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名称 规格 单位 品牌 单价
牙科种植体 OSSTEM  BTS3S4510S 颗 奥齿泰 2800
奥齿泰替代体 替代体 个 奥齿泰 100
奥齿泰愈合基台 愈合基台 个 奥齿泰 300
角度基台套装 OSSTEM  GSAA4520MBWH 个 奥齿泰 1400
转移基台套装 OSSTEM  GSTAS4621WH 个 奥齿泰 1000
牙科种植体 BICON    260-145-306 个 百康 2871
ITI种植体 士卓曼    021.2410 个 士卓曼 2380
ITI粘接基台 士卓曼    022.2311 个 士卓曼 1200

ITI取模柱后牙闭口 士卓曼    025.4201 个 士卓曼 470
替代体 士卓曼    025.2101 个 士卓曼 324

ITI覆盖螺丝 士卓曼    024.4100-04 个 士卓曼 270
ANK种植体 ANKYLOS  3.5*8 个 ANKYLOS 3225.8

登特斯种植体 4.1*10 套 Dental Impiant 1000
正畸托槽 杭州新亚8216-20E-31/无钩/10* 包 新亚 53

游离牵引钩（问号钩） 杭州新亚9122-010R通用 包 新亚 27
游离牵引钩（游离止扣） 杭州新亚9123-001 通用 包 新亚 27

正畸托槽 杭州新亚8216-23B 0.022 不带钩 副 新亚 90
正畸颊面管 杭州新亚6725-21B  4* 包 新亚 28
正畸颊面管 杭州新亚62BK-20J-16(原编码62B3-20B-16) 20* 包 新亚 105
螺旋扩弓器 杭州新亚9162-202支架A型 个 新亚 68
舌侧口 杭州新亚9131-202网底粘接性 10* 包 新亚 27

正畸用带坏颊面管 杭州新亚52C1-20F-230  4* 包 新亚 24
正畸弹簧 杭州新亚9103-110长度10mm丝径0.008  10* 包 新亚 42

正畸带环颊面管 西湖巴尔/MBT 上下单管47 20* 包 西湖巴尔 100
正畸托槽 西湖巴尔/标准Roth无钩0.022 副 西湖巴尔 75

牙釉质粘合树脂 西湖巴尔/非调拌型 盒 西湖巴尔 160
金属托槽 日本TOMY5-5/022（936-102L） 副 TOMY 406
前方牵引器 长沙天天/双杆可调式 个 长沙天天 150

3M牙科正畸橡皮圈 8OZ 盒 3M 255
牙科正畸弹性体附件 DSB1/4/3.5OZ 盒 瑞士登士柏 255

橡皮链 DSB 包 瑞士登士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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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正畸弹性体附件 DSB2#中间距 卷 瑞士登士柏 145
正畸带环 杭州3B/27号4* 包 杭州3B 27
螺旋扩弓器 长沙天天/支架型13# 个 长沙天天 68

口腔正畸用镍钛器材 有研亿金TH12 2支/袋 袋 有研亿金 68
口腔正畸用镍钛器材 有研亿金CF1925L 10支/袋 袋 有研亿金 40
口腔正畸用镍钛器材 有研亿金CY18L 10支/袋 袋 有研亿金 28
太镍合金牙齿矫形丝 北京圣玛特OS-12 袋 圣玛特 68
太镍合金牙齿矫形丝 北京圣玛特1622U超弹性 袋 圣玛特 40

正畸丝 北京圣玛特12U 袋 圣玛特 28
种植支抗 OSSTEM   OSSH1408 个 奥齿泰 170
种植支抗 OSSTEM   OSSH1606 个 奥齿泰 208
种植支抗 OSSTEM   OSSH1610 个 奥齿泰 170
种植支抗 OSSTEM   OSSH1806 个 奥齿泰 170

根管充填及修复材料（BP） 0.5g/iRBPP 4610 U5 盒 加拿大（爱汝特） 1068
金属托槽 936-102L 5-5 副 日本TOMY 406
陶瓷托槽 新亚821H-23J3带钩 杭州新亚 800

ICE冰晶透明托槽 Ormco3-3 4mini 美国Orcom 2300
正畸金属托槽 Ormco 740-1504,高转5-5 副 美国Orcom 3450
正畸金属托槽 Ormco 740-1503,标准5-5 副 美国Orcom 3500
正畸橡皮圈 Ormco  639-002 短间距 个 美国Orcom 300
正畸托槽 滑盖自锁式网底直丝弓托槽 付 杭州新亚 650
链状橡皮圈 短间距 包 美国Ormco 300

正畸陶瓷自锁托槽 标准半口5-5 付 美国Ormco 5800
西湖自锁3代 标准转矩0.022无钩 副 西湖巴尔 1034

AO金属牙科托槽 美国AO/MBT7-7/ 副 美国AO 3660
ProMIM自锁托槽 5-5    3带钩 副 IDM 1400
登腾角度基台 AAB154520HL 个 登腾 720
球面自锁托槽 球面自锁型 付 广州欧欧 5200
方形自锁托槽 方形自锁型 付 广州欧欧 1600

Function正畸托槽 0.022‘’ 付 杭州斯麦尔 1700
德泰克金属自锁托槽（荣耀系列） SL32-23-4 副 德泰克 1500

登特伦金属自锁托槽 891-411-00 副 登特伦 3400
ITI愈合基台 士卓曼    024.2244 个 士卓曼 324
AO橡皮链 中距 卷 AO 512



可吸收生物膜 25*25mm 盒 Geistlich 2800
ITI种植体（瑞镐） 士卓曼    021.7312 个 士卓曼 4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