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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以色列？
以色列牙科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多样性。
以色列牙科行业有逾100家制造商。其中一些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并成为其
业务领域内的佼佼者。因此，过去几年内数起大型收购案都将以色列公司作
为收购对象：近年收购案包括：2016年登士柏西诺德斥资3.75亿美元收购MIS
一案；2008年诺保科斥资9500万美元收购AlphaBioTcc一案及2011年艾利
科技公司斥资1.9亿美元收购Cadent 3D Scanner一案。最近发生的一起收
购是Sino-Lite Ltd对Light Instruments（Syneron旗下独立牙医公司）发起
的，收购方Sino-Lite Ltd身后有以Sino-Lite国际贸易公司为首的一系列中国
资本强力支持。此外，中国投资者已经对多家以色列牙科公司进行了投资，尚
未达成合作的投资者和以色列公司也正在相互了解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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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以色列为全球第二大最具竞
争力国家，所指竞争力包含牙科技术。以色列有多家公司可提供全系列解决方
案，提升临床效果、缩减就诊时间、提高效率、减轻医患压力。以色列牙科产
品富于竞争力，在全球市场中获得了高度认可。这些公司中有部分已经进入市
场，部分仍处在研发或初期营收阶段。在2012-2014年期间，以色列牙科行
业累计出口额超过5亿美元。
在出口国家/地区中，欧盟为以色列牙科行业最大出口国，美国位列第二。然而，
亚洲市场增长迅速，是已有及新兴公司的潜在增长引擎。以色列公司正在寻求
与分销商和/或战略伙伴达成合作以推动自身发展，部分公司可提供OEM服务。
附件为以色列口腔及牙科技术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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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以色列
以色列出口与国际合作协会是促成您与以色列公司进行合作的第一道门户。
协会由政府及私营部门创办并注资，在技术及产品调研、联合经营及战略结
盟方面与以色列各公司展开专业合作已逾半个世纪。不论您经营哪一领域，
协会都可以为您开辟相关业务及政府资源渠道，为您提供所需信息，助您在
全球范围内进行洽谈、开展业务。
协会生命科学部门下设牙科技术部，可实现以色列生命科学行业内1,400余家
公司与全球各级别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互联，堪称商业配对的领军机构。该部
在识别及匹配潜在业务合伙伙伴、协调一对一业务洽谈会议上成果颇丰，且具
备搭建政府及行业对话桥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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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协助以色列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色列出口协会中国事务部和生命科学部门
达成密切合作，为展会及商贸代表团提供定制业务咨询、研讨会和讲习班以及
线上支持服务。中国事务部不仅是以色列公司向中国出口的门户，同时，也为中
国企业在以色列寻找商业机会提供服务。
机不可失，请您抓住机会，立刻了解以色列数百项优质牙科创新项目。
Ms. Angela W. Rabinovich, 女士，生命科学部门总监

联系电话：+972 3 5142891

电邮：angela@export.gov.il
Ms. Raphaële Moog, 女士，牙科技术部门经理
手机：+972 3 5142989

手机：+972 54 4578076

电邮： raphaele@export.gov.il

www.export.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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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Limin Wang, 中国事务部经理
联系电话 +972 3 5142913
电邮 Liminw@export.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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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经济产业部
外贸局
以色列以其创新和创造力而闻名，拥有数千家各种技术领域（包括医疗器械行
业）的初创公司。以色列的医疗器械方向一直以来稳步发展，现今拥有近1200
家医疗器械公司；以色列是人均医疗器械专利比例具全球之首；投资生态系统
发展良好，风险投资的规模和交易量均呈上升趋势。

我们诚邀中国公司和机构寻求以色列技术、投资机会和研发合作，请与我们联
系。我们还可以协助在以色列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和合作伙伴，联系潜在的合
作者，并且根据情况在您访问以色列期间提供帮助。

目录

为了在不断扩展的创新板块中增加曝光率，以色列经济产业部在中国开设了5
个贸易办事处，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香港。办事处的宗旨是协
助和引导中以两方的公司入驻对方市场，创造商业机会和维持长期的商业关
系。这些团队致力于携手以色列出口商为其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提供支持，
促进对以色列的投资，并激励两国合作伙伴 之间的战略合作。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http://itrade.gov.il/china/ 或按以下方
式直接联系我们：
北京Chaim

