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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cad 是领先的牙科 CAD/CAM 系统生产商的

软件选择。国际牙科专家有信心使用我们的数字

牙科解决方案，他们反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促使

我们继续优化我们的产品，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

需求。 

我们的使命是尽可能扩大数字化牙科技术发展潜

力，并为迅速发展的牙科市场提供坚实、可靠和

易于使用的软件解决方案。

您作为牙科技师和临床医生，一直是我们需要不

断学习的专家对象。也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向您学

习，因此我们能够提供确保最佳日常使用性的软

件。

由于我们持续关注研究和创新，确保您能够适应

快速变化的数字化牙科的新兴趋势。我们的软件

解决方案涵盖了非常广泛的适应症，使其在

CAD/CAM 领域成为专家级用户和新用户的理想

选择。

为何专家相信我们的数字化
牙科解决方案

通过运行功能强大的高性能软件可以节省时间，即使在处理大型和复杂病

例设计时都是如此。快速响应时间和最佳使用性有助于加快日常设计工作。

快捷的工作流程，提高熟练程度

您的复杂病例设计可以变得更加简单和高效，这得益于我们与像您这样的

牙科专业人士的密切合作，为数字化牙科时代创建更易于使用的牙科软件。

易于使用达到您高期望的设计要求

通过 exocad 模块化和开放方式体验最大的灵活性和自由选择性。它不仅

在软件方面具有灵活性，在商业模式上也是如此。混合和匹配模块，购买

永久 CAD 软件许可证，或以具有吸引力的价格租用软件 - 完全根据自己的

需求来选择。

如您所需的灵活性

有时，很难知道在牙科领域选择哪种新的数字技术。exocad 软件已使全世界数万名牙科专业人士顺

利过渡到数字化生产。我们为我们的客户满意感到自豪。因此，在选择 CAD/CAM 系统之前，为什

么不询问一下您的同事和朋友对我们软件的体验呢？

exo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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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依赖我们为您创造持续增值和受益的软件。我们的产

品在稳定性方面已经得到了时间的验证，因为我们始终最注

重质量和细节。我们的可靠更新根据您的需求提供了全新的

可能性。

值得信赖的可靠性

我们的软件使您处于创新的前沿。自 2010 年我们成立以来，

由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不断为牙科行业开发最

先进的创新产品。作为独立和硬件中立的技术提供商，我们

的目标是通过软件解决方案突破数字化牙科的局限。

独立&创新

我们是牙科CAD/CAM软件提供商与市面上最广泛

使用的第三方扫描仪、研磨仪、打印机和材料整合解决方

案。 我们始终对当今和未来最佳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以满

足并超越客户不断变化的要求。

真正面向未来

牙科领导品牌如 Amann 

Girrbach、BEGO、KaVo、Nobel 
Biocare、Schütz Dental、Zfx 和 

Zirkonzahn 充分利 用exocad 技

术优势为客户提供了完美整合的 

CAD / CAM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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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完整软件解决方案提供了许多理由让您立即开创数字牙科的未来。但我们最好的

销售主张是通过exocad的自由选择重新创造市场并赢得成千上万的忠实用户。

用户对 EXOCAD 的评价

 Aaron Bald，技工室所有者

J&B Dental Studio, Deforest,  
Wisconsin (USA) 

5-10 名员工

当我们使用 exocad 开展数字化技术时，我们之前

并没有 CAD/CAM 经验，但我们仅在几天内便完

全掌握了 CAD/CAM。对我们而言，exocad 过去

以及现在仍然非常直接，易于使用。 

自从使用 exocad 实现数字化以来，我们已经能够

扩大我们的客户群，并使我们的业务成倍增长。

“
”

 Waldo Zarco Nosti 
牙科技师，技工室所有者

Estudio 牙科 CADCAM,  

Algeciras（西班牙） 

facebook exocad 专家组 

5 名员工

数字牙科的整合改变了诊所和牙科加工厂之间的工作流程。

exocad 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允许我规划和设计我的案例。它的

医患交流功能在你做出重要决定时提供额外的价值，因为我可以在我的

SmileDesign项目中加载虚拟患者。

从进步到专家级，我能够让我的想法成为现实。

“
”

Alwin Ngai 
首席运营官

现代牙科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中国） 

> 2000 名员工

自从数字革命在牙科加工厂行业开始以来，我们几乎使用

了市场上所有可用的牙科 CAD 程序。我和我的团队最喜欢 

exocad 的是它在牙科技师手中的直观性，在设计复杂修复

体时的灵活性，以及它与其他开放平台解决方案轻松集成

的能力。 

exocad 不仅允许我们处理发送给我们的每种类型的案例，

它也为我们提供了需要的工具，以加强我们当前的数字工

作流程，同时瞄准未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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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xel Kufner 
牙桥牙冠部门经理

