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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the CADabilities
CADabilities 利用 exocad 实现无限可能性！
无论需求、
适应症或硬件整合，exocad 都可以为用户提供丰富的设计
选项和无缝集成。
exocad 提供开放平台解决方案，并利用先进的 CAD/
CAM 技术，为简单和复杂病例提供全套数字化解决

方案。exocad 产品组合包括种植体规划、
美学修复、
设计和生产，新功能正在不断开发中。exocad 的各个软件
解决方案通过 dentalshare（临床医生、
牙科技师和生产
中心之间的数字化数据传输平台）协同工作，并轻松联系
在一起。
多种不同的附加模块，在数字化工作流程中提供
了极大的灵活性和轻松的协作。

Smile Creator

exoplan

一个平台
涵盖所有数字化
牙科解决方案

DentalCAD
ChairsideCAD

exocam
exo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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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给世界看

150 个国家的数千名牙科专业人士都在使用 exocad。
为了
与这一全球性社群保持密切联系，exocad 优先考虑有针对
性的区域外展。
exocad 的五个办事处位于主要枢纽附近，

三个代表处位于巴西、
意大利和韩国，exocad 代表处可以
为多样化的合作伙伴和经销商网络提供一流的服务和技术
支持。

exocad UK
exocad Benelux
exocad America

exocad 总部

exocad Asia

成功问世

10+
年

用户遍布

150

多个国家/地区

超过

45000
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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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要点

exocad 是一家充满活力的软件公司，致力于在数字化牙
科领域实现新的创新。
灵活、可靠且易于使用，exocad
的 CAD/CAM 软件为世界各地的牙科实验室和诊所所依

赖。
在此处查看最新的产品开发，并注册我们的时事通讯
简讯，了解最新新闻。

DentalCAD 3.0 Galway

exoplan 3.0 Galway

ChairsideCAD 3.0 Galway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快速灵活

客户可以利用革命性的实时解剖形态变形
功能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出更高水平的
修复设计。

令人振奋的卓越引导式种植手术

美观且功能强大，此款软件用于种植体规划
和手术导板设计，为实验室和牙科诊所提供
了灵活性和易用性。

一次牙科就诊新时代

实时解剖形态变形功能和人工智能辅助的
微笑设计简化了复杂病例。

Anti-piracy campaign
Creator center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与我们的专家联系

我们的一站式店铺可以组织在线和面对面
的活动，用以培训我们的用户并为他们
带来灵感。

Social outreach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始终受保护

客户可以检查其软件是否为官方许可的 exocad
产品，以避免数据丢失并对患者造成伤害。

想了解更多新闻吗？保持关注并访问
exocad.com/press 了解更多信息。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连接并共享

exocad 正在以新的方式拓展业务。
在
WeChat 和 Instagram 上了解我们。
不要
错过我们新的在线新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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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cad 就像是数字化牙科
领域的瑞士军刀。
August de Oliveira 博士
牙医兼种植专家，美国

为何专家相信我们的数字化牙科解决方案
exocad 的综合性软件解决方案提供了可以快速响应快速
发展的牙科行业的工具。
牙科专家选择 exocad 的原因有
很多：功能强大、轻松加快日常工作流程、支持灵活业务

模式以及不断提高的软件安全性等。
exocad 秉承“your
freedom is our passion”的指导原则，致力于提供适用于
各种设备和系统的软件解决方案。

灵活的软件，
灵活的商业模式

快速高效

我们的用户通过我们功能强大、
高性能且可以快速运行的软件节省
时间，即使在处理大型复杂病例时
也是如此。

可靠

在开发软件时，我们关注细节。
因此，exocad 产品以其可靠性
而闻名。

简化复杂病例设计

病例可能很复杂，但是使用我们
的软件却很简单。

独立和创新

我们的开放平台软件使我们的
客户处于数字化牙科的前沿。
我们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不断
推动牙科的发展。

我们通过我们的模块化和开放式
体验提供灵活性和自由选择性。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模块，购买永久性 CAD 软件许可证
或以优惠价格订阅软件。

真正的面向未来

我们是牙科 CAD/CAM 软件提供商
提供使用第三方扫描仪、铣床、
打印机和材料的广泛集成解决方案
选择。我们始终对当今和未来最佳
创新成果持开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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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网络

exocad 的软件解决方案由全球可信合作伙伴网络分销。
设备制造商选择 exocad 是因为其开放系统技术平台、
流畅集成的可能性和易用性。

巨大的国际经销商网络可确保世界各地的牙科专业人士
能够从 exocad 的软件解决方案中获益。
exocad 用户和
经销商之间的直接关系使得更容易获得售后服务（安装、
培训和技术支持）。

分销合作伙伴（摘录）

SHINING 3D Color Policy:

C 43 M 35 Y 32 K 0

C 100 M 31 Y 0 K 0

C 16 M 12 Y 12 K 0

C0M0Y0K0

100%
C 82 M 44 Y 3 K 0

60%
C 82 M 44 Y 3 K 0

40%
C 82 M 44 Y 3 K 0

20%
C 82 M 44 Y 3 K 0

10%
C 82 M 44 Y 3 K 0

C0M0Y0K0

设备

技术合作伙伴（摘录）

R

耗材和成品牙

种植体和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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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cad 从技工所到诊所

exocad 是牙科 CAD/CAM 系统领先制造商和牙科专业
人士等人群的首选软件。
我们的开放平台使得与各种
硬件的融合无缝且灵活，我们的用户只需根据个人需求
选择并激活附加模块。
exocad 的产品组合依据最新技术
不断演变。
当前适用于牙科实验室和诊所的应用程序包括

DentalCAD、ChairsideCAD 和 exoplan。
所有 exocad 软件
应用程序无缝融合在一起，并且可以使用其他模块构建。
技工所软件 DentalCAD 的用户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许可证
模块中进行选择：基于订阅的 Flex 许可证或带有可选
升级合同的永久性许可证。

适用于牙科技工所的 CAD 软件

引导式种植手术的软件解决方案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DentalCAD

牙科技师可以精确轻松地创建精细的牙齿
修复体设计。

适用于牙科诊所的 CAD 软件

exoplan

该易用型开放软件平台可提供无缝式种植体规划
和手术导板设计。

多向协作平台
加工
中心

合作技
工所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ChairsideCAD

exocad 通过其开放式架构软件促进一次牙科
就诊修复。

点击了解更多信息

dentalshare

exocad 用户
牙医

exocad 的多向数据传输工具简化了临床医生、
牙科技师和生产中心之间的通信和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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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DentalCAD，能够让
我的想法变为现实。
Waldo Zarco Nosti
牙科技师，西班牙

适合专家和初学者使用的强有力工具

DentalCAD

exocad 的 DentalCAD 是其中一款主要的牙科 CAD
软件，每年可售出数千个许可证。DentalCAD 专为牙科
技师设计，其生产效率高、灵活性强，能够执行出色的
牙科修复体设计。

从快速批量生产到最复杂的、个性化定制解决方案，
exocad 的模块化 CAD 软件可提供多种可能性。
得益于
exocad 丰富的附加模块组合，牙科实验室可以根据需要
轻松并经济高效地扩展其服务范围。

DentalCAD 概览

● 功能齐全–应用范围广泛

● 性
 能稳定 - 即使处理复杂病例，也可以
快速运行
● 一致性和逻辑性 - 丰富的用户体验

● 自由选择 - 与第三方生产设备无缝集成
● 用
 户至上 - 以向导模式提供引导式工作
流程
● 综合性 - 整合不同的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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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 ChairsideCAD，我的患者
当天即可获得可预测的修复结果。
Dr. Fariba Zolfaghari
牙齿矫正医师兼整形美容
牙医，英国

轻松实现一次牙科就诊

ChairsideCAD
ChairsideCAD 连续三年获得 Cellerant“同类最佳”奖。
ChairsideCAD 是首款用于一次牙科就诊的完全开放式架构
CAD 软件平台。
它基于 exocad 的主要 DentalCAD 技工所
软件，以其可靠性和功能强大而闻名。

2021、2020
和 2019 年度
的优胜者

BOC CELLERANT
奖

ChairsideCAD 支持各种适应症、牙科修复类型，并可
通过多个附加模块进行升级。
它支持各种口腔扫描仪、
生产系统和材料。
对于在诊所中无法完成的病例，
ChairsideCAD 用户可以利用我们的集成式数据传输平台
dentalshare 轻松与其所选择的技工所合作。

ChairsideCAD 概览

● 兼容 - 支持众多口腔扫描仪

● 功
 能齐全 - 适用于一次就诊完成治疗的
各种适应症
● 用
 户至上 - 以向导模式提供引导式工作
流程
● 综合性 - 开放式生产材料库

● 自由选择 - 与第三方生产设备无缝集成
● 功
 能扩展 - 附加模块提供额外功能和可
获得的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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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exocad 与诊所、实验室
和患者进行无缝沟通。
这是一款完美的工具！
Donghwan Kim 博士
牙医兼数字化专家，韩国

