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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V 牙齿附加险 
针对在德国参加公立医疗保险的入保人 (GKV) 

 
公立医保在牙齿治疗方便的赔付非常有限，因此需要牙齿附加险进行补充。 

图示中举例说明了有关牙齿治疗的费用。 

 

 

 

 

 

 

 

 

 

 
DKV 牙齿附加险由两个部分（补牙和假牙；牙齿治疗）组成，每个部分分别有三种选择，可以根据需求任意组合，比

如 KDTK85+KDBP；也可单独入保，比如入保 KDTP100。 

 

保险名称简表 基础 进阶 最佳 

补牙和假牙 

Zahnersatz 
KDT70 KDTK85 KDTP100 

预防和治疗 

（牙根牙龈治疗和专业洗牙）  

Zahnbehandlung 

KDBS KDBE KDBP 

 

具体包含的赔付内容和区别见下表。 

 

http://www.lazybearinsurance.com/


 
 

© Lazy Bear Insurance | DKV Zahn | 02.2020   www.lazybearinsurance.com 

产品由DKV保险公司提供，懒熊保险为您提供中文服务，不收取任何形式的佣金 

 

     补牙和假牙 

 

具体内容 
基础 

KDT70 

进阶 

KDTK85 

最佳 

KDTP100 

假牙 

（包括牙冠 Kronen、牙桥 Brücken、假

牙 Zahnprothesen） 

70% 85% 100% 

- 合作牙医处报销 75% - 合作牙医处报销 90% 

- 因意外引起的报销比例提

高到 100% 

 

植入物 

（Implantate） 
同上 同上 同上 

镶牙的嵌体 

（Inlays） 
同上 同上 同上 

功能分析和功能治疗 

（Funktionsanalytische/ 

therapeutische Leistungen） 

同上 同上 同上 

合成材料填充物 

（Kunststofffüllung） 
75% 100% 100% 

镶面 

（Verblendung） 

包含至第一大臼齿 

（bis Zahn 6） 

包含至第一大臼齿 

（bis Zahn 6） 
所有牙齿 

公保完全不支付时 

（比如在私人牙医诊所） 
35% 50% 70% 

牙疼治疗 

（深度麻醉、针灸等） 
不报销 不报销 

70% 

每年上限 300 欧 

咬合帮助/夹板 

（Aufbissbehelfe/Schienen） 
不报销 不报销 100% 

前三年报销上限 第一年：500 欧 

前二年：1000 欧 

前三年：1500 欧 

第一年：500 欧 

前二年：1000 欧 

前三年：1500 欧 

第一年：600 欧 

前二年：1200 欧 

前三年：1800 欧 

- 第四年起无报销限额 

- 意外事故造成的治疗无赔偿限额 

等待期 

- 意外事故造成的治疗无等待期 
6 个月 6 个月 8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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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和治疗 

 

具体内容 
基础 

KDBS 

进阶 

KDBE 

最佳 

KDBP 

牙齿预防/专业洗牙 

（Prophylaxe/ Professionelle 

Zahnreinigung） 

每年 1 次，报销 70 欧 

- 每年 2 次，每次报销 75
欧 

- 合作牙医处每次报销 100
欧 

- 每年报销总额 300 欧 

- 没有次数限制 

牙周病治疗 

（Parodontologische Leistungen） 
75% 100% 100% 

根管治疗 

（Wurzelbehandlung） 
75% 100% 100% 

针对 18 岁以下的正畸 

（Kieferorthopädie） 
不报销 报销 1500 欧 报销 3000 欧 

成人正畸 

（仅针对意外事故后的正畸治疗） 
不报销 不报销 100% 

成人牙齿美白 

（Bleaching） 
不报销 不报销 

- 每两年报销一次 

- 100%报销，上限 300 欧 

报销上限 无 无 无 

等待期 

6 个月 8 个月 6 个月 - 专业洗牙没有等待期 

- 意外事故造成的治疗无等待期 

 

常见问题 

我的牙齿很健康，没有问题应该不需要入保吧？ 

- 从 20 岁起患牙病的风险就不断升高，很多时候等发现牙齿有问题时，就已经需要补牙甚至是其他牙齿治疗了，在国外和国内就

诊都价格不菲，并且回国治疗的时间往往不充裕。 

- 如果发生意外，比如运动时磕到牙齿需要种牙或者进行根管治疗，则产生的费用无法避免。 
 

那我等出现问题了再入保来得及么？ 

- 牙齿附加险因为有等待时间和前三年报销上限，因此在牙齿还一切正常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为高昂的看牙支出进行保障。 

- 入保产品“ 预防和治疗“后，可以立即进行专业洗牙、维护牙齿健康，是对牙齿最好的一种保护方式。 
 

保险时长？ 

- 牙齿附加险入保后最短可在第二年年底退保。如果没有提前三个月书面申请，则自动按年延长。 

- 如果回国，可以随时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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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一览 
 

保险名称 基础 进阶 最佳 

补牙和假牙 

KDT70 KDTK85 KDTP100 

0-19 岁 0,56 0-19 岁 0,81 0-19 岁 2,32 

20-30岁  4,19  20-29 岁 6,21 20-29 岁 16,11 

31-35岁 8,39  
30-39 岁 13,84 30-39 岁 24,81 

36-40岁 10,68  

41-45岁 13,30  
40-49 岁 21,48 40-49 岁 36,21 

46-50岁 16,08  

51-55岁 19,97  
50-59 岁 31,47 50-59 岁 53,72 

56-60岁 23,03  

61岁起 24,19  60 岁起 35,81 60 岁起 63,92 
    

预防和治疗 KDBS KDBE KDBP 

0-19 岁 0,70 9,86 18,39 

20 岁起 6,22 9,84 16,00 

*价格均为欧元/每月 

 

选择 DKV 的优势 

- DKV 是 Deutsche Krankenversicherung 的缩写，是德国老牌私人医疗保险公司中的领军者，经济实力雄厚。

在私人医保附加险领域是德国市场的最大占比者 

- 产品连续多年在各项测评中取得高分，从保险内容到性价比都是一流的 

- 懒熊提供中文入保咨询和售后服务，帮助您理解保险内容和条例，选择合适的产品入保 

 

联系方式 

懒熊保险 

您身边的德国保险专家 

  

电话：0176-80529307 

微信：ERGO-Versicherung 

邮箱：service@lazybearinsurance.com  

网址：www.lazybearinsurance.com 

Stiftung Warentest 测评给出 DKV 

牙齿附加险 KDTP100 0,6 的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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