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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牙科系列器械

古氏尽力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牙科设备和器械,  所以公司严格甄选器械供应商：
——供应商除了需要满足古氏对于产品本身的高标准要求,  生产出一流的牙科器械以外,  还要符合我们对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要求。
古氏供应商均需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认证(ISO-)和欧洲统一安全要求(CE-)。

古氏牙科器械制造商已经有100年历史,  旨在生产高质量高水准的仪器设备。他们非常注重质量,  并希望持续保持产品的创新理念,  他们也愿意大规
模生产新型器械,  使兽医客户能够更好的为动物病患提供治疗和护理方案。

使用适当的器械对于一次牙科处理至关重要。实际上,  不同类型和使用用途的器械,  要求采用的钢材质量和材料标准不同,  材料使用恰当才能保证
器械经久耐用。

除了考虑器械锋利程度和耐用性,  我们也着重考量了外形设计和人体工程学。为了避免因为器械手柄过细而引起的手指疲劳,  我们设计了新款手柄,
采用直径10 mm的圆形手柄。同时,  古氏提供两种规格的拔牙刀和牙挺,  标准手柄型和短柄型（短粗型）,  以适应不同手掌的大小。

古氏为所有售出的手持牙科系列器械提供一年的保修服务。

 

锋利度十足

人体工程学设计

经久耐用 抓握力极佳
10 mm

易识别
器械柄上激光打

印显示不同器械名称

独特设计的标准手柄型和短柄型牙挺

全套系列
器械柄上激光打印显示不同的大小型号

 犬科动物

 猫科动物 
C

F

E  牙挺

L 拔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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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开口器

开口器是小动物牙科医生的重要辅助工具,  可用于口腔检查、牙科治
疗、手术以及放置导管、气管插管和探针。

货号	 描述
282410 古氏开口器,   窄版,     5 cm
282411 古氏开口器,   窄版,     8 cm
282412 古氏开口器,   窄版,   12 cm

282413 古氏开口器,   宽版,    7 cm
282414 古氏开口器,   宽版,     9 cm
282415 古氏开口器,   宽版,   12 cm
282416 古氏开口器,   宽版,   17 cm

古氏巴斯图楔形开口器

犬猫专用的开口器。X射线可透过。依据解剖学设计, 可以保证开口
安全。即使没有犬齿也可以使用。适用于小动物麻醉、造影、口腔
外科和牙科。一体化结构设计。独特材质, 容易清洁。

货号	 描述
270955        巴斯图楔形开口器, S小号
270956 巴斯图楔形开口器, L大号

古氏带软胶头唇钳

用于牙科相关操作时, 分离嘴唇和牙齿。软胶头钳式结构, 器械头部
可咬合固定, 但是不建议完全闭合钳式结构, 否则, 可能对嘴唇造成伤
害。

货号	 描述
282417 古氏带软胶头唇钳

古氏Minnesota多功能牵开器

多功能牵开器。在操作者钻孔时可以用于牵拉和保护组织。牵开器
两端功能不同：一端可以撑开面颊, 另外一端可以压住舌头。

货号	 描述
282385 古氏Minnesota多功能牵开器

古氏Smith-Baxter	式犬用开口器

货号	 描述
270976 古氏Smith-Baxter 式犬用开口器, 1号
270977 古氏Smith-Baxter 式犬用开口器, 2号
270978 古氏Smith-Baxter 式犬用开口器, 3号
270979 古氏Smith-Baxter 式犬用开口器, 4号

使用此款开口器打开口腔时,

注意不要打开过宽,  以免损伤下颌

窄版

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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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贝迪盾兽医用手指保护套

古氏新研发了这款兽医专用保护套,  进行小动物牙科检查时使用,  既
可以保持动物口腔健康,  同时减少动物不适。
也可以在进行口腔检查、洗牙、给药和其他操作时保护兽医手指安
全。

操作简单,  便于兽医和宠物主人使用。只要把手指放在保护套里面,
用其他手指握着保护套来控制方向和使用。轻轻地从动物一侧嘴角
伸进动物口腔。

如果是具有攻击性的狗,  比如咬合力极强的狗或者嘴巴可以张很大的
狗,  使用时请小心。保护套有被吞下的风险。

保护套方便清洗。可灭菌。
材质：橡胶,  TPE,  聚碳酸酯 。

货号	 描述
271477 古氏贝迪盾兽医用手指保护套,  两个装,  10×2支/盒
271478 古氏贝迪盾兽医用手指保护套,  量贩装,  12支/盒

使用说明：

      步骤1：
将一个手指放入保护套中。如果有点松, 可以抓住
保护套尾端两端的边缘。

      步骤2：
轻轻地从动物一
侧嘴角伸进动物嘴中, 
卡在牙齿间。

      步骤3：
在操作过程中保护套可以保证动物的嘴巴舒适而
安全的张开。如果两侧都要检查,  再取一个保护
套。如果要检查右侧口腔, 就从左侧放入,  反之亦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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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双头牙科口镜

牙科专用双头口镜是口腔检查必备器械。这个器械有助于检查一些
口腔和牙齿难暴露的区域。这一款Fahrenkrug在手柄两端设计有一大
一小两个镜子。

货号	 描述
282402 古氏Fahrenkrug双头口镜

古氏牙科探针和牙周测量探针

牙周测量探针前端钝圆, 用于检查犬猫牙周。探针上的刻度是刻上去
的, 避免因高压蒸汽灭菌导致的刻度消退, 标记1, 2, 3, 5, 7, 8, 9, 10 mm
位置, 另一头是尖端弯钩, 方便用于检查齿龈上和齿龈下缺损。

货号	 描述
282407 古氏牙科探针和牙周测量探针, 加长型, 17 mm
282380 古氏牙科探针和牙周测量探针,  10 mm
282395 古氏牙科探针和牙周测量探针,  纤细型, 猫/小型犬用, 10 mm

古氏再吸收病变探针

这种探针用于检查牙齿再吸收病变或齿龈下残余结石。这个器械也
可以用于检测伴发于牙周炎的骨丢失。

货号	 描述
282397 古氏再吸收病变探针

C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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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弯型镰状刮治器

古氏弯型镰状刮治器有弯度, 双面刀刃, 尖端锋锐。可以把齿间和齿
龈上的结石刮下。

货号	 描述
282382 古氏弯型镰状刮治器
282398 古氏弯型镰状刮治器, 纤细型, 猫/小型犬用

古氏Jaquette双头刮治器

古氏 Jaquette刮治器平直, 双面刀刃, 尖端尖锐。这个形状不但可以用
于宽而平的表面和舌表面, 同样可用于相邻齿间的刮治。

货号	 描述
282383 古氏Jaquette 双头刮治器

古氏牙齿刮治器

单头的刮治器, 尖端钝头。

货号	 描述
282403 古氏牙齿刮治器, 右
282404 古氏牙齿刮治器, 左

古氏 McCall	双头刮治器

这种齿龈刮治器用于前臼齿, 臼齿的齿内侧/远端。

货号	 描述
282406 古氏 McCall双头刮治器

古氏Kaplan双头刮治器
  
古氏Kaplan刮治器尖端有个弯锐角, 用于齿龈上刮治。

C
F

货号	 描述
C 282401 古氏Kaplan双头刮治器, 大型犬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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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洁治器/刮匙

古氏洁治器/刮匙用于将齿龈沟中的碎屑和结石清理并清除干净, 为齿槽
组织提供恢复环境。

货号	 描述
282384 古氏标准Jaquette洁治器/刮匙, 31/32, 齿龈下
282399 古氏Gracey洁治器/刮匙, 13/14, 齿龈下, 纤细型, 猫/小型犬用

古氏碎石钳

古氏碎石钳用于移除牙齿表面大块的牙结石。在超声洗牙之前使用
可以减少洗牙时间。颌口的特殊形状可以减少牙齿断裂的风险。

货号	 描述
282386 古氏碎石钳

古氏双头牙骨膜剥离器/牙挺

骨膜牙挺用于在齿龈组织切开后拉开和缩回齿龈皮瓣。这种器械有
薄而锋利的刃。这种骨膜牙挺是双头的, 弧形边缘。

货号	 描述
282381 古氏双头牙骨膜剥离器/牙挺
282396 古氏双头牙骨膜剥离器/牙挺, 纤细型, 猫/小型犬用

古氏牙骨膜剥离器/牙挺,	9号

这种牙挺一端是圆形边缘, 有助于减少提起齿龈皮瓣时组织损伤。
另外一端锋利边缘有助于分离抬起皮瓣。

货号	 描述
282390 古氏牙骨膜剥离器/牙挺, 9号

C
F

C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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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双头Rougine/ Nordberg牙骨膜剥离器/牙挺

