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lcam Taiwan

Delcam是世界領先的CAD/CAM系統開發公司，提供最完整的切削應用。��

軟體產品涵蓋車床、銑床、車銑複合零件加工、模具、線割、高速銑床及 5 軸加工。��總部位於英國伯明罕，是倫敦股票

交易所的上市公司。��銷售及服務網遍佈全球 80 多個國家及 35,000 多的用戶。��

��Delcam��Plc 集加工與軟體開發於同一建築物，是 CAD/CAM 軟體開發公司中唯一擁有大型 5 軸機台及車銑複合加工機並

對外營業加工的公司，所有軟體在實際生產環境中經過嚴格的測試，因此Delcam公司最能了解客戶的問題與需求，從設

計、製造至檢測，我們提供全套的軟體服務。��

1992��年��Delcam��Plc��在台灣成立合資公司－達康科技，為台灣最大CAM公司，服務網遍及台灣北、中、南及大陸東莞、

昆山等地區，專職台灣與大陸台商之軟體行銷及技術支援。��

達康科技 (Delcam��Taiwan)��二十年來在台灣的深根，為一專業 CAD/CAM 服務團隊，輔導過客戶類型包含模具、汽車、

3C��、鞋業、醫材 .... 等等，經驗豐富，已在市場建立專業品牌形象，無疑已成為市場的主流。����

關於 Delcam



Delcam��Dental��Solution 集 3D 掃描、3D 設計、CNC 加工、病患管理等完整功能，能夠滿足

您在任�何修復物的應用需求；完全開放的資料架構，讓您增加接單機會以降低系統維護的成本。��

完整且開放的Dental��CAD/CAM 系統

我們提供您從掃描、設計到加工的完整解決方案

3D掃描系統

3D牙體設計

加工編程��CAM
3~5 軸 CAM

牙體 3+1、4、5 軸 CNC

DentCAD
Dental CADCAM Suite

DentMILL
Dental CADCAM Suite

Dental齒雕機  
Dental CNC

領先的軟體技術

貼近的售後服務 

最高精度的品質

節省材料

最短加工時間

30 年的工業��CAD/CAM��軟體核心經驗貼近的售後服務 

全球 80 個國家 350 個服務據點 

光柵掃描技術

最佳的素材利用率

第一品牌CAM��&��高速加工機

3D掃瞄系統 3D牙體設計 加工編程��CAM CNC��加工機 刀具、氧化鋯等材料

Delcam Dental
完整解決方案

雲端管理系統



高精度 3D 掃描器，體積小巧、快速掃描並提供精確數據，

STL 檔案輸出 ( 市場通用 )，資料取得完整。��

•�� 精度��0.020��mm 以下

•�� 全自動掃描

•�� 含咬合掃描器具

•�� 與 DentCAD��完全整合

•�� 8 顆 Multi-die 模式

•�� 對咬模式

•�� 多顆支臺干涉，自動重合模式

•�� Full��Arch 全口模式

•�� Implant 植體模式

•�� Dental��Bar��植體連桿模式

•�� Implant��Bridge��植體牙橋模式

支援多種掃描模式

設計&掃描��套裝解決方案

隨著您的業務需求，將來您只需透過軟體升級，即可擁有更高階的

功能，您毋需再另購掃描器。��

牙冠&牙橋��設計解決方案 單一植體設計解決方案 Bar 設計解決方案



DentCAD��3D 牙體設計軟體是以 Delcam 專利的 TriBird

曲面、實體、STL 三合一技術為核心，結合逆向、複雜

曲面造型，以牙科專業術語為介面開發的牙體設計專家

系統，讀取齒模掃描 STL 檔後，牙技師可以在電腦上精

確且快速的設計多種修復物。��

•�� 簡易牙帽、牙橋��(Simple��Coping、Bridge)

•�� 全冠牙帽、牙橋��(Full��Crown、Bridge)

•�� 嵌體 / 冠蓋體��(Inlay/Onlay)

•�� 套疊冠��(Telescope)

•�� 解剖型牙帽、牙橋��(Anatomical��Coping、Bridge)

•�� 陶瓷壓冠��(Press��Over)

•�� 陶瓷貼片��(Veneer)

•�� 蠟型設計��(Wax-up)

•�� Customised��Abutment

•�� Dental��Bar

•�� Implant��Bridge

支援多種修復物種類

DentCAD
Dental CADCAM Suite



簡單的操作介面，引導式精靈及內建多組牙齒資料庫，提供快速且便捷的設計程序，易學易用、快速上手，充分減少設計時間。��

像 Bridge、Coping、Crown 以及 Telescope 等修復物，系統會自動辨

識邊緣線，亦可利用控制點手動調整。��

自動辨識邊緣線��Margin��Line

Bennrtt��&��condylar��角參數設定，數位動態模擬，快速移除干涉區域。��

數位咬合器��Virtual��Articulation

依照對咬模資料，自動進行咬合面回切。��

自動對咬模回切��Bite��reduction

調整修復體角度、尺寸與位置並保持 Margin-Line 位置，同時編輯多

顆修復物。��

動態排牙��Position

快速定義金屬領範圍、數位厚度設定。��

自動金屬領設計��Collar��/��Lingual��Band

以游標、區域、延伸方式進行微調修復體外型。��

電子蠟刀��Wax��tools



1.��不限制素材樣式��&��加工數量

2.��二次素材再次利用

1.��同時載入多個組件，自動排列，
自動產生支撐管

節省材料，提高經濟效益

加工組件自動化編輯

DentMILL
Dental CADCAM Suite

DentMILL 是一套 3~5 軸 CNC 加工的自動 CAM
系統，具有快速、高度自動化、高效率加工、高
精度的特性；35 年的工業應用技術，不限制CAD
檔案大小，簡單操作步驟即可完成加工程式。��



