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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专业咬合试纸品牌

正确地重建咬合是对每一个牙科医师和技师的挑战。即使只有几微米的最小的高点也会导

致患者咬合功能失调（通常是疼痛性的功能性失调综合证—颅颌紊乱）。 关系是不断发生变

化的，牙齿间静态与动态的功能是治疗成功的关键。经常检查和调整 关系是保持患者口腔健康

的坚实的基础。

自195� 年以来，简·宝诗公司一

直专注于生产咬合测试材料以使咬合尽

可能地达到自然状态。自公司创办伊始，

简·宝诗和汉斯·宝诗两位牙科医师就

意识到使用不同色彩的压力敏感性咬合

试纸来表现不同 力的重要性。这种梯

度性的色彩印染方法可以精确显示牙齿

的咬合高点，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该领域世界领先的制造企业之

一，我们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创新，为用

户提供各种不同厚度、尺寸和颜色的咬合试纸和咬合测试膜。即便是在难于检查的瓷或者金合

金表面仍能获得清晰的颜色印记。宝诗的产品销往世界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所有的产品均严

格地按照欧洲医疗产品标准进行生产，同时质量也受到公司质检经理的随时监控。我们使用的

原料安全可靠，对身体完全无损害。

本小册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用户正确使用我们的产品和选择合适的测试材料。 功能正常

对于患者的一般性口腔健康状况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临床上每天都要针对各种症状进行综合的

诊断与治疗，因此， 测试在治疗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让·宝诗博士

*1890  †1966
汉斯·宝诗博士

*1928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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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关系

最大牙尖交错 为静止 状态下的最多尖窝 接触。所

有牙齿 面尖窝均匀接触。

正中关系位，双侧髁状突不移动，处于生理性髁突 - 关

节盘-关系，所有参与的组织结构接受生理性负荷。

CR- 位 IKP ( 腭侧观 )

图 1 图 2

静态

动态

下颌无运动时的牙接触

下颌运动时产生的牙接触

正中 正中关节位时的静态 (图1)

习惯性 习惯性的静态 (HIKP) (图 8)

上下颌牙齿间的静态和动态接触

干扰 / 早接触 单颗牙或一组牙在静态或动态 时的早接触

”CR”为正中关系

”CO”为正中 位

最大牙尖交错 （＝最大牙尖交错 ）＝        最多牙尖交错时的静态 (图 2)

正中早接触
单颗牙或一组牙在正中关节位时的早接触会造成习惯性 位时关

节头处于非正中位置上(图 6)

创伤 静态或者动态 时的早接触会导致牙或者牙周的损伤

名称来源：www.dgfdt.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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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髁状突处于 CR 位  正中 时的 接触

CO = CR

 髁状突处于 CR 位 干扰

习惯性静态 位时髁状突不处于正中位置最大牙尖交错 位时新的 接触

图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CO = 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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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颌紊乱综合症

头痛

颈部紧张

耳部疼痛 •
耳鸣 •

对声音过敏 •

畏光

肩部疼痛

颌关节疼痛

吞咽疼痛

     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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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干扰对患者的潜在影响

任何的充填治疗、牙齿拔出、修复治疗以及正畸治疗均可造成静态和动态 的改变。即

使很小的几微米的 干扰也会被口颌系统的本体感受器感觉到。这些干扰会造成磨牙症（磨

擦和压迫），从而对颅颌系统造成功能性的负荷。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会对牙齿、牙周、肌肉

和颌关节产生超负荷。

重要的是，颅颌系统的功能性干扰不仅要被早期发现，还要尽可能地被避免。医源性的错

误也会对患者造成习惯性 障碍。急性的功能性障碍如磨牙或紧咬长期下来也会转为慢性。

患者在经过充填治疗、冠桥修复或者正畸治疗后，如果出现颅颌紊乱综合征的典型症状，

应该立刻检查 情况。早接触经常会被感觉到，因为本体感受器可以敏感地感觉压力。患者本

身常常试图平衡 干扰，这就是产生习惯性 的原因，相应地所参加的组织结构也会发生改变。

牙周韧带的功能性特点

早接触

Sharpey 纤维（胶原纤维
束）作为一个缓冲区（最大
牙齿动度约为 20 微米

“本体感受器”慢适应感受
器：对压力产生反应

牙槽骨

“本体感受器”快适
应感受器：可以感受
触摸（前牙）

牙接触时的咬合力

牙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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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力＝

