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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推动CAD/CAM
未来发展的动力
德国科隆领先的全球牙科行业峰会 — IDS 将再次拉开帷幕。自上次
IDS 以来，exocad 经历了两年精彩的创新历程，我们将最先进的
DentalCAD 平台的可靠性、可用性和协同工作能力提升到了新的水平。
2019 年，我们会继续推进数字牙科的发展，此时，我们很高兴能够
向您介绍我们的新产品、服务、定价模式和其他令人振奋的消息。
结识我们的专家和合作伙伴团队，他们很乐意为您提供更多信息。

Tillmann Steinbrecher，首席执行官
Maik Gerth，首席技术官

了解 DentalCAD 2.3 Matera > 第 4-7 页
新的数据库下载门户网站 > 第 8 页
新的 exocad 在线商城 > 第 9 页
新的 exocad 软件组合模式 > 第 10-11 页
新的老加密狗更新政策 > 第 12 页
灵活许可证模式 > 第 13 页
独立模块模式 > 第 14 页
exocad 以旧换新模式 > 第 14 页
即将推出：exocad Ortho > 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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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可靠、功能更强大

了解 DentalCAD 2.3 Matera —
现已推出 Smile Creator 附加模块

全新 Matera 版本的更多亮点包括：
先进的生产功能
体验数字化全口义齿生产最大的灵活性！
我们的FullDenture 模块现在支持不同类型的
生产流程，包括两步铣削、打印义齿基托和
一体式全口义齿（例如用于试戴）。

随着 DentalCAD 2.3 Matera 的发布，此新发布版本，exocad为其领先的牙科 CAD 软件用户引入了新一代美学设计规划，
提供真正的设计过程中进行微笑设计。Smile Creator 通过结合患者照片、牙齿轮廓线和真实 3D 情况，实现易于使用、
节省时间和结果可预测的高度美学修复虚拟设计。简单的 2D 工具可用于编辑牙齿形状，而真实的3D 情况可从不同角
度实时显示修复体的设计。微笑设计模块的优点显而易见：高度可预测的美学和功能性完美整合的结果。
了解 Smile Creator — 可作为独立模块单独运行或作为 exocad DentalCAD软件的附加模块。
请联系您的经销商，享受终极的笑容设计体验！
欲了解更多信息，还可访问 exocad.com/smilecreator

与 3D 打印机实现无缝衔接工作流程
该新型 exoprint 工具让您可以使用 3D 打印机
完成无缝衔接的工作流程。可通过基于 xml 的
开放式接口将设计和相关信息直接从
DentalCAD 传输至 3D 打印软件。了解exoprint
— 最智能的 3D 打印文件传输方式。

下载最新的种植体数据库
现在种植体数据库与软件分开提供，
大大缩减了软件包的大小。拥有有效升级合同
的 DentalCAD 用户可在 exocad.com/libraryintegration 下载最新的种植体数据库。厂商会
定期更新其种植体库，因此您始终可以始终使
用最新的种植体数据库！

立即扫描二维码观看我们 Smile Creator 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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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精确定位

种植体数据库和即刻修复（测试功能）

利用可激发灵感的工具以全新的方式发挥您的牙科设
计创意。手握数字笔所带来的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愉悦
感以及直接在屏幕上使用数字笔的体验为您营造全新
的设计体验。新的 DentalCAD 2.3 Matera 可基于
Windows Ink 更好地支持数字笔功能（包括动态压
力）。为各种 WACOM 设备提供了专门的预设参
数。

即时加载牙种植体的理念具有很大的优势，这种治疗方
法在全世界越来越受欢迎。DentalCAD 2.3 Matera 现在提
供更加智能的种植体库，包含更多预定义的设计参数，
且与 exoplan 实现了完美集成。作为测试版，它还包
含“即时加载”功能，例如，在植入种植体前设计牙冠
或牙桥时，可从 exoplan 导入种植体规划数据。该新功
能可帮助您通过牙种植体实现理想的美学效果。

改进的 3D 面部扫描工作流程
随着越来越多的牙科专业人员发现了 3D 面部扫描仪
的优点，它们越来越受欢迎。Matera 新版发布后，
您可以尽情发挥 3D 面部扫描的潜力。DentalCAD 2.3
Matera 现在可为 3D 面部扫描提供更好的支持，包括
3D 面部建模。
可将 3D 面部扫描与 DICOM 数据对齐，并与口内扫描
相结合，有助于实现数字患者的理念。