这款Nordberg骨膜牙挺, 可以理想的剥离犬猫牙齿周围的齿龈组织

货号	 描述
282405 古氏双头Rougine/ Nordberg牙骨膜剥离器/牙挺

古氏骨膜剥离器/牙挺,	标准手柄

单头骨膜牙挺是拔犬牙时的必备器械。单头手柄比起双头牙挺具有
更稳的握持感, 方便提起齿龈皮瓣, 避免在移除骨头的过程中软组织
接触到骨骼断面。

货号	 描述
282355 古氏骨膜剥离器/牙挺, 标准手柄

古氏弯型乳齿牙挺

弯型乳齿牙挺专为拔除乳牙设计。拔乳牙是一个对操作要求非常高
的手术。我们提供三个型号的乳齿牙挺, 可以覆盖大多数乳齿。牙挺
沿着内侧和牙根的远端曲线探入, 牙挺锋利的尖端边缘用于切断牙周
韧带。此牙挺也可以用于兔子和啮齿动物的门齿。

货号	 描述
282391 古氏弯型乳齿牙挺, S小号
282392 古氏弯型乳齿牙挺, M中号
282393 古氏弯型乳齿牙挺, L大号

斯塔福郡斗牛梗,  6月龄。
专科兽医Jens Ruhnau医生的患犬,  Dipl. EV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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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牙挺,	带辅翼,	标准手柄

这款带辅翼的古氏牙挺具有锋利的刃, 两端的辅翼可贴合牙齿形
状。这种形状组合有助于牵拉和切断牙周韧带。

货号	 描述
282330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  mm, 标准手柄
282331 古氏牙挺, 带辅翼, 2  mm, 标准手柄
282332 古氏牙挺, 带辅翼, 3  mm, 标准手柄
282333 古氏牙挺, 带辅翼, 4  mm, 标准手柄
282334 古氏牙挺, 带辅翼, 5  mm, 标准手柄
282335 古氏牙挺, 带辅翼, 6  mm, 标准手柄

古氏磨刀石

这款磨刀石表面平整, 适合大多数牙科器械的打磨, 如牙挺、洁治器
和刮治器。
为了保证器械的正常功能, 要时刻保持器械的锋利。为了使用时达到
最佳效果, 每次使用后需要打磨。这款磨刀石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
加水或油后使用。
请在本手册第22页查看更多款式磨刀石。

货号	 描述
282419 古氏大号磨刀石,   15 x 5 x 0.75 cm

单头圆柄牙挺

每个从事牙科的兽医都需要有自己最顺手的牙挺和拔牙刀。其中
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是具有良好的贴合手部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以确
保良好的握持感, 并保证尖端的锋利程度。如果选择古氏梨形手
柄, 您会发现它完全贴合手掌。这可以保证您能完全控制器械尖
端, 使用顺手的拔牙工具时, 您会觉得工作前所未有的顺畅。

1 mm 2 mm 3 mm 4 mm 5 mm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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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牙挺,	带辅翼,	短柄

货号	 描述
282336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 mm, 短柄
282337 古氏牙挺, 带辅翼, 2 mm, 短柄
282338 古氏牙挺, 带辅翼, 3 mm, 短柄
282339 古氏牙挺, 带辅翼, 4 mm, 短柄
282340 古氏牙挺, 带辅翼, 5 mm, 短柄
282341 古氏牙挺, 带辅翼, 6 mm, 短柄

古氏直头牙挺,	短柄

这款牙挺和一般牙科牙挺具有相同的功能, 但是更细更窄, 刃更长, 方
便取出牙根或者骨骼碎片。

货号	 描述
282347       古氏直头牙挺, 1 mm, 短柄
282348 古氏直头牙挺, 2 mm, 短柄

1 mm

1 mm 2 mm

2 mm 3 mm 4 mm 5 mm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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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正确的手柄：标准手柄还是短柄？

在选择拔牙刀和牙挺时, 我们有两种手柄可供选择。在操作过程中可
以完全控制器械，这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器械打滑, 则极有可能伤及
病患。
如果您可以将梨形手柄完全放在手掌中, 您的食指尖端几乎可以摸到
器械尖端, 那么这个器械的尺寸是适合你的。如果不合适, 可以尝试
更大的或更小的型号。

古氏拔牙刀,	短柄

货号	 描述
282342 古氏拔牙刀, 1 mm, 短柄
282343 古氏拔牙刀, 2 mm, 短柄
282344 古氏拔牙刀, 3 mm, 短柄
282345 古氏拔牙刀, 4 mm, 短柄
282346 古氏拔牙刀, 5 mm, 短柄

古氏锯齿拔牙刀,	短柄

锯齿状的拔牙刀是用来从牙周韧带中松动牙齿的。
锯齿增加了在拔牙过程中对牙根的抓握力。

货号	 描述
282324 古氏锯齿拔牙刀, 1 mm, 短柄
282325 古氏锯齿拔牙刀, 2 mm, 短柄
282326 古氏锯齿拔牙刀, 3 mm, 短柄
282327 古氏锯齿拔牙刀, 4 mm, 短柄
282328 古氏锯齿拔牙刀, 5 mm, 短柄
282329 古氏锯齿拔牙刀, 6 mm, 短柄

古氏直式牙根取出器,	标准手柄

在取出猫的牙齿和断掉的牙根时非常有用。
这个器械非常锋利, 使用时请谨慎小心。

货号	 描述
282354 古氏直式牙根取出器, 标准手柄

短柄
过短

标准手柄 

适合

短柄
适合

标准手柄
过长

1 mm

1 mm

2 mm

2 mm

3 mm

3 mm

4 mm

4 mm

5 mm

5 mm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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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拔牙钳

使用拔牙刀/牙挺松动齿根后, 使用拔牙钳钳抓住牙齿的操作。

古氏提供多种型号的拔牙钳, 满足所有兽医的需求。

拔牙钳的设计可以降低拔断牙齿的风险。带有弹簧装置的小号手柄
有助于防止过度用力。此器械可以帮助更好的控制拔出操作。

货号	 描述
282387 古氏拔牙钳, 13 cm
282400 古氏拔牙钳, 纤细型, 猫/小型犬用, 12 cm

古氏拔牙钳,	直角

这种镊子的头部呈直角(90°), 可以够到口腔中不易操作的牙齿以及口
腔深部的牙齿。

货号	 描述
282394 古氏拔牙钳, 直角

古氏牙根钳

这种拔牙钳用于夹取出破碎的牙齿碎片。

货号	 描述
282388 古氏牙根钳

古氏残根碎片钳

专为夹取出较小的易断裂牙齿和断裂牙根碎片设计。

货号	 描述
282389 古氏残根碎片钳

C
F

建议给弹簧装置与镊子连接部位上油以保证弹簧最佳使用效果

建议给弹簧装置与镊子连接部位上油以保证弹簧最佳使用效果

建议给弹簧装置与镊子连接部位上油以保证弹簧最佳使用效果

建议给弹簧装置与镊子连接部位上油以保证弹簧最佳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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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门齿拔牙刀

拔除兔子门齿时, 该器械用于松动并切断门齿内外两侧的牙周韧带。

货号	 描述
282300 古氏门齿拔牙刀

古氏臼齿拔牙刀

此器械可以分离前臼齿和臼齿外周所有的牙周韧带, 在取出兔子两颊
牙齿时使用。

货号	 描述
282301 古氏臼齿拔牙刀

古氏压舌板

这款压舌板专为在检查口腔和舌头时固定两颊和舌头所设计。

货号	 描述
282302 古氏压舌板

兔子和啮齿动物专用牙科器械

给兔子与啮齿动物做牙科相关操作, 需要特殊的操作器械。
古氏专门为兔子和啮齿类动物的专科兽医开发了全套器械,
用于牙科检查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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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面颊扩张器

在检查啮齿动物口腔时, 要保证有足够宽敞的视野。面颊扩张器可以
打开两颊提供合适的操作空间。

货号	 描述
282307 古氏面颊扩张器, S小号
282308 古氏面颊扩张器, M中号
282309 古氏面颊扩张器, L大号

古氏弯型面颊扩张器

弯型扩张器保证视野并能探入口腔深处, 将面颊从臼齿位置分离。

货号	 描述
282312 古氏弯型面颊扩张器, 中, 2.2 cm
282310 古氏弯型面颊扩张器, 长, 4.1 cm
282311 古氏弯型面颊扩张器, 加长, 6.0 cm

古氏啮齿动物线型开口器

可调节开口器, 适合检查龙猫, 豚鼠和小型兔子的口腔。注意此开口
器有弹性, 使用时要考虑小型啮齿动物的解剖结构和体型大小。

货号	 描述
282314 古氏啮齿动物线型开口器

古氏啮齿动物旋拧式开口器

这种开口器具有螺纹结构，可以分离动物上下颌。旋转手柄越

多，开口越大。同样适用于兔子。

货号	 描述
282315	 古氏啮齿动物旋拧式开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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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桌面型开口器

这种桌面型开口器通常用于兔子和啮齿动物, 有一个稳定的基座可以
在检查过程中帮助动物保温。可以调节适应各种高度与角度以固定
头部位置。可清洗, 可消毒灭菌。

货号	 描述
282318 古氏桌面型开口器, 2.5 cm

古氏小号桌面型开口器

古氏小号桌面型开口器。可以调节适应各种高度与角度以固定头部
位置。可清洗, 可消毒灭菌。

货号	 描述
282321 古氏小号桌面型开口器, 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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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兔臼齿切割器