Dental Arts Laboratories, Inc.,  
Peoria, Illinois (USA) 

350 名员工

“

”

 Hansi Lange 

高级牙科技师，技工室所有者

Dental Labor Teuber,  
Darmstadt（德国） 

22 名员工

当我们开始使用 exocad 时，我们已经有了其他流行牙科 CAD 程序

的长期经验。尽管在使用 exocad 时没有经过培训，但我们发现，我

们能够在同一天设计牙桥和牙冠。经过五年的探索和几千个设计

后，我们得出结论，exocad 可以处理几乎任何病例，我们完全信赖

它！

由于它直观的用户界面，你可以处理任何设计，而不需要进行广泛

的培训，它的灵活性使其即使是在最特殊的情况下也能轻松设计。

多年来，exocad推出的每个新功能和新工具为处理任何可能的情况

提供了新的设计可能性，快速而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

“

”

Kevin Shi 
数字化牙科部门经理

康泰健（KTJ）国际牙科集团， 

深圳（中国） 

> 2000 名员工

“
”

我们采用exocad设计软件应用于多个义齿修复产品设计，exocad 表现非

常优秀，尤其是在种植修复领域， 

exocad的功能更加的强大，工程师可以通过exocad更加轻松自如的完成

复杂的种植桥杆卡的设计，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同时exocad设计软件

与世界上主流品牌的扫描仪数据相互兼容，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

选择。

Dental Arts Laboratories，Inc. 共有 12 个业务点。在这些业务点，我们共

有 28 个设计站 … 全部使用 exocad软件功能非常广泛；软件直观到足以让

我们的入门级设计师快速掌握，同时强大到足以让我们经验丰富

的 CAD 设计师应对最复杂的病例。软件可以设计从牙冠牙桥、咬合夹板、

活动支架、种植修复和杆卡的所有修复体类型，通过用户界面的仿真渲染实

用工具可以使牙齿修复体真实再现。 

几年前，我们决定让设计师改用 exocad，这主要是因为 exocad 能够处理

大的或小的”不同寻常“的病例。此外，我们每年还能在模块和更新方面节

省数千美元的费用，无需缴纳强制年费。

exocad可以把我们给到它的任何病例按照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的修复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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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新功能和即将推出的功能？

exocad

已经发布：DentalCAD 2.2 Valletta*

HD牙形数据库：自然、美观的牙齿数据库

dentalshare webview

添加文字到任何修复体设计

Model Creator: 种植模型创建软牙龈

咬合架高级功能自由选择咬合运动中引导区域

Model Creator: 单独定义代型就位方向

更逼真的3D渲染效果并极大地改善了口内扫

描的彩色纹理

新的快捷键实现快速交互操作

Switch Tab
Show/Hide
Antagonist

Show/Hide
Scan

Redo (Ctrl) Cut (Ctrl)

CAD设计中嵌套瓷块：支持分层颜色瓷块和

逼真的TruSmile渲染效果

我们很高兴地宣布新版exocad DentalCAD 2.2 Valletta软件发布。凭借30多

项新功能以及130多种现有功能的改善，Valletta版本的发布代表了exocad
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展能力。

它也标志着exocad新版本命名方案的推出，我们以重要文化城市来命名主

要的软件版本发布。今年的版本发布以2018年欧洲文化之都命名。

功能亮点：

邻接点工具：更智能的邻接点调整，使用平

面剪切工具轻松编辑

测试功能

*新功能和附加模块的可用性取决于exocad经销商，联系您的exocad经销商以获取可用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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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工作流程整合和状态更新

全口义齿模块：使用标志点自动检测简化模

型分析剖面视图：新的测量工具快捷的横截面视图

已经发布：PartialCAD

新的功能强大的临床医生 CAD 软件

附加模块：活动支架设计

exocad的PartialCAD凭借其独特的基于立体元素技术，提供了无与伦比的

灵活性和设计自由度。我们的目标是‘任何可以用蜡做的东西都可以用

exocad来完成设计’。有了这个新的模块，即使是对活动支架设计要求很

高的专家也会满足他们的设计要求。

已经发布：ChairsideCAD – 第一款在诊所环境中使用的修复体设计的开放系统

牙科 CAD 软件

exocad ChairsideCAD软件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款用于一次

就诊完成修复体设计的完全开放框架CAD/CAM软件平台。椅旁设计工作流

程简化、简单易学、并在实践中进行了优化，包括设计流程的逐步引导。

椅旁软件基于与exocad技工所版本相同的“最佳优势”，以其软件的稳定

性和其可靠、强大的功能而著称。只需简单几个步骤操作，exocad 
ChairsideCAD就可以以最少的后期处理创建高度美观自然的修复体设计。

exoplan 附加模块：种植导板设计DentalCAD 附加模块：Smile Design

即将推出

**exocad ChairsideCAD已可以在美国和选定的exocad欧盟境内的经销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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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数字化牙科软件解决方案

