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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牙科教学解决方案已被全球 200 多所

著名大学所采用。这套全方位数字解决方案正在

被越来越多的口腔教育机构所青睐，其独特之处

在于所有数字口腔设备通过一个软件平台就可以

实现信息的互联与共享。普兰梅卡是首个将 3D 

成像模块与 CAD/CAM 模块集成于同一软件套

装的公司。这种组合为教学、科研以及临床操作

均带来了各种前所未有的工作模式。

普兰梅卡教学解决方案主张互动式教学模式并且

积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以支持整个数字化教学

项目的有效进行。同时，普兰梅卡口腔综合治疗

台教学理念还为学生提供了升级式学习模型，从

初级模拟操作到临床模拟操作再到实际病患治疗

操作，这种升级式学习模型保证了不同教学阶段

之间良好的衔接性。

数字化将主导未来的口腔领域，因此我们需要具

有与之相配套的数字化教学模式。3D 科技的引

入是口腔领域发生变革的开始，全新的诊断模式

也将顺应而生。

总裁致辞 

提升牙科教育发展水平

普兰梅卡 CAD/CAM 解决方案与高端的 3D 成

像设备与成像软件不但会大大推动牙科教育的发

展水平，同时还为学生提供了一套新颖有趣的

牙科教学方案。新生代牙科专业的学生也将会

很自然快速的融入到这种数字化高科技的作业

环境中去。

作为家族企业，普兰梅卡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

会一直为长期科研项目进行大力投入以确保技术

的革新具有持久的内动力。普兰梅卡可为全球的

教育机构提供长远的解决方案与长远的合作伙伴

关系。我坚定的认为普兰梅卡将会为未来的牙科

医师们提供最具影响力的教学环境。我的信心也

源于普兰梅卡对技术创新的这份执着之心。”

普兰梅卡集团

总裁与创始人

Heikki Kyöstil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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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集团
创新为您带来更好的呵护

芬兰普兰梅卡集团在康护科技领域内具有重要的领导地位。普兰梅

卡通过尖端的康护解决方案不但为口腔界及医疗界专家带来人性化

的工作流程，同时也为广大患者带来了更好的呵护。

普兰梅卡制造并提供口腔设备、CAD/CAM 解决方案、医疗与口

腔 2D 和 3D 成像设备与成像软件、乳腺成像系统、各种相关器

械以及口腔产品的供应与服务。

普兰梅卡母公司创建于 1971 年，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口腔制造业家

族企业。普兰梅卡总部及其重要的生产部门均位于芬兰赫尔辛基。

可持续发展与技术创新

通过对科研部门的大力投入与遵循可持续化生产流程原则，我们的

产品在设计与创新上更具有持久性。普兰梅卡的产品还具有可升级

理念，无须更换设备硬件便可升级为新一代产品，这大量减少了对

资源的耗费。普兰梅卡的产品在报废时，其98%的部件都可进行回

收处理。

企业职责与公益事业

普兰梅卡的产品具有使用安全、人体工学以及技术创新等诸多好处，

因而医疗及牙科专家医师们的日常工作流程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

这一系列的好处最终为患者提供了更好更安全的诊疗体验。普兰梅卡

支持多种牙科教育模式并且积极参与国际康护事业，例如，我们会定

期为医疗欠发达地区与慈善机构捐赠医疗与口腔设备。

国际合作

普兰梅卡与全球多所知名学府进行合作研究。我们与全世界 550 家

分销商形成了系统的国际网络战略布局。我们还通过国际展会与业内

培训与各领域专家进行交流学习。

10亿欧元 
未来 3–5 年后的营业额目标

100多个
季度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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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的宗旨是改善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全球 200 多所
著名大学的选择