Martin, 以色列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

电话：+86 10 8532 0516
电子邮箱: Beijing@israeltrade.gov.il

广州Shirly Coifman,（女士）以色列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领事
电话: +86 20 8513 0518/9
电子邮箱: Guangzhou@israeltrade.gov.il
上海Einat Lev, 女士）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
电子邮箱: Shanghai@israeltrade.gov.il

成都Yair Albin, 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商务领事
电话: +86 28 6871 9520
电子邮箱: Yair.Albin@Israeltrade.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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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Ester Perets Burke, 以色列驻香港总领事馆，商务领事
电话: +85 22 8217 508/9
电子邮箱: ester.burke@israeltrade.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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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公司

行业类别

寻求

Alfa Gate Mazen

使用低成本、专用纳米磷酸钙表面
进行快速康复种植

投资CFDA项目的经销商合作
伙伴

有限责任公司
收入增长

B.J.M.

CE, FDA 批准
牙医需使用的所有牙科专业材料

（除北京外）各省份经销商

实验 设备有限责任 High-Q-Bond SE; Cem-Implant,
获奖产品
公司
收入增长
CFDA 审批中
自攻牙科种植，牙列缺失固位种
牙科种 植 实业有限 植体即刻植入
责任公司
CFDA 已批准
收入增长

已有省及地区经销商，希望建
立当地分公司
医院、诊所
公司合作投资人

种植水平高、价格合理，植入物
种植技术有限责任 形状特制，仅需1钻孔
公司
CFDA 已批准
收入增长

经销商、医院、诊所

Dentin

DMi

独家专利牙科种植，简易经济

创 新医药科 技有限 CE, FDA 批准
责任公司
收入增长

Kaplavi
种植教育
初期营收

Light
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收入增长

投资CFDA项目的经销商合作
伙伴

种植教育：训练课程、现场手
术、临床案例展示，并为受训者
提供临床案例支持服务

集成商、省级医院、牙科服务
供应商

Er:YAG 牙科激光器，采用革命性的“
手持激光”技术

私人及公立医院、私人诊所

CFDA 已批准
投资人及潜在战略合作伙
伴。

Tav

氧化锆及钛制种植体、附件及工具

牙科
收入增长

CE, FDA 批准

经销商和/或有意投资合资企
业或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华开展种植业务的投资人

牙科有限责任公司
临床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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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具备治疗功效的医用口腔冲洗器

Purecare

目录

Cort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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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a Gate Mazen Ltd.

www.alfa-gate.com

H 22

行业类别：■ 移植学 ■ 器械及工具

Alfa Gate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专注于通过尖端技术解决方案，开发、设计
和制造牙科植入物的全球公司，本公司由执业牙医经营，并为执业牙医开发
相关产品。
我们的植入物、修复方案、手术包和工具都根据客户的需求而设计。我们提
供各种植入体和修复方案，同时保证长期有效的性能和美观性，使您的工作
更加轻省。
通过20年与本领域最优秀的专业人才合作，我们取得了很多成果。

目录

Alfa Gate种植体是由生物兼容的医用级钛合金(Ti6Al4vELI)制成的，有两类种
植面可供选择，生物活性表面和SLA表面都有助于促进持续的骨整合。市场上
独一无二的生物活性CaP表面能缩短愈合过程，并提高种植成功率(99.7%)。
它是广泛的骨型和即时加载模式中的最终种植选择。
此外，选择Alfa数字种植计划和手术指南将帮助您减少坐椅时间，受益于数
字精度并减少错误，可预见最终的种植位置和修复结果，并且通过减少侵入
性医疗流程和缩短愈合时间，改善病人的体验和舒适度。
Alfa Gate 遵守最严格的国际标准，符合EN：ISO 13485：2003和ISO 9001
：2008，并获得CE标记。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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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M. Laboratories Ltd.

