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牙科行业协会 -  
您高资质的合作伙伴。

>>> www.vddi.de

“德国制造”品质 – 了解2019年第38届国际牙科展背后的这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更多信息。

VDDI拥有200家成员公司，它是公司和集团的共同体，100多年来该协会一直被视为牙科医学技术及牙科学的成
功典范。

国际牙科展 IDS由德国牙科行业协会的商业企业GFDI 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Dental-Industrie mbH 
举办，由Koelnmesse GmbH实施。

通过以下几页您可以迅速了解VDDI、德国牙科行业及牙科行业世界领先展会IDS的重要事实和数据。

德国牙科行业协会 
200家成员公司，代表：

• 超过20000名员工

•  50亿欧元营业额

•  62 %的出口比例

•  成立于1916年

www.vddi.de

牙科搜索引擎DentalPlace

•  VDDI成员电子目录

•  牙科产品一看两点击

•  迅速搜索42个产品类的上千件产品

•  即刻联系制造商

•  超过197万名访问者(2016/2017)

www.vddi.de，www.dental-place.de

国际牙科展

•   全球牙医、牙科技师、牙科专卖商及牙科行业最
大的行业聚集处

•  有关展商、参观者的全部信息
•  展商的新品数据库

•  交流聚会及媒体事件

www.ids-cologne.de， 
www.gfdi.de，www.vddi.de



市场领军者

德国牙科公司的高创新能力、
竞争力，他们突出的服务定位
以及非凡的供货服务都使我
们的行业在多个领域成为市场
领军者。

我们的使命

德国牙科行业为全球牙医及
牙科技师提供适用于整个适
应症范围的成熟产品，他们用
这些产品维持及重塑人类生
活质量。

200家成员公司

VDDI是牙科行业的行业协会，其成员从所有者自营的家庭
企业到国际集团。

VDDI – VDDI成员公司 
的总营业额、出口比例、 
员工数

•  200家企业

•  超过20000名员工
•  营业额超过50亿欧元
•  出口比例64 %

全球化创新、技术、质量、精确性 

我们行业根据最新科学和技术标准开发及生产创新仪器、 
器械和材料，为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研究合作伙伴

•  与牙科学及牙科技术手工业密切合作 
•  研究新的诊断和治疗应用领域
•  为用户开发创新技术、方法和材料

VDDI e. V.  
顶级牙科学

VDDI及德国牙科行业：

>>> www.vdd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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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营业额 单位十亿欧元    出口比例 单位十亿欧元    员工数 
来源：VDDI

5.3
5.050

3.4
3.206

20,700

20,176



100年 - 从VDDF到VDDI 

我们行业在100多年前成立了德国牙科工厂协会(VDDF)。从
今天看来这是伟大成功史的开端。目前的德国牙科行业协会在
全球牙科行业中拥有200家中型创新企业成员以及20000名热
情积极的员工，在全球享有盛誉。

我们所有的成员企业都为了两个特别的客户群体而生产，即
牙医及牙科技术手工业。我们的行业与牙医、牙科医学研究组
织、牙科技师、材料研究者及牙科专卖商共同为了维持及重塑
患者口腔健康而努力。

我们为此奋斗了100年 - 这也是我们将来的目标！

德国牙科行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16 1923 1928 1950 1992/1995 2016年6月  2019

>>> www.vddi.de

成立VDDI的目的在
于作为国际牙科展
的举办者延续成功
的传统

首届国际牙科展德国牙科行业企 
业联合成立了德
国牙科工厂协会
(VDDF)。

目的：设立牙科
展会

IDS的举办方是VDDI的商
业企业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Dental-
Industrie mbH 

VDDI 100年德国牙科行业的首
届牙科展

第38届 
IDS
3月12至
16 日
2019年



德国牙科行业：
服务范围一览 

>>> www.dental-place.de

您的德国产品及制造商搜索引擎 -  
每年超过190万个搜索请求

DentalPlace是VDDI的成员目录，也是全球最常用的搜索请求平台。搜索引擎
DentalPlace使用世界语言：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俄语及阿拉伯
语。德国牙科行业的服务范围涵盖该领域的60000件产品