令人振奋的卓越引导式种植手术

exoplan

种植术是现代患者治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通过
exoplan，牙科实验室、牙医、种植体专家和外科医生可以
在一个直观的数字化工作流程中，从种植体规划到手术
导板设计和制造中获得指导。

exocad 的集成式软件解决方案允许在整个数字化工作
流程中实现无缝功能。
此外，exoplan 用户可以利用与
DentalCAD 的无缝集成，这是一款 exocad 主要的 OEM
品牌牙科 CAD 软件。

exoplan 概览

● 自
 主生产手术导板利用 Guide Creator
模块
● 自由选择 - 广泛的种植体和配件库
● 精确 - 扫描数据精准对齐

● 卓越的可用性 - 向导和专家模式
● 超快 - exoplan 的 DICOM 预览
● 安全 - 规划报告和手术协议

印

exoplan

/打

据 CBC
描数
T/
/
扫

描
扫
学
光

铣
生产

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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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与沟通

dentalshare
dentalshare，exocad 的新一代协作工具，涵盖临床医
生、牙科技师和生产中心之间的全方位多向数字化数据传
输。
在生产前交换、修改并审核设计，不收取任何转让费
或佣金。

dentalshare 快速而简单 – 可实现分布式工作流程和高效
的在线协作。
甚至可以发送大型数据集。
所有 dentalshare
数据交换均采用加密技术。

加工
中心

合作技
工所

exocad 用户
牙医

exocad 的开放式协作工具与众多 CAD/CAM 硬件和软件
集成，使协作变得简单、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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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创新发展历程

2020 年，exocad 庆祝其成立十周年：这是一次 CAD/CAM 软件开发里程碑式的
旅程。
在快速变化的行业中，开放式系统仍然非常重要。
展望未来，exocad 将在
深入研究和创新的基础上，继续为用户提供可靠又灵活的软件。

12 个月内研发团队规模翻了一番

2021

Smile Creator - 美学修复的未来

2019

exocad 在米德尔斯堡开设办事处。

Align Technology 并购 exocad
exocad 加入全球领先的医疗器械公司

2018

ChairsideCAD 为牙医提供新的机遇

exocad 发布 ChairsideCAD，这是一款 CAD 软件，
适用于牙科诊所一次牙科就诊。

2017

推出 exoplan，引导式种植手术和手术导板设计的
软件解决方案。

英国办事处

开放式
系统

2020

exocad 引入 Smile Creator，实现可预测的美学微笑
设计。

exoplan 扩大产品组合

未来
属于

2016

由 The Carlyle Group 投资

Carlyle 支持该组织的全球规模和制度化。

2015
2014

向东西方扩张

exocad 在香港和卢森堡开设了办事处。

dentalshare

2013

exocad 启动多向协作平台 dentalshare，用于
交换病例。

2011

创建

Fraunhofer Institute 创建了 exocad，将其作为
衍生产品，并将 DentalCAD 技术转让给了
exocad。

向北美洲扩张

2011 年，exocad 在沃本（马萨诸塞州）设立了
办事处，将业务扩展至北美洲。

2010
2008

DentalCAD 的起始

世界著名的 Fraunhofer Institute 为牙科专业
人士开发了首个 CAD/CAM 软件解决方案，
并于 2009 年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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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企业责任帮助孩子微笑
2005 年以来，意大利慈善组织 Overland for Smile (o.n.l.u.s.) 借助其移动
式手术跨越数千英里，为生活在
东欧孤儿院的儿童带来了重要的牙科
护理，这是一项 exocad 有幸支持的
任务。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overlandforsmile.it

对 exocad 了如指掌
宣传册

公司时事通讯

另请参见有关经销商和种植体库（由 exoplan 支持）的
更多信息。

新闻区

在我们九种不同语言版本的宣传册中，您可以获得有关
exocad 产品和服务的更多信息。
您可在网站上找到所有
语言版本。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关于公司的最新消息以及对 exocad 世界的洞见会定期
发布在社交媒体渠道（WeChat、Instagram、Facebook
和 LinkedIn）上。
用户还可以从 YouTube 上的许多免费
视频教程 exocad 帖子中获益。

查看网站

exocad.com 提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广泛概述。

exocad 会定期发送时事通讯简讯，其中包含新产品发布
的详细信息和其他公司新闻。

只需几次点击，即可找到您需要的所有重要新闻资讯和
材料。
浏览我们最新的新闻稿，下载新的媒体材料并实时
更新：exocad.co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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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相约市场活动中

exocad 会参加世界各地的牙科展会，展示其最新的软件解决
方案、功能和服务，并提供网络和访问实践培训课程的机会。

exocad 参加的一些牙科展会：

MKTBR-PressKit-cn, 2022-01

保持联系

感谢您对 exocad 感兴趣！
您还有其他问题或建议吗？
我们随时可以回应您的媒体询问。为了让我们给您
快速答复，请简要描述您的请求并留下您的联系方

式。Christine McClymont 和 Natalia Gonsior
期待您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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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alia Gonsior
高级营销专员
ngonsior@exocad.com

访问 exocad.com/press 查找我们的软件、活动或
其他主题的高分辨率图像供进行下载。

2797

Christine McClymont
全球市场推广及传讯主管
cmcclymont@exoca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