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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烤瓷的基礎

維他金屬烤瓷材料(VMK)結合了

合金的兩種優勢－抗彎強度和

美學效果，從而製作出完美的

贋復體。瓷材料的強度關鍵在

於瓷與金屬材料的結合，而成

功製作自然逼真的贋復體則是

取決於所使用的瓷粉品質。

物理性能

除了牙技師的技能之外，材料

的抗彎曲強度、酸溶解度(按 

ISO 9693 標準測試)以及高溫

穩定性都是贋復體燒付成功的

決定因素。同時，瓷粉粒子的

分佈決定瓷粉的堆塑性能，因

此，須通過嚴格的品質監控標

準。

合㈮

根據合金的主要化學組分，可

以將其分為以下幾個類別:

-貴金屬合金

-半貴金屬含量合金

-非貴金屬合金

不同類別的合金進行加工時，

務必遵照合金製造商的使用說

明。

瓷㈮結合系統

依據迄今為止所製作的金屬烤

瓷贋復體資料顯示，影響修復

效果最大因素是鑄造合金與瓷

粉的線性熱膨脹係數(CTE)是否

匹配。如果附於合金上的瓷材

料處於較低水準的壓應力狀態

下，贋復體將很有可能得到長

久成功。要實現此應力狀態，

金屬的熱膨脹係數需略高於瓷

粉。通過改變燒結程式，烤瓷

的熱膨脹係數可在一定的範圍

內變動。所以，使用者必須同

時遵循合金和瓷粉的使用說

明。經過多年的操作，對大多

數技工室而言，烤瓷贋復體的

加工過程已變為一種程式化的

工作。



物理性質

性能 單位 數值

遮色瓷(Opaque)
的熱膨脹係數

上述技術和物理參數均為本公司自製樣品

的試驗結果，使用的測量設備均為本公司

所有。

(25-600℃)                          

遮色瓷(Opaque)
的溫度轉變

牙本質瓷(Dentine)
的平均粒度

瓷金結合強度

天然釉質(Glaze)的硬度

牙釉質瓷(Enamel)
的維氏硬度

彈性係數

牙本質瓷(Dentine)
的抗彎強度

牙本質瓷(Dentine)
的熱膨脹係數

牙本質瓷(Dentine)
的溫度轉變

牙本質瓷(Dentine)
的軟化點

約為

牙本質瓷(Dentine)的溶解度

密度

（按ISO9693標準）   

約為

約為



㈮屬烤瓷標準堆塑技術示意圖

牙釉質層
[Enamel (Incisal)]

牙本質層
[Dentine (Body)]

不透明遮色層
(Opaque)

齒頸部瓷層
[Cervical(color)]

㈮屬冠心製作要點

支架蠟型製作、包埋、鑄造、打磨、噴砂和預氧化熱處理等過

程，請參照合金製造商提供的使用說明。

製作用於飾面瓷的內冠和橋體時，首先應按照最終解剖形態製作

贋復體的蠟型。蠟型壁的厚度不能低於0.4毫米，以確保最終打

磨後，金屬最小厚度可達0.3-0.35毫米。製作蠟型時應儘量平整

滑順，避免形成尖銳棱角、倒凹以及較深的溝槽，同時需確保可

牢固地與鄰接面連結。為使連接體更堅固可靠(特別是製作長橋

時)，在橋體齶側應製作一個窄的金屬加強領狀結構或是一個類

似嵌體的鄰接面。



瓷粉材料分類

釉質材料(Enamel)與VITA 3D-MASTER 顏色系統的搭配

釉質材料(Enamel)與VITAPAN 經典16色系統的搭配

齒頸部材料(Neck)與VITA 3D-MASTER 顏色系統的搭配

齒頸部材料(Neck)與VITAPAN 經典16色系統的搭配

* D =為該顏色下的牙本質瓷(Dentine)