正常 间接触

高压力＝
高点

梯度性色彩印染原则

垂直向咬合压力

接触点 /高点＝高区域

在这一区域咬合压力最大！

（这一区域在正常接触时应该为点状，

并且直径也很小）

周围咬合面＝暗环状

这一区域不属于 接触点范畴！

垂直向咬合压力

接触

低压力 高压力

带
有
微
粒
化

色
素
颗
粒
的
咬
合
纸

带
有
微
粒
化

色
素
颗
粒
的
咬
合
纸

面的浅色染色代表无 接触点
面的深色染色代表

有 接触点或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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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发现早接触点

我们为 面的可视性检查提供了一系列多种多样且

互相协调的产品。对这样的测试产品要求非常多，为了

在静态和动态 下能够对牙的接触关系进行精确的分

析，需要使用各种不同咬合试纸、咬合丝膜及咬合膜。

为了使 面上的 接触点可视化地被表现出来，我

们建议将不同的测试产品结合起来使用。

宝诗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试纸可以显示静态 。

由于这种细墨纸表面具有海绵状结构，因此在压力下色

素被挤出而着色。着色越深的点（=强压力）表明有越

多的色素被挤出，而着色少的点表明压力轻（=轻压力）。

高点可以清晰显示为深色的印记，而轻压力下的接触点

则显示浅色印记。黏附因子 Transculase® 可以促进色素颗粒在有唾液覆盖的 面的粘附。在有

唾液覆盖的瓷和金属表面同样可以清晰着色。利用这种压力敏感的咬合试纸在 HIKP 状态下

可以获得精确的咬合接触点印记。

在临床上通过结合使用不同的咬合试纸才能使 关系被可视化地被表现出来。

周围有印记＝

无 接触
实际接触点

高压力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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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 200 微米的咬合试纸或者宝诗 PROGRESS 100® 咬合试纸与 8 微米的

Arti-Fol®
咬合测试膜或者 12 微米的 Arti-Fol®

金属膜结合使用具有很多的优点，

特别是对于通常较难检查的金或者瓷的 面。首先使用蓝色的咬合试纸，咬合接

触点会立刻清晰地显示出来。黏附因子 Transculase® 可以辅助颜色转印。

使用宝诗 200 微米的梯度性色彩印染的咬合试纸或者

宝诗 100 微米的梯度性色彩印染的 PROGRESS 100® 咬合试纸检查咬合

第一步：咬合试纸

200 微米的
咬合试纸

100 微米的

PROGRESS 咬合试纸

或者

带有黏附因子 Transculase® 的蓝色印记

可以精确显示 接触关系。

两步法测试咬合

咬合试纸与

咬合测试膜的区别

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试纸

咬合测试膜

• 压力下显示颜色

• 面接触

• 显示出不同压力

• 检查静态接触

• 湿润的 面也可清晰显示

• 碰撞显示

• 点接触

• 精确显示早接触点

• 检查静态和动态接触

... 我们使咬 可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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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宝诗 8 微米的红色 Arti-Fol® 或者 12 微米的红色金属膜 Arti-Fol® 检查咬合

第二步：咬合测试膜

或者

8 微米的 Arti-Fol®

咬合测试膜
12 微米的 Arti-Fol®

金属膜

两步法测试咬合

接下来在第二步使用一种薄膜检测，颜色最好是与蓝色形成强烈对比的红色。

黏附因子 PROGRESS 100® 大大提高了颜色转印。这种方法可靠性很强，高点不

会因为印记不够而被忽略。

薄的咬合测试膜通过黏附因子 Transculase®

大大提高了颜色转印。

... 我们使咬 可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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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附因子 Transculase® 可以提高在高度抛光的表面

如金如瓷上的颜色转印

在油－蜡－乳液层中的微粒化的色素颗粒

宝诗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试纸
厚度为 200 微米

在油－蜡－乳液层中的微粒化的色素颗粒上

覆 Transculase® 黏附因子

细墨纸具很高的色容能力

200 微米的宝诗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试纸的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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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 200 微米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试纸是唯一通过不同的颜色梯度来显示压力分布的咬合

