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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卓曼集团创立于 1954 年，以瑞士

精湛的工艺和精密的铸造闻名于世，

如今，作为一家跨国公司，士卓曼集

团已成为全球牙科领域领先的，具有

创新精神的制造商。

作为口腔美学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

者，士卓曼集团在牙齿保护、再生、

修复、替换和正畸矫治等领域具有核

心竞争力。此外，我们的产品通过数

字化解决方案，将手术治疗步骤、流

程、硬件和软件等纳入数字化流程进

行操作，为中国口腔专业医生的工作

提供更加精准的设计和制作流程，进

一步提升工作便捷性。

一直以来，士卓曼集团与世界范围内

顶尖的诊所、研究机构、大学、网络

及社区保持着长期稳定和紧密的合

作，为口腔专业人士提供研发、制

造和口腔种植产品及解决方案。我

们期待与更多的机构合作，共同学

习与探索。 

进入中国的 20 年，我们已经很好地

融入到当地社会的发展之中，并与中

国口腔专业医生以及患者建立了良好

的关系，真诚地与各方积极合作，为

推动中国口腔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贡

献我们的力量。

未来，士卓曼集团将继续坚守匠人精

神，不忘初心，追求卓越。与全球更

多的口腔医生携手，不断探索，引领

创新，为患者提供更加优秀的解决方

案，带来微笑，重塑对生活的自信。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士卓曼集团亚太区高级执行副总裁

Patrick L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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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
全球超过 6000 名员工

10000
日均客户超过 10000

200000
拥有超过 200000 客户

1000000
公司成立以来，全球已有超过
100 万人参与了培训

每 1 秒钟
全世界每 1 秒钟就有士卓曼集团
的产品、服务或解决方案被采用

Day

匠心之士，砥砺前行 | 士卓曼中国05

士卓曼集团：
创造经典，铸就全球口腔事业的辉煌

作为口腔美学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者，士卓曼集团不仅为口腔患者带来笑容，更帮助

他们重拾对生活的自信，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创立之初，士卓曼就以瑞士传奇工艺及精密性而著称，并逐步成为行业内的风向标，

引领市场发展。此后，集团凭借超前的创新思维与优秀的企业文化，在全球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

如今，士卓曼集团的业务覆盖全球，凭借其丰富的经验积累，不断追求卓越的创新精

神，为全球的口腔医生、专家和患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优质的口腔健康服务。士卓

曼集团不仅提供优质的产品，更通过全世界具有创造力的行业精英，为大众提供口腔

一站式服务。此外，集团在售后及相关配套服务、培训与教育等领域也不遗余力地进

行投入，制定并引领了行业的标准。



愿景

我们不仅仅为您带来笑容

更为您重塑自信及美好生活

WHY: 为什么

文化
掌控者 - 学习者心态

核心价值观

战略

HOW: 如何做
W
HA

T：
做什

么

匠心之路，勇立潮头

追根溯源，探寻未来

创立之初：1954 年，士卓曼家族成立研究机构

直至今天：它已成为全球牙科领域领先的，极具创新精神的制造商

士卓曼总部：瑞士巴塞尔

全球雇员：约 6000 人

销售区域遍及近 100 个国家，60 个自有销售渠道

1998 年起于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市值约 100 亿瑞士法郎

2016
全套牙复位解决方案

2018 
全套牙科美学解决方案

2012
种植体供应商

骨水平种植体

骨水平锥柱状种植体

 
CAD / CAM 螺丝固位桥和杆卡

微型植体

生物骨环

软组织水平种植体

精密附着固位系统

CAD/CAM 种植规划配件

陶瓷植体

可再生生物材料
修复

 数据采集 种植规划 手 术 取 模 CAD设计 生产加工 后处理  最终修复

牙冠

数字化工作流程

产品组合亮点

隐形矫治

（数据来源 : 截至 2018 年 12 月。）

战略要义

必赢计划

必赢战役

员工参与其中

专注客户
以商务方式思考；构建真诚的关
系；寻求客户需要的解决方案。

建立信任
诚实、可靠、取信于人。

通力合作
构建和维持高效的工作关系。

全心参与
鼓励他人做到最好并认可他人
的成就。

创造机会
创造新的、更好的方式取得成功。
更具矢志创新，雄心壮志！

迎接变化
迎接变化、积极适应，有成事
的态度。

主人翁精神
履行承诺，应对挑战，热情地
勇往直前！

高效沟通
分享信息和知识，主动参与困
难、重要的对话并保持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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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士卓曼公司在瑞士成立。