使用古氏臼齿切割器完成修正过长的臼齿时的第一步。尽量避免破
坏或引起余下牙齿碎裂, 而且不要损伤牙床和软组织。在精细修整
牙齿之前可以用切割器进行预处理。既可以节省工作时间, 还可以防
止处理过程中牙齿过热。

货号	 描述
282320 古氏兔臼齿切割器, S小号, 14 cm
282316 古氏兔臼齿切割器, L大号, 17 cm

古氏兔臼齿拔牙钳

这个工具较细长, 前端有100°的弯折, 方便取出兔子的前臼齿和臼齿。

货号	 描述
282317 古氏兔臼齿拔牙钳

古氏兔子和啮齿动物牙锉

古氏的锉刀有两个规格可选, 窄型和宽型。

货号	 描述
282303 古氏兔子和啮齿动物牙锉, 窄型
282304 古氏兔子和啮齿动物牙锉, 宽型

282303

28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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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兔子和啮齿动物磨牙器/钻头

在兔子和啮齿动物牙科操作中, 需要一些加长的磨牙器和特殊的工具
来磨平修整臼齿和门齿。
本系列工具需和1:1低速直机(282464)以及微型马达联合使用。

货号	 描述
282545 圆头锥形磨牙器, 44.5 mm,  长直柄(HP) ,  040号(φ4 mm)
                   2个/盒
282546 圆柱形磨牙器, 44.5 mm , HP,  060号(φ6 mm) , 2个/盒
 
282541 金刚砂轮状磨牙器, 双面带涂层
282542 金刚砂轮状磨牙器安全护盾。与金刚石砂轮状磨牙器
                   282541联合使用
 
282543 软组织保护器
282547 中砂金刚砂柱形磨牙器, 加长, 60 mm,  HP,  018号(φ1.8 mm),
                   5个/盒。与软组织保护器282543合用
282544 中砂金刚砂Meisinger柱形磨牙器, 44.5 mm, HP,  018号

282544 282545 282546  (φ1.8 mm) , 5个/盒

282464

282541

282542282543

28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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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兔子和啮齿类动物牙科检查治疗8件套装

这8件完整的啮齿类牙科器械, 可用于口腔检查和治疗。

套装包含：
282300  古氏门齿拔牙刀
282301  古氏臼齿拔牙刀
282302  古氏压舌板
282307 古氏面颊扩张器, S小号
282308  古氏面颊扩张器, M中号
282314 古氏啮齿动物线型开口器
282315  古氏啮齿动物开口器
282317 古氏兔臼齿拔牙钳

货号	 描述
282319 古氏兔子和啮齿类动物牙科检查治疗8件套装

古氏牙科器械14件套装,	配短柄带辅翼牙挺

这套14件套装包含了牙科的基础器械。
用于口腔检查和洁牙术、拔牙术。

套装包含：
282336 - 282340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 - 5 mm, 短柄
282354  古氏直式牙根取出器, 标准手柄
282386  古氏碎石钳
282387  古氏拔牙钳, 13 cm
282385  古氏Minnesota多功能牵开器
282384  古氏标准Jaquette洁治器/刮匙,  31/32, 齿龈下
282383  古氏Jaquette 双头刮治器
282382  古氏弯型镰状刮治器
282380 古氏牙科探针和牙周测量探针, 10mm
282381  古氏双头骨膜剥离器/牙挺

货号	 描述
282358 古氏牙科器械14件套装, 配短柄带辅翼牙挺

工具套装

不同目的的牙科操作需要不同种类的工具。古氏特意为兽医准备
了常用工具套装。

有些套装还配备了可以高温高压消毒的灭菌盒。不仅可以进行灭
菌处理, 也可保证器械在使用前后的洁净储存环境。

当然, 每件器械都可以单独购买。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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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拔乳牙器械5件套装

拔乳牙套装是对常规拔牙套装的补充。
由用于拔乳牙的器械组成。
也可用于兔子和大型啮齿动物。

套装包含：
282391 - 282393     古氏弯型乳齿牙挺, S小、M中、L大号
282394              古氏拔牙钳, 直角
282390               古氏牙骨膜剥离器/牙挺, 9号

货号	 描述
282359 古氏拔乳牙器械5件套装

古氏猫/小型犬牙科器械8件套装

这个套装是专门为猫和小狗设计的。
方便兽医进行完整的口腔检查, 包括发现猫的吸收性病变。
也可以清洁全口牙齿, 包括牙齿表面, 齿龈下。
也可以完成拔牙操作。

套装包含：
282347 - 282348        古氏直头牙挺, 1 + 2 mm, 短柄
282395  古氏牙科探针和牙周测量探针, 纤细型, 猫/小型犬用
282400  古氏拔牙钳, 小号, 猫/小型犬用, 12cm
282396  古氏双头牙骨膜剥离器/牙挺, 纤细型, 猫/小型犬用
282397 古氏再吸收病变探针
282398  古氏弯曲型镰状刮治器, 纤细型, 猫/小型犬用
282399  古氏Gracey洁治器, 13/14, 齿龈下, 纤细型, 猫/小型犬用

货号	 描述
282366 古氏猫/小型犬牙科器械8件套装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4 mm,	标准手柄, 4件套装

标准手柄牙挺套装。

套装包含：
282330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 mm, 标准手柄
282331  古氏牙挺, 带辅翼, 2 mm, 标准手柄
282332  古氏牙挺, 带辅翼, 3 mm, 标准手柄
282333 古氏牙挺, 带辅翼, 4 mm, 标准手柄

货号	 描述
282360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4 mm, 标准手柄, 4件套装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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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牙挺,	带辅翼,	1-6 mm,	短柄, 6件套装

完整的短手柄牙挺套装。

套装包含：
282336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 mm, 短柄
282337  古氏牙挺, 带辅翼, 2 mm, 短柄
282338  古氏牙挺, 带辅翼, 3 mm, 短柄
282339  古氏牙挺, 带辅翼, 4 mm, 短柄
282340 古氏牙挺, 带辅翼, 5 mm, 短柄
282341  古氏牙挺, 带辅翼, 6 mm, 短柄

货号	 描述
282363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6 mm, 短柄, 6件套装

古氏拔牙刀,	1-5 mm,	短柄, 5件套装

完整的短手柄拔牙刀套装。

套装包含：
282342  古氏拔牙刀, 1 mm, 短柄
282343 古氏拔牙刀, 2 mm, 短柄
282344  古氏拔牙刀, 3 mm, 短柄
282345  古氏拔牙刀, 4 mm, 短柄
282346 古氏拔牙刀, 5 mm, 短柄

货号	 描述
282364 古氏拔牙刀, 1-5 mm, 短柄, 5件套装

古氏锯齿拔牙刀,	1-6 mm,	短柄, 6件套装,	配不锈钢可灭菌盒

锯齿状的拔牙刀是用来从牙周韧带中松动牙齿的。
锯齿增加了在拔牙过程中对牙根的抓握力。

套装包含：
282324 古氏锯齿拔牙刀, 1 mm, 短柄
282325 古氏锯齿拔牙刀, 2 mm, 短柄
282326        古氏锯齿拔牙刀, 3 mm, 短柄
282327        古氏锯齿拔牙刀, 4 mm, 短柄
282328 古氏锯齿拔牙刀, 5 mm, 短柄
282329         古氏锯齿拔牙刀, 6 mm, 短柄
282369   古氏不锈钢器械盒, 16.5×14×3.7cm

货号	 描述
282367 古氏锯齿拔牙刀, 1-6 mm, 短柄, 6件套装,
                   配不锈钢可灭菌盒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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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牙挺,	带辅翼, 1-6 mm,	短柄, 6件套装,	配不锈钢可灭菌盒

牙挺套装, 配备的不锈钢盒, 可直接高温高压灭菌。

套装包含：
282336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 mm, 短柄
282337  古氏牙挺, 带辅翼, 2 mm, 短柄
282338  古氏牙挺, 带辅翼, 3 mm, 短柄
282339  古氏牙挺, 带辅翼, 4 mm, 短柄
282340  古氏牙挺, 带辅翼, 5 mm, 短柄
282341         古氏牙挺, 带辅翼, 6 mm, 短柄
282369    古氏不锈钢器械盒, 16.5×14×3.7 cm

货号	 描述
282356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6 mm, 短柄, 6件套装, 
                    配不锈钢可灭菌盒

古氏拔牙器械12件套装,	配短柄带辅翼牙挺,	配不锈钢盒

拔牙器械基础套装。

套装包含：
282336-282341      古氏牙挺, 带辅翼, 1 - 6 mm, 短柄
282381 古氏双头骨膜剥离器/牙挺
282387  古氏拔牙钳, 13 cm
282408  改良版Mayo Hegar内弯式持针钳, 13 cm
282349 古氏Adson Brown组织镊, 13 cm
282409 古氏Le Grange锯齿精细剪
282350 古氏手术刀柄, 3号
282369 古氏不锈钢器械盒, 16.5×14×3.7 cm
 