人员总数营业额

管理模式

普兰梅卡的管理模式将全球化与区域化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我们是家

族企业，因此绝大部分的生产研发活动都在本部完成。所以普兰梅卡

在生产过程控制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另外，我们的一切生产活动都

是在严格的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框架下进行的，例如，我们采用 

ISO 9001 与 ISO 14001 等标准。

稳定的财政状况

普兰梅卡的财政状况非常稳定，这是我们成为可靠合作伙伴的金融基

础，因此，普兰梅卡才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中

去。同时，我们还为社会创造了福利价值：普兰梅卡是芬兰十大纳税

公司之一。由于我们的生产制造主要位于芬兰，因而为芬兰社会解决

了 900 多人的就业问题。

福利政策

普兰梅卡不但热衷于社会康护事业的发展，同时我们还积极为自己的

员工增设文体娱乐方面的福利。我们已经实施了无数福利方案，其中

具有示范代表性的应属 2013 年的 Smartum 案例。另外，我们每

年还为百余名芬兰青少年提供实习指导与暑期工作。

计算单位：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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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200 多所著名大学的选择 

普兰梅卡口腔综合治疗台、影像系统及成像软件解决方案受到全球 200 多所著名大学
的青睐。我们的产品组合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全合一理念的完美解决方案，这套方案为我
们的客户带来了诸多好处，例如，尖端的科技、有效的工作流程以及显著的成本效益。

普兰梅卡在牙科教学模拟门诊及牙科门诊的设计策划上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我们定将
是您最佳的长期项目合作伙伴。

“让学生可以接触到最前沿

的技术与设备对牙科教学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学

生在本行业的未来发展中将

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限制。”

东芬兰大学 /

库奥皮奥大学附属医院

口腔与颌面外科教授 

Jari Kelloko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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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所推崇的教学解决方案依托于其发达的
软件系统，因此，我们的教学理念可为现代化教
学提供各种综合、个性化及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门诊管理模块                    感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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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教学解决方案的优势

• 普兰梅卡 All in one™ （全合一）理念 —— 初级仿真头模与临床仿

真头模综合治疗台、CAD/CAM 解决方案、影像设备、感染控制与门

诊管理解决方案均基于同一软件操作平台

• 几十年的国际门诊项目经验

• 完美的可靠性： 高质量多功能解决方案

• 中央软件、质量保证及预防性维护可大幅度降低成本 

• 尖端技术

• 高效的工作流程

• 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理念

• 牢靠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 知名合作公司与普兰梅卡解决方案形成优势互补

•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及最佳的人体工学特性

• 长远的设计理念 – 整套数字解决方案可进行完美的技术升级

• 中央感染控制确保安全的治疗与学习环境

• 联网软件可快速升级适应新添产品功能

全新教学理念
整套解决方案基于同一软件中枢

全合一软件

Planmeca Romexis® 软件 
– 所涉范围。

  2D 与 3D 成像                       仿真头模综合治
疗
台

               口
腔
综
合
治
疗
台

普兰梅卡牙科教学解决方案由以下几个部分组合而成：专业的学

习环境设计方案、高端的口腔科技、强大的软件系统、客制化橱

柜以及感染控制中心与门诊管理方案。

我们诚挚的欢迎您来进一步了解这套独特的教学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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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
教学理念
打造极富感染力的现代化教学环境

普兰梅卡可为您提供一套最综合的全方位一体化牙科教育解决方
案。这套方案将为您的学生带来极富感染力的就学环境，同时，
对牙科教育机构来说也是一套低成本的教学解决方案。

普兰梅卡教学理念 
—— 主要特点

• 打造现代化教学氛围，模拟实际治疗环境

• 适用于不同基础的学生

• 教学设备的功能针对门诊实践室所设计

• 硬件与软件的无缝联接

• 中央控制系统便于远程监控、辅助管理与

工作活动的记录

• 高端的设备吸引优秀人才

• 现代化教学环境可吸引外部资金投资

普兰梅卡哲学
—— 共创未来 

• 个性化的创新方案满足不

同需求

• 为口腔学院与教育机构打造

独特的解决方案

• 全方位一体化解决方案无

人能及

“我们很高兴可以为学生提供最具有创新性

的实践培训。学生从实习的第一天起就处在

一种真实的模拟环境中，例如，如何遵循卫

生流程以及数据记录。”