www.bjmlabs.com

H 20

行业类别：■ 移植学 ■ 牙髓 ■ 正畸 ■ 修复 ■ 材料

B.J.M.实验室有限公司(B.J.M.)于1992年为了发展和制造先进的牙科材料而成立。
B.J.M.生产全系列的牙科粘接剂，树脂水门汀、复合材料及核堆塑材料、临时冠桥材料、植
入水门汀、根管封闭剂和宽范围的正畸材料。所有这些都被广泛地分销于美国，欧洲，亚洲
以及南美洲。 B.J.M. 还提供产品给世界各地跨国公司的分销商和制造商作为自有品牌。
B.J.M. 注重于产品的质量。自1997年以来，ISO9001:2008, EN ISO13485:2012, 和
MDD 93/42/EEC 认证被授予了我们的质量保证系统。这样的认证使我们能够在欧洲经
济共同体与CE标记有关的范围内推销我们的产品。 B.J.M. 以“品质依赖研究与发展”作
为自己的座右铭，B.J.M. 得到迅速的发展。
以下是B.J.M.公司销售得最好的其中两款产品：

目录

CEM-IMPLANT (无丁香酚种植体冠树脂水门汀):
1. 是全世界的金标准。
2. 连续3年在美国的《Dental Advisor》赢得金奖。
3. 是一种有弹性的水门汀，可以提供缓冲力，以预防基台螺钉在承受咬合力后发生松动。
4. 还可以提供永久性粘接，必要时也可以除出牙冠。
HIGH-Q-BOND SE （自酸蚀/自粘接双固化永久性树脂水门汀）:
1. 可以与牙本质进行自酸蚀永久性粘接。
2. 在不使用任何预处理剂时，与氧化锆粘接非常好。
3. 在不使用任何预处理剂时，与玻璃离子水门汀和陶瓷粘接非常好。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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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ex Dental Implants Industries Ltd.

www.cortex-dental.com

H 18

行业类别：■ 移植学 ■ 器械及工具

Cortex种植体系统位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由颌面外科，口腔修复专家和牙周
病专业领域的高素质专家和专业人士操作和管理公司设计及生产优质的牙科
种植体及相关配件与操作工具。多年来，Cortex 种植体系统公司赢得了数以
百计临床医生的信任，依靠其多规格、高质量的产品提供可成功和可靠的的恢
复病例。公司致力于通过不断提供高质量、经过科学验证和价格合理的牙科
种植体在业内维持这种良好的信任。

我们的产品包括用于上颚和软骨的牙科种植体; 对于密质骨和松质骨等不同
骨质下均有理想的初期稳定性，我们产品的内六角设计可以增强即刻种植、
上颌窦提升或在磨牙区域、的初级稳定性。 我们有独特的种植体系统，可以
使用微创技术进行引导植入。 我们正在积极引入手术系统。

目录

作为可靠及拥有知名度的种植体系统生产厂商，我们拥有自主研发创新部门、
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并执行严格的质量控制，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公司拥有的
创新专利技术如自攻和反旋转锁扣元件能够在义齿修复期间提供旋转反向
力的加强抑制作用帮助提高种植体初期稳定性，高级种植体套装提供智能
无菌包装，适用于多手术段（1段式/ 2段式/即刻种植/复种）。

我们的产品获得CFDA批准，并在中国销售3年以上。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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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in Implants Technologies Ltd.

www.dentin.biz

H 17

行业类别：■ 移植学 ■ 器械及工具

DENTIN Implants Technologies Ltd是一家创新人工种植牙，正畸产品和手术
工具的制造商。
DENTIN Implants Technologies Ltd是由一群来自牙科行业的专业人士创立的。
创办人在牙科市场有超过25年的工作经验，并有多年的商业和国际经验，他
们的明确目标是设计和生产高水平的牙科植入物，以满足客户对质量和创
新的高要求。
DENTIN Implants Technologies Ltd为牙种植体和修复系统开发和生产了广
泛的产品，。

DENTIN Implants Technologies Ltd 在牙种植行业经营多年，并凭借私营牙
科诊所的经验，已获得了牙种植领域的丰富知识。

目录

所有的产品都是用行业最优质的材料制造的。

公司多年来与世界各地(美国、南美、欧洲和远东)的不同行业公司发展了长期
合作关系。到目前为止，公司产品已引起人们相当大的兴趣。
广泛的知识库与创造性工程和严谨的服务流程相结合，产生了开创性的植入
系统，其中包含了先进的技术创新和特征， 确保了卓越的性能、高效的操作、
精密度和极佳的成本/效益比，从而使DENTIN Implants Technologies Ltd成为
了世界各地植牙医师最理想的供应商。
DENTIN Implants Technologies Ltd的高端生产设施和
研发中心包括高科技机械、严密的质量控制系统和具有
最高水平ISO 7级的无菌洁净室，。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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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 创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www.dmitec.co.il