技工所设计软件

exocad DentalCAD
领先的贴牌牙科 CAD 软件：非常适合初学者使用，但在有经

验的牙科专家手中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 第 10-15 页

椅旁设计软件

exocad ChairsideCAD
更自动化、简洁的用户体验 - exocad  
ChairsideCAD是为临床环境优化的软件。

→ 第 16/17 页

exocad

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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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规划

exoplan
我们将应用在牙科种植规划领域的专业知识提供

简单实用、易于理解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 第 36/37 页

正畸

exocad 正畸模块

我们即将推出的为创建正畸模型、牙齿虚拟设

置、托槽放置和更多功能提供的解决方案。

→ 第 38/39 页

生产

exocam
完美的集成，出色的结果 - exocam 使生产加工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

→ 第 40/41 页

扫描

exoscan
扫描仪与 exocad DentalCAD 无缝完美整合。

→ 第 44/45 页

数据传输

数据共享

在 exocad 软件平台内实现快速合作交换数据。

→ 第 42/43 页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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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牙科 CAD 软件

exocad DentalCAD 是全球领先的 OEM 品牌牙科 CAD 软件：非常适合初学者使用， 

但在有经验的牙科专家手中它的功能更加强大。

我们的 CAD 软件因其快速的操作性和易用性而被熟知，它可以帮助您最大限度地减少

培训成本，并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率。即使每天处理比较复杂的工作的情况下，它也

是非常可靠和强大的。 

通过利用有机建模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实现了 exocad DentalCAD 的速度和灵活性。

多年来，我们的工程师团队一直为快速发展的市场提供创新。 

我们倾听客户意见，并继续整合最新的见解，以确保 exocad 用户始终位于技术前沿。

exocad Dental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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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广泛的适应症和功能

即使标准版本的 exocad DentalCAD 也涵盖了多种适应症。

附着体

嵌体/高嵌体

复制蜡型

贴面

套筒冠

解剖全冠

用最少的努力设计美观和实用的牙

冠。软件里面已经包含多个高质量

的牙形数据库。

回切/简单内冠

从完整的解剖形态开始，你可以参

考解剖形态来创建最佳的回切内冠。

形状广泛的附着体数据库可以添加

到您的设计中或从设计中移除。

牙桥设计

解剖牙冠、回切牙冠、缺失牙或者

嵌体可以结合在一起成为牙桥设

计。

美观、自然的嵌体和高嵌体修复体

可以快速、轻松地设计。

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即可获得高度美

观的效果。软件已包含多个美观的

牙形数据库。

手工制作的蜡型可以通过扫描、编

辑和复制研磨出来。同样也可以创

建数字化蜡型。

exocad 在设计套筒冠时给予您最大

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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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更多

exocad DentalCAD

繁荣的在线社区 

成为繁荣的专家在线社区的一部分。在独立的Facebook高级用户小组内分享

和讨论您的使用经验：  

facebook.com/groups/exocadexperts

终端用户技术支持（包括在线和离线）由我们的经销商和独立第三方提供：

exocad.com/partners

访问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您将找到惊人的技术预览、实用的视频教程和快

速指南信息，帮助您更好地熟悉掌握我们的产品：videos.exocad.com

一旦你熟悉我们软件的基本功能你还会发现更多功能: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exocadexperts
http://exocad.com/partners
http://yt.vu/+exo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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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保存真实的 3D PDF 文件，发送可以使用标准 PDF 

浏览器查看3D设计预览

使用 dentalshare 交换较大的 

3D 数据集

exocad.com/3d.pdf

http://exocad.com/3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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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CAD
设计活动支架。

→ 第 26/27 页

种植模块 杆卡模块 Model Creator

exocad DentalCAD 标准版本 
附加模块

根据您的需要可以很容易升级您的exocad DentalCAD标准版本软件。

从众多的附加模块中选择您所需的以便设计高级的修复体类型。

设计基台和螺丝固位牙桥。

→ 第 18/19 页

高级杆卡功能设计标准和复杂的杆

卡。

从数字印模扫描创建实物模型。

→ 第 20/21 页 → 第 22/23 页

咬合夹板模块 临时冠模块

设计夜磨垫。

→ 第 24 页

从术前扫描模型创建临时冠。

→ 第 25 页

exocad DentalCAD

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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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TruSmile 技术