试纸：

力越轻则印记越浅

力越大则印记越深

牙科医师可以很容易地在数秒内获得 力的精确分布情况。高点立即显现并可进行调磨。

只有宝诗 200 微米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试纸可以清晰显现咬合压力。更薄的咬合测试材料

可以达到 8 微米的厚度 (Arti-Fol®)，可用来调整和确认相关的问题区域。

产品名称	 包装	 颜色	 订购编号

临床盒装试纸	 300 条	 蓝色	 BK	 01
续装盒试纸	 300 条	 蓝色	 BK	1001
临床盒装试纸	 300 条	 红色	 BK	 02
续装盒试纸	 300 条	 红色	 BK	1002
临床马蹄形试纸	 050 张	 蓝色	 BK	 03
临床马蹄形试纸	 050 张	 红色	 BK	 04
临床盒装长条形试纸	 300 条	 蓝色	 BK	 05

宝诗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试纸
厚度为 20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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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 PROGRESS	100®

宝诗100 微米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试纸

在油－蜡－乳液层中的微粒化的色素颗粒，

上覆Transculase®黏附因子

纤维加强的100 微米咬合试纸

宝诗 PROGRESS	100®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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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 PROGRESS	100®

宝诗100 微米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试纸

这种新型的细纤维加强型咬合试纸具有很好的色容性，非常适合于咬合面的检查。咬合面

的接触点或者中心点都能清晰显示，因为该咬合试纸具有增强的梯度性色彩印染能力。

仅为100 微米厚的咬合试纸采用了亲水性蜡和药物油。所采用的 Transculase® 黏附因子使

其可以应用于高度抛光的金属或者上釉陶瓷表面。

产品名称	 包装	 颜色	 订购编号

临床盒装试纸	 300 条	 蓝色	 BK	 51
续装盒试纸	 300 条	 红色	 BK	 52
临床马蹄形试纸	 050 张	 蓝色	 BK	 53
临床马蹄形试纸	 050 张	 红色	 BK	 54
临床经济装试纸	 050 条	 蓝色	 BK	 57
临床经济装试纸	 050 条	 红色	 BK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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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附因子 Transculase® 可在高度抛光的表面

如金或瓷上进行有效的颜色转印

在油－蜡－乳液层中的微粒化的色素颗粒，

上覆 Transculase® 黏附因子

宝诗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测试丝膜
厚度为 80 微米

宝诗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测试丝膜结构示意图

在油－蜡－乳液层中的微粒化的色素颗粒

纤维具有很高的色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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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咬合测试丝膜是由高质量的天然丝制成，拥有与宝诗 200 微米咬合试纸相同的梯度性

色彩印染性能。这种丝膜的抗撕裂性很强，非常细且弹性强，与尖窝的适配性很好。而且印记

非常精确，特别适合于完全义齿。

这种天然丝，或者称为纤维，是一种管型蛋白结构，因为其组成成份的特点，具有很好的

色容性。可重复使用10 次，十分经济。咬合测试丝膜特别适合在技工室模型上使用。

产品名称	 包装	 颜色	 订购编号

75 毫米丝膜卷	 03 米	 红色	 BK	 06
75 毫米丝膜卷	 03 米	 绿色	 BK	 876
75 毫米丝膜卷	 03 米	 蓝色	 BK	 877
16 毫米丝膜卷	 10 米	 蓝色	 BK	 07
16 毫米丝膜卷	 10 米	 红色	 BK	 08

宝诗梯度性色彩印染咬合测试丝膜
厚度为 8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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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微米胶囊包裹的色素颗粒

20 微米特种纸

填入色素颗粒的微型胶囊

清晰显现的前牙和尖牙关系

使用红色和蓝色显示的正中咬合和错位咬合

宝诗薄型咬合试纸
Arti-Check® 厚度为 40 微米

宝诗 40 微米咬合试纸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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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 40 微米薄型咬合试纸非常薄、抗撕裂性强并且双面涂有亲水性色素。因为其极薄的

特性，该咬合试纸可以避免错误印记和玷污的产生，非常精确。其上的特别亲水性色素确保了

在各种咬合接触和咬合面上的清楚印记。在通常很难检查的湿润的，如金、瓷、抛光的金属或

树脂表面使用本品也可获得很好的效果。

亲水色素涂层包含许多色素微型胶囊，	即使最轻微的 力也可使胶囊破裂和色素溢出，随

后颜色清晰可见。

宝诗微薄咬合试纸特别适于同时表现静态和动态状况。第一步是采用红色检查正中接触

（静态咬合），而后使用蓝色检查非正中接触（动态咬合）。颜色顺序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改变。

