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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得口腔：顾客已受益百万种牙补贴
植得零失误种植牙热线 400—0371—133

种牙不用到处选，专业机构最保险。植得引入世界先进的零失误计算机导航种牙技术，专做
高品质种植牙。数以万计的种植牙受益者为植得口腔代言！

与世界接轨，
植得顾客受益百万种牙补贴
郑州 65 岁的杨先生，全
口牙缺失，为种牙他把郑州
的种植牙机构考察一遍，最
终在植得口腔种了 8 颗瑞士
ITI 种植体，节省费用 1 万多
元。
南阳的李女士和家人驱
车近 300 公里来植得口腔种

牙，种上 5 颗德国 ICX 种植
体，
节省费用 1.25 万元……
在上周结束的“国际种
植体厂家联合补贴”活动中，
1000 颗限量补贴种植牙引
爆了绿城种植牙热潮，本次
活动享受补贴人数共计 921
人，
补贴金额达百万！

部分顾客已受益百万种牙补贴
种植体品牌 受益人数 补贴费用
瑞士 ITI
23 人
7.8 万元
瑞典 NOBEL
16 人
3.7 万元
德国 ANKYLOS 108 人 22.7 万元
德国 ICX
96 人 36 万元
法国 ANTHOGYR48 人 19.2 万元
韩国 OSSTEM
155 人 35 万元
韩国 MEGAGEN 233 人 62.5 万元

与世界接轨，
植得凭啥赢了？
作为我省专业种植牙机构，
植得口腔一直与世界顶尖的种
植牙学府及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并将世界最先进的口腔技术，结

合亚洲人的口腔特性进行技术
得口腔成为中国种植牙行业领
升级，让河南父老乡亲在家门口
导品牌，让上万名的缺牙顾客重
就能享受国际种牙新技术。多 “ 长 ”新 牙 ，享 受 高 品 质 健 康 生
年的辛勤耕耘、精益求精，让植
活。

郑重承诺：专业种牙，
一经种植，
终身维护！

植得种牙热线：400-0371-133

医生提醒

持续口干舌燥
或是干燥综合征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卢亚敏
春夏之交，有些老年人常
感觉眼干、口干舌燥，甚至咽
东西都困难，即便每天多喝
水、点眼药水也不管用。口干
舌燥、皮肤干燥，看似平常,但
郑州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
任史丽璞提醒，异常的眼干口
干有可能是一种自身免疫病
——干燥综合征。该病多发
于中老年女性。
郑州市金水区的李大妈，
一直有眼睛干涩、口干舌燥的
症状。她一开始以为是糖尿
病，去医院内分泌科检查治
疗，没有改善；又到眼科治疗，
也没效果。治疗中，李大妈又
出现了皮疹症状，腿部长出米
粒大小边界清楚的红丘疹，她
又去皮肤科，经过治疗还是反
复。之后，关节逐渐开始疼。
这可把李大妈和家人吓坏了：
怎么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症状，
还查不出病因。
最后，他们听取专家朋友

的建议，来到郑州人民医院风
湿免疫科就诊。该科主任史
丽璞为其检查和诊断，确诊为
“干燥综合征”。
“干燥综合征和平时说的
皮肤干燥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史丽璞介绍说，干燥综合
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发
病原因跟遗传有关，环境影
响、病毒感染也与该病发病有
关。该病主要侵害外分泌腺，
最常见的症状在口干眼干的
基础上，还伴有皮肤干、肌肉
关节痛，牙齿干枯变黑、小片
脱落，或是腮腺、颌下腺反复
肿大、疼痛等。
“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这
个病，就诊时往往找不到正确
的科室。而该病又十分隐蔽，
表现为多种不同的症状，很容
易被误诊、误治，引起严重后
果。”史丽璞提醒说，如果口干
舌燥的症状持续十天半个月
都没有好转，那就要警惕干燥
综合征了，应及时到风湿免疫
科做相关检查。

水激光种植牙指定热线：0371-55993333、53310099

水激光种植牙 当天“长”满口新牙
0371-55993333、
53310099
牙好坏与健康密切相关 水激光种植牙热线：

水激光无痛舒适种牙 当天 8 颗牙齿“上岗”

口腔是食物进入人体的首个
通道，牙的好坏与全身健康密切
相关，
护好牙就能保住长寿命。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牙科学
院研究教授詹姆斯·巴德说，缺牙
会影响口腔软硬组织（颊、舌、牙
齿）的生理性自洁作用，首先牙齿
缺失会在牙床形成“黑洞”，成为
食物滞留死角区，而且牙齿缺失
区
“地形”复杂，更容易藏污纳垢，
是细菌聚集的
“大本营”和细菌培
养基地，更是细菌聚集发酵、菌斑

拜尔口腔种植张主任用
德国 CT 给娄大妈做了详细检
查。如果按照常规的种植牙
方案，娄大妈需要拔掉牙根，
经过 2 个月的愈合等待期才能
种植人工牙根。张主任结合
她的口腔状况，决定采用国际
领先的水激光“即刻种植+即
刻负重”技术，让她实现当天
拔掉牙齿残根，当天种植人工
牙根、当天戴牙冠、当天恢复
牙齿功能，既缩短手术时间，

