脂材料、美国 AIDI 种植系统

上海正雅齿科科技有限公司 K15 正雅无托槽隐形矫治器

上海瓷丰牙科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E23
经营包括 VITA、VDW、AUDENAL、W ＆ H、Planmeca 和 TePe 等优质
品牌产品

上海弩速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A35
NSK 中国公司，经营口腔医疗设备及外科产品医疗设备，提供先进的器械设
备及咨询、培训、维护、售后等一系列服务

上海宇井贸易有限公司 M36
中 国 总 代 理： 德 国 固 美 KOMET 车 针 及 外 科 钻 头 锯 片 系 列； 瑞 士 拓 美
Thommen 种植系统

深圳点锋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N05
金刚石车针、金刚石磨头、全砂烧结磨头、金刚石切片、钨钢车针、钨钢磨头、
CAD/CAM 设备专用钨钢铣刀、专业的氧化锆研磨和抛光工具、硅胶磨头、
抛光轮、硅胶粒、陶瓷磨头 ( 车石 )、抛光刷、夹石针等

深圳朗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K51 朗呈口内扫描仪

深圳美泰乐齿科器材有限公司 M55 德国登特伦正畸系列产品等

深圳市楚亮生物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W78 伊洁美神系列口腔护理产品

深圳市飞猫电器有限公司 T21 冲牙器

深圳市金大夫器械有限公司 N07 双摄无影头灯

深圳市静嘉科技有限公司 W65

根管锉（不锈钢、镍钛）系列、镍钛变锥根管锉金色超弹系列、镍钛变锥根管
锉热激活蓝色系列、拔髓针、药物输送针、侧方加压针、垂直加压针、GP 钻、
根管填充（牙胶尖、吸潮纸尖）系列、正畸系列（牙弓丝、拉簧、推簧）、车
针、机扩手机等产品

深圳市康得森电器有限公司 A57 医用超声波清洗机

深圳市康泰健牙科器材有限公司 E25 全瓷、种植及椅旁数字化产品

深圳市柯耐斯管业有限公司 N38 PU 管  医疗 PU 管  手机管

深圳市立信医疗实业有限公司 K55 德国 imes-icore 牙科数字化高端精密切削机床、Asiga 3D 打印机等

深圳市派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35
严迪（YANDY）品牌成立于 2000 年，严迪本着以“口腔问题，请找严迪”
的理念，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口腔问题的系列护理专业产品，为您的口腔健康
保驾护航！

深圳市瑞丰安泰实业有限公司 W37 石膏粉、蜡、印膜材、包埋料

深圳市山维牙科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V19
提供多种纸膜覆合产品、围巾、器械铺巾、器械垫巾、洗牙孔巾、牙椅头枕套
及多种用于设备防护的 PE 防污护套

深圳市深图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 D30 口腔 CBCT

深圳市思戈玛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V22 牙科打磨工具

深圳市速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M23 机用根管锉、手用根管锉、正畸牙弓丝、根管治疗马达、根管治疗微处理系统等

深圳市翔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B25 牙科 CAD/CAM

深圳新致美精密齿研有限公司 N91
新致美齿科集团是一家专业从事义齿研发、生产、培训、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
连锁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亚果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N60 牙骨粉、生物膜、敷料、护肤品

深圳云甲科技有限公司 E56
三维蓝光扫描仪  智能义齿雕刻机  义齿设计软件 UPCAD 义齿排版软件 
UPCAM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主要展品

深圳市敦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M03 种植配件，数字化导板，3D 打印机

深圳玉汝成口腔材料有限公司 U37
自主研发生产的全瓷义齿用氧化锆瓷块及配套 CAD/CAM 设备，3D 打印设
备等一系列口腔产品。作为口腔材料供应商 , 可为客户提供数字化口腔材料，
口腔设备，口腔软件等全套数字化产品和服务。

沈阳荣欣商贸有限公司 M58 口腔溃疡膏、表麻膏、脱敏剂、菌斑显示剂、口腔护理产品

士卓曼（北京）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H05 口腔种植体、基台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 U10 口腔医学图书

四川康久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30 代理销售口腔科所需的所有设备器械和耗材

四川易鸿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15 定制式固定义齿、定制式活动义齿

四川省菲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Y31 F3 根管锉 - 机用镍钛锉；正畸产品 - 托槽、牙丝

四川省华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Q01 代理销售口腔医疗器械、设备、耗材等

四川运天智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Q21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四川卓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Q01 口腔医疗设备、器械及耗材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四川齿而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L33 MR.DH 系列 金刚砂车针 锉类 牙科全系列耗材、器械

四川山间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V21 牙科诊所专项室内设计，建筑设计，智能化数字建造，品牌终端设计。

四川智博云科技有限公司 N98 口腔成像系统，口腔诊所引流软件

松风齿科器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Q61
Giomer 系列光固化充填材料、微创车针、乳光瓷粉、CERAMAGE 聚合瓷
等

苏州阿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55 骨科工具、牙科工具

苏州博思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L07 博思美隐形矫治器

苏州极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111/N59 口腔器械、材料

苏州井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K21 种植盐水管、种植手术包、吸引管、牙科种植耗材