空心圆柱
牙科种植体

钛金属生物相容性、种植设计和粗糙表面
处理技术都有助于实现骨结合，
进而提高牙科种植体的质量和成功率。

钛金属等离子喷涂粗糙表面

成骨细胞附着在表面上并
与新骨固定在一起（骨结合）。

1974
首款钛金属真空圆柱种植体上市。

1980
全球首屈一指的致力于种植牙医学的

非营利性科学组织ITI国际口腔种植学会成立。

士卓曼是ITI唯一的合作伙伴。

1986
推出Straumann®软组织水平种植体,

截至目前植入数量为1300多万颗。1

1997
创新开发的SLA®种植体表面处理技术，

将植入愈合时间缩短一半。

1999
士卓曼中国成立。

2005
推出SLActive®亲水表面处理

技术，再一次缩短一半愈合周期，

可用于健康受损患者。 

2007
Straumann®骨水平

种植体上市，为缺牙

患者提供更多选择。

创新推出钛锆合金种植体（Roxolid®），

开启微创治疗之路。

2009

2010
公司推出

Straumann®CARES®数字化

修复解决方案，为您提供

贴心定制选择。

2013
全球牙科种植体龙头企业，

按销售份额全球排名第一。2

推出骨水平锥柱状种植体

（BLT），解决了狭窄

缺牙间隙的种植难题。

2015

2016
士卓曼集团对安卓健投资

并达成合作伙伴关系。

2017
截至2017年，全球植入的

士卓曼种植体数量为1700多万颗。3

2019
2019年3月12日，士卓曼集团与法国

安卓健签署协议，将其在安卓健的股份

从30％增资为全资控股。安卓健正式

成为士卓曼集团旗下新成员。

2018
士卓曼集团作为口腔美学解决方案领域的全球领先

者，旗下品牌包括Straumann（士卓曼），Anthogyr

（安卓健），Dental Wings ( 牙翼 ) ，Botiss（骨力士）

等，我们致力于向您提供全方位替代和解决方案。

作为口腔美学解决方案领域全球领先者的士卓曼集团，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自 1954 年成立以

来，承袭瑞士精湛工艺，凝聚 60 余载匠心典范。集团严把五重质检，每一个产品都承载着对消

费者质量的承诺。致力于不断革新，拥有众多专利技术并积累了大量临床文献研究。产品和解决

方案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助医者胜券在握，让超过千万人还原本初，绽放笑颜。

数据资料
1. 截至 2018 年 6 月，数据来源 Straumann Global Data

2. 根据 2013 年 FX 比例计算，士卓曼根据 MRG 和 Idata
进行结算，含 25 个工业国家

3. 基于 2017 年 3 月统计

专注创新 瑞士精工
士卓曼集团引领全球口腔种植医学 60 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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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中国 20 年，传承经典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范围

1999 年，士卓曼集团在北京建立办公室，正式入驻中国市场。20 年来，通过不断努力和探索，将先进的产

品与服务带到中国，使众多口腔专业医生和患者获益。如今，士卓曼中国已经在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

业务，并通过与合作伙伴的精诚合作，为更多的人们带来笑容，重塑自信。

截至 2019 年 5 月，士卓曼中国拥有 273 名员工。每年都为员工提供大量培训，并开展内容丰富的员工活动，

凝心聚力，不断提升士卓曼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造福更多的专业医生与患者。

种植
全球牙科种植体及口腔美学
的金标准

隐形矫治
口腔美学解决方案的领先者

数字化
综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我们的员工
在中国拥有近 300 名员工

我们的业务
在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业务
覆盖 280 个城市

北京 - 士卓曼中国北京办公室

上海 - 士卓曼亚太客户体验中心（预计 2019 年下半年启用）

广州 - 士卓曼中国广州办公室

（数据截止到 2019 年 5 月）

上海

北京

广州

我们的客户
拥有 5281 个终端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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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士 卓 曼 集 团 通 过 收 购