瑞典哥德堡大学

齿科学院

Folktandvården 成人牙科培训门诊主任

首席牙医

Åsa Leondardt 导师

普兰梅卡教学理念可为现代口腔教学提供最先进的教学设备 —— 从仿真头模综合治疗台及相关

软件到中央感染控制系统、口腔综合治疗台、CAD/CAM 解决方案以及 2D 和 3D 成像设备。

另外，除了我们的产品与服务，普兰梅卡还具有广泛的国际口腔合作关系网，透过这些关系网，

普兰梅卡还可以为您提供更多的专业化互补解决方案，例如，水源质量，触觉模拟以及视频流。

中央解决方案
大幅度降低成本

普兰梅卡教学理念通过中央软件升

级、中央感染控制与卫生协议、远程

监控与用户帮助以及预防性维护大大

降低教育机构的教学成本。这些中

央解决方案可降低总成本并延长投

资周期。

普兰梅卡多年来大量的国际项目经验

足以为教育机构或医院提出合理的经

济决策与长期的投资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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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 3D 世界 
—— 口腔成像的未来
普兰梅卡长期致力于 3D 成像模式的突破性研究，这不但改变了传
统的成像模式，同时，还为学生开启了未来口腔成像的大门。

低剂量成像

普兰梅卡 3D 成像设备的辐射剂量可低

于标准 2D 全景成像的剂量。另外，

普兰梅卡 3D 成像设备还可提供很多

细节的诊断信息。

虚拟 3D 患者

普兰梅卡独创 3x3D 理念可将 CBCT 影

像、3D 面部照片以及 3D 模型扫描集成

到同一 3D 影像上 —— 这种三种数据的

组合完全都是用同一台摄影系统和同一款

软件完成的。组合数据组所创造出的 3D 

患者为颌面诊断与口腔教学提供了全新的

思路与方式。

一款软件涵盖所有功能需求

Planmeca Romexis® 软件是所有普兰梅卡产品的高端核心。

该软件可满足所有口腔设备的成像与治疗台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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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meca CAD/CAM™ Chairside
（普兰梅卡椅旁 CAD/CAM 解决方案）

Planmeca CAD/CAM™ Chairside （椅旁）解决方案通过

三个步骤为牙医提供了一套一体化的数字工作流程 —— 超快口

内扫描、高端设计与高精度椅旁研磨。这个三步骤流程操作平台

完全基于同一软件 Planmeca Romexis® ，因此，通过同一

用户界面就可访问所有 2D 和 3D 的患者数据。另外，此软件

这也是首次将 CAD/CAM 模块纳入其中。

Planmeca CAD/CAM™ Lab
（普兰梅卡技工室 CAD/CAM 解决方案）

Planmeca CAD/CAM™ Lab （技工室）解决方案是针对口

腔技工室而设计的。该方案包括一台扫描速度快且免维护的台式

技工室扫描仪、高端设计软件套装与精准的 5 轴研磨仪。口腔技

工室还可通过普兰梅卡现代化 PlanEasyMill™ 研磨中心预订快

速可靠的研磨服务，这项服务所涉材料范围广泛且交付周期短。

牙科革新技术
普兰梅卡开放式 CAD/CAM 解决方案 

—— 现代化学习模式

全新数码技术正在逐步改变着传统的口腔临床活动。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情况，普兰
梅卡为牙医和技工室研发了两套易用性很强的 CAD/CAM 解决方案。另外，对于
口腔专业的学生而言，使用这套方案进行学习将有利于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

扫描. 设计.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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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meca Romexis® Compare（对比评估工具） 是一款强大的自我评

估工具，此工具通过与效果模板进行比对进行自我作业评估。例如，口腔形

态学的学习就可先通过虚拟数字化上蜡，然后与效果模板进行比对之后获得

详细的客观反馈信息，因而，此工具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生们的临床实践能力。

牙科教育新纪元 
普兰梅卡开放式 CAD/CAM 解决方案 

—— 现代化学习模式

普兰梅卡CAD/CAM 解决方案与 Planmeca Romexis® 软件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意味

