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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ca Blue  
--藍光掃描機-- 

CAD/CAM設備 

德國製齒雕加工機專業吸塵器 

-class1000等級HEPA過濾袋 
class 1000等級: 1立方英呎0.5um的顆粒數量少於1000 
(可與Roland加工機連動) 

•解析度: 3.9百萬像素 
•掃描科技 : 智慧多向掃描科技 
•輸出格式 : STL (開放式格式) 
•旋轉軸 : 2 軸自動旋轉 
•光源 : 藍光掃描系統 
•尺寸 : 290 X 290 X 340(mm) 
•重量 : 16 Kg 
•鏡頭 : 雙鏡頭模組 
•精度 : 0.01mm 

Roland DWX-50 

--五軸車削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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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第一品牌加熱棒專業更換 
-- 二矽化鉬加熱棒 
-- 碳化矽加熱棒 

各式高溫測溫環 
氧化鋯燒結爐適用1450~1750 ℃ 

德國製高溫燒結爐(可快慢燒結) 

-升溫最快99℃/分鐘 

-30組程式可快慢燒設定 

-可雙層12cm燒結盤 

 

歐洲第一品牌加熱棒  

CAD/CAM設備 

德國製高溫燒結爐(慢燒結) 

-升溫最高1650℃ 

-可選擇左右開門方式 

美國高溫燒結爐(可快慢燒結) 

-快速燒結2小時 

-簡潔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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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雪峰氧化鋯瓷塊 

--衛署醫器輸字第024426號 
--CE 0483 
--CIP冷靜壓法製造，三軸收縮率穩定 
--長牙橋產品的最佳選擇 
--德國國家實驗室測試強度1329mpa 
--產品有倍透及高透A1,A2,A3 ,B1,B2,C2色供選擇 
 

Roland 

Amann Girbach 

Imes-icore 

Zirkonzahn 

Wieland-Mini 

Wieland-Select 

VHF 5Axes 

3M Lava 

Zubler 

世界知名 Milling Center 指定推薦 

•高效率及精準度 
•刀刃特殊排削設計 
•表面鑽石鍍層 
•提高車削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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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IO 200 ZR  氧化鋯專業燒瓷爐 

能以最有效率的預乾模式，程式會自動調整受熱高度始終保持在160℃溫區烘乾瓷粉內的水分，
一旦開始程式升溫，爐台會馬上升到爐口區，隨著瓷爐升溫燒附盤會自動調降，傳統瓷爐往往
先停留在最低層等待，在最低層等待升溫浪費了技師寶貴的工作時間，Z-Dry設計提供最有聰明
有效率的預乾方式！ 

  

- 500個程式可鍵入 

- 真空值可依喜好設定，在500mm~760mm水銀柱之間 

- 真空方式可設定持續(歐洲爐)或間歇(美式爐)兩種方式 

- 真空釋放可在1 升溫 2 高溫停留 3 冷卻階段自由設定 

- 可兩階段溫度停留，  在700℃停留再升至第二階段900℃停留 

- 程式執行中可自由修改當次參數 

傳統瓷爐大都使用薄膜按鍵開關(如PC或PET薄膜觸控) 

在長期按壓後會褪色破皮，面板的更換所費不貲，玻璃設計則硬度高耐用好清潔。 

Glass Touch Display - 採玻璃觸控螢幕 

Z-Dry Mode - 聰明的預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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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Temperature-Cooling)  

線性降溫控制  
可以設定每分鐘5~45℃的等速降溫，針對您
擔心變形或破裂風險的case；均溫有利晶核
的排氣結晶，冷熱衝擊過大會導致晶相微裂
甚至破裂的風險增加，所以Zubler TTC 的新
功能是保護您的case免於因燒瓷或上釉染色
而破裂或隱裂的狀況發生！ 

TTC – Mode 

 V200ZR 比一般瓷爐高而大的燒瓷空間 

- 圓爐膛中心到圓周溫差小於5℃ (一般溫差可能高達20~50℃) 

- 加寬石英加熱線圈 

- 直徑8公分有效且均熱的加熱空間   (一般僅6公分) 

獨特的鋁合金散熱爐壁設計 
採用鋁合金散熱片的原理，因有一定的厚度，
昇溫時可以保持很好的氣密保溫效果，降溫
時爐室下降與TTC控溫系統產生很有效率的
等速降溫效率。 

 

O型環設計位於上方，不直接受熱烘烤在長
期使用下較不易老化，且昇降盤盤面容易清
潔，真空氣密性穩定耐用! 