VITA VMK 95 邊緣瓷（Margin）搭配

經典色 經典色



標準分層堆塑技術

1. 第一層清洗遮色瓷(Wash Opaque)塗層

或使用粉狀遮色瓷(Wash Opaque Powder)

用玻璃調拌刀將清洗遮色瓷粉與維他遮色瓷

粉調拌液(VITAOPAQUE FLUID)均勻混合。在

乾淨的合金金屬內冠 (Copin) 表面塗上一層

很薄的遮色瓷層。

或使用膏狀遮色劑(Wash Opaque Paste)

將金屬內冠清洗乾淨並完全乾燥，再將VMK95

膏狀清洗遮色瓷(Wash Opaque Paste)在合金表

面塗抹很薄的一層。

或使用噴塗(SPRAY-ON)方法

將清洗遮色瓷(WO)噴塗在合金金屬內冠上。

參見VITA SPRAY-ON2000加工指南。

清洗遮色瓷焙燒㆔種作用：

1. 將基底中的有機成分燒結揮發。

2. 產生金瓷結合的氧化物。

3. 燒結陶瓷成分，形成與金屬的化學結合，

      達到Gold Bonding的效果。

塗飾好遮色層的情況



第一層清洗遮色瓷焙燒完成後的外觀。(Wash Opaque ring)

焙燒程序

粉狀(WO Powder)

膏狀(WO Paste)

上述燒結參數值僅供參考，如燒結後的贋復體表面特徵、透光
性及光亮程度不理想，須調整相應的焙燒程式。燒結成功的決
定因素非烤瓷爐的溫度，而是物件燒結後的外觀及表面特性。
(透過蒐集來的資訊建議賤金屬溫度可達1000℃-1050℃，效果
較明顯，貴金屬部分可維持原來溫度，效果上可微調)

2. 第二層不透明遮色層(Opaque Porcelain)

使用粉狀遮色瓷(Opaque Powder)

用玻璃調拌刀將遮色粉劑與維他遮色粉調拌液

(VITAOPAQUE FLUID)均勻混合。用毛筆沾取遮色
瓷，再輕輕用旋轉手法塗飾到合金金屬內冠上
。如此，遮色瓷可均勻地分佈在表面，不會堆
積到牙間隙裡去。

或用膏狀遮色瓷(Opaque Paste)

用毛筆將膏狀遮色劑均勻的塗上薄薄一層，將底色完全
覆蓋。

或使用噴塗程序

將VMK 95 Opaque瓷粉與SPRAY-ON LIQUID(噴塗專用調和液)

在所附的玻璃容器裡均勻混合，將遮色瓷(Opaque Powder)
噴塗到底層表面。

溫度
大約℃

抽真空
時間

起始
溫度℃

推薦的燒結程式



用毛筆均勻塗飾遮色瓷效果如左圖，並覆蓋其底色。

第二層不透明遮色瓷(Opaque ring)焙燒後的外觀。

底質焙燒

粉狀(OP Powder)

膏狀(OP Paste)

上述的燒結參數值僅供參考，如果燒結後的贋復體表面特徵、
透光性以及光亮程度不理想，必須調整相應的焙燒程式。燒結
成功的決定因素並非烤瓷爐的溫度，而是物件燒結後的外觀及
表面特性。

使用膏劑前請用玻璃或塑膠器械進行充分攪拌。
如果存放時間較長，玻璃或塑膠器械無法攪動遮

色膏(VMK 95 PASTE OPAQUE)時，可參照說明加入

膏狀遮色劑調和液(PASTE OPAQUE LIQUID) 重新調
成原來的稠度。注意玻璃容器上的螺紋一定要保
持乾淨避免與蓋子相黏。

溫度
大約℃

抽真空
時間

起始
溫度℃

推薦的燒結程式



3. 單冠牙本質瓷堆塑(Dentine(body) Porcelain)