苏州乾元商贸有限公司 W02 金刚砂车针、钨钢车针

苏州市君威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Y05
牙科电动无油空压机类、牙科电动抽吸系统类、一体化牙科废水处理系统类等
牙科医疗配套产品

苏州速迈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F25/A61
口腔手术显微镜、医用头灯、医用手术放大镜、口腔显微手术器械 及数字化
高清影像辅助系统等

台昌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F51 泰立普固骨胶原蛋白

台捷牙科器材（成都）有限公司 Q66

代理 : 义获嘉伟瓦登特，美国 Argen 金属、Valplast 隐形义齿、登士柏，德
国阿曼吉尔巴赫、德克玛结晶炉铸瓷炉系列、KAVO 卡瓦、比丹，唯美瓷粉 
Creation，意大利 dentalfarm 聚合瓷光照机及技工设备，英国 Brushbaby 
专业婴幼儿护理产品，台湾愈立安胶原蛋白、筑真三维 3D 打印机、Motion 
印模材搅拌机及专业洗牙机

台湾康妥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57

牙科用高速牙機、音波根管盪洗牙機、音波氣動洗牙機 . 音波氣動手術用骨
刀機、啟定勞倫斯磁伸式超聲波潔牙機、臺灣雅登冷光固化燈 LED10W、桌
上型噴砂機、快樂美白噴砂粉、臺灣 ART 牙科手術用電刀、手術用骨刀機、
Oralcare 便攜式沖牙機家用型、口袋型牙線 . 牙線棒 .L 型牙間刷、美國多特
佳假牙快潔片、豪華型假牙清潔盒

泰安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47 康盛牙种植体系统

唐山恒新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V05 牙医公园系列产品

天津达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27 销售口腔材料

天津乐齿科技有限公司 R57 封口机、拔牙器械、灭菌包装袋

天津瑞尔德源医用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W60
牙科分离剂、根管测量尺、琼脂复制材料、牙科数字影像 IP 板保护袋、成形片、
技工桌、口腔用仪器车、笔试喷砂机、技工抛光机、石膏修整机等产品

天津希恩登特商贸有限公司 W31 无痛口腔推麻仪、一次性使用麻醉导管

天王星 N52 金刚砂车针、高低速手机、光固化机、喷沙机等

威海华素营销有限公司 T03 华素愈创牙膏、华素愈创含漱液

威海威高洁丽康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M34 WEGO 牙种植体系统、Jericom 牙种植体系统

无锡海德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Y71 HäTmed GmbH 灭菌器产品

武汉金辉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02 牙刷、牙膏、牙线、牙缝刷、漱口水等口腔护理产品

西诺医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15 牙科综合治疗机、牙科手机、口腔教学设备、医用边柜、正负压产品、种植体

咸阳荷立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V35
印模粉搅拌机、真空成型机、石膏振荡器、佳贝士印模材、牙科手机清洗剂润
滑剂

新乡市鑫诚技工材料中心 W34 生产防雾、防护眼镜、光学放大镜和普通放大镜、正畸反光板、吸唾式口镜等

雅仕口腔医疗有限公司 N99 欧诺·美克儿童智慧声波电动牙刷、欧诺·美克慕斯泡沫牙膏

盐城市沪江口腔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U55
杭州奥杰正畸产品、美国 3M 正畸及修复系列产品、北京有研、深圳速航镍钛
弓丝系列、奥姆柯非凡等高端正畸系列产品

扬州新凤凰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N25 牙刷、牙线、齿间刷、正畸套装、刮舌器、磨牙器等口腔护理用具

医迈斯电子医疗系统贸易 ( 上海 ) 有限
公司

A49
超声洁牙和无痛超声洁牙系列、Air-Flow 喷砂和 Perio-Flow 龈下喷砂、超
声骨刀及高质量瑞士工作尖

永清县华冠口腔器材厂 W26
牙科保护套、洁牙机罩、内窥镜罩、全椅套、头枕套、光固化机保护罩、牙椅
灯扶手罩、牙科保护膜、一次性牙科垫

优格（成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U39 口腔一次性耗材、手套

佑华制药（乐山）有限公司 U32 甲硝唑棒（牙康）

参展商名称 展位号 主要展品

御品杰科技有限公司 F04 Quic Smile 齿刻美 - 牙科美学模拟软件

云南家红齿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29 艾尔斯特隐形矫治器

有方（合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Y51

有方医疗是从事新一代开放式 CT 影像技术研发的新创高科技公司，技术源于
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等国际知名机构，是一家集研、产、销为一体的高端医疗器
械制造商。本届西部口腔展有方医疗将隆重推出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双源大视
野牙科 CBCT——PIROX：非拼接， 360°扫描一圈即可实现 16x15 大视
野成像；跨代设计，顶部开放式与落地旋转设计可获得更舒适的用户体验与更
稳定的机械结构；三合一，一次扫描可获得全景、头颅正侧位、三维 CT、双
侧颞下颌关节影像；快扫描，采用滑环数据传输可减少患者 80% 的等待时间；
高精准，图像质量更可达到业界最高的 28lp/cm 分辨率；低剂量，辐射剂量
低至常规剂量 25% 以下；出图快，扫描完成后 1 秒出图，即扫即得。此外，
PIROX 还有配备公司自主研发的专业牙科软件，易操作，让您轻松诊断诊疗。