全 球 第 二 大 隐 形 矫 正 品 牌 美 国

ClearCorrect 进军隐形矫治领域。

1999 年
士卓曼进入中国，在北京

建立办公室。

士卓曼进入中国 20 年发展历史

2016 年 2 月
士卓曼集团与法国口腔种植体制造商安卓健公司合

作，士卓曼中国于当年 6 月开始接管对安卓健种植

产品在中国市场业务的推广，以推动其产品业务的

快速增长。

2018 年
士卓曼集团与台湾牙科种植体制造商 T-Plus 公司

宣布合作。士卓曼中国于 2019 年 3 月开始接管对

T-Plus 种植产品在中国市场业务的推广，以推动

其产品在中低端种植体市场的快速增长。

2018 年
士卓曼集团官方授权认证的艾克康 (etkon China) 切削

服务中心在深圳建成，提供 CARES 桥架，国内授权合

作加工中心 (ALP) 提供上部结构及美学修复，一起为无

牙颌患者提供优质的 Straumann® Pro Arch 无牙颌种

植修复解决方案。

1999

2019 年
士卓曼集团旗下子公司，世界领先的数字化口

腔设备及 CAD 软件的提供商 Dental Wings

已正式由士卓曼中国正式销售全线产品。

2019 年
3 月 12 日，士卓曼集团与法国安卓健签

署协议，将其在安卓健的股份从 30％增

资为全资控股。安卓健正式成为士卓曼集

团旗下新成员。

2019 年
士卓曼集团与正丽科技进行战略合作，推出

新款隐形矫治器 Smyletec 瑞速齐，为中国

牙科医生及其患者提供隐形矫治先进的技术

与服务。

2019 年
士卓曼进入中国 20 周年。

20191999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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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9 年进入中国后，士卓曼将瑞士精

湛的工艺，和高品质的产品及服务带入中

国，士卓曼中国认为，每一个产品都承载

着对消费者的承诺。

在中国，士卓曼的品牌有：

Straumann® ( 士卓曼 )

Anthogyr® ( 安卓健 )

Straumann® CARES®

T - PLUS

Smyletec 瑞速齐 —与正丽科技合作品牌

通过创新的产品与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

教育服务，为中国口腔专业人士提供高品

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为更多口腔患者

带来笑容。

品牌融聚，全方位解决方案

士卓曼（Straumann®）
全球牙科种植体及口腔美学的金标准

Straumann®CARES®

综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安卓健（Anthogyr®）
高品质且创新的种植体解决方案

Straumann®CARES®

T-PLUS
产品质量及价格优势使其成为

众多医生的优先选择

Smyletec 瑞速齐
全球口腔美学解决方案的领先者

士卓曼集团和正丽科技合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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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生物力学阻力机制

实现良好的美学效果

完备的解决方案

士卓曼代表着瑞士优异的质量、精度和创新，以全球强大的科研网络为

支持，让人们对牙科充满信心。作为口腔美学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者，

士卓曼在长期循证医学和科学研究的支持下，提供被视为行业标杆和颠

覆性技术突破的尖端创新成果。我们不断突破界限，为口腔健康保驾护航。

士卓曼通过不断创新突破和跨领域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技术成果，改变

了牙科领域。提供广泛预防性和常规性的牙科种植、修复、口腔组织再

生领域及数字化口腔的产品及解决方案，确保实现自然的美学效果，并

提升患者的舒适度。

法国安卓健位于法国萨朗什，成立于 1947 年，是一家致力于精密仪器制

造的企业，拥有 30 多年的种植体制造经验，一直致力于开发、制造和销

售高品质且创新的种植体解决方案和 CAD/CAM 解决方案。安卓健在欧

洲市场拥有业内颇具威望的知名临床专家及医生网络，是欧洲高端以外市

场重要的种植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2016 年，士卓曼注资安卓健 30% 的股份，并为安卓健提供了 Instradent

业务平台，使其在更多国家销售其产品成为可能。2019 年，士卓曼集团

在安卓健的股份由 2016 年的 30％增资为全资控股。安卓健极具价格优势，

对士卓曼集团的产品组合形成了完美互补，其高性价比的种植体解决方案

可助力士卓曼集团进入极有吸引力的口腔种植体中高端市场。

外科产品和解决方案

Straumann® Pro Arch 无牙颌种植修复解决方案

Straumann® Variobase® 多能基台

Straumann® CARES® 综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士卓曼（Straumann®）
全球牙科种植体及口腔美学的金标准