使用工具將牙本質瓷粉調和；用毛筆在唇面堆塑，多餘
的水分用紙巾吸除。

因焙燒時會燒結收縮(Backing shrinkage)，牙冠應稍微堆
長一點。

為了成功複製 VITAPAN 經典16色或者VITA 3D-MASTER
比色板的顏色，約三分之一的牙體表面應用釉質瓷

(EnamelPorcelain)覆蓋起來。



將堆塑好的牙本質瓷(Dentine)回切(cut back)。使用潤濕的
毛筆塗抹，可致平整滑順。

完成瓷粉堆塑的內冠(Copin)應比焙燒後預期的長度增加

約1.0-1.5毫米，厚度也要增加一些。

焙燒程序

牙本質瓷焙燒

上述的燒結參數值僅供參考，如果燒結後的贋復體表面特徵、
透光性以及光亮程度不理想，必須調整相應的焙燒程式。燒結
成功的決定因素並非烤瓷爐的溫度，而是物件燒結後的外觀及
表面特性。

牙齒分佈塗上釉質瓷(Enamel Porcelian)。

溫度
大約℃

抽真空
時間

起始
溫度℃

推薦的燒結程式



可用金剛砂的磨具或帶有綠色碳化矽磨砂的磨具進
行打磨修正。在上釉燒結之前，整個表面只能用一

種磨石 (Diemond bur) 進行打磨，因為不同粗糙度的
磨石會導致表面光澤度不一致。

打磨後的牙冠，要加熱上釉之後，才可對金屬邊緣

進行拋光(Polishing)。拋光後要對牙冠進行清洗。

如需要進行修正，可再次堆塑瓷粉，然後重複前述
焙燒過程。如需修正的範圍很小，也可直接使用切

端修正瓷粉 COR incisal 或體部修正瓷粉 COR body
進行修正。

上釉後的成品(Glaze ring)

焙燒程序

使用釉水進
行上釉培燒

上述的燒結參數值僅供參考，如果燒結後的贋復體表面特
徵、透光性以及光亮程度不理想，必須調整相應的焙燒程
式。燒結成功的決定因素並非烤瓷爐的溫度，而是物件燒
結後的外觀及表面特性。

溫度
大約℃

抽真空
時間

起始
溫度℃

推薦的燒結程式



4. 牙橋(Bridge)的牙本質瓷堆塑(Dentine (body) Porcelain)

牙本質瓷(Dentine)和牙釉質瓷(Enamel)的堆塑與前述單冠操作

相似。在堆塑瓷粉時，間隙處的牙與牙之間必須用E21分離

刀切至不透明遮色瓷(OP)表面。

sr 在第一次焙燒牙本質瓷 (1 dentine ring)之後，必須將少量的

牙本質瓷粉振動(Condensation)塑入間隙。接下來應在工作模

型塗上VITA Modisol分離劑，以開始烤瓷橋體(Pontic)底部的瓷
粉堆塑。

缺損的牙本質瓷(Dentine)部位用相應的瓷材料補償，並重新
調整外形。

nd第二次牙本質瓷焙燒。(2 dentine ring)

上述的燒結參數值僅供參考，如果燒結後的贋復體表面特徵、
透光性以及光亮程度不理想，必須調整相應的焙燒程式。燒結
成功的決定因素並非烤瓷爐的溫度，而是物件燒結後的外觀及
表面特性。

焙燒程序

第二次牙本質瓷焙燒

(此層為第2次焙燒，溫度需降十度)

溫度
大約℃

抽真空
時間

起始
溫度℃

推薦的燒結程式



第二次牙本質燒結並修磨後的牙橋。

整個表面必須用同一個磨具進行打磨，確保表面光澤

度均勻一致。再次清洗後就可以進行上釉(glaze)。

首先於整個表面塗上釉料。用毛筆刷掉多餘的材料，
直到剩下很薄一層釉料為止。

上釉後的外觀。

焙燒程序

使用釉料進
行上釉焙燒

燒結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使用者所操作的燒結工具、烤瓷
爐的種類、溫度感測器在烤瓷爐中的位置、燒結托盤類型以及
被燒結體的大小。我們所建議的燒結溫度（不論是採用口頭或
書面的操作說明形式）是基於我們多次實驗的結果。因此本說
明中的燒結參數僅供參考。上述的燒結參數值同樣僅供使用者
參考，如果燒結後贋復體表面特徵、透光性以及光亮程度不理
想，必須調整相應的焙燒程式。燒結程式的決定因素不是烤瓷
爐上顯示的溫度，而是燒結物件燒結後的外觀及表面特性。

