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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数字字化化精精工工种种植植牙牙更更快快更更舒舒适适
拜博口腔邀您见证全口缺牙2小时戴牙 即刻咀嚼 0531-82389888

实现数码扫描、三维重建技术

大幅度提升种植牙手
术的安全性

据了解，拜博口腔数字化种
植可以实现数码扫描、三维重建
技术。通过计算机断层CT口腔体
检，获取口腔的三维数据，3D精
准化定位详细测量牙床的骨质密
度、牙槽骨本身的高度、宽度等条
件，精准检测出患者哪一块牙床
的骨质条件好，适合植入人工牙
根，哪一处骨量偏低，需要避开或
进行植骨。医生可以一目了然地
了解口腔神经走向、血管分布、上
额窦位置、牙槽骨状况，根据这些
情况，医生确认种植牙修复的最
佳位置、角度、深度从而获得最稳

定的固位性，并在手术中避开重
要的神经和血管，从而大大提升
种植牙手术的安全性。

实现导板种牙、可视化种植技术

大大缩短种植手术时间

此外，以微创为主导，通过
CAD/CAM激光扫描，骨骼、神
经、血管等组织的三维模型重
建，可以精确测量患者的骨骼
条件，设计种植位置，并选定合
适的种植体，并且完全模拟显
示种植体在牙槽骨的位置，生
成可视化的数据模板。根据数
据模板由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种
植手术导板，确立了种植体与
牙颌窦底的距离、深度、种植体

半径、倾斜度等，种植医生完全
按照种植导板导航种植，不需
要反复切开、翻瓣、缝合，减少
了种植手术的时间，同时大大
降低了患者的痛苦程度。数字
化种植技术通过3shape口腔扫
描便可轻易获取患者颌骨的
CT数据，这样避免了传统咬牙
印取模的不适，而且能够永久
保存，长期使用，使种植数据更
精准。尤其是对全口/半口牙缺
失、种植牙失败等疑难种植牙
患者，实现了即刻负重，当天种
牙当天用，告别缺牙痛苦。

实现术前修复体制作

当天戴牙咀嚼 ,全口无
牙即刻负重

数字化种植手术实施前，医
生将通过计算机为牙缺失者“量
口制作”种植手术导板。根据种
植方案完成种植导板的数据模
型，通过3D打印等技术在种植手
术之前可一次完成牙齿的临时
修复体、全瓷修复体制作。采用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
辅助制造(CAM)保证个性化美
学义齿精益制作、临床技师团队
协作、人性化服务等环节有机整
合在一起，在达到即刻负重的条
件下，可以实现即刻戴牙，快速
恢复咀嚼功能，而且数字化种植
牙坚固耐用，迅速恢复味觉神
经，顾客终身受益。

活动链接：

拨打活动电话提前预约，将
享受以下优惠：

1、韩国种植牙援助30%(含
烤瓷冠)

2、德国种植牙援助50%(含
烤瓷冠)

3、电话预约可免专家挂号
费、种植拍片费、种植设计费、种
植手术费。

4、3shape口腔扫描体检免费
体验，即刻见证数字化模拟效
果。

5、活动当天充值最高返赠
10%。

6、国内知名种植专家免挂
号费、亲诊费。

电话预约：0531-82389888。
(本报记者 陈晓丽)

2月14日拜博口腔全/半口缺失数字化种植全过程解决方案技术推介会将在济南召开，会议围绕导航种植、种植导板设计及其临床意义、数字字技术应用等角度展开研讨。
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届时美国加州大学种植硕士，ICOI国际种植牙医师协会会员，诺贝尔种植体公司种植顾问黎强；美国Loma Linda大学种植硕士、北京市口腔医学会修复
专委会委员梁娜等国内知名专家及多名省内外知名专家到场并亲自操刀手术，邀您见证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咀嚼。

““长长大大我我也也要要研研究究医医药药，，造造福福人人类类””
13名贫困学生做客齐鲁制药，获赠新棉衣

本报济南2月6日讯 (记者
焦守广) 1月24日，长清区

双泉镇13名贫困家庭学生到济
南齐鲁制药“做客”，参加齐鲁
制药举办的“幸福欢聚——— 助
学欢乐行”活动，在这里他们了
解了药品的生产过程，还获得
了药厂叔叔阿姨为他们精心准
备的新棉衣。

1月24日上午，双泉镇的
孩 子 们 走 进 了 齐 鲁 制 药 展
厅，在宽敞明亮的展厅里，大
屏幕上挂出了欢迎标语，来
到这里孩子们才知道，齐鲁
制药在全国竟然有八个生产
基地，在中国最北边的内蒙
古和最南边的海南都有厂。

孩子们还参观了齐鲁制
药研究药物的实验室，听药
厂的叔叔阿姨讲解药物科学
知识。实验室的叔叔阿姨们
都穿着白大褂，表情严肃，正
在紧张地做着试验，“他们好
酷呀！长大了，我也要像他们
一样研究医药，造福人类。”
双泉镇学生洋洋兴奋地说。

齐鲁制药工作人员还为
他们精心准备了新棉衣。拿
到新衣服，小伙伴们脸上立
刻笑开了花，迫不及待地穿

上 。“ 真 好 看 ，谢 谢叔叔阿
姨！”孩子们喊道。

听说双泉镇的小伙伴们
来了，齐鲁制药子弟小学的
小伙伴们专门赶了过来跟他
们见面。齐鲁制药小学的小
伙伴们邀请他们到厂里的学
校做客，并一起玩游戏，十分
开心。

齐鲁制药厂相关负责人

介绍，多年来，齐鲁制药一直
致力于扶贫事业，助学是其
中重要一环。今天来到齐鲁
制药的1 3名学生，都来自长
清 区 双 泉 镇 山 区 的 贫 困 家
庭。为响应团市委号召，2016
年，齐鲁制药与这些贫困学
生结成了扶贫助学对子，对
他们进行为期三年的长期资
助。

