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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首创干电解抛光系统

新概念抛光技术



一步到位的自动过程

节省大量时间

降低成本

铸模
烧结

建议
进行预喷砂以
获得最佳结果

铣削

处理时间随制造类型而变化。

德莱特是一种自动化过程，它降低了当前多步骤过程的复杂性。整个过程使用同一台机器进行， 
减少了等待和准备时间。

处理过程不需要手动处理，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并消除了返工和缺陷部件。

德莱特系统的实际成本仅为当前手工抛光程序成本的27%（德莱特100D为2.22欧元/件，手工抛光
为8.00欧元/件）。（每件手工工作平均为30分钟）。

请将您的样品发送给我们，您会亲眼看到效果

电话 (+852) 25 377 338  |  officeasia@gpainnova.com    |   www.dlyt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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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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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到位的完全自动抛光，达到镜面效果

成本受控，交付周期可预测

严格按照公差加工，保持初始形状甚至是切割边缘

表面均匀抛光，无磨痕

无需编程即具有处理复杂几何形状的能力

环保

主要优点

钴铬合金

铸模

骨骼（支架）

均匀抛光（保持公差）

无磨痕（改善耐疲劳性） 

没有圆边

表面没有微划痕

镜面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之前 德莱特表面处理

与传统抛光不同，迪丽利特技术具有保留初始形状甚至是切割边缘的能
力，并能够穿透所有死区，因而与众不同。

它在整个表面上形成均匀抛光，无磨痕，并且能够处理复杂的几何形状而
不会在表面留下微小划痕。迪丽利特技术严格按照公差加工，提供一流的

镜面抛光，一步到位，成本可预测。



迪丽利特 技术

手动 vs 德莱特系统

德莱特系统与迪丽利特技术配合使用，这是一种新的专利技术，使用自由固体通过
离子传输来研磨和抛光金属。革命性的干电解抛光，不使用任何液体作为电解质。

金 属  迪丽利特®  电 镀

该工艺仅从粗糙度峰值中去除材料

SURFACE

SURFACE SURFACE

该工艺不会使边缘变圆并且可以穿透
所有死区

SURFACESURFACE

目前机械手工抛光+传统电解抛光 德莱特 牙科系统

抛光作用抵达零件的每个角落，因此它可以处理无法用机械
方式接触的内腔。

德莱特允许进行铸模、烧结和铣削零件抛光。德莱特为钴铬
合金和钛合金提供高品质抛光。

目前机械手工抛光+传统电解抛光

德莱特  牙科系统



德莱特 牙科系列

成本受控，交付周期可预测*

预计抛光
工艺用时 骨骼/支架 牙冠 牙桥 牙弓

烧结 70’ - 80’ 30’ - 35’ 30’ - 35’ 60’ - 70’

铸模 50’ - 60’ 30’ - 35’ 30’ - 35’ _

铣削 _ 25’ - 30’ 25’ - 30’ 30’ - 35’

            牙科
德莱特允许进行铸模、烧结和铣削零件抛光。德莱特为牙科行业的钴铬合金和钛合金提供

高品质抛光。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牙科骨骼、垫片、种植体和口腔正畸托槽。

德莱特系统最重要的创新之一是钛部件抛光，时至今日，钛抛光在该行业内仍然难以想象。

*考虑不同条件的平均时间

钛时代
牙科

德莱特是第一个使用自由固体通过离子传输研磨和抛光金属的干式电解抛光系统。革命性的干电解抛光，不

使用任何液体作为电解质。德莱特针对每种材料使用不同的电解质，并针对不同的规格进行设计。

每种材料的解决方案

牙科电解质 材料

CoCr基团
CoCr 01

CoCr合金

CoCr基团
CoCr 02

仅适用于镜面表面处理
和复杂几何结构。

CoCr合金

Ti基团
Ti 01

钛合金



钴铬合金

铣削/钴铬合金

表面处理前均匀抛光（保持公差）

无磨痕（改善耐疲劳性） 

没有圆边

表面没有微划痕

镜面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之前 德莱特表面处理

钛合金

铣削/钛

表面处理前均匀抛光（保持公差）

无磨痕（改善耐疲劳性） 没有圆边

表面没有微划痕 镜面表面处理

德莱特 钛系列（Ti 和+Ti）是最新系列产品，能够为牙科行业研磨和抛光钛合金，具有与钴铬系列相同
的优点。 这种新型钛应用可以在不改变材料特性的情况下进行去毛刺和均匀抛光，同时保持零件的几