DentMILL 能支援 Coping、Bridge 以及植體類牙體加工，且依照
素材條件客製化調整，如氧化鋯、鈦、CoCr、PMMA...；易學易用
的DentMILL 讓沒有加工經驗的使用者都可以快速操作。��

DentMILL 提供實體切削模擬，可以在上機前模擬切削狀況，避免
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3~5 軸加工樣板

真實安全

1.��組件間產生支撐管，充分使用塊料空間

2.��滑鼠點擊產生支撐管並且進行編輯

支撐管彈性編輯

2.��移動 & 翻轉組件，調整高度確保組件可完
整涵蓋於素材內，以最薄厚度達到最高的利
用率。��



Dental齒雕機 
Dental CNC

•�� ・・定位精度 0.005mm
•�� 高強度鋁合金機身
•�� 精密滾珠螺桿
•�� 高解析度伺服馬達
•�� 強力刀把夾持範圍直徑 3mm~6mm

•�� ・・加工範圍 :��100x100x28,��Φ100x2
•�� 高精度伺服馬達
•�� 機台精度 0.001mm
•�� 高解析度伺服馬達
•�� 6 至 9 把刀庫

•�� ・・乾式切削
•�� 多種治具設計
•�� 適用多種材料��PMMA、Wax、Zirconia
•�� 適用各式零件��Simple��Coping、

Crown、Bridge、Abutment

•�� ・・安裝空間��500*750*1,400��(mm)
•�� 重量 170Kg
•�� ㄧ般家用電即可運作 ( 單向 220

伏特 )
•�� 簡單操作，無需加工經驗

•�� ・・3KW
•�� 2,000��~��30,000��RPM

•�� ・・2.2KW��
•�� 2,000~30,000��RPM

•�� ・・安裝空間 700*��1,200*��830(mm)��
•�� 重量 234Kg
•�� ㄧ般家用電即可運作 

( 單向 220 伏特 )
•�� 圖式介面，簡單操作

•�� ・・ISO��9001,��14,000,��CE,��GMP

•�� ・・濕式切削
•�� 適用多種材料��PMMA、Zirconia、Titanium、CoCr
•�� 多種治具設計
•�� 適用各式零件��Simple��Coping、Crown、 

Bridge、Abutment、Dental��Bar

3+1、4 軸高精度高強度機台

適合大量且長時間加工製造

5軸高效益高精度機台

用途廣

輕巧、容易使用

高速高扭力輸出主軸

高速高扭力輸出主軸

輕巧、容易使用

安規認證

用途廣



載入 Impression��scan��data 進行支臺齒分割、基座建立、咬合定位；數位

拆模技術，讓您市場無國界，增加更多工作機會。��

支援業界Dental��Data:

PowerINSPECT��OMV��提供即時量測比對及離線量測比對、自動報表輸出。��讓您提早發現問題，減少損失的累積，增加

生產信心及產品可靠度。��

Digital Model

Exchange
Data Translator

PowerINSPECT OMV

3M��Lava��(ccd、stl)

3Shape��(stl、dcm)

Cynovad��(sme、spi、too)

NobelBioCare��(c3s)

Sirona��(cdt)

Kavo��(stl)

Wieland��(dcm)

Hintels��(neu)

Echo��(xtl)

iTero��(3dc)



用於生產植牙的 Implant 及 Abutment 所需的高精度走心式��(Swiss��Type) 多軸車銑複合機專用 CAM 軟體，擁有完整的

後處理，支援超過 300 種機型，涵蓋了近 15 年內所生產的機器。��具備 3D機台、刀具碰撞模擬、同步加工最佳化分析，

有效提升開發效率，縮短並準確預估生產時間，大大節省時間與成本。��

OrderManager��是一個以網路為平台所建構的訂單雲端管理系統，您可管理從客戶端所接收到的訂單及數據資料，隨時檢

視及追蹤設計生產進度，同時向客戶報告最新進度。��公司人員經由內部網路作為製造程序管控，減少錯誤發生，您實現訂

單來自全球各地的夢想，經由網際網路統合外包協力廠設備、人力資源，隨時滿足訂單的需求。��

客戶能設計並送出訂單 目前進度 :��加工中心 追蹤訂單狀況

PartMaker
SwissType



達 康 科 技
www.delcam.com.tw  

◎ 型錄展示軟體主要功能，實際規格以報價為主

Delcam 先進製造系列產品:

PowerSHAPE
混合式3D設計系統

PowerMILL
2 -5軸高速加工CAM系統

FeatureCAM
自動特徵辨識CAM系統

PartMaker
走心&多軸車銑複合CAM系統

Delcam for
SolidWorks

Solidworks
金質CAM夥伴 

PowerINSPECT
機上3D檢測比對系統

高雄 (07)331-1901
台南 (06)214-7509台北 (02)7738-0009

台中 (04)2327-3299
東莞 86-769-8188-9039
昆山 86-512-5525-7336

服務中心連絡電話:

達康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遠東路1號4樓D室

TEL: 02-77380009  FAX: 02-77380006

E-mail: marketing@delcam.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