H 19

行业类别：■ 移植学 ■ 器械及工具

DMI是一家以色列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专业创新医疗技术公司。公司主要从事牙
科种植体、义齿修复部件和工具、附件、结构、外科套件和系统的设计、制造、
营销和销售。我们拥有独特的专利，如多锁系统，平行导轨和模块化植入物。
我们的目标是向本领域的牙科外科医生提供技术最先进、且价格低廉的产品
并尽可能地提供最好的服务。我们的牙科植入物设计简便，符合人体工程学
并且质量可靠。 这些品质和性能有助于快速愈合并具出色的表现，最重要
的是，能提高使用者的生活质量。

目录

首席执行官兼总裁Prof Ilia Mushayev DDs博士是该公司的创始人，在牙科市
场拥有30多年的国际经验，他有一个明确目标：即设计和生产创新品质的先
进植入物。他的理念使牙科种植医生能关注病人的个人需求，正畸修复过程
中的特殊情况。
DMI是一家高端的生产设施和研发中心，我们的专家组织定期会议、讲座和讲
习班，为世界不同城市的牙科种植专家提供高级培训。
DMI为客户提供产品终身保修，并严格遵守国际标准和法规，包括：CE, FDA,
ISO 13485:2016, ISO 9001:2015。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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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lavi Implants Education www.kaplavimedical.com/dental4

H 23

行业类别：■ 移植学 ■ 培训和教育

Kaplavi Medical 是以色列最著名的牙科种植机构，致力于无创无移植修复，
对于全无齿患者有即时功效。
KAPLAVI Implants Education在无牙症修复领域，拥有多年丰富的经验和非
常高的成功率。
在手术和正畸领域，Kaplavi博士有30年的职业生涯，其中15年专门致力于无
齿全冠种植体的修复，有超过1500名患者并完成了15，000个种植体。
在以色列，Yossi Kaplavi博士是微创种植牙领域最知名的临床医生。他率先
使用了具有即刻功能植入的倾斜种植体。

目录

Yossi Kaplavi博士的课程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综合性和系统性。通过学习
他的课程，你将获得相关的教学知识和技能，帮助你有信心在家工作并能取
得可预测的成果。
我们的课程为学员提供：
当今的科学信息 临床实践教学 实地流程观察 实习培训 个案处理规划
研习会 激励为全无齿患者和医疗受损患者开发一套成功的种植牙医疗惯例
我们以外科手术和技术为基础的培训方案提供了一个小班授课的温馨学习
环境。
通过我们广泛的临床和科学研究工作，KAPLAVI Implant Education 为牙
科医生团体提供相关知识。我们主要关注实际应用领域，具体通过 培训课程，
现场手术，临床病例演示，并支持受训者实践他们的临床案例。

简介

12

欢迎

Light Instruments 介绍

www.light-inst.com

H 24

行业类别：■ 外科手术 ■ 口腔卫生 / 牙周 ■ 牙髓 ■ 设备

Light Instruments Ltd.是一家总部位于以色列的公司，凭借其先进的高端技术不
断提升其在牙科激光领域的创新者声誉。2007年，Light Instruments 推出了革
命性的“激光手持™”技术，作为其旗舰的LiteTouch™牙科激光器的一部分，这
是世界上用途最广泛的非纤维Er：YAG激光装置，可用于硬软组织的牙科治疗。
LiteTouch™介绍：LiteTouch™是世界上最小的用于软硬组织牙科治疗的ErbiumYAG
牙科激光治疗仪。它具有独特的激光手持™技术，整个激光机械被放置在一个
醒目的壳体内(只有12厘米长，直径2.5厘米)。这种创新的解决方案模仿涡轮钻
的造型，但同时也结合了激光的独特优点：显微外科，愈合快，微创治疗，病人
接受率高。