产品名称	 	 包装	 颜色	 订购编号

盒装长条形试纸	 	 200 条	 蓝色	 BK	 09
盒装长条形试纸	 	 200 条	 红色	 BK	 10
盒装长方形试纸	 10×7 厘米	 100 条	 蓝色	 BK	 11
盒装长方形试纸	 10×7 厘米	 100 张	 红色	 BK	 12
试纸卷	 16 毫米宽	 015 米	 蓝色	 BK	 13
试纸卷	 16 毫米宽	 015 米	 红色	 BK	 14
试纸卷	 22 毫米宽	 010 米	 蓝色	 BK	 15
试纸卷	 22 毫米宽	 010 米	 红色	 BK	 16

宝诗薄型咬合试纸
Arti-Check® 厚度为 40 微米



20
... 我们使咬 可 视 ®

10 微米微型胶囊色素层

20 微米特种纸

色素填充后的微型胶囊

咬合保护器的咬合控制 根据双侧 平衡原理进行的全口义齿的调磨

宝诗薄型咬合试纸
Arti-Check® 厚度为 40 微米

宝诗 40 微米咬合试纸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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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 40 微米薄型咬合试纸也有马蹄形供选择。使用简单无需镊子或者固定夹等辅助器械。

所有马蹄形咬合试纸均为塑料盒包装，可单手随时使用。	

马蹄形的咬合试纸特别适用于习惯单侧咬合的患者。	医师可以立刻发现其习惯的咀嚼 侧。

在测试全口义齿时也可根据双侧 平衡的原则测试全部的咬合接触。

因为适用于湿润的环境，宝诗的马蹄形咬合试纸测试全牙弓咬合接触，效果良好。

产品名称	 	 包装	 颜色	 订购编号

马蹄形试纸		 	 150 张	 蓝色	 BK	 17
马蹄形试纸		 	 150 张	 红色	 BK	 18
预成型试纸条（盒）	 	 200 条	 蓝色／红色	 BK	 80
马蹄形成型试纸	 	 150 条	 蓝色／红色	 BK	 81
预成型试纸条	 	 200 条	 蓝色	 BK	 61
预成型试纸条	 	 200 条	 红色	 BK	 62
预成型试纸条	 	 200 条	 蓝色／红色	 BK	 63

宝诗薄型咬合试纸
Arti-Check® 厚度为 40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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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使咬 可 视 ®

6 微米亲水色素涂层

12 微米

抗撕裂金属聚酯薄膜

6 微米亲水色素涂层

Arti-Fol® 联结单位
Arti-Fol® 塑胶膜和 Arti-Fol® 金属膜的联结单位

应用于2 个单位试纸盒	 BK	902
应用于 3 个单位试纸盒	 BK	903
应用于 4 个单位试纸盒	 BK	904
应用于5 个单位试纸盒	 BK	905

宝诗 Arti-Fol® 金属膜
黑色/红色 BK	28，厚度为12 微米

宝诗黑色/红色 BK	28金属膜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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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品综合了高科技的金属箔（Shimstock 箔片，12 微米）和双面薄色素涂层，即使咬合

面润湿，也可以精确展现所有咬合接触点。新的 Arti-Fol® 金属膜 BK 28 也可精确用于湿润的

面。

金属箔可以使用在各种材料上如：金属、陶瓷、塑料包括树脂和天然牙。

这种新材料即使应用于咬合夹板（夜磨牙）也非常方便。正中咬合和非正中咬合都可正

确显现。

由于采用了两种不同颜色的涂层，只用一片测试膜就可完成对正中和非正中咬合的测试。

产品名称	 宽度	 颜色	 订购编号

20 米金属（卷）	 双面涂层	 22 毫米	 黑色/红色	 BK	 28
20 米再充盒	 双面涂层	 22 毫米	 黑色/红色	 BK	1028

宝诗 Arti-Fol® 金属膜
黑色/红色 BK	28，厚度为12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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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微米亲水色素涂层