我们的业务领域

 种植体： 

   ✓ 种植体 Axiom® REG 

   ✓ Axiom® PX  

   ✓ Axiom® 2.8

 种植设备：通用扭力扳手

我们的业务领域

安卓健（Anthogyr®）
高品质且创新的种植体解决方案

Axiom® 概念加入了先进的生物力学阻力机制，能够保护种植体周围

生物学宽度的完整性，并实现极佳的美学效果。

Axiom® 产品系列包含全面多样的种植产品系列，能满足所有的临床

修复适应症需求：

✓ Axiom® REG : 适合大部分临床适应症和绝大多数临床牙科使用

✓ Axiom® PX : 特别适用于拔牙后即刻种牙以及牙槽骨骨密度低的病例

✓ Axiom® 2.8：特别适用于近远中间距有限的切牙区的单牙修复创新基因

以循证医学和科学研究为依据，

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行业标杆

值得信赖的服务

优质、高效的产品及服务，始终关注

医生和患者的需求

牙科种植领域

牙科种植学的金标准

综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经过临床实践验证的完整工作流程，

高端数字化设备、软件及高品质耗材

瑞士工艺

优质、精密、领先

教育和科研网络

拥有全球强大的科研网络，

并全身心致力于牙科学教育



提供优选智能方案

尊重医生临床判断

精益的产品品质

实现稳定的矫治效果

提升临床诊疗效率

缩短矫正治疗周期

遵循医生的偏好

提供个性化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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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未来
从每次微笑开始
Smiles Change Future

Smyletec 瑞速齐
无 托 槽 隐 形 矫 治 器

台湾 T-PLUS 公司于 2008 年创立，公司从研发、制造、销售

及教育培训等方面，保持连贯的发展，以满足临床医生的需求。

产品质量及价格优势使其成为很多医生的优先选择。

2018 年 11 月 12 日， 士 卓 曼 集 团 与 台 湾 牙 科 种 植 体 制 造 商

T-PLUS 公司宣布了一项合作协议 , 以拓展在中国中低端牙科种

植市场的业务发展。两家公司销售结合后，将帮助士卓曼在中国

进一步拓宽其产品线，为士卓曼中国的长足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2019 年 3 月，士卓曼开始接管对 T-Plus 种植产品在中国市场