货号	 描述
282365 古氏拔牙器械12件套装, 配短柄带辅翼牙挺, 配不锈钢盒

古氏磨刀石

用于坚硬组织的工具会很容易变钝, 必须定期打磨。如果工具钝化,
会影响效率和结果。

这款磨刀石可以直接使用, 也可以加水或油后使用。

货号	 描述
282419 古氏大号磨刀石, 15×5×0.75 cm
282371 古氏楔型磨刀石, 8.8×1 cm, 特别适用于牙挺
271004 圆棒磨刀石, 特别适用于拔牙刀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每件器械都
可以单独购

买

282371

271004

28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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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犬科动物颌骨模型

可以观察犬猫颌骨特点, 牙齿结构和牙根特点。
清晰的牙科颌骨模型可以拿在手中, 辅助您向客户解释在操作过程中
进行处理的原因和方法。
另附送塑料教学卡片, 有每个牙齿的定位, 名称, 编号和特点。这可以
帮助用户学习如何解决牙科问题以及如何操作。

模型尺寸 12×7×5 cm
包装尺寸 16.5×13 cm

货号	 描述
271426 古氏犬科动物颌骨模型

古氏猫科动物颌骨模型

模型尺寸 7×5×3 cm
包装尺寸 16.5×13 cm

货号	 描述
271425 古氏猫科动物颌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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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器械盘

货号	 描述
250600 20×12×2.5 cm
250610 28×18×3 cm
250620 30×21×4 cm

LM-Servo 工具架

LM-Servo工具架可安全固定牙科器械, 即使在清洗过程中也可以在保
持器械稳定前提下轻松旋转器械, 方便清洗。采用特殊材质的塑料制
作, 特别耐用, 可用于器械清洗, 化学试剂消毒液消毒, 高温灭菌, 可耐
受的最高温度134℃。

货号	 描述
282375 LM-Servo 5件工具架, 18×8.6×2.8 cm
282376 LM-Servo 8件工具架, 18×13.6×2.8 cm

不锈钢工具盒

顶级工具箱, 带硅胶固定内衬, 可以放6把短柄牙挺或拔牙刀。

货号	 描述
282369 古氏不锈钢工具盒, 16.5×14×3.7 cm

铝制器械盒

用于干燥灭菌。

货号	 描述
250310 铝制器械盒, 21.5×10×3 cm

牙科器械沥水板

在牙科操作时使用。用于收集水和碎片。优质硬塑料材质。
30×35 cm。

货号	 描述
271146 牙科器械沥水板, 30×3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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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 Build-to-fit
灵活概念——打造专属于您的方案
让您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怎样的临床设备, 这就是古氏 Build-to-fit背后的考量。我们提供灵活的组合方案供您挑选组合不同的型
号、功能、甚至颜色！古氏牙科设备保证质量, 设计精巧, 且能灵活地为您的需求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让您的组合在预算之内更加实
用简单。

什么是

古氏 Build-to-fit的意思是：

自主选择
灵活配置

个性化定制
对环境友好

创新
完美融合

坚实的基础

保修：

古氏公司与加拿大和丹麦的老牌制造商合作, 机器配件为您提供为
期五年的保修, 手持机柄（手机）则提供一年的保修。

售后服务及支持：

我们对售后客服进行了牙科产品的全方位培训, 以便您在部件或仪
器出现问题与我们沟通时能快速解决您的问题。我们深知寄送仪
器维修会给您带来许多不便, 因此我们的一线客服人员或技术部门
会在电话中尽可能地解决您所有的问题。

在线帮助与指导:

我们提供指导照片与操作视频, 尽量减少您因操作不当的停工, 使
您的日常工作更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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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In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轻巧, 易操控, 配备有可以完美完成一次牙科操作所必需的工具。

桌面型置物平台、简易手动操作手机切换、嵌入式设计操作台。

个性化定制, 设备多种颜色可选, 
可选择桃花粉, 新鲜橙, 激情红, 恬静蓝, 青柠绿, 岩石灰, 乌木黑, 意式白。
您可以与您医院的设计风格相搭配, 
相信您的病患也会从中体验到诊疗过程中的和谐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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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优势
 
几乎所有从事牙科工作的医务人员都会碰到被牙科手机弄伤的意外情况。
古氏公司研发了这种嵌入式操作台, 可以大大减少诸如因钻头、刮治器、
弯头/直头喷枪导致的损伤。
另外,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古氏牙科组件会降低您更换仪器的频率, 减少因钻
头或手柄故障导致的停工, 防止意外割伤和交叉感染。

带涂层金属打造的置物平面, 台面防水防污。
分压计用于控制刮治器工作尖的平衡, 减少波动。

简易的手动操作手机切换模式。

管道线路和排出口易识别。

机器的管子是可更换的, 并且是透明的, 非常方便观察管道中是否存在
堵塞凝块。

橙色管道特指空气管道, 无色管道是走水管道。

排出口也有相应标记, HS代表高速, LS代表低速。

货号	 描述

282425 古氏In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282426 古氏In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壁挂式

282427 古氏In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刮治器

282428 古氏In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刮治器, 壁挂式

282429 古氏In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带LED灯刮治器

282458 古氏In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带LED灯刮治器, 壁挂式

282445 古氏Intro系列牙科工作站防尘保护套(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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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Trio系列牙科工作站

这个系列的工作站配备三个自动手机。

手机嵌入式设计, 降低操作人员潜在的受伤风险。

可选配附加工具托盘。

个性化定制, 设备多种颜色可选, 
可选择桃花粉, 新鲜橙, 激情红, 恬静蓝, 青柠绿, 
岩石灰, 乌木黑, 意式白。
您可以与您医院的设计风格相搭配, 
相信您的病患也会从中体验到诊疗过程中的和谐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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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优势

几乎所有从事牙科工作的医务人员都会碰到被牙科手机弄伤的意外情
况。
古氏公司研发了这种嵌入式操作台, 可以大大减少诸如因钻头、
刮治器、弯头/直头喷枪导致的损伤。
另外,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古氏牙科组件会降低您更换仪器的频率, 减少
因钻头或手柄故障导致的停工, 防止意外割伤和交叉感染。

全自动手机切换模式。

人性化设计控制面板, 按钮控制按键, 轻松调节水流量；
分压计用于控制刮治器工作尖的平衡, 减少波动。

带涂层金属打造的置物平面, 台面防水防污。
可选配附加工具托盘。
这套设备有很多细小贴心的设计, 例如设计有一个用来放置抛光杯或器
械的小孔, 帮助您在操作中有条不紊。

货号											描述
282430	 古氏Tri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282431	 古氏Tri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壁挂式

282432	 古氏Tri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刮治器

282433	 古氏Tri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刮治器, 壁挂式

282434	 古氏Tri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带LED灯刮治器

282459	 古氏Tri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带LED灯刮治器, 壁挂式

282446	 古氏Trio/Quattro系列牙科工作站防尘保护套（灰色）

机器高度可调节
螺栓卡槽防止支架管被完全拉出
如果需要完全取下支架, 请先完全取下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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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Quat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顶级配置的牙科工作站, 配备真空吸引器, 具有引流功能。

手机嵌入式设计, 降低操作人员潜在的受伤风险。

可选配附加工具托盘。

 

个性化定制, 设备多种颜色可选, 
可选择桃花粉, 新鲜橙, 激情红, 恬静蓝, 青柠绿, 
岩石灰, 乌木黑, 意式白。
您可以与您医院的设计风格相搭配, 
相信您的病患也会从中体验到诊疗过程中的和谐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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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和优势

强力真空吸引器是手控的, 这样可以减少一个额外的控制脚踏板。
机器管道更简洁, 减少杂乱外观, 同时减少地面清洁时的负担。

吸引系统的吸管配备两个瓶子。

压缩机：压缩机有外壳保护, 能有效减少噪音, 防止灰尘与毛发的污染。
无油压缩机不需要加油, 因此没有油污污染, 减轻了维护负担。
油压压缩机可达到超静音效果。
此组件配备一个方便实用的水龙头, 用于定期排空水罐。

三个系列的牙科工作站都配备有一个气-水-雾三用喷射注射器/喷枪。
喷枪可360度螺旋, 实现无死角喷射, 工作尖也不会因意外而弯折。
工作头可以高温高压蒸汽灭菌。

机器配有可移动方向轮, 可保证机器的平稳移动。
移动至指定位置后, 可以锁住两个前轮进行固定。

货号													描述

282435 古氏Quat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282436 古氏Quat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壁挂式
282437 古氏Quat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刮治器

282438 古氏Quat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刮治器, 壁挂式

282441 古氏Quat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带LED灯刮治器

282456 古氏Quattro系列牙科工作站, 带压缩机, 
                   配日本NSK压电式带LED灯刮治器, 壁挂式

282446 古氏Trio/Quattro系列牙科工作站防尘保护套（灰色）

282475 古氏真空吸引器吸头, 白色, 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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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带LED灯高速手机

古氏高速手机, LED灯可以自动亮起。
LED灯通过组件内气泵供电。

n 最高转速350, 000 rpm(转/分), 最佳压力2.8 - 3 Bar(巴尔)
n 按钮操作, 方便装卸车针
n 三通道喷嘴, 喷雾和冷却效果更佳
n LED灯可在口腔中提供柔和自然光, 功率为30, 000 LUX
n 灯光温度5, 000 K
n 整机可在135 ℃条件下灭菌
n 可以在其他所有具备4孔连接器的气动驱动组件上使用
n 整机保修一年

货号	 描述
282460 古氏带LED灯高速手机

NSK Pana-Max 2高速手机,	无光学组件

如果您的工作环境有充足的外界光照, 您可以选择这款无LED灯的高
速手机。

n 最高转速370, 000 rpm, 最佳压力2.8 - 3 Bar
n 按钮操作, 方便装卸车针
n 三通道喷嘴, 喷雾和冷却效果更佳
n 整机可在135 ℃条件下灭菌
n 可以在其他所有具备4孔连接器的气动驱动组件上使用
n 整机保修一年

货号	 描述
282461 NSK Pana-Max 2高速手机, 无光学组件

如何安装机头上的牙钻?