着所有所需的临床信息均出自一款软件。普兰梅卡 3D 虚拟患者影像还可与 CAD/CAM 数

据进行组合，这为口腔修复教学提供了一套完美的临床教学工具。此软件中的所有信息均可

在 iPad 上进行阅览，因此，学生可随时随地对所学技能进行巩固练习。

对比评估工具的特点： 

• 自动将模板模型与学生模型进行校准

• 3D 颜色编码差异图谱

• 量化实时数据分析工具

• 强大的报告系统功能

教学优势：

• 学生学习进步速度更快，学习质量更高

• 适应不同的学习能力

• 提高理解力

• 激发学生的自主性 

• 个性化学习进度

• 大幅减少一对一讲解时间

普兰梅卡 3D 虚拟患者
理念为牙科教育提供了
一套完整的全新数字化
教学工具。

• 开放式设计，即插即用扫描仪/笔记本电

脑系统平台可方便随身携带，具有很强的

灵活性，适合口腔教学机构使用。

• 高清实时视频扫描技术可进行快速、有

效、高质量的扫描

• 辅助学生自我作业评估

• 为教员和学生提供即时客观的反馈信息

• 为学生提供自我评估工具

• 避免教员的评估误差

• 缩短评分讨论时间，增加教学时间比重

• 基于教员所定标准进行数值评估计算，提

供客观评估结果

• 为学生的准备工作收集数据与参考指标 

—— 以工作列表格式进行保存

CAD/CAM 技术在逐渐改变着传统牙科教育模式的同时还为口
腔领域的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通过了解更多关于普兰梅
卡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优势将有助于口腔教学水平的大幅提升。 

扫描 对比 评估

新模块!

Planmeca Romexis® Compare 对比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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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人员的智能影像检索功能

Planmeca Romexis® 为教学设计一种

智能功能：教师可检索出特定学生或由特

定设备所拍摄的影像。这种方式方便了对

学生实践操作的考评。教师还可为学生进

行独立的授权许可。

Planmeca Romexis® 软件可提供独特的放射批准流程用以满足

当今现代化的牙科教学需求。

• 通过控制学生使用 X 射线设备权限来确保安全的学习环境。

• 教师批准学生使用 X 射线的请求之后设备才可被正式启用。

• 请求被批准后，X 射线设备方可进行图像采集活动。

• 之后学生便可评估采集图像的质量，此评估需经教师认可。

• 学生通过 Planmeca Romexis 直观的菜单对放射片进行解析。

普兰梅卡放射批准流程

• 感染控制

• 放射过程履行放射卫生原则

• 电子许可与传送

• 完整的全审计线索，强大的报告

工具

• 通过 Active Directory（活动目

录）实现强大的用户与用户群管理

• 口腔综合治疗台器具使用

• 自动化 X 射线曝光值

• 自带废片分析

• 学生作业与模板进行数字

化比对

自动化学生操
作参考指标

内置安全与
质量保证一体化集成

现代化教学环境

• 与门诊管理系统相联接

• 与主要教学系统相联接，例

如，Axium 和 Salud

• 自动交换推荐信息、影像与相关

解析内容

• 与多种专业软件相联接：Dolphin 

3D、Simplant、NobelClinician

Planmeca Romexis® 在教学中有哪些优势

• 可将 2D、CBCT、3D 照片以及 

CAD/CAM 数据进行组合生成

逼真的虚拟患者

• 利用口内模拟设备在课堂上进行逼

真的治疗流程实践活动

• Planmeca iRomexis™ 移动阅览

器应用程序

• Planmeca mRomexis™ 移动

阅览器应用程序，可用于安卓系

统、iOS系统以及网络浏览器

商业范围

• 学校与医院 

• 大型连锁门诊

• 中型门诊 

• 仅有一个治疗室的私人诊所

专业领域

• 放射

• 种植

• 修复

• 正畸

• 牙髓

• 颌面外科

• 耳鼻喉

• CAD/CAM

• 口腔美学

成像模式

• 全景影像

• 头侧影像

• 口内影像

• 照片

• CBCT 影像

• 3D 口内扫描

• 3D 照片

• TWAIN 设备

操作平台

• 支持 Windows 与 Mac OS 

系统

• Planmeca iRomexis™ 移

动iOS系统阅览器应用程序

• Planmeca mRomexis™ 

移动阅览器程序，可使用安

卓系统、iOS系统以及网络浏

览器进行使用

• Planmeca Romexis® 

Cloud 云端信息交流服务

Planmeca Romexis® 软件是所有普兰梅卡产品的高端核心。
该软件可满足所有口腔设备的成像与治疗台管理需求。

一款软件涵盖所有功能需求
Planmeca Romexis® —— 所涉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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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型牙科教学实践门诊的好处