Z-120 Technology 高大且均溫的燒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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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心7層 > 一般5層熱 
輻射範圍高且寬 
受熱均勻 

VARIO PRESS 300.e 專利壓鑄爐 

德國Zubler公司研發最新壓鑄程式 

 VP300.e壓鑄爐擁有均溫壓鑄專利，壓鑄成功率顯著提昇! 

-爐心設計較高使整個包埋物件均溫，壓鑄成品精密度更高 

-採研發程式昇溫至1050℃持溫，快速加熱包埋材減少與二矽酸鋰 

  瓷的反應於均溫885℃時壓鑄，成品表面平滑細膩 

-對200g以上包埋物件總壓鑄時程能減少30~40%時間，成功率高 

傳統壓鑄程式 

-爐心高度較低，受熱不易均溫 

-都由低溫升溫至915℃持溫，包埋材易與二矽酸鋰瓷反 

   應，耗費較多時間         使瓷塊外圍過於軟化容易沾黏 

   包埋沙，成品表面粗糙、易裂影響壓鑄成功率 

ADVANCED PRESS™ Process 

燒瓷條件附圖形表示清楚 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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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爐室空氣 
避免真空遞減 

牙技專業秤 
--50組設定 
--可設定水、專用液、粉末比例 
--使用1個容器，節省材料秤重精準 
--進而可控制case鬆緊度 
 

拋棄式壓鑄棒 --- 與包埋材膨脹係數相 同， 
免清潔及沾粉，壓鑄成功率大幅提高  

低噪音真空馬達 

Easy fix 高溫燒結膏 

13mm X 50P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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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Ostar K50/D50 

Brushless Handpiece 

D50  

K50  

專業手機 

德國Zubler公司研發 

一般腳控 膝盖控制 腳踏控制桿 

吸塵器過濾HEPA之能力幾近無塵室class1000等級給您健康的空氣! 
class 1000等級:意指1立方英呎0.5um的顆粒數量少於1000 
 

專業吸塵設備 

Performance 

Stable torque through the entire speed range, 

simple operation and good solid performance 

make this handpiece a reliable and down-toearth 

partner for your dental laboratory. 

Optimal Service 

Long working life, minimal downtime, low 

service costs and service direct from the 

manufacturer. 

100% compat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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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光譜光線的製造商- 德國 Eickhorst  

德國照明專業廠40年光學經驗，解決您比色+照相的最佳光源，可節省您採購環閃費用。 

比色與燒瓷染色的光源一樣 

專業燒瓷染色燈 

專業比色燈 

比色 
設備 

比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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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德製加強抽風扇，提高抽風量
讓您的工作環境更加呼吸暢通。 

除煙機採用德國製風扇帶動氣流並將加溫至600℃的廢氣經觸媒轉換的方法，將蠟中99%的碳氫化合
物分離成二氧化碳和水，是至今被認為最好的方式。正常操作去蠟烤箱時建議由室溫緩慢地升溫，
使蠟有足夠的時間揮發，能發揮最佳之效能，而來自包埋材產生腐蝕性氣體氨NH3(阿摩尼亞)，它
會被轉換成無毒的氮氣N2，它無毒無色無臭是地球大氣中最多的氣體，佔大氣體積的78%。 

除臭機-K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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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製牙技專用脈衝式點焊機 MX-2 
-4~20X放大鏡 

-4段功率供選擇 

-10種金屬焊接模式已設定 

-專為牙技設計，功率較一般金工業設計高 

-2014最新設計LCD旋轉螢幕 

 

--專業顯微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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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宗 技 日本牙技界暢銷工具 

Made in Japan 

強度極高的精密印模材料 

車針收納臺 

正宗技 便利グッズ 

正宗技 氧化鋯車修  ポーセレン ジルコ
ニア形態修正用 セラミックダイヤシ
リーズ 

◆特殊氧化鋁顆粒結合。適用各種金属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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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塵分離容器 

能夠充分有效的分隔出不同的種類
的粉塵（砂，石膏），簡潔方便易
於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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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 3F., No.278-2, Sec. 3, Chongqing N. Rd., 

  地址  :  台北市大同區103重慶北路三段278-2號3樓 
  TEL : +886-2-2596-5059    FAX : +886-2-2599-3029 

代購進口專業周邊牙技設備 



VARIOstar   D50  

Brushless Handpiece 

• Performance 

 

• Optimal Service 

 

• 100% compatible 



全球知名 Milling Center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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