1、不加压, 将牙钻轻轻放在机头内。
2、用力按按钮, 再将牙钻用力按入机头中。
3、松开手, 安装完成。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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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K Ti-Max X	钛合金高端加速手机,	带LED灯

NSK Ti-Max X系列手机体现了最新的技术进步, 质量、功能和优越性能都极
佳。
此系列手机齿轮转动装置提供了极其安静的操作环境, 并振动最小, 以促
进高效和舒适的治疗。
钛合金机身, 比不锈钢轻30%, 同时更耐用和耐腐蚀。减重和匀称的形状赋
予了无与伦比的触觉。同时, 独特的表面增强技术利用了钛的非过敏性和
生物相容性, 进一步提高了耐久性, 从而创造出一种光滑、耐刮的表面, 使
其保持舒适。
陶瓷球轴承, 比传统的钢轴承要硬25%, 但重量只有其一半。因此, 效率和
耐久性更佳。

n 1:5加速手机, 最高转速200, 000 rpm
n 创新四通道喷嘴, 喷雾和冷却效果更佳
n 多孔光学组件, 提供了极佳LED光源
n 可配合FG(φ1.6)使用,
n 整机可在135 ℃条件下灭菌
n 可以在其他所有具备4孔连接器的气动驱动组件上使用
n 整机保修一年

货号	 描述
282479 NSK Ti-Max X 钛合金高端1:5加速手机, 带4通道喷水和光学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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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K低速微型马达

低速设备对马达要求极高。这一款低速微型马达可以让兽医们享受
无与伦比的操作体验。
相比于其他同类型的微型马达, 本产品体积减少25%, 重量减轻20%, 更
易操作。

n 减少操作过程中的压力和疲劳
n 最高转速25, 000 rpm, 最佳压力2.8-3 Bar
n 支持正向和反向两种旋转方向, 可手动控制速度
n 整机可在135 ℃条件下高温高压灭菌, 90 ℃机器加热消毒
n 可以在其他所有具备4孔连接器的气动驱动组件上使用
n 整机保修一年

货号	 描述
282462 NSK低速微型马达, 外道水
282472 NSK X-max M205LG 低速微型马达, 内道水, 带LED灯

NSK 低速直手机

这个系列的直机手柄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 并有独特设计的车针安装
方式。
手柄具有一个环状锁扣设计, 符合人体工程学, 并提供了极佳的抓握
力, 可以极大减轻手指操作疲劳, 并方便操作。锁扣设计可轻松方便
安全的安装、脱卸车针。

n               减轻操作过程中的压力与疲劳
n 整机可在135 ℃条件下高温高压灭菌, 90 ℃机器加热消毒
n               可以在其他所有气动驱动组件上使用
n 可配合修整车针(RA), 长柄车针(HP), 抛光车针(CA)或手术车
                    针使用(直径2.35 mm)
n               整机保修一年

货号	 描述
282463 NSK 4:1减速直机, 可配HP使用
282464 1:1等速直机
282465 NSK 1:1等速外科手机, 可配手术车针使用
282480 NSK 钛合金1:1等速直机, 可配RA和CA使用
271112 古氏直机用反角摩擦夹钳

如何使用环状锁扣？
1、“O”为打开, “C”为关闭
2、旋转至“O”打开位置
3、将车针或一次性弯机放置插槽内
4、旋转到“C”关闭位置

 

282463

282464

282465

282480

271112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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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K慢弯手机

弯机和直机相比, 能够通过旋转的弯头角度, 更好的协助兽医在口腔
中难以够到的区域进行操作。

n 打磨速度40, 000 - 10, 000 rpm
n 配合各种弯机机头使用
n 弯机和机头均可135 ℃高温高压灭菌
n 可以在其他所有气动驱动组件上使用
n 整机保修一年

货号	 描述
282466 NSK 4:1减速慢弯手机
282467 NSK弯机机头, 配合摁插式抛光杯头使用
282468 NSK弯机机头, 带摆动式锁扣, 配合卡簧锁扣杯头
                   (271080）使用
282473 NSK 1:1等速慢弯手机, 带喷水和光组件, 配修整车针(RA)
                   使用

抛光工具

古氏公司首次也是首创设计了一款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90°角抛
光机头, 可以“前后”交互震荡旋转,  确保可以持续连贯的接触牙齿表
面, 而不会与毛发或胡须的缠绕。
此震荡旋转模式已获取专利。

n 防止抛光膏四处飞溅
n 避免交叉感染
n 消除摩擦热, 保护牙釉质不受损伤

货号	 描述
282370 古氏震荡旋转模式90°角抛光机头, 带杯, 100个/盒
271127 古氏金属抛光机头, 配合直机使用
271121 抛光杯, 摁插式, 蓝色, 100个/盒
282487 抛光杯, 旋拧式, 蓝色, 100个/盒
271080 抛光杯, 卡簧锁扣式, 配合弯机头282468使用, 12个/盒
282485 古氏抛光基础套装
                 （内包括, 10×282370古氏震荡旋转模式一次性90°角机头,
                    10×271121摁插式抛光杯,
                    10×282372粗颗粒砂红色抛光膏2g,
                        1×282474古氏牙科清洗液250 mL,
                        2×282513球形车针, FG, 4号, 16 mm, φ 1.4 mm,
                        2×282531平头锥裂沟十字切车针, FG, # 701L, 19 mm,
                                            φ1.2 mm）

抛光膏

抛光膏主要成分为木糖醇和氟化物。可快速去污和抛光。
使用方便, 飞溅少, 易清洁。如需清除大量污渍, 请使用磨砂膏。

货号	 描述
282372 抛光膏, 粗颗粒砂, 红色, 薄荷味, 2克/个, 100个/盒
282373 抛光膏, 中颗粒砂, 绿色, 薄荷味, 2克/个, 100个/盒
282377 抛光膏, 粗颗粒砂, 红色, 薄荷味, 255克/盒
282378 抛光膏, 中颗粒砂, 绿色, 薄荷味, 255克/盒

282466

282467

282468

282473

282370

271127

271080

271121 282487

282372 282377

28237828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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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车针/钻头

古氏提供多类型种类的牙科车针/钻头。
所有车针都有一个防滑脱柄(FG), 防止车针脱落。
其圆形尾端,	适配于所有的标准的高速手机。

FG防滑脱柄
圆形尾端,	适配于所有的标准高速手机。

HP 长直柄
车针柄更长,	一般用于兔或子啮齿动物的臼齿修整。
可以安装在1：1低速手机上。
HP车针也可以用于操作厚骨手术, 骨科和牙髓上。

可以依据不同使用情况选择不同形态的车针工作尖,
球形,	锥形裂沟十字切车针最为常见。

球形车针/球钻：用于龋齿的清理、制造空腔、打开根管通路和骨手
术。号越小,	车针越细。

锥形裂沟十字切车针：用于切割多根牙和削低齿冠。

 

44.5 mm长 HP

实际大小 16 mm 
FG球形车针

实际大小 19 mm 
FG锥裂沟十字切车针      

实际大小 44.5 mm
HP车针

古氏建议在每次使用车针后要高压灭菌后进行清洗。将车针在135度
高压灭菌至少10分钟。使用尼龙刷或超声波清洗机清洁车针。不要
使用含氯消毒剂浸泡车针, 否则会造成钨钢车针生锈变钝。消毒或清
洁之后将车针擦干存放在干净无潮气的环境内。

如果经常使用,	请注意车针磨损可能导致牙齿表面压力增大,	并导致
手机磨损而缩短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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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针