• 可随时访问所有准确、实时的治疗台操作信息

• 现代化门诊设计

• 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自动生成里程报告以便治疗

台的保养

• 更好的门诊策划可大幅降低成本

• 在一个直观的图形界面上便可监控门诊中所有

联网治疗台的使用情况

• 精良有效的用户帮助为门诊带来很多便利

• 远程软件升级可大幅降低时间成本

• 在移动设备（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我们的

软件可提高工作的效率和灵活度

对学生和教职人员的好处

• 轻松保存个性化治疗椅的位置设定与器具的预

设定信息

• 在门诊中任一治疗台上可随时访问所保存的用

户设定信息

对治疗台维护保养的好处

• 远程联接方便治疗台的监控活动

• 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因实时用户帮助而造成的各

种停机可能

所有普兰梅卡的综合治疗台都可以与 Planmeca Romexis® Cl inic 

Management（门诊管理模块）进行联接使用。此模块收集所有综合治疗台的

使用信息，因此，可为学生学习考评与科研活动带来很多便利。在这个模块中，

用户可以保存个性化治疗台设定，例如，治疗椅的位置和器具的设定；另外，还

能为不同的用户群设定特定的限权设置（例如，可为研究生提供更多高端功能）。

• 方便门诊的远程监控

• 远程用户帮助：无须停止作业

• 故障排除快捷方便：可随时访问治疗台的实时信息与历史信息记录

• 根据实时使用情况进行预防性维护计划与优化

一款软件涵盖所有功能需求
Planmeca Romexis® 
Clinic Management（门诊管理模块）

“Planmec a  R ome x i s ®  C l i n i c 

Management（门诊管理模块）在很大程

度上优化了工作站流程的监控活动。设备

的维护与检查由学院部门的医疗技工来负

责处理，而口腔护士主要监管设备的清洗功

能，因此，设备的使用寿命才会得以延长。

综合治疗台可以识别登录用户信息并拒绝未

授权用户对治疗台进行操作（例如，微型马

达）。这款模块在教学过程中有很多功能可

以帮到我们。”

瑞典卡洛琳斯卡学院，

口腔医药学院

项目经理兼牙医

Jana Johansson Huggare

Planmeca Romexis® Clinic Management（门诊管理
模块） 可为您提供综合治疗台的各种实时使用情况。这个
模块对于牙科教学实践门诊管理来带了诸多好处与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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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模拟操作解决方案
从初级模拟操作到临床实践操作的完美过渡

普兰梅卡全心为学生营造现代化的学习环境与真实的临床实践
平台。帮助学生从初级模拟操作阶段过渡到临床实践阶段。

为满足所有教学需求，普兰梅卡可提供不同的模拟解
决方案。所有解决方案均适用于单人/双人的牙科操
作，同时，模拟设备还可进行左/右工作模式转换。

Planmeca Compact™ i, 
仿真头模

• 从一开始就接触正规的人体工学操作规范

• 从一开始就掌握正确的常规感染控制标准

• 模块化设计可适应任何房间的格局

• 仿真头模闲置时会留出充足的工作空间以

便多种用途

• 头模设备方便技工检查，节省大量成本

Planmeca Compact™ i, 
临床仿真头模

• 模拟真实治疗台的操作与正确的工作模式

• 自动化头模躯干方便高度调节

• 空间得到有效利用

Planmeca Compact™ i, 
实际操作环境中的口腔综合治
疗台

• 模拟操作可通过头模和体模来完成

• 简化初级模拟操作阶段到临床实践操作

阶段的过度

• 空间得到有效利用 —— 同一门诊即可

进行模拟训练也进行常规治疗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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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数字
口腔综合治疗台
普兰梅卡专业的口腔综合治疗台还可为您提供客制化的人体工学教学解决方案。