12 微米

抗撕裂金属聚酯薄膜

宝诗 Arti-Fol® 金属膜

12 微米	-	75 毫米宽

宝诗 Arti-Fol® 金属膜
Shimstock 膜，厚度为12 微米

宝诗 Arti-Fol® 金属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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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ol® 12 微米金属膜是一种特殊测试膜，具有许多优良特性。该测试膜由金属聚酯薄

膜制成（Shimstock 膜），只有12 微米厚。新式色素涂层和金属薄的配合使用使其具有许多优

势。该薄膜具有很好的色彩印染性能，可以清晰地显示高点，特别是在陶瓷和高度抛光的金属

表面；拥有抗静电特性，无须配合使用镊子。新材料特别抗撕拉，适合于弹性测试。与传统的

Shimstock 膜比较，这种 Arti-Fol® 金属薄膜可以精确地显现每一个高点。因为这种薄膜使用金属

箔作背板，因此能很容易地分辨哪一面有色素涂层。Arti-Fol® 金属薄膜的抗撕裂性很强，因而非

常适合于检查固定桥和冠的近远中接触点。可使用新型的 Arti-Fol 镊子 BK 145 来协助固定 8 毫

米宽的测试膜来检查近远中接触点。Arti-Fol® 金属膜有四种不同的颜色。

另外 Arti-Fol® 也有传统的无色素涂层的 Shimstock 膜可供选择，其宽度为 8 毫米和16 毫米。

产品名称	 宽度	 颜色	 订购编号

20 米金属（卷）	 单面涂层	 22 毫米	 黑色	 BK	 30
20 米金属（卷）	 单面涂层	 22 毫米	 红色	 BK	 31
20 米金属（卷）	 单面涂层	 22 毫米	 绿色	 BK	 32
20 米金属（卷）	 单面涂层	 22 毫米	 蓝色	 BK	 33
100片（8×60 毫米）	 单面涂层	 28 毫米	 红色	 BK	 35
100片（8×60 毫米）	 无涂层	 28 毫米	 －	 BK	 38
20 米金属（卷）	 无涂层	 16 毫米	 －	 BK	 39
20 米 Shimstock 膜	 单面涂层	 75 毫米	 黑色	 BK	 730
20 米 Shimstock 膜	 单面涂层	 75 毫米	 红色	 BK	 731

宝诗 Arti-Fol® 金属膜
Shimstock 膜，厚度为12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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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微米含蜡和亲水成份的色素涂层

8 微米

抗撕裂聚酯薄膜

Arti-Fol® 超薄咬合测试膜
厚度为 8 微米

宝诗 Arti-Fol® 咬合测试膜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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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即使只有几个微米的微小的咬合高点也可能引起口腔系统的紊乱，最常见的就

是 TMD，甚至造成吞咽困难。鉴于对理想 关系的需要，咬合测试材料的性能必须达到严格的

要求标准。在高度打磨抛光后的修复体表面，	原本就微小的咬合高点极容易被漏掉。	首先，咬

合测试材料必须非常薄，以显示所有的咬合高点；其次，咬合测试材料必须具有良好的弹性与

抗撕拉性，以准确检查侧方咬合时牙齿的接触情况。宝诗超薄咬合测试膜符合所有上述要求，

并具有较强的色彩印染性能。6 微米亲水色素涂层由蜡、颜料和亲水成份组成，即使在被唾液浸

润的潮湿表面也能进行清晰的接触点定位。

宝诗 Arti-Fol® 咬合测试膜特别适合用不同的颜色表现静态和动态的咬合。首先使用红色测

试正中咬合（静态咬合），而后使用黑色测试非正中咬合（动态咬合）。使用颜色的顺序可以改

变。也可采用多种颜色来表现动态咬合。宝诗 Arti-Fol® 提供有五种不同的颜色。所有测试膜均

有用以测试对 咬合的双面涂层配套产品供选择。

产品名称	 宽度	 颜色	 订购编号	 续装订购编号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22 毫米	 黑色	 BK	 20	 BK	 1020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22 毫米	 红色	 BK	 21	 BK	 1021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22 毫米	 绿色	 BK	 22	 BK	 1022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22 毫米	 蓝色	 BK	 23	 BK	 1023
20 米双面涂层测试膜（卷）	 22 毫米	 黑色	 BK	 24	 BK	 1024
20 米双面涂层测试膜（卷）	 22 毫米	 红色	 BK	 25	 BK	 1025
20 米双面涂层测试膜（卷）	 22 毫米	 绿色	 BK	 26	 BK	 1026
20 米双面涂层测试膜（卷）	 22 毫米	 蓝色	 BK	 27	 BK	 1027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22 毫米	 白色	 BK	 29	 BK	 1029