球形车针：用于龋齿的清理、制造空腔、打开根管通路和骨手术。号越小, 车
针越细。

货号	 描述
282510 FG, 球形, 1/4号, 16 mm, 直径φ 0.5 mm, 10个/盒
282511 FG, 球形, 1号, 16 mm, 直径φ 0.8 mm, 10个/盒
282512 FG, 球形, 2号, 16 mm, 直径φ 1.0 mm, 10个/盒
282513 FG, 球形, 4号, 16 mm, 直径φ 1.4 mm, 10个/盒
282514 FG, 球形, 6号, 16 mm, 直径φ 1.8 mm, 10个/盒
282515 FG, 球形, 8号, 16 mm, 直径φ 2.3 mm, 10个/盒
282519 FG, 球形, 4号, 19 mm, 直径φ 1.4 mm, 10个/盒
282520 FG, 球形, 6号, 19 mm, 直径φ 1.8 mm, 10个/盒
282518 FG, 球形, 2号, 25 mm, 直径φ 1.0 mm, 10个/盒
282559 FG, 球形, 3号, 44.5 mm, HP, 直径φ 1.2 mm, 10个/盒

282555 FG, 球形, 8号, 44.5 mm, HP, 直径φ 2.3 mm, 10个/盒

锥形裂沟十字切车针：用于切割多根牙和削低齿冠, 斜面修整。
 
282530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1, 16 mm, φ1.2 mm, 10个/盒
282531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1L, 19 mm, φ1.2 mm, 10个/盒
282532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2L, 19 mm, φ1.6 mm, 10个/盒
282533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3, 21 mm, φ2.1 mm, 10个/盒
282534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3L, 21 mm, φ2.1 mm, 10个/盒
282556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557, 44.5 mm, HP, φ1.0 mm, 10个/盒
282560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3L, 44.5 mm, HP, φ2.1 mm, 10个/盒

282561 FG, 圆柱球头裂沟, # 1158, 19 mm, φ1.2 mm, 10个/盒
282565 FG, 圆头锥裂沟十字切, # 1702, 19 mm, φ1.6 mm, 10个/盒
282558 FG, 粗螺纹圆头锥形, 50 mm, HP, 1个/盒

 
倒锥形车针：在刀刃角上带有轻微的球形边缘, 使得刀刃光滑而锋
利。多用于腔预备时, 进入龋齿缝内,使用平面制造一个倒凹区域。

282566 FG, 倒锥形, # 331/2, 16 mm, φ0.6 mm, 10个/盒
282563 FG, 倒锥形, # 35, 19 mm, φ1.1 mm, 10个/盒
282557 FG, 倒锥形, # 39, 44.5 mm, HP, φ1.7 mm, 10个/盒

 

 
特殊车针
金刚砂车针：具有更高的硬度和优良的理化性能, 打磨、抛光用。

282562 FG, 细砂金刚砂火焰形, 3号, 19 mm, 10个/盒
282564 FG, 细砂金刚砂短火焰形, 5号, 19 mm, 10个/盒
282547 FG, 中砂金刚砂柱形, 加长, 60 mm, HP, 018号(φ1.8 mm),
                      5 个/盒
282544 中砂金刚砂Meisinger柱形, 44.5 mm, HP, 018号(φ1.8 mm),
                      5个/盒

圆头裂沟车针：用于切割牙齿, 移除齿龈内断裂的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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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针套装

古氏准备了3个车针套装, 分别是犬用, 猫用, HP长直柄车针套装。每个
套装都是由常用的并更有针对性的车针组成, 用于日常的牙科治疗。

每个套装内含10枚车针, 当然, 每种车针都可以单独购买。

每个套装附赠一 张卡片, 介绍各类车针的用途。

套装包含：
282555 FG, 球形, 8号, 44.5 mm, HP, 直径φ 2.3 mm, 2个/盒

282559 FG, 球形, 3号, 44.5 mm,  HP, 直径φ 1.2 mm, 2个/盒

282556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557, 44.5 mm, HP, φ1.0 mm, 2个/盒
282560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3L, 44.5 mm, HP, φ2.1 mm, 2个/盒
282557 FG, 倒锥形, # 39, 44.5 mm, HP, φ1.7 mm, 1个/盒
282558 FG, 螺纹圆头锥形, 50 mm, HP, 1个/盒

货号	 描述
282550 HP长直柄车针套装, FG防滑脱柄

套装包含：
282519 FG, 球形, 4号, 19 mm, 直径φ 1.4 mm, 2个/盒
282520 FG, 球形, 6号, 19 mm, 直径φ 1.8 mm, 2个/盒
282531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1L, 19 mm, φ1.2 mm, 1个/盒
282532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2L, 19 mm, φ1.6 mm, 2个/盒
282561 FG, 圆柱球头裂沟, # 1158, 19 mm, φ1.2 mm, 1个/盒
282563 FG, 倒锥形, # 35, 19 mm, φ1.1 mm, 1个/盒
282562 FG, 细砂金刚砂火焰形, 3号, 19 mm, 1个/盒

货号	 描述
282548 犬专用车针套装, FG防滑脱柄

套装包含：
282510 FG, 球形, 1/4号, 16 mm, 直径φ 0.5 mm, 1个/盒
282513 FG, 球形, 4号, 16 mm, 直径φ 1.4 mm, 2个/盒
282515 FG, 球形, 8号, 16 mm, 直径φ 2.3 mm, 1个/盒
282530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1, 16 mm, φ1.2 mm, 2个/盒
282531 FG, 平头锥裂沟十字切, # 701L, 19 mm, φ1.2 mm, 1个/盒
282565 FG, 圆头锥裂沟十字切, # 1702, 19 mm, φ1.6 mm, 1个/盒
282566 FG, 倒锥形, # 331/2, 16 mm, φ0.6 mm, 1个/盒
282564 FG, 细砂金刚砂短火焰形, 5号, 19 mm, 1个/盒
 

货号	 描述
282549 猫专用车针套装, FG防滑脱柄 

 

货号	 描述
282552 车针盒, 犬/猫用车针专用, 12孔, 不包含车针
282553 车针盒, HP长直柄车针专用, 12孔, 不包含车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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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电式刮治器

许多兽医青睐于超声波压电式洁牙技术, 因为直线运动的纵向平面可
产热少, 用水量也少。操作过程中少量用水, 可以去除碎片和冷却洁
牙时摩擦产生的热量。

压电器产生的振动是由手机中一系列的陶瓷圆盘或石英板产生。转
速为25-50, 000转每秒。

压电式线性运动需要在清除过程中左右来回 移动工作尖, 而不是像
磁感伸缩式工作尖那样需要圆形或椭圆形打圈。这也就意味着当需
要清洁牙齿侧面时, 操作将变得更简单, 这样的操作模式也使得本设
备可以作为日常的手持便携式仪器使用。

这套设备还可以配合刃状洁治器/刮匙工作尖和外侧头工作尖使用, 
相比于光滑圆头工作尖, 这些工作尖更适合去除难度较大的结石。

压电式刮治器的工作尖有旋拧罗纹, 因此需要使用扳手安装工作尖。

为保证工作快速而高效的进行, 请注意观察工作尖的磨损情况。如果
尖端迟钝, 会降低刮治器的工作效率。

NSK刮治器配备了简单易懂的说明书, 同时提供Varios工作尖指示卡, 告
知用户在磨损至何种状况时需要更换工作尖。
 

NSK Varios系列刮治器

此款刮治器的工作手柄平衡性很好, 重量轻, 体型小, 保证最佳术野。
压电式的刮治器频率在28-32 kHz之间。可替换机头, 整机可灭菌。
NSK新技术, 压电式引擎保证稳定的输出, 根据接触面状态自动适配最
佳振动频率, 保障您在应用各类工作尖时均可收到更好的效果。

压电控制器，可根据牙齿表面情况提供最佳输出表现，即使在清除
较厚的牙结石时，也可以保证稳定的振动输出。

刮治器配置3个工作尖G4(282494), G6(282496), G8(282497), 可在需要时
使用扳手轻松装卸, 为保证工作尖随时可用, 工作尖在扳手中可进行
高温灭菌。

货号	 描述
282470 NSK Varios 170型刮治器
282478 NSK Varios 2 Lux型刮治器, 带LED灯

随手机说明书附赠这张Varios工作尖指示卡, 如
果您需要更多, 请免费索取（货号282502)

嵌入式桌面，可以保护不工作的手机。

282470

28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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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 ART-SP2 压电式超声波洁牙/抛光一体机

由压电式刮治器和微型马达组件组成。
这是一款专为兽医设计的简易操作的便携式洁牙机, 洁牙和抛光一体
机。使用简单方便, 一键切换洁牙模式和抛光模式。
配备的Satelec系列刮治器工作尖, 可以135 ℃灭菌。
微型马达最高转速30, 000 rpm。
也可选配其他零件配合马达使用, 例如, 可以直接插入直手机上的大号
牙钻和金刚砂轮状磨牙器使用。

古氏 ART-SP2 压电式超声波洁牙/抛光一体机包括以下配件：
n    271400,  271401,  271402   3个 Bonart工作尖,  1、2、3号
n    390536                   Bonart 工作尖扳手
n    271190                   泵, 5 L装水瓶
n    271103                   脚踏开关控制板
n    271395                   微型马达E型适配固定器
n    282464                   1：1直手机
n    282485                  古氏抛光基础套装
                     (内包括, 10×282370古氏震荡旋转模式一次性90°角机头,
                     10×271121摁插式抛光杯,
                         10×282372粗颗粒砂红色抛光膏2g,
                          1×282474古氏牙科清洗液250 mL,
                          2×282513球形车针, FG, 4号, 16 mm, φ 1.4 mm,
                          2×282531平头锥裂沟十字切车针, FG, # 701L, 19 mm, 
                                              φ1.2 mm)