即刻再现逼真的牙齿修复体颜色。

→ 第 29 页

虚拟咬合架

模拟颌骨运动并考虑动态咬合关

系。

→ 第 30 页

DICOM 预览颌骨运动数据导入

在设计过程中可视化三维 CT 数

据。 

从数字记录仪导入颌骨运动轨迹。

→ 第 32 页→ 第 31 页

牙形数据库

形态众多的美观自然牙形数据库。

→ 第 34/35 页

Smile Design

整合病人图片、轮廓线和3D情况。

→ 第 33 页

FullDenture 模块

数字化设计全口义齿。

→ 第 28 页

即将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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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所环境中使用的强大的牙科 
CAD 软件

exocad ChairsideCAD*

更自动化、简洁的用户体验 - exocad ChairsideCAD是为临床环境优化的软件。

ChairsideCAD 软件是第一款用于一次就诊完成修复体设计的完全开放框架 CAD/CAM 软件平台。椅

旁设计工作流 程简化、简单易学、并在实践中进行了优化，包括设计流程的逐步引导。

椅旁软件基于与 exocad“最佳优势”技工所版本相同的成熟技术，以其软件的可靠性和强大的功能

而著称。只需简单几个步骤操作，exocad ChairsideCAD 就可以最少的后期处理创建高度美观自然的

修复体设计。

由于我们的开放平台，有广泛的兼容生产系统和材料可供选择。对于您的椅旁系统无法加工完成的

病例，您可以利用整合的数据共享系统dentalshare轻松实现与合作的技工所之间的数据交换。

新功能

*exocad ChairsideCAD已可以在美国和选定的exocad欧盟境内的经销商销售。该软件是根据欧洲和美国医疗设备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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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面

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即可获得高度美

观的效果。软件已包含多个美观的

牙形数据库。

设
计

exocad ChairsideCAD 适应症和功能

附加模块

咬合夹板模块

设计夜磨垫。

→ 第 24 页

临时冠模块

从术前扫描模型创建临时冠。

→ 第 25 页

TruSmile技术

即刻再现逼真的牙齿修复体颜色。

→ 第 29 页

解剖全冠

用最少的努力设计美观和实用的牙

冠。软件里面已经包含多个高质量

的牙形数据库。

回切/简单内冠

从完整的解剖形态开始，你可以参

考解剖形态来创建最佳的回切内

冠。

牙桥设计

解剖牙冠、回切牙冠、缺失牙或者

嵌体可以结合在一起成为牙桥设

计。

嵌体/高嵌体

美观、自然的嵌体和高嵌体修复体

可以快速、轻松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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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基台和螺丝固位牙桥

种植模块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个性化基台设计

exocad 种植模块使个性化基台设计

变得简单易懂。

螺丝固位牙桥

螺丝固位桥体、全冠和内冠的设计

也变成一件容易的事情。 

种类众多的种植体数据库选择

exocad 的种植模块附带了大量的种植体库。支持种植体系统的大量选择 - 从知名的种

植体制造商到小型本地参与者。来自第三方制造商的钛基底有更广泛的选择。此外，许

多铣削中心为 exocad 的种植模块提供专用数据库。

exocad.com/oem-integration/library-integration/

http://www.exocad.com/oem-integration/library-integration/


19

设
计

高效、可靠的生产流程

个性化基台和基台上部冠桥的设计可以在一个设计界面完

成。在设计阶段会考虑个性化基台和上部结构的铣削参数是

否正确，最优化的拟合可以使所有部件一气呵成 - 无需重新

扫描基台来设计基台的上部结构。 

 

您可以选择在公司内部生产加工或发送您的文件到可以兼容

由exocad软件编写的文件的加工中心生产加工。

灵活的设计选项用于各种类型

的种植修复体设计

高级种植牙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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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杆卡功能设计标准和 
复杂的杆卡

杆卡模块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杆卡上部第二层带固位钉设计

exocad 杆卡模块可以快速、简单的实现的标准的杆卡设计。

杆卡的设计是为了支撑整个解剖修复体部分。附着体或固位

钉可以添加到设计中；可以使用附着体创建圆柱形孔甚至

是任意几何形状，以便将预成的附着体栓体或硅胶预成附件

连接到杆卡上。

exocad 杆卡精心设计的多种杆卡形状的选择，可以让你轻松

处理复杂的临床病例，并为患者提供最大的舒适度。

杆卡的最佳设计需要高精密的扫描仪系统。我们的软件工作

流程可以整合高精度的测量装置如三维扫描仪，以确保设计

过程的可靠性。

标准杆卡快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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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带有固位钉的杆卡设计

带有附着体的杆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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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印模扫描创建实物模型