DentalCAD 2.3 Matera 软件新版本即将在全球范围内推出，所有拥有升级合同的用户
均可以访问。exocad 以欧洲文化之都的名字命名其新版本，DentalCAD 2.3 Matera 新
版本则是以 2019 年欧洲文化之都 — Matera（马泰拉）命名的，它位于意大利南部
的巴西利卡塔地区，也称为“洞穴城”。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xocad.com，查看我们
的 Smile Creator 和 DentalCAD 手册，或者要求我
们的专家团队进行软件演示。
兼容性更强
灵活性更胜以往：大多数 exocad OEM 版本（包括 Amann Girrbach、Zfx、Schütz
Dental、Vatech 等）之间可自由传送场景文件

新产品和功能 —
请咨询我们的专家团队，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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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下载门户网站

新的 exocad 在线商城上市

我们的全新在线数据库下载门户网站使 exocad 用户可以轻松访问经 exocad 核实并与
exocad 签约的数据库。我们会不断增加对其他种植系统和种植配件的支持。作为
exocad 用户，您可以随时下载最新的数据库。

作为 exocad 用户，您可以凭借与经销商的关系享受安装、培训和支持服务。我
们将与参与合作伙伴合作推出新的 exocad 在线商城，作为一项附加服务。其客
户现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上商店直接购买模块和升级文件。对于在我们商店购
买的升级文件，我们将帮助您进行安装，并让新版本成功运行。

数据库下载门户网站具有许多优势：

清晰快速
您可以通过条理清晰的列表浏览这些库，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即可轻松快速地将
其下载为 ZIP 压缩文件。

文件更小
由于库不再随各软件版本一起提供，未来发布的软件包文件大小将减少数千兆
字节。

始终保持最新状态
我们在不断扩展我们的库组合。在我们的在线门户网站上，您始终可以找到最
新的数据集选项。

您的优势：
•
•
•
•
•

可随时随地轻松访问
可方便快捷地获取升级文件
经验丰富的 exocad 团队提供安装支持
可将新模块添加至您现有的 DentalCAD 软件许可证中
可在我们广泛的在线产品目录中获取描述和详细信息

通过经销商或新的 exocad 在线商城购买升级文件或 DentalCAD 软件模块！

地区敬请

仅在德国面向参与经销商推出。其他
期待

立即访问我们的在线商城：

shop.exocad.com
拥有有效升级合同的最终用户可在 exocad.com/library-integration 下载最新的种植体
数据库

立即通过我们的网站订阅新闻通讯：
exocad.com/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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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新型
exocad 软件包
为您实现更多功
能！
新型软件包根据实验室的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制。您可以
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模块更诱人的价格。

高级软件包 –— 适用于主要从事经典固定修复体的实验
室
种植体软件包–— 适用于主要从事固定和种植修复体的
实验室
终极实验室软件包 –— 适用于提供固定和种植以及活动
修复体的完整解决方案提供商

所有用户可享受的优势：

核心
实验室版本

产品

高级
实验室软件包

种植体
实验室软件包

终极
实验室软件包

DentalCAD

虚拟咬合架

附加模块

临时冠模块

附加模块

TruSmile

附加模块

牙形数据库

附加模块

种植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杆卡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DICOM Viewer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Model Creator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Smile Creator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FullDenture 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PartialCAD 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咬合夹板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颌骨运动数据导入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In-CAD Nesting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Nesting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附加模块

• 诱人的透明定价模式
• 与单独购买的价格相比，节约了大量资金
• 对于所有软件包，用户可根据个人需求添加模块

（包括 In-CAD N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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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我们全新的更新程序获取新版本
Matera！
Novica Savic， 首席商务官

“

符合您需求的许可证模式
Michael Gärtner，大客户经理

选择永久许可证或弹性许可证，然后根据您的需求选择许可证模式和经销商。

随着时间的推移，牙科和牙科技术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如今，大多数新技术都是由软件驱动的。为了
实现 exocad 创新的最大价值并不断提供技术改进，我们始终建议您签署相应的升级合同。请注意：不
具备升级合同的旧软件版本无法进行新功能更新！