货号	 描述
271390 古氏 ART-SP2压电式超声波洁牙/抛光一体机

古氏 ART-P3Ⅱ 压电式超声波刮治器/洁牙机

P3Ⅱ是强化版的“AGC”, 自动增益控制, 可以在使用过程中自动调节输出
功率。
整套系统只有两个按钮, 用于控制电源和水流。LCD显示屏用于显示选定
的输出功率和建议使用的刮治器工作尖。
配备的Satelec系列刮治器工作尖, 可以135℃灭菌

古氏ART-P3Ⅱ压电式超声波洁牙机包含以下配件：
n    271400,  271401,  271402   3个 Bonart工作尖,  1、2、3号
n    390536                   Bonart 工作尖扳手
n    271190                   泵, 5 L装水瓶
n    271103                   脚踏开关控制板

货号	 描述
271391 古氏 ART-P3Ⅱ 压电式超声波刮治器/洁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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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	ART-SP1 磁感伸缩式超声波洁牙/抛光一体机

Cavitron磁感伸缩式刮治器

这款刮治器的长管芯内部有许多金属叶片。
当使用较强的超声波时, 金属叶片或簧片会以25, 000转每秒的速度振动, 使得
工作尖在刮治器槽中移动。这种操作过程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 需要及时用水
冷却。

本手册第39页介绍了压电式刮治器的工作原理。

如果兽医需要一台同时拥有清洁和抛光两种功能的机器, 这台是极佳的选择, 使
用简单方便, 一键切换洁牙模式和抛光模式。
刮治器为Cavitron磁感伸缩式刮治器, 非常可靠的一类刮治器。
微型马达最高转速为30, 000 rpm
也可选配其他零件配合马达使用, 例如, 可以直接插入直手机上的大号牙钻和金
刚砂轮状磨牙器使用。

古氏 ART-SP1 磁感伸缩式超声波洁牙/抛光一体机包含以下配件：
n    271116              25 kHz 刮治器工作尖, 小号
n    271117              25 kHz 刮治器工作尖, 中号
n    271190              泵, 5 L装水瓶
n    271103              脚踏开关控制板
n    282464              1：1直手机
n    271395              微型马达E型适配固定器
n    282485              古氏抛光基础套装
                     (内包括, 10×282370古氏震荡旋转模式一次性90°角机头,
                                     10×271121摁插式抛光杯,
                                     10×282372粗颗粒砂红色抛光膏2g,
                                      1×282474古氏牙科清洗液250 mL,
                                      2×282513球形车针, FG, 4号, 16 mm, φ 1.4 mm,
                                      2×282531平头锥裂沟十字切车针, FG, # 701L, 19 mm,
                                                         φ1.2 mm)

货号	 描述
271392 古氏 ART-SP1 磁感伸缩式超声波洁牙/抛光一体机

古氏 ART-M3	超声波刮治器/洁牙机

通过一个5L装水瓶和泵供水, 用于机头和工作尖降温, 并冲走口腔内
残留。
两个按钮, 用于控制电源和水流。LCD显示屏用于显示选定的输出功
率和建议使用的刮治器工作尖。
M3是强化版的“AGC”, 自动增益控制, 可以在使用过程中自动适应输出
功率。

古氏ART-M3超声波刮治器/洁牙机包含以下配件：
n    271117               25 kHz 刮治器工作尖, 中号
n    271190             泵, 5 L装水瓶
n    271103             脚踏开关控制板

货号	 描述
271393 古氏 ART-M3 超声波刮治器/洁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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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型Cavitron超声波插入式工作尖

用于Cavitron磁感伸缩式刮治器的工作尖

货号	 描述
271116 25 kHz 刮治器工作尖, 小号
271117 25 kHz 刮治器工作尖, 中号

压电式工作尖

高品质且经济实惠的工作尖。
271036-271038这几个型号也可用于NSK 刮治器。

货号	 描述
271400 1号尖, BE-1, EMS系列
271401 2号尖, BE-2, EMS系列
271402 3号尖, BE-3, EMS系列
271036 BS-1型尖, Satelec系列
271037 BS-2型尖, Satelec系列
271038 BS-3型尖, Satelec系列

NSK 压电式工作尖

精品质量, 使用寿命更长。
每次使用后需要清洗消毒。

货号	 描述
282491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1
282492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2
282493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3
282494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4
282495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5
282496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6
282497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8
282498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11
282499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12
282500 NSK压电式刮治器工作尖, G13
282490 工作尖扳手

271400

271401

271402

271116

271117

如果您需要更多, 请免费索取(货号28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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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蒸馏软化水

货号	 描述
340169 灭菌蒸馏软化水

古氏硅胶器械喷雾

用于器械的润滑和保养。预防孔隙度。不包含氯氟化碳(CFC)。

货号	 描述
161040 古氏硅胶器械喷雾, 200 mL

NSK PANA器械润滑油喷雾

酯类油, 防止器械表面磨损。配有精密喷雾喷嘴。
滴瓶可以保证使用更精准。

货号	 描述
282486 NSK PANA器械润滑油喷雾, 带喷嘴, 480 mL
282488 NSK滴瓶, 5 mL

X 3
X X

282486 28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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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牙科清洗液

古氏牙科清洗液, 250 mL, 配合高速手机使用更有效。能够有效减少牙
钻打磨时间, 清洁牙科工作站机器上的管道, 并可以清洗病患口腔, 除
臭。

成分：水, 甘油, 酒精, 异丙醇, 氯己定, 聚山梨酯 80, 香精。
稀释比例1：3。一瓶古氏牙科清洗液250 mL, 加750 mL灭菌蒸馏软化
水, 配制成1 L溶液。新配制溶液前, 请先清理瓶中的原溶液, 以确保正
确的混合比例。配制后请在一个月内使用完。

货号	 描述
282474 古氏牙科清洗液, 250 mL, 6瓶装

古氏巴斯图牙科护理套装

套装包含宠物专用牙刷和胶状按摩膏。使用方便。为宠物口腔提供
最佳卫生环境。

货号	 描述
270998 巴斯图牙科护理套装, 牙刷2支装

宠物专用牙刷

货号	 描述
270997 宠物专用牙刷, 100支/盒

宠物清洁牙膏

货号	 描述
275340 宠物清洁牙膏, 猪肝风味
275330 宠物清洁牙膏, 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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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手术

以下缝合线可用于常规口腔手术。

 

古氏SA Rapid  缝线
多股带涂层, 可快速被吸收的缝线, 缝结45天会被完全吸收, 5天抗张强度剩余55%, 10-14天剩余0%。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 反角针

19 5-0 1 45 未染色 18 152352

19 4-0 1.5 45 未染色 18 152351

24 3-0 2 70 未染色 18 152350
24mm  

19 mm  

古氏SA+ 抗菌线

多股带涂层, 可吸收型缝线, 含有抗菌剂,成分为醋酸氯已定（醋酸洗必泰）。缝结56-63天会被完全吸收, 14天抗张强度剩余70%,
21天剩40-50%, 28天剩余25%。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反角针
19 5-0 1 45 未染色 18 152339

19 4-0 1.5 45 未染色 18 152338

19 4-0 1.5 70 紫罗兰色 18 152336

19 3-0 2 70 紫罗兰色 18 152333
19 mm

16 mm

30 mm

40 mm

36 mm

24 mm

22 mm

26 mm

6.5 mm

13 mm

4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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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m

16 mm

30 mm

40 mm

36 mm

24 mm

22 mm

26 mm

6.5 mm

13 mm

48 mm

19 mm

16 mm

30 mm

40 mm

36 mm

24 mm

22 mm

26 mm

6.5 mm

13 mm

48 mm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	反角针	

19 3-0 2 70 紫罗兰色 15 152800

24 3-0 2 70 紫罗兰色 15 152801

1/2	弧,	圆体锥头针

26 3-0 2 70 紫罗兰色 15 152806

22 mm

17 mm

36 mm

48 mm

40 mm

26 mm

24 mm

30 mm

19 mm

16 mm

40 mm

36 mm

24 mm

22 mm

26 mm

6.5 mm

13 mm

48 mm

古氏SA 缝线-轨道盒包装

古氏SA 缝线

多股带涂层, 可吸收型缝线, 缝结56-63天会被完全吸收, 14天抗张强度剩余70%, 21天剩40-50%, 25天剩余25%。

19 mm  

24 mm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 反角针  19 4-0 1.5 70 紫罗兰色 18 152303