Model Creator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exocad Model Creator模块可以帮助你从口内扫描数据或印模扫描数据创

建实物模型。

模型编辑功能包括可卸代型（预成底板）和整体模型分割的设计（其中只

有制备的代型可拆卸）。  

默认情况下，该模块支持开放的 STL 文件。因此，支持广泛的口内扫描

仪，无需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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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创建数字替代体 全口模型编辑，上颌和下颌

在模型上添加文本信息

空心模型设计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约打印成本

可卸代型 不同类型的模型/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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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 exocad ChairsideCAD

设计夜磨垫

咬合夹板模块

exocad 咬合夹板模块可以快速设计高品质的咬合夹板。 

设计完成的文件可以使用 

研磨加工或 3D 打印。

我们建议将咬合夹板放置在虚拟咬合架上检查 

动态咬合，可以使病人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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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 exocad ChairsideCAD

从术前扫描模型创建临时冠

临时冠模块

使用牙齿形态覆盖技术设计单个临时牙冠和牙

桥。 

基于术前扫描创建临时牙冠/牙桥；临时牙冠/牙

桥的形态可以使用原有的牙齿解剖形态（如果原

有的牙齿是合理的良好的牙齿形态），或者使用

牙齿形态库选择牙齿形态。

牙齿形态覆盖技术设计临时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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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设计活动支架

PartialCAD

exocad 活动支架模块 PartialCAD 可以为您设计

高品质的活动支架提供数据化解决方案。

以其出色的设计灵活性，即使面

对要求苛刻的支架设计专家，我

们的活动支架设计也能提供完美

的解决方案。

• 高级个性化功能设计网格、大连接杆、

卡环、舌板和完成线

• 支持I-bar固位体设计

• 为活动支架设计添加牙冠和牙桥设计

• 固位钉设计

• 在支架设计时添加logo和文本信息

• 创建打印支撑杆

• 自动缓冲实现最佳的就位

• 更多功能！

新功能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exocad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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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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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纹理扫描来按计划设计活动支架

在exocad设计软件中排列牙齿并结合到支架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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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设计全口义齿

FullDenture 模块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我们的 FullDenture 附加模块提供了指导性工作

流程，来设计高度美观的全口义齿。

模型分析可以以数字化方式进行，其分析结果将

用于解剖牙齿排列。 

修复体可以铣削加工或打印方式生产。

牙齿自动排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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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 exocad 椅旁CAD

即刻再现逼真的牙齿修
复体颜色

TruSmile 技术

exocad TruSmile 技术在设计过程中实时提供接近照片般逼真的牙齿修复

效果。 

除了提供了一个“所见即所得”用户体验外，TruSmile 也可以成为一个强

大的营销工具，可以帮助那些使用椅旁 CAD/CAM系统的医生说服病人使

用陶瓷修复体代替金属冠修复体。

TruSmile 可以实现单颗牙齿的

颜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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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颌骨运动并考虑 
动态咬合关系

虚拟咬合架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当您设计牙冠和牙桥时，exocad 的虚拟咬合架

模块可以帮助您考虑动态咬合关系。 

石膏模型的定位借助物理咬合架可以精确地转移

到软件里（借助扫描仪简易咬合架），为患者带

来完美的修复结果诸如髁突角、班奈特角、即刻

侧移这些参数可以在虚拟咬合架像调整实物咬合

架一样来调整。要从设备中导入颌骨测量数据，

虚拟咬合架模块可以与颌骨运动数据导入模块配

合使用。

不同类型的咬合架可以自动调整咬合关系



设
计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从数字记录仪导入 
颌骨运动轨迹

颌骨运动数据导入

颌骨运动数据导入模块允许从外部

设备（如来自 Zebris 的 JMA 系

统）导入颌骨运动注册数据。

该模块可以与虚拟咬合架模块配合

使用。

将患者的实际颌骨运动轨迹导入到软件中，根据真实的

运动轨迹创建个性化的修复体。

31

对于高级用户：可以配合Model Creator功
能生成创新的、半动态的实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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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过程中可视化三维 
CT 数据

DICOM 预览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exocad DentalCAD平台整合的Dicom预览*允许你在设计修复

体的过程中可视化来自CT的三维立体图像。

*注释：DICOM 预览不可用于医疗诊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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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整合病人图片、轮廓线和 
3D情况

Smile Design

设
计

通过即将推出的Smile Design模

块，exocad提供的易于使用的美学

规划解决方案可让结果更具预测

性。

即将推出

• 加载患者照片

• 将图片与3D扫描数据进行匹配

• 自动添加和编辑参考线

• 从丰富的数据库中选择牙齿形态

• 编辑 2D 图像上的轮廓形状

• 在2D图片中规划设计在3D视图中从各个 角度实时查

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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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众多的美观自然牙形
数据库