为学生奠定了人体工学基础

• 狭窄的靠背、侧升降治疗椅以及小型漱口盆底座优化了牙医

与助手的工作空间

• 小型器具操作台靠近患者而无需上锁，人体工学器具拉杆便

于操作

• 器具臂可置于漱口盆两侧 —— 适应不同的操作需求

 - 两种工作选择: 左/右手模式

 - 可用于单人/双人操作牙科教学

直观用户界面

• 清晰易懂的图文标识

• 易于使用，屏幕仅显示所选器具的相关信息

• 支持多语言选择

• 便于师生进行交流学习

• 便于访问学者进行使用

满足所有牙科教学所需

• 适合学校庞大的师生群体

• 为潜在口腔人才打下了现代化的科技基础

• 临床实践操作活动丰富有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 超前设计理念

• 多种椅垫颜色选择

• 所需空间小，节省建筑成本

• 器具共享减少器具成本

个性化解决方案

Planmeca Compact™ i Touch

• 满足不同的用户需求，可随时进行左/右工作模式转换

• 紧凑设计确保完美的人体工学操作

• 即插即用式器具无须进行设定便可共享使用

• 直观触摸屏支持多语言选择

• 坚实铸铝结构以及环氧粉末喷漆适合高强度作业

Planmeca Sovereign®

• 研究生学习的理想设备

• 自动化调节模式具有完美的适应性

• 患者、牙医及助手可体验最佳的舒适度

“Planmeca Compact™ i 口腔综合治疗台

由坚实的铸铝材料所制造。我非常愿意为其

他教育机构推荐这台设备，因为它非常适合

初级者学习。我们的设备已经历经三界毕业

生了，这充分的可以看出这台设备具有非常

好的质量与稳定性。”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

讲师, Maj(R) 副教授

Akbar S Hussin 博士 

“患者在普兰梅卡的综合治疗台上接受治疗

时身体会减少不必要的移动，因此，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感觉舒适不会疲惫。另外，患者

经常主动要求在普兰梅卡综合治疗台上接受

治疗。普兰梅卡综合治疗台的设计与众不同

且现代感十足。患者称赞它们是高端的人体

工学设备。”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

讲师兼临床助理，

Hikmah Mohd Nor 博士

Planmeca Romexis® Clinic 
Management（门诊管理模块）

• 此创新模块网络联接可监控所有普兰梅卡数字

口腔综合治疗台及模拟系统

• 远程监控联网设备有助于实时用户帮助

• 口腔综合治疗台活动记录便于学生考评与科研

• 可随时在任一口腔治疗台上访问所有用户设定

• 患者、牙医及助手可体验最佳的舒适度

Plan
Man

• 此创

口腔

• 远程

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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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感染控制
安全的学习环境

清洁的水源与感染控制是普兰梅卡口腔综合治疗台设计的两个核心要素，
在这两方面上我们坚持最严格的控制标准，为学生和患者提供安全的使用
环境。我们与学术界的长期合作确保了这套牙科教学方案的安全性，为内
外双重感染控制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普兰梅卡综合治疗台特点

• 光滑外表面与坚实的材料造就超凡的外部感染控制

• 内置治疗水源与吸唾系统感染控制装置：无须额外装置，用户界

面向导操作

• 常规感染控制易于操作

 - 为学生与教师提供安全的工作学习环境

 - 学生从一开始便有了常规感染控制的意识

“普兰梅卡综合治疗台用户界面会显示清晰

准确的错误报告以便有效的进行维护服务。

这种错误报告的发生几率非常小。光滑的环

氧粉末喷漆外表面便于有效的外部感染控制

并且感染控制操作步骤简单易懂，学生参与

率高。治疗台的构架非常耐用并且对于学生

和患者来说，治疗椅的椅垫都非常舒适。”

马来西亚国际穆斯林大学

首席口腔技师，

MD Arshad

Planmeca Romexis® Clinic Management（门诊

管理模块）质量保证：可查询所有冲洗与清洁循环记录 

为大型门诊提供中央感染控制系统 

• 大幅减少时间和工作量

• 中央净水系统可轻松为所有综合治疗台提供清洁水源

• 高端水系统避免了水中的化学成分并大幅节省了成本、劳动力

及能源

• 综合治疗台可进行自动化循环冲洗设置，夜间模式设置避免忘

记冲洗水路。

• 中央吸唾管清洁系统 —— 最方便的吸唾管与过滤器清洁模式

• 方便使用。中央容器自动添加适量清洁剂 —— 无须人工操

作，避免清洁剂添加过量的风险

• 无须存放化学清洁剂，节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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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 2D 与 3D 成像
—— 业内领先的摄影系统 

“我校采用的创新牙科教育理念为学生的现

今学习与未来的口腔发展起到了桥梁作用。

对于学生而言，学习新的治疗方式有助于他

们了解当下与未来的口腔领域发展形势。”