19 3-0 2 45 紫罗兰色 18 152300

19 3-0 2 70 紫罗兰色 18 152297

24 4-0 1.5 70 紫罗兰色 18 152304

24 3-0 2 70 紫罗兰色 18 152296

           1/2 弧, 圆体锥头针

22 3-0 2 70 紫罗兰色 18 152298

24 4-0 1.5 70 紫罗兰色 18 152305

26 3-0 2 70 紫罗兰色 18 152299

22 mm  

24 mm 

26 mm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circle, reverse cutting 
19 5-0 1 45 未染色 18 152352

19 4-0 1.5 45 未染色 18 152351

24 3-0 2 45 未染色 18 15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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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MF 缝线

单股, 可吸收型缝线, 缝结90-120天会被完全吸收, 7天抗张强度剩余60%, 14天剩25%, 28天剩余0%。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反角针 13 5-0  1                            45 未染色 18                            152237

13 5-0  1                            45 紫罗兰色 18                            152238                        

13 5-0                1   70 紫罗兰色 18 152239 

16 5-0 1   70                             紫罗兰色 18                            152513

13 4-0 1.5 45 未染色 18 152235

13 4-0 1.5 45 紫罗兰色 18 152240

16                4-0                1.5                         45                             紫罗兰色 18                            152241 

19 4-0                1.5                         45    未染色 18                            152233

19 4-0                1.5                         70  未染色 18                            152234

19 4-0                1.5                         70 紫罗兰色 18                           152242

1/2 弧,圆体锥头针

17 4-0 1.5 70 紫罗兰色 18 152248

24 4-0 1.5 70                            紫罗兰色 18 152232

26 3-0 2 70 紫罗兰色 18 152227

19 mm

16 mm

30 mm

40 mm

36 mm

24 mm

22 mm

26 mm

6.5 mm

13 mm

48 mm

19 mm

16 mm

30 mm

40 mm

36 mm

24 mm

22 mm

26 mm

6.5 mm

13 mm

48 mm24 mm

17 mm

26 mm

古氏MF 缝线-轨道盒包装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 反角针 19 4-0 1.5 70 紫罗兰色 15 152820

19 3-0 2 70 紫罗兰色 15 152821

19 3-0 2 70 未染色 15 152822

24 3-0 2 70 未染色 15 152823

26 3-0 2 70 紫罗兰色 15 152824

1/2 弧, 圆体锥头针

26 3-0 2 70 紫罗兰色 15 152826

19 mm

16 mm

30 mm

40 mm

36 mm

24 mm

22 mm

26 mm

6.5 mm

13 mm

48 mm

19 mm

16 mm

30 mm

40 mm

36 mm

24 mm

22 mm

26 mm

6.5 mm

13 mm

48 mm

22 mm

17 mm

36 mm

48 mm

40 mm

26 mm

24 mm

3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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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尼龙缝线

单股,	不可吸收型缝线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 反角针  13 5-0 1 45 蓝色 18 152033

19 5-0 1 45 蓝色 18 152417

19 4-0 1.5 45 蓝色 18 152030

19 3-0 2 45 蓝色 18 152031

19 3-0 2 70 蓝色 18 152507

24 4-0 1.5 70 蓝色 18 152425

24 3-0 2 70 蓝色 18 152508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 反角针  

26 3-0 2 70 蓝色 15 152840

19 mm

16 mm

30 mm

40 mm

36 mm

24 mm

22 mm

26 mm

6.5 mm

13 mm

48 mm

古氏尼龙缝线-轨道盒包装

24 mm

19 mm

13 mm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 反角针 19 4-0 1.5 70 紫罗兰色 15 152820

19 3-0 2 70 紫罗兰色 15 152821

19 3-0 2 70 未染色 15 152822

24 3-0 2 70 未染色 15 152823

26 3-0 2 70 紫罗兰色 15 152824

1/2 弧, 圆体锥头针

26 3-0 2 70 紫罗兰色 15 15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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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假单股尼龙缝线

假单股, 不可吸收型缝线

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 反角针
19 4-0 1.5 70 黑色 18 152750

19 3-0 2 45 黑色 18 152399

24 3-0 2 45 黑色 18 152398

24 3-0 2 70 黑色 18 152385

19 mm

24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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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针形状
针长	
mm

USP EP 缝线长  cm 缝线颜色 盒装数量 货号

3/8 弧, 反角针
19 4-0 1.5 70 蓝色 18 152750

19 3-0 2 45 蓝色 18 152399

24 3-0 2 45 蓝色 18 152398

24 3-0 2 70 蓝色 18 152385

改良版 Mayo Hegar 内弯式持针钳

钳身光滑, 手柄锁确保持握稳固, 并防止缝针旋转和滑动, 特别设计的内弯式手
柄, 带有弯度（偏角度）的手柄环给外科医生提供了更舒适的抓握力, 并降低

拇指疲劳。

货号	 描述 
282408 改良版Mayo Hegar内弯式持针钳, 13 cm, 钨钢

古氏手术镊

欧洲古氏专业品质, 不锈钢材质

货号	 描述
140700 古氏Ewald手术镊, 13cm

德国品质, 不锈钢材质

货号	 描述
282349 古氏Adson Brown多排齿镊, 13 cm

古氏手术剪,	直剪,	钝/钝

欧洲古氏专业品质, 不锈钢材质

货号	 描述
130510 古氏剪刀, 直剪, 细柄, 钝/钝, 12 cm

古氏手术剪,	弯剪,	钝/钝

欧洲古氏专业品质, 不锈钢材质

货号	 描述
130320 古氏手术剪, 弯剪, 细柄, 钝/钝, 14 cm

古氏拆线剪

标准品质, 不锈钢材质

货号	 描述
130284 古氏Stainless拆线剪, 10.5 cm

古氏精细剪

德国品质, 不锈钢材质

货号	 描述
282409 古氏Le Grange锯齿精细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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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超强力吸水垫巾

进口吸水材质, 超强吸收力, 吸收量大, 2分钟内可吸收250 毫升水、血 液或

尿液, 瞬间吸水, 迅速保持动物体表干爽

n  蓝色加棉吸水垫巾, 非无菌
n  特别适合牙科检查、洁牙和动物笼内

货号	 描述
161272 古氏超强力吸水垫巾, 30×45 cm , 10片 /包, 20包/盒

161277 古氏超强力吸水垫巾, 40×60 cm , 10片/包, 20包/盒

161273 古氏超强力吸水垫巾, 60×90 cm , 10片/包, 12包/盒

161274 古氏超强力吸水垫巾, 80×90 cm , 10片/包, 10包/盒

161276 古氏超强力吸水垫巾, 60×150 cm , 10片/包, 12包/盒

古氏保温盖毯

质地柔软, 盖毯。有助于维持体温, 尤其为术后犬猫保温。也可放在任何需要
为动物保持舒适的地方, 车里, 笼子里, 睡床下面
可重复使用, 可60 ℃机洗, 并可以机器甩干。尺寸150×100 cm

 货号	 			描述
275585           古氏保温盖毯, 150×100 cm, 灰色, 20条/包

古氏保温垫毯

质地柔软, 可作为衬垫使用。
有助于维持体温, 尤其为术后犬猫保温。
垫毯可60 ℃机洗, 并可以机器甩干。
灰色, 加防滑底/普通底可选

货号	 描述
381600      古氏保温垫毯, 48×38 cm, 灰色
381601      古氏保温垫毯, 66×51 cm, 灰色
381603      古氏保温垫毯, 66×51 cm, 灰色
381605      古氏保温垫毯, 90×60 cm, 灰色
381610      古氏保温垫毯, 137×76 cm, 灰色
381607     古氏保温垫毯, 137×92 cm, 灰色
381608     古氏保温垫毯, 152×137 cm, 灰色
381610     古氏保温垫毯, 102×76 cm, 灰色
 
381617     古氏保温垫毯, 带防滑底, 48×38 cm, 灰色
381618     古氏保温垫毯, 带防滑底, 66×51 cm, 灰色
381619     古氏保温垫毯, 带防滑底, 71×61 cm, 灰色
381620     古氏保温垫毯, 带防滑底, 90×60 cm, 灰色
381621     古氏保温垫毯, 带防滑底, 102×76 cm, 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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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丁腈检查手套, 无粉

货号	 描述
260942       古氏丁腈检查手套, 无粉, S小号, 200副/盒
260943       古氏丁腈检查手套, 无粉, M中号, 200副/盒
260944       古氏丁腈检查手套, 无粉, L大号, 200副/盒

       

古氏特优乳胶手术手套,	灭菌,	无粉

货号	 描述
260420   古氏特优乳胶手术手套, 灭菌, 无粉, 欧标6.5码, 55副/盒

260421    古氏特优乳胶手术手套, 灭菌, 无粉, 欧标7.0码, 55副/盒

260422    古氏特优乳胶手术手套, 灭菌, 无粉, 欧标7.5码, 55副/盒

古氏特优一次性防水围裙,	非灭菌,	白色

货号	 描述
260627  古氏特优一次性防水围裙, 非灭菌, 白色, 140 cm, 75条/盒

260628  古氏特优一次性防水围裙, 非灭菌, 白色, 160 cm, 75条/盒

260630   古氏特优一次性防水围裙, 非灭菌, 白色, 140 cm, 150条/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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