Arti-Fol® 超薄咬合测试膜
厚度为 8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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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微米含亲水蜡成份颜色涂层

8 微米抗撕裂聚酯薄膜

宝诗 Y 型牙科手持器，专用于 75 毫米宽 Arti-Fol®

该手持器为 架设计。

白色的 Arti-Fol®	BK	19 或 BK	79，
用于测试蜡型上的接触点。

Arti-Fol® 超薄咬合测试膜
厚度为 8 微米，宽度为 75 微米

宝诗 Arti-Fol® 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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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22 毫米宽咬合测试膜，	宽度为 75 毫米的咬合测试膜有同样颜色的系列产品。这

种测试膜主要应用于技工室，可同时进行全牙弓的咬合情况测试。在进行全口义齿或者咬合

保护器的制作时，对全部的咬合平面进行测试十分重要。我们提供特殊的 Dentech-Y 型牙科

手持器 (BK 140) 便于把持。与 22 毫米测试膜相同，75 毫米测试膜拥有全部五种颜色。牙

科技师可以根据不同的用途来选择应用。对于全可调式 架，精确的前伸咬合、侧方咬合、

后退咬合以及静态和动态咬合接触可以通过不同的颜色表示。75 毫米测试膜也有双面涂层

配套产品，可同时检查对侧 接触。

白色咬合测试膜可用于模型蜡。特别对于蓝色和灰色的模型蜡，白色的接触点在暗的背

景下十分清晰。该测试膜也可用在抛光的金属表面。

产品名称	 	 宽度	 颜色	 订购编号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75 毫米	 黑色	 BK	 70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75 毫米	 红色	 BK	 71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75 毫米	 绿色	 BK	 72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75 毫米	 蓝色	 BK	 73
15 米双面涂层测试膜（卷）		 75 毫米	 黑色	 BK	 74
15 米双面涂层测试膜（卷）		 75 毫米	 红色	 BK	 75
15 米双面涂层测试膜（卷）		 75 毫米	 绿色	 BK	 76
15 米双面涂层测试膜（卷）		 75 毫米	 蓝色	 BK	 77
20 米单面涂层测试膜（卷）	 75 毫米	 白色	 BK	 79

产品名称	 	 	 颜色	 订购编号

75 毫米宽卷装盒	 	 	 透明	 BK	 137
宝诗 Y 型牙科手持器	 	 	 	 BK	 140

Arti-Fol® 超薄咬合测试膜
厚度为 8 微米，宽度为 75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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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微米软性亲水着色蜡层

实用的16 微米聚乙烯膜

Gnatho- 薄膜 10x7 厘米

Gnatho 薄膜
软性咬合膜，宽度为16 微米

宝诗 Gnatho 软性咬合膜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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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atho 薄膜的研发是为了满足许多牙科医师对于柔软且有弹性的咬合膜的需求。

Gnatho 薄膜的特性：

●	16 微米超薄聚乙烯膜

●		6 微米软性亲水着色蜡层
●		抗撕裂性极强

这种特殊薄膜可以满足检查各种不同 面的需要，聚乙烯的质地具有弹性，并涂有极薄且

软的着色层，很适合于检查接触点。

产品名称	 	 包装	 颜色	 订购编号

50片单面涂层测试膜	 	 020 × 60 毫米	 黑色	 BK	 120
50片单面涂层测试膜	 	 020 × 60 毫米	 红色	 BK	 121
50片单面涂层测试膜	 	 020 × 60 毫米	 绿色	 BK	 122
50片单面涂层测试膜	 	 020 × 60 毫米	 蓝色	 BK	 123
50片单面涂层测试膜	 	 70 × 100 毫米	 黑色	 BK	 170
50片单面涂层测试膜	 	 70 × 100 毫米	 红色	 BK	 171
50片单面涂层测试膜	 	 70 × 100 毫米	 绿色	 BK	 172
50片单面涂层测试膜	 	 70 × 100 毫米	 蓝色	 BK	 173