美国巴尔迪莫马里兰大学口腔学院，

临床模拟主任

Gary D. Hack, DDS

普兰梅卡具有最高端的多功能 2D 和 3D 
影像摄影系统及相关软件，因此，无论是
口内成像还是口外成像，我们都可以满足
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的需求。 

普兰梅卡摄影系统操作方便，通过触摸屏界面便可知道用

户进行图像采集。学生可以通过我们的高端设备学习正确

的患者定位方法及曝光技术，同时，普兰梅卡放射批准流

程还能确保辐射的使用安全。

普兰梅卡放射批准流程

普兰梅卡数字影像解决方案不但为放射教学提供了多种

全新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提高放射卫生。Planmeca 

Romexis®放射批准流程防止学生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使用放射设备，因此保证了安全的学习环境。

口内模拟

普兰梅卡口内 X 射线设备安装于专业的铅衬橱柜内。学

生可以轻松安全的练习口内操作技巧，通常学生练习这一

过程需要用到头部体模与口内传感器和成像板。

支持 Mac OS
与 Windows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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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项目合作内容
我们深知建立一个全新的教学环境或口腔学院是一个既复
杂而又艰辛的过程。正因如此，我们为您准备了一套完整
的解决方案，此方案涵盖所有关键步骤及具体内容。

我们提供

项目步骤

门诊设备 —— 管路、线路、水源、

气压/吸唾、电源

• 中央系统减少成本

• 清洁无噪音门诊设计

• 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提高

世界级解决方案满足所有 2D 和 3D 成像需求

• 所有设备基于同一软件平台

• 放射控制确保患者和员工的安全

• 内置成像批准流程确保安全的学习环境

先进数字口腔设备满足所有需求

• 中央远程管理系统可监控所有联网设备

• 升级管理

• 从初级操作水平到临床应用水平进行平稳过渡

• 客制化设备与器具设定

感染控制 —— 水路、吸唾管、外表面 

• 经科学认证的最佳安全标准

• 质量保证与审查跟踪功能

• 中央无化学成分水系统（选配）

• 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

1 最佳初级操作模拟
与临床应用设备

2 先进的数字成像系统与软件

独特的软件概念优化门诊管理

• 远程实时用户帮助与门诊监控

• 预防性维护

• 节省大量时间与成本

最佳人体工学门诊格局策划

• 门诊策划符合人体工学工作流程

• 优化的工作空间，大幅降低交叉

感染的概率

• 客制化橱柜解决方案

基于 IP 的多功能教学用具

• 具有良好声誉的合作伙伴

• 互动激发式教学解决方案

• 完善的教室管理和远程医学配套工具

4 电子病历与教学
用具领域的合作

3 中央门诊管理

了解您的特定需求 产品安装

• 由驻地代表为您安排全程

安装服务

技术与用户培训

• 为当地技术人员进行特殊专

业培训

• 为学校的师生进行用户培训

售后服务

• 技术支持

• 保修服务

• 备件

未来合作，系统的未来升级

• 签订合作研究项目

• 数字学院合作联盟项目 

1 2 3 4 5 6 7

“我们曾不断的探寻如何提供高质量的创新教育

科研模式 —— 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公民提供最

好的口腔保健服务。我们之所以选择普兰梅卡牙

科教学解决方案是因为这是一套真真切切关注学

校利益与特定发展需求的方案。这对我们沙特阿

拉伯未来的高端牙医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沙特阿拉伯王国，沙特国王大学

口腔学院院长

Khalid Ali Al Wazzan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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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具有专业的功能型门诊设计经验。我们根据完整的治疗
流程为您制定门诊格局设计以确保实现有效的人体工学效应。