何形状。 尽管是电解抛光，但该工艺不会产生部件的氧化和钝化。

表面处理之前 德莱特表面处理



适用于钴铬合金

德莱特1D 

适用于钛合金

德莱特1D Ti

适用于钴铬合金和钛合金

德莱特1D+Ti

德莱特1D 系列型号

机器由 使用获得专利的迪丽利特技术 
是经迪丽利特公司批准的特许权

德莱特1D 系列

                     系列产品是用于牙科行业磨削和抛光钴铬合金和钛合金的新型专利机器。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牙科骨骼、垫片、牙冠、牙弓、解剖结构、种植体和口腔正畸托槽。每个
工作周期的容量为1个 支架，3个牙冠或骨粘固结构，4个牙弓或种植体牙桥和10多个桥

座，平均时间周期为50-60分钟。

德莱特1D 

支架 系列 1
德莱特系统通过夹持插入机器的支架上的部件来工作。

支架根据每个牙科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专门设计，优化最佳工作空间，进行完美抛光。

对于1个支架或结构 最多4个牙弓或种植体牙桥和10
多个桥座

最多3个牙冠
或骨粘固结构

德莱特 CROWN1德莱特 FINGER1 德莱特 SPRING1



德莱特10D 系列

机器由 使用获得专利的迪丽利特技术 
是经迪丽利特公司批准的特许权

德莱特10 D 系列型号
适用于钴铬合金

德莱特10 D 

适用于钛合金

德莱特10 D Ti

适用于钴铬合金和钛合金

德莱特10 D+Ti

                     系列产品是用于牙科行业磨削和抛光钴铬合金和 钛合金的新型专利机器。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牙科骨骼、垫片、牙冠、牙弓、解剖结构、种植体和口腔正畸托槽。每个
工作周期的容量为3个支架，6个牙冠或骨粘固结构，8个牙弓或种植体牙桥和20多个桥

座，平均时间周期为50-60分钟。

德莱特10D 

支架 系列 10
德莱特系统通过夹持插入机器的支架上的部件来工作。

支架根据每个牙科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专门设计，优化最佳工作空间，进行完美抛光。

最多3个支架或结构 最多8个牙弓或种植体牙桥和20
多个桥座

最多6个牙冠或
骨粘固结构

德莱特 CROWN10德莱特 FINGER10 德莱特 SPRING10



机器由 使用获得专利的迪丽利特技术 
是经迪丽利特公司批准的特许权

德莱特10 0 D 系列型号

德莱特100D 系列

适用于钴铬合金

德莱特10 0 D 

适用于钛合金

德莱特10 0 D Ti

适用于钴铬合金和钛合金

德莱特10 0 D+Ti

                              系列产品是用于牙科行业磨削和抛光钴铬合金和钛合金的新型专利机器。适用
于所有类型的牙科骨骼、垫片、牙冠、牙弓、解剖结构、种植体和口腔正畸托槽。每个工作周期

的容量为9个支架，16个牙冠或骨粘固结构，16个牙弓或种植体牙桥和50多个桥座，平均时间
周期为50-60分钟。

德莱特100D 

支架 系列 100
德莱特系统通过夹持插入机器的支架上的部件来工作。

支架根据每个牙科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专门设计，优化最佳工作空间，进行完美抛光。

最多16个牙冠或骨粘固结构 最多16个牙弓或种植体牙桥和
50多个桥座

最多9个支架或结构

德莱特 CROWN10 0德莱特 FINGER10 0 德莱特 SPRING10 0



西班牙
—

C/Caracas 13-15 Nau 6,
08030 Barcelona (Spain)

Phone (+34) 931 256 536
info@gpainnova.com
www.gpainnova.com

美国
—

4622 N. Hiatus Rd.
Sunrise, Fl.  33351 (USA)  

Phone (+1) 954 530 82 77
officeusa@gpainnova.com
www.gpainnova.com

香港
—

香港上环德辅道中308-320号
安泰金融中心19楼1905号

电话 (+852) 25 377 338
officeasia@gpainnova.com
www.gpainnova.com dlyte.es

日本
韩国

中国

越南、新加坡
和印度尼西亚墨西哥

美国
美国销售处

美国
加拿大

西班牙
总部

俄罗斯

法国
德国英国

澳大利亚和
新西兰

印度以色列

南非

罗马尼亚

意大利

中国
—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一号路
创维创新谷二期2栋A座13楼1311室

电话 (+852) 25 377 338
officeasia@gpainnova.com
www.gpainnov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