Gnatho 薄膜
软性咬合膜，宽度为16 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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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pot®

高点显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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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pot® 是用来测试冠、嵌体、高嵌体、套筒冠、卡环和摩擦固位体表面高点的材料。

通过使用刷子将Arti-Spot®涂在测试面上。其中的溶剂在几秒钟内挥发，留下3微米厚的涂层。

接触点处涂层的完整性被破坏，显露下面的金属，高点可以很容易确定。

Arti-Spot® 可用在测试高抛光材料如金或者瓷 面上的高点。Arti-Spot® 所使用的食用色素完

全安全。

Arti-Spot® 的去除十分容易。使用热水或者机械（牙刷或者牙线）均可，另外也可使用酒精、

丙醇以及蒸汽等。在石膏模型上的印记可以使用细刷除去。

产品名称	 颜色	 包装	 	 订购编号

Arti-Spot® 1	 白色	 15 毫升	 用于金属	 BK	 85
Arti-Spot® 2	 红色	 15 毫升	 用于烤瓷	 BK	 86
Arti-Spot® 3	 蓝色	 15 毫升	 用于磨擦固位体	BK	 87

Arti-Spot®

高点显示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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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pot®

咬合检查喷剂

Arti-Spray® 精密金属喷嘴 BK 289喷入冠内

近远中接触点 冠内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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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Spray® 是一种通用颜色指示剂，用以测试咬合接触以及冠和桥的密贴性。

Arti-Spray® 使用方便，在物体上形成一个薄的有色涂层，并可以用水轻松去除而无残留。

使用：在距离 面或者在冠和桥 3-5厘米处喷射， 所有的接触点会立刻显现。也可以用指

示棒或者宝诗 Arti-Fol® 测试膜进一步检查接触点。Arti-Spray® 也可用于试戴冠或者固定桥时近远

中接触点的测试。

Arti-Spray® 所含成份对人体无毒无害，完全满足医疗器械法的要求。

产品名称 颜色 包装  订购编号

Arti-Spray® 白色 75 毫升  BK 285
Arti-Spray® 红色 75 毫升  BK 286
Arti-Spray® 蓝色 75 毫升  BK 287
Arti-Spray® 绿色 75 毫升  BK 288
Arti-Spray® 精密金属喷嘴    BK 289

Arti-Spot®

咬合检查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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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在牙龈上确认压痛点

图 2
在压痛点上涂Bio-lnk指示剂

图 3
在义齿上印上印记

Schleifpaste

minimale occlusale
Interferenzen<= 20� (Micron)

Kaubewegung

Schleifkorn 20� aus Siliziumcarbid

打磨膏

咬合运动

打磨膏

最小 接触

≤20 微米

研磨颗粒 20 微米

Schleifpaste

minimale occlusale
Interferenzen<= 20� (Micron)

Kaubewegung

Schleifkorn 20� aus Siliziumcarbid

宝诗口内高点指示棒，口内高点
指示剂 (BIO-Ink)，宝诗打磨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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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口内高点指示棒是可消毒器械。腭部颤动线以及压痛点可以使用绿色标记端进行标记。

产品名称   颜色 订购编号

指示棒 不锈钢制，5 个标记探头  绿色 BK 200
指示棒 25 个标记探头  绿色 BK 201

宝诗 Intra Oral Ink 口腔用墨水＝ BIO-lnk 绿色墨水可用来标记牙龈上的压痛点，其成份为绿

色食用色素的水溶液，可直接在口腔粘膜上用棉垫或者宝诗提供的特别棉棍夹持器。轻柔地在

压痛点上进行标记。除去义齿后，在义齿的内侧即可看到绿色印记，随后可进行调磨。

产品名称   颜色 订购编号

BlO-Ink 口腔用墨水 压点标记 绿色 BK 209

仅为15 微米的 干扰也会被一些敏感的患者察觉到，而这些很小的干扰点很难被确定并

磨除。宝诗打磨膏因含有由 20 微米碳化硅组成的精细研磨料而具有抛光功能，所以仅用很少

的量就可以将这些干扰的位置磨平。

产品名称  包装  订购编号

宝诗打磨膏  30 亳升  BK 97

宝诗口内高点指示棒，口内高点
指示剂 (BIO-Ink)，宝诗打磨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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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诗 Fleximeter-Strips
弹性间隙检查条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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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meter-Strips 弹性间隙检查条对于牙科医师和技师来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创新。这些条