牙形数据库

附加模块适用于：  

exocad DentalCAD 

exocad 设计软件附带多种牙齿形态库。 

对于需要更多的牙齿形态选择的客户，exocad 

有一个价格合理的形态广泛的附加牙齿形态数据

库。

该数据库前牙形态包括 Jan Hajtó 博士“前牙”形态的集合。

范围广阔的额外工具可以帮助牙科技师和临床医生日常工

作。该库可从第三方获得：书籍甚至物理模型。

• 61 套上颌前牙形态

• 19 套下颌前牙形态

• 19 套上颌后牙形态

• 19 套下颌后牙形态

购买此形态库模块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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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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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导板设计

通过我们即将推出的种植导板设计模块，您可以

根据exoplan 中规划好的种植位置和扫描的石膏

模型设计不同类型的种植导板。

即将推出

三维种植规划整合解决方案

exoplan*

新的 exoplan软件支持牙齿种植前的种植规划，并在患者牙齿解剖形态图

像内可视化种植体放置的位置。

36

该过程基于源自其他医疗设备 CT/
CBCT 数据集，并且可以整合患者

的解剖形态结构的光学扫描数据以

及虚拟排列最终修复体的建议。 

exoplan 允许进行完整的种植规划

过程以及输出用于设计种植导板的

数据。

新功能

*目前欧洲可提供exoplan。请联系您的exocad供应商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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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植
规
划

• 种植位置的最佳规划

• 从多种选择的 CT/ DVT 机器加载 DICOM 数据

• 先进的二维和三维可视化视图

• 轻松匹配光学扫描数据和 DICOM 数据

• 多重分析功能

• 简单易懂的工作流程

• 分步用户向导贯穿整个规划过程

• 与 exocad DentalCAD 无缝集成

我们将应用在牙科种植规划领

域的专业知识提供简单实用、

易于理解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轻松匹配光学扫描数据和 

DICOM 数据

exoplan 与 exocad DentalCAD 

无缝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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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参考模型设计

正畸适应症整合解决方案

exocad 正畸模型编辑

exocad 正畸模型编辑 是我们即将

推出的用于创建正畸归档模型的解

决方案。

预览

我们将把 exocad 优势推向正畸领域：

• 直观的操作和快速的设计结果，得益于高水平的自动

化处理

• 可以与第三方硬件（包括口内和印模扫描仪） 

完美整合

• 开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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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畸

一键点击分离牙齿

exocad 正畸模块

exocad 的正畸模块可以与 TruSmile 

技术一起使用，从而达到近乎照片般

逼真的牙齿视觉效果

预览

正畸模块将进一步提供用于虚拟牙齿排列、托槽放置等的其他的功能。



顶尖的CAM技术

exocam

完美的集成，出色的结果 - exocam 使生产加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

使用 exocam，即使是新手用户也可以利用最先进的 CAM 技术 - 与我们的 

CAD 软件产品无缝集成。exocam 为您提供牙科技工室日常运行中顺利工

作流程所需的一切。

exocam 支持使用预成接口基台数据库进

行生产

支持分层颜色瓷块

40

TruSmile 技术可以在 CAD 设计期间可视

化逼真的分层瓷块

新功能

支持不同的预成接口夹具



41

生
产

还没有使用 exocam?

请记住由于我们的开放系统，基于 XML 的文件交换格

式，exocad DentalCAD 和 ChairsideCAD 可以轻松地集成其

他 CAM 产品。访问我们的网站获取更多信息： 

exocad.com/oem-integration/cam-integration

exocam 易于使用的界面

简化了铣削设置

• 材料块内置在设计中

• 生产队列排版管理

• 材料块管理

• 自动化刀具路径创建

• 可视化铣削刀具和模拟加工路径

exocam 特点:

http://www.exocad.com/oem-integration/cam-integration/


快速、安全、数据传输

数据共享

它不仅仅是“上传到研磨加工中心”，我们的目标是全面覆盖牙医、牙科

技师和生产中心之间的多方位数字化通信。 

dentalshare 实现分布式工作流程和高效的在线协作。我们使用最新一代

的压缩技术，结合了强大的传输协议，即使通过不可靠的移动网络连接或

限制性的防火墙也可以传输大的数据集。例如接收方可以在发件人完成发

送之前开始下载容量较大的数据文件。所有传输都使用最先进的加

密技术进行加密传输和接收方充分的验证。

为了获得最大的可靠性和快速的网络传输量，exocad 在

全球与多个千兆网络连接服务器商合作，经营着自己的

分布式服务器基础设施。

webview
发送真实的可以在网页浏览器中或我们的应用程

序中可以打开的3D预览链接  

立即试用：webview.dental/demo

新功能

42 *支持的浏览器：Chrome、Firefox、Microsoft Edge

http://webview.dental/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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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传
输