业务的推广，以推动其产品在中低端种植体市场的快速增长。

Smyletec 瑞速齐是口腔美学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者士卓

曼集团与中国隐形矫治研发生产的领先企业正丽科技联

合打造的一款全新的隐形矫正产品。

Smyletec 瑞速齐采用进口隐形矫正专用聚合物材料，利

用生物力学原理和人工智能算法，配合临床医生为用户

提供舒适、美观、高效、高性价比的隐形矫治方案。

Smyletec 瑞速齐可为您提供量体裁衣的隐形矫治器，根

据您的主治医生的设计，将您的牙齿逐步移动到理想位

置，为您牙齿矫正的全过程提供全面服务。

T-PLUS
产品质量及价格优势使其成为众多医生的优先选择

合作品牌 Smyletec 瑞速齐

 牙种植体

我们的业务领域

 定制隐形牙齿矫治器：Smyletec 瑞速齐

我们的业务领域

T-PLUS 种植系统，其组合包括三个锥形种植体设计，涵盖了广

泛的适应症和客户偏好，其设计理念、特征和与产品质量与其他

的流行种植品牌相似，综合产品质量与价格优势，T-PLUS 对大

部分的医生极具吸引力。



Straumann®CARES® 作为综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旨在为口腔

医生和技师提供高效个性化的方式，实现全数字化口腔诊疗。

2018 年，士卓曼集团官方授权认证的艾克康（etkon China）

切削服务中心在深圳建成，提供 CARES 桥架，国内授权合作加

工中心（ALP）提供上部结构及美学修复，一起为无牙颌患者提

供优质的 Straumann® Pro Arch 无牙颌种植修复解决方案。

2019 年，Straumann®CARES® 产品线将进一步扩充，产品涵

盖从扫描到 3D 打印等多项软硬件产品。医生和技师可以借助这

些一体化工具，便利、高效、精确地实现种植规划，手术和修复。

CARES® 拥有包括扫描、切削和 3D 打印等数字化流程。同时它

也是高度整合，开放和模块化的，您可以根据需求灵活地进行组

合实现更好的效果，以达到使用数字化提供一体式完整解决方案

的目的，并保证高精度和高效率的工作流程。

Straumann®CARES®

综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Straumann®CARES®

 口内扫描仪

 模型、印模扫描仪

 种植规划软件

 种植修复软件

 手术导板以及配套导环等

 3D 打印机

 CAD 设计软件

 生产加工服务

 修复设计软件

我们的业务领域

成立于 1980 年，通过教育培训与循证医学，推广及传播牙种植及相关的组织再生

领域知识，以造福于患者。ITI 一直与士卓曼紧密合作开展各种培训课程及学术会议，

为口腔医生们提供了深入交流和学习的国际平台。因其紧密的合作关系，在中国士

卓曼种植体也曾被称为 ITI 种植体。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ITI）

创建于 2006 年，致力于口腔种植学的培训、教育与研究。旨在建立一个口腔种植

与骨再生的教育、科研与临床平台，从而促进种植专家与医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共同推动国内口腔种植与骨再生事业的健康发展，造福于牙缺失的患者。士卓曼多

次与 BITC 合作，为众多口腔医生提供了学习与研究的系列课程。

北京口腔种植培训学院 (BITC)

成立于 2019 年，士卓曼与烟台口腔种植培训中心合作，开展相关数字化培训，旨

在推广口腔种植及数字化种植相关技术，与更多业内医生分享前沿技术与临床经验。

烟台口腔种植培训中心（YITC）

2012 年成立，至今已成功举办种植培训 60 余届，影响学员数千人，在国内具有良好

的美誉度和影响力。自 2018 年始，CITC 携手士卓曼集团，就安卓健种植体的特点

开展一年六期的专题培训课程，针对安卓健 Axiom 种植系统的 PX 和 REG 种植体

不同特点，进行规范化实操培训。未来双方继续深入合作，主题内容更加系统与丰富。

重庆种植培训中心 (CITC)

秉承对牙科领域创新技术的不断探索，以及对临床经验的持久积累，

是士卓曼对医生与患者的共同承诺。

多元化的优质服务，是我们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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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卓曼中国秉承国际口腔种植学会（ITI）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教育方针、方法，以

及对不同种植病例难易程度分类的对待原则，结合临床操纵的复杂程度和掌握难度，

设计了初 (S)- 中 (A)- 高 (C) 三个等级的系列培训课程，以供给不同经验和专业方

向的口腔医生进行选择学习。

SAC 培训课程



近年来，中国民营口腔市场发展迅速，士卓曼集团从自身的优势出发，于 2016 年推出

民营诊所合作伙伴项目，旨在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合作，与合作伙伴一同成长，实现共赢。

集团结合自身优势，整合相关资源，以一体化口腔解决方案，全面的医疗教育培训体系，

丰富的市场推广资源，完善的管理运营课程四大支柱为根基，协助民营口腔伙伴全方位

发展。项目发展至今，已联手数百家诊所，共同造福患者。

先天性外胚叶发育不全是最常见的人类发育畸形之一 , 其表现为毛发稀疏、

汗腺发育不良、牙齿数目和形态异常等。对于牙齿发育的表现为先天缺牙

或钉状牙、锥形牙等。严重影响患者的咀嚼消化，导致生活质量较低，危

害其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 

2017 年 8 月由北京瑞城口医院宿玉成教授发起的“先天缺牙患者微笑行

动”公益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旨在帮助受外胚叶发育不全引起的先天缺牙

青少年重塑健康生活，帮助他们实现如常人一样进食、社交的梦想。

作为口腔种植市场的领先者，士卓曼中国支持捐助此项目中种植治疗所

需要的种植体和相关修复配件。目前已帮助 9 名患者接受种植外科及修

复治疗。

士卓曼携手民营合作伙伴

共同推进诊所多维发展

全面精进的医疗教育

培训体系

强强联合的市场

推广资源

高质量的管理

培训课程

优质的一体化口腔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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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O合作伙伴项目

“先天缺牙患者微笑行动”公益项目



士卓曼（北京）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27 号嘉铭中心 B 座 3 层

电话：86 10 57756563

传真：86 10 57756556

网址：www.straumann.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