溫度
大約℃

抽真空
時間

起始
溫度℃

推薦的燒結程式



疑難排解

㊟意:

噴塗時遮色劑不能太乾。    

請勿隨意更改建議的燒結參數。     

瓷粉調和太稀。 攪拌時太乾。 瓷料的最佳稠度。

如果瓷粉太稀，各瓷粉層混合
時會分界不清。

堆瓷層次結構太乾燥。 最佳的稠度可以確保清晰明瞭
的層次結構。

如果表面質量不好，會減弱抵抗牙菌斑(dental plaque)
附著的能力。瓷粉攪拌過稀、預乾燥時間太短會導致
烤瓷表面出現大的裂紋。

最佳燒結效果。

故 障 及



烤瓷爐：

請仔細檢查烤瓷爐是否達到VITA VMK 95最佳的焙燒
附著效果的先決條件。

最佳使用狀況：

爐內不可沉積太多氧化物，否則會削弱了瓷層的結
合，並會導致材料變色 (如爐膛內耐火層材質以及
耐火材質托盤的顏色)
爐溫不能保持恆定的烤瓷爐，則不適用於焙燒之需
求。
已損壞的耐火材質托盤以及髒污的爐襯必須在使用
前更換。

使用者的焙燒工藝、烤瓷爐的種類、溫度感測器在烤瓷
爐中的位置、燒結托盤類型以及被燒結體的大小皆對燒
結效果影響很大。我們所推薦的燒結溫度（不論是採用
口頭或書面的操作說明形式）均是基於我們多次實驗和
實踐。而上述的燒結參數值對使用者只供參考，如果燒
結後贋復體表面特徵、透光性以及光亮程度不理想，必
須調整相應的焙燒程式。燒結程式的決定因素不是烤瓷
爐上顯示的溫度，而是燒結物件燒結後的外觀及表面特
性。

燒結程式的參數值可以根據經驗進行微調。若溫度
上有正負10℃的偏差，就會以對燒結結果產生非常
明顯的影響。

帶有輕微光澤的烤瓷表面，表示燒結所用的模式是
正確的。如果烤瓷呈現出不均勻顏色或呈乳白色，
則表示燒結溫度低了。您可以每次嘗試提高10℃的
爐溫，來確定合適的燒結溫度。

其 排 除



故障及其排除

金屬烤瓷

問題列

不透明基質

在膏狀遮色層(Opaque Paste)
裡出現了裂紋

問題原因解決方法

遮色層(Oqaque)
裡面出現了裂紋

遮色層(Oqaque)
裡面出現了氣泡

堆塑

表面出現裂紋

在校正焙燒後出現象
洋蔥皮一樣的剝落

出現了裂縫

橋體出現與牙體長軸方向
平行的裂縫

原因列

膏狀遮色層(Opaque Paste)
塗得太厚

膏狀遮色層(Opaque Paste)
內的有機物燃燒太快

塗層太厚，也就是說遮色層

(Oqaque)在有凹槽的地方，
例如堆積於裂縫或雕飾處

遮色層(Oqaque)乾得太快

-鑄造方法不當

-金屬表面沒有清洗乾淨

-金屬表面有三氧化二鋁

塗層太乾燥

塗層太乾燥

進行校正燒結前沒有打磨表面

-忽視了熱膨脹係數的一致性

-內冠設計方法錯誤

牙體連接處瓷粉處理不當,沒
有適當的分開

解決方法列

首先塗上遮色層(Opaque)進行焙燒。
然後再塗一層直到清洗遮色層

(Wash Opaque)的顏色被覆蓋為止。

延長預熱乾燥時間

注意塗層要薄而均勻，不要強烈震

動(condensation)