您的永久许可证是否已过期？使用我们的更新程序
获取最新版本！

选择适合您的许可证模式：
您可以选择具有可选升级合同的永久许可证或初始费用
低得多的订阅型弹性许可证，两者均具备所有升级文件
的完全访问权限。

我们的许可证功能概览

弹性许可证的新功能：
停用不再需要的模块，节约年费！请联系您的
经销商了解详情。

不具备升级合同的永久
许可证

永久许可证
您将享受到最新版 DentalCAD 的许多优势：
• 可以不断添加模块
• 为改进实验室的产品提供额外的说明
• 更加自动化，可提高您的生产力

• 加强了与第三方设备的集成
• 可持续使用 dentalshare
• 可持续获得经销商支持

包含 exoprint

现在，未签署最新升级合同的客户有机会更新至最新的软件版本，其中包括已购买模块的一次性更新
费和一个年度的升级合同金额。计划参与者还将获得 12 个月的额外升级文件，不必支付额外费用。

立即获取您的升级文件！请咨询经销商
了解更多信息。

REFRES
H
PROGR
AM

包含升级文件

初次激活后 1 年内有效

包含访问 dentalshare 的权限

初次激活后 1 年内有效

可激活附加模块

初次激活后 1 年内有效

更换破损的软件狗

初次激活后 1 年内有效

停用模块

更换丢失的软件狗

具备
升级合同的
永久许可证

弹性许可证

New for

FLEX L

ICENSE

P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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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cad Ortho

Additional ortho modules for virtual tooth setups, bracket placement,
and more will be available in the future.

独立模块：专用工作站，灵活性更高，成本更低！

exocad Ortho

独立模块不需要购买 DentalCAD 核心版本，并且可以单独运行。
例如，如果您只制造活动义齿或仅需要用于打印模型的软件，得益于我们的订阅型弹性许可证模式，我们可以为
您提供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独立模块选择。

我们的综合正畸治疗方案

请联系 exocad 经销商获取个人优惠！

DentalDB，包括 dentalshare

PartialCAD 模块

FullDenture 模块

Model Creator

PREVIE
W

正畸治疗的全面功能：
• 虚拟排牙，作为托架放置和矫正治疗的依据
• 创建研究模型
• 种类繁多的分析和测量工具
我们将 exocad 的优势带到了正畸领域：
• 高度自动化，让使用过程直观，效果快速呈现
• 与第三方硬件完美集成，包括口内和印模扫描仪
• 开放式平台

One-click tooth segmentation

新功能：全自动分离牙齿

exocad’s ortho modules can be used
together with TruSmile Technology, for
near photorealistic tooth rendering

Smile Creator，搭载
TruSmile 模块

Nesting

exoscan

39

知识。灵感。网络。
exocad 以旧换新促销

告别旧技术！

10 YEA

年度盛会。
exocad 2020 年展望

RS

of exoca

d

在 2020 年最重要的牙科 CAD/CAM 盛会上与国际 exocad 社
区面对面交流！
有兴趣用您的旧扫描仪和软件折价换取拥有新 exocad 许可证的新扫描仪吗？请联系我们的经销
商获取您的个人优惠，节约费用。
我们与经销商合作，为您提供诱人的以旧换新条件。不要错过这次获得与世界领先的实验室 CAD
软件相结合的最新扫描仪技术的机会。

深入了解我们作为 CAD 软件开发领导者所提供的优势和服
务。您可以体验知名专家的讲座、行业合作伙伴展会、棘手
病例解决方案以及我们 exocad 专家的软件课程。在晚间活
动中，您还可以与同事进行交流，享用晚宴并聆听现场音
乐。

数字专家们，你们
好

您可以退回旧扫描仪和软件，以折扣价升级至 exocad！我们将以新推出的以旧换新计划帮助您
切换至新的 DentalCAD 2.3 Matera 软件。

2020 年 3 月 12 日和 13 日在德国达姆施塔特举行

请按时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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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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

exocad America, Inc.
7 Wheeling Ave, Suite 1
Woburn, MA 01801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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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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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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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荷卢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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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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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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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44 1642 843 016
info@exocad.com

了解更多信息
facebook.com/exocad
facebook.com/groups/exocadexperts
linkedin.com/company/exocad-gmbh
videos.exocad.com
exocad.com

Your freedom is our pa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