在 exocad 软件平台内实现快速合作交换数据。

无数据传输费用*，无佣金

使用 dentalshare，我们不会夺走您的利润， 

没有每次传输费用。

透明度和隐私权

作为 dentalshare 用户，您可以完全控制要发送的数据，以及

何时发送。我们知道您不想与数据集收件人分享的一些信

息。例如口腔技师需要发送数据集到另一个研磨加工中心，

但他可能不愿意透露工作的牙医信息。

*服从公平使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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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与 exocad DentalCAD  
无缝完美整合

exoscan

exoscan 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牙科扫描解决方案，可以和各种各

样的扫描仪和扫描技术整合。 

它提供扫描和 CAD 之间的 100％ 无缝集成。扫描和设计在相

同的应用程序内处理。



45

扫
描

扫描仪生产商

如果您是 3D 扫描仪生产商，并想使您的技术应用到牙科市

场？ 

有了 exoscan，exocad 可以将您的扫描仪完美的整合到我们

简单操作的用户界面 (GUI)。

exoscan 补充了 exocad 基于经典 XML 文件格式的扫描仪工

作流程整合，提供更加完美的用户体验。越来越多的扫描仪

正与 exoscan 整合exoscan 还适用于整合传统的扫描仪（例

如，扫描仪的研发是配合别的CAD设计软件）到exocad设计软

件中。 

exoscan 同时适用于口内扫描仪和台式扫描仪。

简单基于 DLL 

接口

exoscan
•  简单的用户界面，详细的工作流程

•  互动式的数据剪切&匹配

•  快速、准确的三角测量技术

扫描仪访问 
 

（第三方提供）

•  控制扫描仪硬件

•  图像采集

•  三维图形重建

exocad DentalCAD

无缝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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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们的许多合作伙伴之
一购买 exocad

立即开启您的未来

exocad 通过与不同的制造商合作伙伴合作，为他们的系统量身定制软件，而不是直接

销售。 

我们的经销商为他们的客户提供广泛的培训和有力的支持。有关产品支持、优惠或更多

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合作伙伴。  

在 exocad.com/partners 找到您的合作伙伴

由于与领先的牙科扫描仪制造商的合作，顺利整合了以 exocad DentalCAD 

为基础的 CAD/CAM系统工作流程 - 同时还留下在众多不同的 3D 扫描仪之

间自由选择的空间。从便宜的激光扫描仪到使用结构光、锥光全息或接触

扫描技术的高精密度设备： 

您可以自由选择最适合自己预算和精度要求的设备。

所有列出的扫描仪可以是基础整合或 exoscan 整合。基础整合使exocad和

扫描仪软件之间形成一个简单的工作流程整合。提供扫描和 CAD 之间的 

100％ 无缝集成。扫描和设计在相同的应用程序内处理。有关更多详情，

请访问 exocad.com/oem-integration/

搭载exocad整合解决
方案

http://exocad.com/partners
http://exocad.com/oem-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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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面扫描仪

工作流程整合并支持exoscan

公司 扫描仪 国家/地区 网址

CADstar CS ULTRA; CS ULTRA PRO; CS ULTRA ORTHO 奥地利 cadstar.dental

DOF Inc. Freedom; Swing 韩国 dof-lab.com

GC Tech. Europe N.V. Aadva Lab Scan 比利时 gctech-europe.com

GT Medical SCAN-FIT 2 (SF2)® 西班牙 gt-medical.com

Medit Co., LTD Identica; Identica Blue & Hybrid 韩国 meditcompany.com

Open Technologies S.r.L. REVENG 3D Dental Scanner; SinergiaSCAN 意大利 scanner3d.it

Renishaw PLC DS 10 (Incise) 英国 renishaw.com

Steinbichler Optotechnik GmbH Scan ST I+II 德国 steinbichler.de

工作流程整合

公司 扫描仪 国家/地区 网址

AGE solutions S.r.L. Maestro 3D 意大利 age-solutions.com

DIPRO DORA 日本 dipro.co.jp

Imetric 3D GmbH IScan D104, D104i; IScan L1 Series 瑞士 imetric.com

Optical Metrology Ltd. Dental CAD/CAM Scanner 以色列 optimet.com

protechno Ceratomic EVO 西班牙 protechno.com

Dental Automations Hex 印度 dentalautomations.com

Shining3d Tech AutoScan 3D Dental Scanner 中国 shining3d.com

smart optics Sensortechnik GmbH Activity series; AutoScan series 德国 smartoptics.de