孩子们参观齐鲁制药展厅。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摄

本报济南2月6日讯(记者
焦守广 ) 在 糖 尿 病 治 疗 领
域，胰岛素的重要作用日益被
人们重视。但是由于部分患者
对胰岛素的不了解或是误解，
导致没有及时应用胰岛素治
疗，造成了不必要身体损害。

胰岛素是由胰脏内的胰
岛β细胞受内源性或外源性物
质如葡萄糖、乳糖、核糖、精
氨酸、胰高血糖素等的刺激而
分泌的一种蛋白质激素。于
1921年由加拿大人首先发现，
1922年开始用于临床，使过去
不治的糖尿病患者得到挽救。

山东内分泌与代谢病医

院专家张勇表示，对糖尿病
病人来说，使用胰岛素还是
很有必要性的。在1型糖尿病
和2型糖尿病晚期，胰岛功能
完全衰竭。绝大多数口服药
均不能再控制血糖，这时胰
岛素是唯一选择。如果这时
仍然拒绝胰岛素治疗，将会
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甚至
有生命危险。

胰岛素只能皮下注射，不
能口服。胰岛素是一种肽类激
素，如果口服，胰岛素很快就
会被胃消化分解，失去应有的
生物学活性(降糖作用)，所以
只能注射治疗。胰岛素注射避

免肌肉注射，因肌肉注射会导
致胰岛素吸收过快从而导致
低血糖发生，因此采用皮下注
射。皮下注射胰岛素吸收缓和
血糖波动小。

那么，很多病友就担心
了，频繁使用胰岛素究竟会不
会成瘾呢？山东内分泌与代谢
病医院专家张勇告诉记者，胰
岛素是体内的一种天然激素，
与口服药物不同，没有明显的
毒副作用。对孕妇、儿童以及
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的患者，
胰岛素往往是唯一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说，胰岛素目前
来说是最安全可靠的。”

拒拒绝绝胰胰岛岛素素？？后后果果很很严严重重
专家：部分糖尿病患者必须使用胰岛素

治治白白癜癜风风可可获获全全额额医医药药费费补补贴贴

脑脑萎萎缩缩 帕帕金金森森 喜喜遇遇良良方方
头晕、健忘、失眠、说话

不利索、行为迟缓、手足震
颤。中晚期则痴呆、大小便失
禁、瘫痪。脑萎缩、帕金森是
脑组织细胞受损变性衰亡引
起的，及早治疗是关键！

强寿益智康脑丸是以中
医辨证施治原则,精选五指毛
桃、扶芳藤、牛大力、千斤拔、
红参、肉苁蓉等多味名贵中药
科学配伍,历经数年的研究和
临床病例追究观察,并结合现
代医学的先进科技,发明研究
出来的治疗脑萎缩、痴呆、帕
金森的中成药。

该药已荣获国家发明
专利 :ZL200510004868X。发
明专利摘要:“本发明药物益
智康脑丸具有补肾益脾 ,健
脑生髓功能,治疗脑萎缩、老
年痴呆、帕金森等脑病,见效
快 ,效果好 !”该药获得国家
药 监 局 审 批 ( 国 药 准 字
Z20025059)。

益智康脑丸为纯中药制
剂 ,上市以来 ,已成为治疗脑
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的理
想药物。用后患者整个人焕
然一新,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咨询热线:400-700-8835

本报济南2月6日讯
(记者 孔雨童) 开春，诸多
皮肤病又迎来高发季。为服
务广大皮肤病患者，2月济南
市皮防院将邀请中华医学会
皮肤性病学分会常委孙建方
教授和荨麻疹专家、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张苍来济。

2月9日，知名皮肤病专家
孙建方即将来到济南市皮防
院会诊，时间一天。孙建方，中
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常
务委员、皮肤组织病理学组组
长；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
副会长；首批“新世纪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中央
保健会诊专家，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尤其擅长疑
难、少见，复杂皮肤病的诊断
及治疗，擅长皮肤病理及皮肤

肿瘤诊断。
10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
张苍将在济南市皮防院会诊，
时间半天。本着公益为民的原
则，原本300元的会诊费全部免
除，仅按我市标准收取基本费
用。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张
苍是我国荨麻疹治疗领域的
名医，在慢性荨麻疹研究的二
十多年中，继承和发扬了燕京
赵氏皮科流派的宝贵经验，强
调疏导邪气，总结出了一整套
治疗慢性荨麻疹的有效方案。

可拨打济南市皮肤病防
治院电话(0531-87036224)或
登录医院官网预约，也可以
通过医院官方微信预约 :搜
索“jnspfy”加关注——— 进入
主页预约。

跟跟荨荨麻麻疹疹和和疑疑难难皮皮肤肤病病说说再再见见
两大皮肤病知名专家2月来济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计
委、国务院扶贫办等中央部
门2016年联合发布的《关于
实施健康扶贫工程指导意
见》文件精神，近日，华海白
癜风医院多方筹集社会资
金，设立了白癜风患者“精准
扶贫”专项基金，针对全国范
围内的困难白癜风患者开展
公益救助。

救助政策如下：
一、凡初诊患者报名申

请，可获5000元扶贫救助基

金，免费治疗一个月。
二、患者可通过自愿参

与爱心传递活动，最高可获
得全额的治疗费补贴，实现
免费康复。

三、奉献爱心突出的患
者，还可获得基金会“家庭困
难扶贫金”救助，实现彻底脱
贫。

首期扶贫名额，每地市
每月限额50人。

白癜风“精准扶贫”热
线：400-656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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