带具有弹性，可以测量三种不同的厚度，用以确定牙体预备后的可修复空间（如冠、桥、套筒冠

等）。 Fleximeter-Strips 的厚度有1.0 毫米、1.5 毫米和 2.0 毫米可选， 同时也可用于增大 间距离

（咬合高度）。它们是由特殊的硅橡胶制成，可以加热到 200°C 进行消毒灭菌。

Arti-Spot® 或者 Arti-Spray® 与 Fleximeter-Strips 同时使用可测量牙体预备后的 间距离。在

间距离不足时，其颜色印记可以清晰地进行指示。

产品名称 包装 厚度 颜色 订购编号

Fleximeter-Strips 15片 1.0 毫升 粉色 BK 250
Fleximeter-Strips 15片 1.5 毫升 绿色 BK 251
Fleximeter-Strips 15片 2.0 毫升 蓝色 BK 252
Fleximeter-Strips 15片 混合装 混合色 BK 253
Fleximeter-Strips 03片 混合装 混合色 BK 254

宝诗 Fleximeter-Strips
弹性间隙检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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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 132

Fix-Clip BK 143

宝诗弹性 叉
宝诗 Arti-Fol® 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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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弹性 叉系统包括两个曲线型的镊子 (BK 133) 和一个橡胶手柄 (BK 130)。镊子

可以很容易地插入橡胶手柄并移动。

该 叉系统特别适合于固定薄型咬合试纸或者咬合膜。

产品名称   颜色 订购编号

橡胶手柄 可在150°C 高温消毒 蓝色 BK 130
纸质镊子 弯曲外形  蓝色 BK 133

为了您更方便地应用咬合测试材料，我们向您推荐具有纵向铸造螺栓的 Arti-Fol® 自我夹持

钳 (BK 132) 。

产品名称    订购编号

Arti-Fol® 自我夹持钳，纵向铸造螺栓   BK 132
咬合试纸镊 Miller®    BK 142

FIX-CLIP 固定夹是另外一种可以代替金属镊子的装置，它可以牢固地夹持咬合试纸和咬合膜。

其弹性手柄可回收并可彻底消毒。

产品名称    订购编号

固定夹 (FIX-CLIP) 弯曲镊子10只＋5只弹性手柄  BK 143

宝诗弹性 叉
宝诗 Arti-Fol® 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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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Müller 博士设计的 Arti-Fol® 检查镊是专用于快速准确地检查修复效果的。新颖独特的人

性化设计使其比传统的同类产品使用更加方便。

使用该产品可以绷紧咬合测试膜的两端并准确检查 接触的情况。

测试膜可以非常快速、简易地插入邻牙间。该器具上无任何凹槽，可以通过传统的手段消

毒灭菌。

新型的检查邻接点用 Arti-Fol® 垂直镊是德国产品，使用高质钢材，确保长的使用寿命。

新型的 Arti-Fol® 12 微米金属膜也配有 8 毫米宽产品以方便与新式镊子配合使用。该产品采

用了抗撕裂力很强的高质金属薄片制成。Arti-Fol® 是测试桥、冠等邻接关系的理想材料。

产品名称    订购编号

宝诗 Arti-Fol® 垂直镊    BK 145

宝诗 Arti-Fol®

垂直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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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宝诗公司 (Bausch) 最新开发Arti-ScanTM CAD/CAM 喷剂是一种光滑而且精确的扫描喷

剂。可以用于石膏模型上，在其表面形成极细微的涂层，从而遮挡反射。该产品可以被用于大

部分的 CAD/CAM 系统上，并且能够保证最佳成像质量。

宝诗 Arti-ScanTM 宝的优点如下：

●  特殊的推动气，比例均衡，微薄喷涂基质，保证表面光滑

●  特殊喷嘴操作容易且精确

●  高分辨率，边缘细节表现以及粘合效果佳

●  微细材料形成喷涂薄膜

●  用水和喷雾清洁即可

产品名称   颜色 订购编号

宝诗 Arti-ScanTM CAD/CAM 喷剂，50 亳升  白色 BK 290

宝诗 Arti-ScanTM

CAD/CAM 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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