最佳功能型门诊设计 —— 
为所有用户提供完美的人体工学体验

• 功能型门诊设计满足最有效的人体工学工作流程

• 优化的工作空间与极小的交叉感染几率

• 客制化橱柜解决方案

• 理想有效的物料流

功能型门诊设计

在进行功能型门诊设计中我们有很多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例如，橱柜

设计、有效的供给管理、器具管理、实际的废品管理与安全的消毒过

程。我们还会考虑到教学环境的设计与不同用户与教学结构的需求。
“我们学校的每个治疗台设计都是非常合理

的。如果工作空间过于狭小，那么工作起来

会非常不方便，尤其是可用的地面面积。但

是，普兰梅卡的设计非常科学，学生有足够

的空间进行各种操作。例如，治疗台在几分

钟内便可完成左/右位的调换；另外，维护

过程也不必担心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如果

以每一平米的租金利用率来计算的话，那么 

10 年之后这种节省空间的设计会为您省掉

很大一笔财政支出。”

东芬兰大学/

库奥皮奥大学附属医院

口腔与颌面外科教授

Jari Kelloko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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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培训理念

普兰梅卡数字学院（Planmeca Digital Academy）
合作项目旨在通过普兰梅卡的领先科技为高等学府创造
出更多的获益机会，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将您的牙科培
训经营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普兰梅卡与图尔库大学共同建立了合资制公司 —— 北欧牙科教育学院
（NIDE）。本学院项目分别位于芬兰赫尔辛基和图尔库两座城市，普
兰梅卡公司将为国际牙科专家提供多种高质量的进修教育课程。

学院的创办宗旨在于促进北欧口腔数字化领域的技术出口与学术交流水平的提升。图尔库大学具备大

量的学术资本，而普兰梅卡可提供高端的技术与国际交流平台。因此，双方资源的优化重组协同效应

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进修期间，学生将分别在图尔库大学和普兰梅卡总部进修学习。课程设

置主要有两大模块：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及数字技术在现代口腔的临床应用。例如，3D 成像、修复

学、牙髓学、生物材料科学、正畸学与 CAD/CAM 技术。该项目采用 ECTS（欧洲学分互认体系）

学分制并为学生颁发课程结业证书（均由图尔库大学提供）。

www.nordicdented.com

欢迎加入普兰梅卡全球大学联盟计划

北欧牙科教育技术出口

普兰梅卡数字学院（Planmeca Digital Academy）

合作项目会为您的学校带来专业的办学水平、强大的

师资力量以及最先进的口腔设备和软件解决方案。

该项目的合作模式将为培训学员提供各种高端的口

腔培训与进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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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兰梅卡公司设计、生产一整套高科技口腔设备，其产品种类包括牙科综合治疗台、全景与口内X射线设备以及数字

成像产品。普兰梅卡公司身为芬兰普兰梅卡集团的母公司，重点致力于科研开发，现已是此行业中最大的私人公司。

普兰梅卡集团中国办事处  中国维修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3号院领地商务楼B座1009室 邮编100107 | tel +86 10 51095085 | fax +86 10 51095089

planmeca@planmeca.cn | www.planmeca.cn

本彩页图片中可能含有不包括在标准交货范畴内的选配品。适用配置与功能因国家或地区差异可能存在各种具体性差别。以上所展示的部分产品可能并不在所有国家或地区均有销售。本公司持有更改权。

Planmeca, All in one, Anatomat Plus, Cobra, Comfy, DentroVac, Digital perfection, Economat Plus, Elegant, Flexy, Mini-dent, Perio Fresh, PlanEasyMill, Planmeca AINO, Planmeca ARA, Planmeca CAD/ CAM, Planmeca Chair, 
Planmeca Clarify, Planmeca Compact, Planmeca Intra, Planmeca iRomexis, Planmeca Lumion, Planmeca Minea, Planmeca Minendo, Planmeca Minetto, Planmeca Noma, Planmeca Online, Planmeca PlanCAD, 

Planmeca PlanClear, Planmeca PlanMill, Planmeca PlanScan, Planmeca Planosil, Planmeca ProCeph, Planmeca ProFace, Planmeca ProID, Planmeca ProMax, Planmeca ProModel, Planmeca ProOne, Planmeca ProScanner, 
Planmeca ProSensor, Planmeca ProX, Planmeca Romexis, Planmeca Serenus, Planmeca SingLED, Planmeca Sovereign, Planmeca Ultra Low Dose, Planmeca Vision, Planmeca Verity, Planmeca Waterline Cleaning System, 

Proline Dental Stool, ProTouch, Saddle Stool, SmartPan, SmartTouch, Trendy 和 UltraTouch 是Planmeca 公司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注册或未注册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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