目录

新一代激光牙科：Light Instruments 最近推出了最新的LiteTouch™型号产品，继
续实现公司开发最新激光牙科治疗技术的愿景。除了采用激光手持技术的尖端
Er:YAG牙科激光器外，新型号还配备了一个直观的触摸屏，可进行全面控制，并
有可调的预置选项和全面状态更新。该强大功能再加上LiteTouch™应用程序的
无与伦比的操作性能，使牙科医生能够快捷轻省地执行程序 ，且保持稳定的品
质。凭借其独特性能，新的LiteTouch™用户将享受较短的学习周期。
获奖设计:直观吸引力，最新LiteTouch™型号的设计给红点评审团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赢得了备受垂涎的‘2016年红点奖’。该型号产品非常小巧，紧凑、轻巧
和流线型设计，占用空间小。它也很容易携带，非常便利。新型LiteTouch™有各
种迷人的色彩并配备现代激光照明，非常适合临床实践。
全球成功：虽然LiteTouch™在诊所中不醒目，但它在全球范围内却脱颖而出，
成为了几乎各大洲的领先诊所不可或缺的设备。Light Instruments致力于满足
其全球客户的需求，而该新型号产品能满足客户的特定需求。每一款轻型仪器
的用户都能通过本公司的客户服务部获得最佳支持。本公司为牙科激光行业设
立了一个新的卓越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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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care Dental Ltd.

www.purecare.dental

H 25

行业类别：■ 移植学 ■ 口腔卫生 / 牙周 ■ 正畸 ■ 消耗品 ■ 器械及工具

PURECARE口腔冲洗器为牙龈炎、牙周炎和种植体周围组织疾病提供了一种革
命性的在家治疗方法。
全球90%的成年人都遭受各种的牙龈疾病，这是一个主要的医疗和口腔保健
问题。
通过结合水牙线（一种常用的家庭口腔护理工具）和臭氧治疗，PURECARE能
治疗各种牙龈疾病。而在PURECARE创新产品被推出之前，臭氧治疗只能在专
业环境下才能使用。

PURECARE公司开发了一种从氧气中提取所需的医用臭氧的方法，从而达到最
佳治疗所需的浓度水平。该创新方法使每个人都能在家中享受专业的臭氧口
腔治疗。

目录

用于治疗人类组织的臭氧能产生许多生化和生理反应，能破坏不必要的病原
体，增强免疫反应，并加快愈合过程。

除了治疗牙龈疾病外，臭氧治疗适合各种正畸患者，口臭患者、需要牙齿美白
和一般口腔护理的患者等等。
鉴于臭氧具有许多众所周知的治疗和预防能力，除了推出一系列的家庭口腔
护理用品外，PURECARE牙科公司还计划开发
一系列适合治疗慢性溃疡、外伤和其他软组
织相关疾病的医疗装置。除了家庭护理外，
这些装置可供急救员在野战医院或救护车
等地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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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V Dental

www.tavdental.com

H 26

行业类别：■ 移植学 ■ 器械及工具

TAV Dental是一家专业、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公司，属于TAV Medical Ltd的分机
构（TAV Medical是一家在医疗领域有40多年经验的公司）。TAV Dental生产各
种原材料（如氧化锆和钛）制成的牙科产品，包括种植体，基牙，CAD/CAM和工
具。本公司以先进的技术为基础。 技术是所有开发和生产过程的重要基础。
在牙科种植领域，公司特别致力于开发和制造氧化锆牙科产品，并对氧化锆
牙科产品及其性能进行了重新定义。
如今，患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审美意识和健康意识。氧化锆种植体同时
满足了患者的这两种需要。种植体呈白色，与天然牙齿相似，非常美观，是钛
种植体的无金属替代物。

目录

此外，氧化锆有减少牙斑累积的特征，有助于口腔卫生并促进植入成功。
TAV Dental自行研发生产所有的产品。钛制品采用传统的机械加工工艺。TAV
氧化锆产品，包括植入物，是采用陶瓷注射成型(CIM)技术制成的。
根据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倡导‘精确性、激情与合作精神’。在牙科产品
的开发和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持精确度和质量，严格控制各流程，并
遵守最高的技术生产标准。
我们正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将我们的产品推向新兴的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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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further information:
Ms. Angela W. Rabinovich - Director, Life Science Department

Ms. Raphaële Moog - Manager, Dental Technologies
Tel: +972 (3) 5142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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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972 (3) 5142891 @ angela@export.gov.il

Cell: +972 (54) 4578076 @ raphaele@export.gov.il

Ms. Maya Vaknin - Production Manager for Intl. Exhibitions
Tel: +972 (3) 5142861

Cell: +972 (50) 4929392 @ mayav@export.go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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