根據燒結表制定相應的預乾燥時間
和預乾燥溫度

-參照合金製造商的使用說明

-將金屬表面認真的清洗乾淨

-降低噴砂壓力

1.塗層濕潤一些，不要壓得太緊

2.需要時可使用維他專用液

  (VITA SPECIAL MODELLINGFLUID)

3.預乾燥溫度下調至500℃

見上

-用金剛砂或車石對表面進行均勻磨

 光或噴砂處理(1 bar)

-從熱膨脹係數
 25-600℃>14.5起，採用慢速冷卻

-參照合金指南908 D

把它們一直分開到不透明基底層

(Opaque)

提示:把刀片打濕



問題 原因 解決方法

塗層

沒有透明感/沒有光澤
(烤瓷顯得很死板)

顏色偏白

雖然在內壁上使用了不透明牙

本質層(Opaque Dentine)，光
線仍然可以穿透內部金屬內冠

顏色顯得蒼白無力

顏色偏暖色調，顯得太刺眼

烤瓷條紋內有紋影

烤瓷裡有黑點

上釉後出現紋影

1.瓷粉壓得太緊
2.真空(vacuum)系統出了問題
3.燒結溫度太低(或選擇有誤)
4.升溫速度太快或升溫時間過短
5.使用了含油量高的瓷粉塑型液
6.釉質瓷(Enamel)用得太多

1.不透明牙本質層(Opaque Dentine)
  到金屬支架的側面邊緣就沒有
  了
2.不透明牙本質層(Opqaue Dentine)
  太薄

清洗遮色瓷(Wash Opaque)
塗得太厚

1.塗的不透明牙本質層

  (Opaque Dentine)太薄

2.烤瓷溫度過高或過低

烤瓷燒結溫度過高

不透明牙本質瓷(Opaque Dentine)

太多，牙本質瓷(Dentine)太少

刷洗用的水裡殘留有

遮色瓷(Opaque)

刷洗用水不乾淨或吸水海棉骯髒

1.錫紙膜殘留於瓶內
2.用橡皮拋光時殘留的矽膠屑
3.瓷粉受到金屬磨屑的污染

表面有殘留的磨屑

1.別壓得太緊或完全不壓緊
2.檢查真空泵
3.使用銀針測試程序進行溫度校正
4.按使用指南操作
5.使用原裝的維他專用液

在進行拋光(Polishing)或上釉(Glaze)
之前，請先徹底清洗乾淨

1.完全撕下瓶口的錫紙膜
2.徹底清洗
3.為保證操作的環境清潔，需注意
  技工桌上的衛生

使用乾淨的水清洗

塗完遮色瓷(Opaque)後使用乾淨的水
清洗上瓷毛筆

不可單獨使用不透明牙本質

(Opaque Dentine)，不透明牙本質

(Opaque Dentine)應與牙本質瓷粉

(Dentine)以1:1的比例混合使用

使用銀針測試程序進行溫度校正

清洗遮色瓷(Wash Opaque)塗得薄一
點，參照使用指南

1.將不透明牙本質層(Opaque Dentine)
  用於整個唇區

2.使用銀針測試程序進行溫度校正

1.使用不透明牙本質瓷(Opaque Dentine)
  加強牙冠

2.用不透明牙本質層(Opaque Dentine)
  將整個唇面覆蓋起來

6.依據建議的堆瓷技巧



附加配置

若要使塗層更具個性，牙技師除了可使用標準套裝

(STANDARD SET)外，還可選用其他19種不同的瓷粉。

透明瓷

乳白        用於偏白色的切
            端、邊緣脊以及
            舌隆突處

蛋白        用於邊緣脊、牙
            尖脊以及唇面區

極性        用在切端的釉質
            材料下面產生藍
            色的效果

牙本質修飾瓷可以加入或攪拌在牙本質瓷(Dentine)
之中，以加強顏色特徵。

Glight fresh(淺肉色)    用於牙齦顏色較
                     淺的時候

dark fresh(深肉色)     用於牙齦顏色較
                     深的時候

Gold(金黃色)         這些材料可以用
                    於牙齒的頸部以
                    上直到鄰牙區，
                    用來加強贋復體
                    的立體感。