牙 E 在线 Q21 牙 e 在线是一家致力于口腔领域的综合性服务型电商平台

以色列 DENTIN 丹特因 H15 以色列 DENTIN 丹特因种植体

浙江凡迈科技有限公司 L49
进口口腔护理用品的贸易公司，主要代理瑞士 Dr.wild、日本 Ci 两个国际品牌
旗下的牙膏、牙刷、牙线、漱口水等口腔护理产品。

浙江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L15 金属托槽、自锁托槽、陶瓷托槽、金属接骨螺钉、正畸附件等

浙江新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K49 正畸托槽、正畸钳、正畸附件

浙江亚宏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N53/U30 正畸耗材：正畸托槽、颊面管、带环、牙弓丝、舌侧扣、牵引钩、正畸钳

镇江柯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01 种植牙专用器械

镇江稳昊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 N19 打磨抛光材料，牙科磨头、打磨抛光组件、旋转工具、抛光器

镇江中天光学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U02 手术显微镜

郑州三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W27 口腔器械、材料

郑州天杰电子有限公司 W21 微型牙科 X 射线机

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L53
氧化锆烧结炉、氧化锆加工用四轴五轴铣床、5 轴联动金属加工铣床、3D 打
印机、烤瓷炉、铸造机、铸钛机、点焊机等

中科三维成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N93
大幅面 lcd 打印机，牙科 dlp 打印机，牙模树脂，牙科铸造树脂，牙龈树脂，
导板树脂。

重庆康美雅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Q01 经营齿科设备、口腔材料及口腔相关产品

重庆勃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E39

数字化义齿加工中心、美亚光电、速迈、DCI、蓝野、西格、中创、蔡司、卡
瓦、登士柏西诺德、明光世经、正海生物、瑞士 EMS、韩国 DIO、NSK、
VDW、埃蒙迪、大清生物、精美、瑞士康特、马尼、悦医行、啄木鸟、隐适美、
美国 AO

重庆蜂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R25
主要经营口腔医疗设备、医疗器械、牙体牙髓科全线产品、根管锉、根管马达、
热牙胶、放大镜、显微镜、修复产品、牙周产品、儿牙产品

重庆冠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U09
美国 Ceratec 新速宝牙科瓷粉、Vicce 维加烤瓷炉、烧结炉、Strongdrill 强
钻技工打磨机

重庆吉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N68 口腔设计装饰

重庆晶美义齿制作有限公司 D37 定制式义齿

重庆玖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T43

玖和医疗集团成立于 2002 年、专业经营、代理全球知名品牌的口腔材料、器
械、设备等已 17 年历史。我们建立并完善了整个售后服务体系，包括诊所规
划设计、全套设备、耗材、金融融资、诊所运营、营销方案、售后服务、临床
技术培训六大解决方案。

重庆可美可意科技有限公司 W11
代理销售口腔护理用品：孕妇婴儿、儿童防龋、成人防蛀、老年护齿、美白抗
敏、牙周护理、口腔溃疡、正畸种植、假牙护理、电动牙刷、冲牙器等

重庆市劢齐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L35 3D 数字化正畸、3D 数字化种植

重庆植之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J23 植是道插接式种植体

株式会社森田集团 B21
数字化口腔全景、头颅及体层摄影设备、根测、马达、牙科手机、牙科综合治
疗设备等

珠海卡菲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N82 卡菲二代（卡菲单反无线取景控制器）、卡菲专业版、卡菲全能版

珠海西格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T39
牙科综合治疗机、牙科 X 射线机、封口机、蒸汽灭菌器、超声牙周治疗仪、
移动小推车

诸暨市伟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V03 牙科手术器械

中国牙谷 C15
中国牙谷位于资阳高新区雁南湖片区、规划面积约 6000 亩、主要建设“一园
一校一馆一镇”、 即中国牙谷科创园、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中国牙谷学术交
流展览馆、中国牙谷特色小镇

淄博瀚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N06 口腔无菌纯化设备、酸化水设备、内镜无菌纯化水设备

淄博夏沐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V38 一次性乳胶、丁腈、PVC、PE 手套等

淄博云飞服饰有限公司 V37
专业生产设计医生服系列、护理服系列、手术服系列、急救服系列、手术室棉
布制品等

宗言牙材·河南利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N39 口腔耗材、器械、设备、正畸、种植、义齿耗材

紫元元（深圳）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E02 医疗器械专业融资租赁服务

注：以上只是部分产品展示内容，更多详细口腔设备及材料请到各企业展台了解交流；2020 年 5 月 1 日之后报名参展的企业，不
在以上名单中，更多参展企业及产品以展会现场公布为准。  

免费参观咨询：陈红娟女士 18280034614（微信同号）
学术会 & 培训班咨询：郭思彤女士 18228034378（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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