为“牙”瘦得人憔悴

形成“最舒服的窝”，而口腔中的
细菌有百余种，变形链球菌、乳杆
菌、革兰阴性菌、白色念珠菌等细
菌在这个
“细菌发酵池”里享受着
塞嵌食物、牙垢的
“饕餮盛宴”，细
菌们
“大吃大嚼”，
繁殖速度极快。
如果口腔中有 100 个细菌，
细菌繁殖速度按 30 分钟繁殖一
代计算，4 小时后，在口腔内的细
菌可达 2.56 万个，但实际情况比
这个更糟，是百余种细菌的
“大集
团联合作战”，细菌群体的繁殖速

度是惊人的，20 分钟繁殖一代，
以此计算，在最佳条件下 8 小时
后，1 个细胞可繁殖到 200 万以
上，10 小时后可超过 10 亿，每一
克牙结石中的细菌数则有 100 亿
至 1000 亿之多，24 小时后，细菌
繁殖的数量可庞大到难以计算的
程度，
足以让一台超级电脑爆表。
这些细菌会增加患老年人帕
金森、早老性痴呆、中风等疾病风
险，而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缺牙列
为生理残疾。

水激光种植牙热线：
0371-55993333、
53310099

日前，65 岁的娄大妈来拜尔
口腔咨询种植牙。娄大妈近年来
多颗牙齿松动、脱落，牙冠残缺，
连两颗门牙都变色坏掉，成了吃
豆腐都费劲的“豆腐牙”。总共
10 颗牙齿缺失，刚开始做过活动
假牙，后来又做了烤瓷牙，满口牙
齿基本都被“翻修”过。没过几
年，由于烤瓷桥密闭不严导致牙
龈经常红肿、出血，牙齿缺失，再
加上严重的牙周病，娄大妈吃饭
成了“老大难”。一日三餐吃不
香，
身体越来越消瘦。

“我找医生看牙就怕牙科的
为刀’，在水与激光的结合中，患
电钻，一听到机器磨牙声，就浑身
者感受到的是水激光如流水般的
起鸡皮疙瘩！”娄大妈当场提出自
温和，舒适无痛，没有传统牙钻的
己的担心。
“牙钻是口腔医院常用 ‘刺刺’声，更没有牙钻的痛感，彻
的种植工具，钻牙时难免产生震
底解决了种牙疼痛及出血的难
动、热量、疼痛、出血等情况。当
题。加上水激光本身的激光作
牙钻停止运转的瞬间，牙钻头部
用，能有效对手术区域进行杀菌
呈负压状态，导致患者口腔中的
并控制肿胀，降低感染。随后，水
唾液、微生物、血液等回吸。”拜尔
分子重新凝结成普通水滴，除可
口腔种植主任张富强说，
“拜尔口
保护正常组织，也可带走热量和
腔采用的是欧美牙科最先进的水
组织碎屑，使整个治疗过程安全、
激光种植设备，激光激发水分子
快速、精确。”
形成‘水光动能’取代电钻，
‘以水

“一个电话五项全免”：1.免手术操作费，术中 3D 精确导航（1000 元）。2.免费 3D 模拟种
植方案（300 元）。3.免费数码口腔内窥镜检查（100 元）。4.免费口腔 CT 检查（350 元）。5.免明星专
家挂号费（50 元）。
喜讯

又能即刻恢复牙齿功能，还不
影响吃饭。仅两个小时，娄大
妈的 8 颗牙重新
“上岗”。
“种树选好苗，种牙还得
选择拜尔水激光种植牙！”从
水激光种植室出来，娄大妈对
拜尔水激光种植牙非常满
意。她说，她早了解到，在众
多的口腔医院中，只有拜尔口
腔有水激光，而且拜尔口腔全
国连锁，是联想集团旗下大机
构，
就趁母亲节过来种牙。

种牙最佳选择 水激光种植牙即种即用
拜尔口腔种植专家在实
践中发现，东方人的牙槽骨普
遍比西方人小，且护牙意识比
较薄弱，经常出现缺牙时间过
久、牙槽骨萎缩严重、牙周状
况不佳等问题，想要做种植牙
就变得尤为困难。如何引进
一 种 具 有 精 确 检 测 、精 准 定
位、极致微创、舒适无痛的种
植方式成为口腔业界的当务
之急，拜尔水激光种植技术就
是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
据拜尔口腔专家介绍，水
激光种植牙核心技术是：德国

口腔 CT 测量牙槽骨三维立体
数据，通过计算机精确导航，
种植软件设计出受力最好、最
完美的种植方案，然后 3D 打
印出种植导板；医生在种植导
板引导下，采用目前全球最先
进 的 水 激 光 种 植 设 备 ，利 用
Er,Cr：YSGG 晶 体 释 放 出 特
殊 2780nm 波 长 的 激 光 激 发
水分子，使水分子形成具有高
速动能的粒子，担当组织切割
种植的重任，将种植体分毫不
差植入预定位置，完全可以实
现
“即种即用”。

水激光种植牙指定热线：
0371-55993333、5331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