Zfx GmbH Evolution 德国 zfx-dental.com

Zirkonzahn S600 ARTI 意大利 zirkonzahn.com

口内扫描仪

直接导入

公司 扫描仪 国家/地区 网址

3M True Definition Scanner 美国 3m.com

Align Technology iTero Element 美国 itero.com

Carestream CS3500; CS3600 美国 carestreamdental.com

GC Tech. Europe N.V. Aadva™ Intraoral 比利时 gctech-europe.com  

Medit Co., LTD i500 韩国 meditcompany.com

面容扫描仪

公司 扫描仪 国家/地区 网址

Zirkonzahn FaceHunter 意大利 zirkonzah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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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cad：
牙科 CAD/CAM 
行业真正的独立
软件提供商

关于 exocad

exocad GmbH 是一家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牙科 CAD/CAM 软件公司，公司

致力于扩展数字牙科市场，并为其分销合作伙伴提供灵活、可靠和易于使

用的软件。exocad 的技术使系统集成商能够将设备变成全面的、领先的解

决方案。

exocad成立于2010年，从世界上著名的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组织独立出

来。在那时，弗劳恩霍夫的牙科CAD平台技术已经转给了exocad，其软件

的研发一直在进行中。七年多来，exocad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团队一直持

续不断地致力于为牙科行业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创新。

在 2016 年，exocad 收到了 Carlyle Europe Technology Partners (CETP) 的
投资，而 Fraunhofer 则退出了其股份。在 Carlyle 全球网络的支持

下，exocad 旨在进一步推动其强劲增长，并加强其作为独立创新技术提供

商的地位。

如今，exocad 在全球拥有五个办事处，为其多元化的合作伙伴和系统集成

商网络提供一流的服务和技术支持。exocad 的产品在超过 120 个国家和地

区使用，成千上万的牙科专业人员信任 exocad 的技术。



2008
Fraunhofer 在达姆施塔特的计算机图形研

究所完成了第一个 Dental CAD 版本

2015

如今
全球五个办事处，为其多元化的合作伙伴

和系统集成商网络提供一流的服务和技术

支持

120
使用 exocad 产品

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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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超过…

全球安装

exocad 成立

将 Dental CAD 技术从 Fraunhofer 永久

转移到 exocad

exocad America 成立

来自 Carlyle Europe  

Technology Partners (CETP) 的投资

2010

2011

exocad Asia 成立

exocad Benelux 成立

2014

exocad UK 成立

2016

技工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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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cad 全球办事处

联系我们

德国总部

exocad GmbH
Julius-Reiber-Straße 37
64293 Darmstadt
Germany

电话：+49 61 51 / 629 48 90 

传真：+49 61 51 / 629 48 99
info@exocad.com

美国

exocad America, Inc.
600 W. Cummings Park, Suite 4100
Woburn, MA 01801
USA 

电话：+1 855 - EXO-4CAD (396 - 4223)
传真：+1 617 - 963 - 1506
info@us.exocad.com

亚洲

exocad Asia Ltd.
Room 1020-21A, Ocean Centre
5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电话：+852 - 375 24 160
传真：+852 - 375 24 036
info@asia.exocad.com

比荷卢

exocad Benelux S.à.r.l.
2, rue de Drinklange
9911 Troisvierges
Luxembourg

电话：+352 278061 456 
传真：+49 61 51 / 629 48 99
info@exocad.com 

英国

exocad UK Ltd.
Queensway Business Centre
Middlesbrough, TS3 8BQ
UK

电话：+44 1642 843 016
info@exocad.com

发行方 

exocad GmbH 
Julius-Reiber-Str. 37 
64293 Darmstadt 
Germany

总经理：Maik Gerth，Tillmann Steinbrecher， 

商业注册：HRB 88704 

司法管辖区：Amtsgericht Darmstadt, 
增值税编号（根据德国增值 

税法第27a条 ）：DE269596011

电话：+49 61 51/62 94 89-0 

电子邮件：info@exocad.com

新闻法意识负责人： 

Tillmann Steinbrecher 
(Julius-Reiber-Str. 37, 64293 Darmstadt, Germany， 

电话：+49 61 51/62 94 89-0，电子邮件：info@exocad.com)

本手册中使用的产品名称 

仅用于识别目的。所有 

商标和注册商标 

是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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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info%40us.exocad.com?subject=
mailto:info%40asia.exocad.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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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cad 英国

exocad 德国总部

exocad 比荷卢

exocad 亚洲

exocad 美国



您的 exocad 供应商 

此页面无供应商图标？请访问 exocad.com/partners

http://www.exocad.com/partn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