修正瓷

           用於切端區進行的小修正

           用於牙體區域的小修正

邊緣瓷

在製作烤瓷冠唇、頰側邊緣時，使用專用的邊緣瓷

(MARGIN)會使牙冠與基牙之間的過度更具美感，從
而實現最佳的視覺效果。邊緣瓷遇熱會固化，因此
建議使用吹風機，或將邊緣部位置於烤瓷爐門口，
令它可受熱逐漸成型。

用於混合 MAR 1 - MAR 6 邊緣瓷
的中性色邊緣瓷粉

邊緣瓷除了可以與 VITAPAN 3D-

MASTER,Tooth Guide配合使用，也

能與 VITAPAN 經典16色的顏色表
相配套。有關邊緣瓷的配套表請
參見第五頁的列表。

牙本質修飾瓷

golden glow     (深黃色)
Sunower       (赭黃色)
dusty coral      (紅棕色)
salmon         (玫瑰紅色)

牙齦瓷

頸部效果瓷

切端

牙體



個性化分層堆塑技術

在預備頸部邊緣情況下，應使用邊緣瓷粉

(Margin Porcelain)堆塑。

將邊緣瓷(Margin)塗在牙頸邊緣部區域，徹底烘乾
(可放烤瓷爐內)。

燒結後經過修整的牙冠邊緣。

牙體預備空間不足時，可用不透明牙本質瓷

(Opaque Dentine)在唇側上面堆一層，並用頸部瓷(Neck)
在頸部區域進行加強。

使用標準分層堆塑技術，以牙本質瓷(Dentine)堆塑的
牙冠。



使用透明瓷(Translucent)和釉質瓷(Enamel)修飾牙本質(Dentine)，

以突顯牙本質色修飾瓷 DENTINE MODIFIER 於切端(Incisal)區域
的效果。

於切端區域使用赭黃色(sunower)牙本質修飾瓷

DENTINE MODIFIER，可呈現第二層牙本質(dentine)
的效果。

為了易於控制顏色，可以先進行一次焙燒。

焙燒程序

牙本質瓷燒結

上述的燒結參數值僅供參考，如果燒結後的贋復體表面特徵、
透光性以及光亮程度不理想，必須調整相應的燒結程式。燒結
成功的決定因素不是烤瓷爐的溫度，而是物件燒結後的外觀及
表面特性。

在切端區使用透明瓷(Translucent)和釉質瓷(Enamel)後，

已完成堆塑牙本質瓷(Dentine)部分並用頸部瓷(Neck)加
強效果。

溫度
大約℃

抽真空
時間

起始
溫度℃

推薦的燒結程式



上述的燒結參數值僅供參考，如果燒結後的贋復體表面特徵、
透光性以及光亮程度不理想，必須調整相應的燒結程式。燒結
成功的決定因素不是烤瓷爐的溫度，而是物件燒結後的外觀及
表面特性。

推薦的燒結程式

焙燒程序

牙本質燒結

溫度
大約℃

VITA VMK 95 焙燒程序

推薦的燒結程式

預氧化金屬熱處理

(Oxitation)
請參考合金製造商所提供的說明！

焙燒程序

清洗遮色粉(WO powder)

清洗遮色膏(WO paste)

不透明遮色粉狀(Opaque)

不透明遮色膏狀(Opaque)