• 装置
• 装置

• 仪器 
• 材料

牙科学

这些高品质产品涵盖了牙科学的整个范围，从诊断到预防，再到修复：

•  美学
•  外科手术
•  牙髓病
•  种植学
•  个人预防

•  颌矫形外科
•  保守治疗
•  牙周炎治疗
•  假牙

微创治疗方法可通过德国牙科行业的产品进行改善。

牙科技术

对于所有牙科技术应用领域，牙科行业都可提供高品质产品和系统化解决方案：

• 多部分固定桥
• 嵌体
• 牙冠

• 高嵌体
• 部分假体
• 全假体

DentalPlace可以使您在42个产品类内利用总共241个子概念在几秒钟内找
到德国制造品质的牙科产品及其制造商和供货计划。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最大化标准
在生产和应用中德国牙科行业满足了最高要求。公司内 
部质量保证系统也包括在内，例如满足医疗产品条例。

其他根据ISO及环境方面的认证是高品质产品的前提， 
在这些产品中生物相容性、用户及服务友好性都是首要的。



我们使用世界语言

>>> www.dental-place.de

VDDI成员目录及强大的产品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DentalPlace”是德国牙科产品的重要搜索工
具。来自全球的牙医、牙科技师及牙科专卖商搜索德国牙
科行业200家成员公司的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共190万次
(2016/2017)。
 
DentalPlace通过七种世界语言(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
语、中文、阿拉伯语和俄语)提供各种搜索可能性，例如搜索
制造商或产品类或产品。

您在这里可找到40个产品类，分为“牙医领域”以及“牙科
技术领域”。

大约280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搜索关键词方便您在产品群
组内搜索单件产品。

从2003年以来有650万访问者访问了“DentalPlace”！

190万访问者
(2016/2017)

法语

英语

德语

西班牙语

俄语

中文

阿拉伯语



GFDI 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Dental-Industrie mbH

IDS举办方 – 行业翘楚 
科隆IDS是国际牙科市场及整个牙科行业的顶级盛事。

IDS(国际牙科展)每两年在科隆举行一次，由德国牙科
行业协会的商业企业(VDDI)GFDI 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Dental-Industrie mbH举办，执行公 
司为科隆的Koelnmesse GmbH。

独一无二的产品范围
整个国际牙科市场都反映在IDS的产品范围中。牙科
领域所有的目标群体都聚集在此了解信息，体验产
品，沟通及交流有关牙科学和牙科技术最新趋势的
信息：
• 牙医领域
• 牙科技术领域
• 防感染及维护
• 服务：信息系统、交流系统、组织系统、组织手段

展商充满希望的愿景
• 与客户、供应商和商业伙伴的关系维护
• 来自全世界的新客户
• 国际销售合作伙伴
• 与整个国际牙科行业的网络化

>>> www.gfdi.de

2017年第37届 国际牙科展再次创下纪录：

来自59个国家的2305家展商及来自157个国
家的155000名专业参观者。展商的外国比例
为72 %，参观者的外国比例为60 %，使IDS更

加国际化。

！ 下一届IDS： 
第38届 国际牙科展
将于2019年3月12日
至16日在科隆举行2019



IDS – 国际牙科行业峰会

IDS – 国际牙科行业峰会

IDS反映了整个牙科市场的动态，整个价值创造链都在科隆
聚集：牙科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的开发者和制造商、我们的
产品用户、牙医和牙科技师，及其来自于诊所和实验室的员
工。未来将共同决定牙科市场动态的大学生及学员也参与其

中。同时也包括价值创造链上的服务商，以及作为牙科行业
重要交流渠道的牙科专业媒体。所有为口腔健康、为用户和
患者所需所想而努力奋斗、做出贡献的人们都齐聚IDS。

 

国际牙科展的持续发展

2305

2199

2058

 
展览面积 平方米

163000

157000

150000

  2013

  2015

  2017

>>> www.ids-cologne.de

展商

 12 %

 

155000

138721

125327

参观者

来源：VDDI

 23.7 %  8.7 %

2019 www.ids-cologne.de



VDDI e. V.
德国牙科行业协会 
Aachener Str. 1053–1055

50858 Köln

GFDI mbH
GFDI 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Dental-Industrie mbH  
VDDI的商业公司版

本
：

20
18

年
6月

IDS – 牙科领域每 
隔两年一次的聚会

国际牙科展目前已成为独立的“IDS品牌”，拥有独特特
性，清晰的品牌价值以及良好声誉。

IDS的优势在于：

“全球开放”“热情好客”，“促进合作”以及“公平” – 这些概念

塑造了IDS的感性一面。

“要求严苛”，“方向明确”，“全面”以及“行业责任”这些概念诠
释了IDS的高品质和高服务水平。

“持续性”和“追求成功”的概念代表着长期的以所有参与者的成功为目

的的行为，无论是展商还是参观者、举办方还是执行公司。

“IDS是牙科行业的世界领先展会，其作为创新和市
场趋势方面的平台确保可持续性成功。”  
(IDS-Markenkern)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