邊緣瓷(Margin Porcelain)
st第一次牙本質瓷(1 Dentine)

nd 第二次修正(2 Dentine)
nd第三次修正(3  Dentine)

修正材料(Corrective)

使用特殊的液體

(Akzent Fluid)上釉

用Akz.25 / Akz.26上釉

上釉燒結(Glaze)

抽真空
時間

起始
溫度℃

溫度
大約℃

抽真空
時間

起始
溫度℃

-6 -1 st若要燒結熱膨脹係數≥14.5 ×10 ×K 的合金，從第一次牙本質瓷(1 Dentine)燒結開始就應採用慢速
冷卻，冷卻到初始溫度的時間要多於五分鐘。這樣金屬烤瓷中的白榴石含量便會提高，並同時提高

陶瓷的熱膨脹係數(CTE)。

為了取得最佳的金瓷結合效果，瓷層須處於較低水準的壓應力狀態之下。烤瓷品質的關鍵取決於贋
復體的外形與大小、所使用的合金類型、硬度和熱傳導性能，以及各個牙科技師進行燒結的方法。

根據我們的實驗證明，在25℃-600℃溫度範圍內燒結效果最佳，合金熱膨脹係數為
-6 -1 -6 -114.0 - 14.4×10 ×K ，VITA VMK 95烤瓷的熱膨脹係數則為13.4 - 13.8×10 ×K 時，效果最佳。如合金的

熱膨脹係數較高，那麼從900℃到700℃的範圍內降溫速率必須放慢，降溫時間不可少於三分鐘。

圖中可見個性化堆塑的牙冠焙燒後的效果。







VITA VMK 95 經典色套裝

清洗遮色瓷

遮色瓷

不透明牙本質

釉質瓷

頸部瓷

半透明瓷

超透瓷

體瓷專用液

遮色瓷專用液

VMK95標準比色書

爐台座G

操作指南

清洗遮色瓷

遮色瓷粉劑

牙本質瓷

釉質瓷

半透明瓷

遮色瓷專用液

體瓷專用液

標準比色書

操作手冊

清洗遮色膏

不透明遮色膏狀

遮色膏專用液

膏狀遮色劑專用的松鼠毛扁毛筆

塑膠攪拌刮刀

操作指南

不透明牙本質層

操作指南

VITA VMK95經典色遮色膏套裝組

VITA VMK95經典色6色套裝組 (粉劑)*標準套裝

VITA VMK95經典色不透明牙本質瓷套裝

容量 材料

容量 材料

容量 材料

材料 VITA經典色標準套裝

(粉劑)*

* 另有膏狀遮色瓷.

VITA經典色A2/A3/A3,5/B2/B3/D3

* 另有膏狀遮色瓷.

*另有膏狀遮色瓷



備忘錄



備忘錄



備忘錄



VITA VMK 95金屬烤瓷屬於VITAPAN顏色系統，可以

VITAPAN 3D-MASTER 和 VITAPAN 經典16色色標中的
各種顏色供貨，也可與其他的維他材料和維他義
齒的顏色相匹配。

敬請㊟意：
產品請依照說明操作，否則，恕不承擔由此所造成的一切損
失。使用者在使用本產品前有義務對其應用範圍進行進一步
了解。如果未按使用要求將本產品與其它材料混合使用，或
用其它廠商的儀器進行加工，由此而造成的不適應症狀及損
傷，本公司不負任何責任。
對本說明的準確性，本公司所承擔的法律責任僅限於該產品
本身的價值（見供貨單上產品的價格，不包括消費稅）。公
司不承擔由使用本產品而造成的營業額損失，以及其它直接
或間接的損失，以及第三者對買方所提出的賠償。本公司有
責任承擔因為故意或嚴重過失（包括簽訂協定時的過失、觸
犯與協議相關的義務、違規運作等過失）所造成的損失。

發行日期：06.12

使用VITA 3D-Master系統，您可系統地確定所有天
然牙色並做到完全的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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