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尔齿科直营服务网络 

 客服热线：400-880-1900 （人工：8:00—— 20:00） 

城 市 诊所名称 诊所地址 

北京 

瑞尔齿科（建国门国际大厦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9号国际大厦A座 205 室 

瑞尔齿科（燕莎店）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6号盛捷富景苑 1层 

瑞尔齿科（京汇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 118 号京汇大厦 201 室 

瑞尔齿科（华贸店）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9号华贸中心商务楼 16 号 101 室 

瑞尔齿科（世贸天阶店）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9号院世贸天阶北楼（时尚大厦）2层东侧 L214 

瑞尔齿科（荣和店）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丽苑街荣和商业中心 31 号楼 104 室 

瑞尔齿科（翠微店）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29号翠微百货B座四层东侧 412-416 

瑞尔齿科（颐堤港店）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18号颐堤港商场第 LG100 号单元 

瑞尔齿科（凯德店）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12号 1层 101 的 01 层 03A 号 

瑞尔齿科（丰联店）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18号丰联广场 2层 205 室 

瑞尔齿科（方寸店）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88号金宝汇购物中心二期四层 

瑞尔齿科（东方广场店）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号东方广场东方新天地商场平台层P-Eapt（02）号 

瑞尔齿科（金融街店）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 2号楼金融街购物中心 3层 302 号   

瑞尔齿科（爱琴海店） 北京市朝阳区七圣中街 12号院 2号楼爱琴海购物中心 1层 101 内 F1042-B 号 

瑞尔齿科（荟聚店） 北京市大兴区欣宁街 15号院 1号楼荟聚购物中心 1层 7-01—160-SU 号 

瑞尔齿科（朝阳公园店） 北京市朝阳区甜水西园 23楼底商 101 室 

瑞尔齿科（双井一轻店） 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 38号一轻大厦一层 103 号 

天津 瑞尔齿科（国际大厦店）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75号天津国际大厦 302 室 

广州 

瑞尔齿科（高德店） 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11 号高德置地广场 F座 606 

瑞尔齿科（中石化店）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 191 号中石化大厦B塔 24 层 06-12 单元 

瑞尔齿科（甲子花园店） 广州市花城大道 663 号 

瑞尔齿科（广州天河城店）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208 号粤海天河城大厦 12层 1206-7 单元  

厦门 瑞尔齿科（国际银行店）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8号国际银行大厦 3层 

深圳 

瑞尔齿科（地王店）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02 号信兴广场地王写字楼G3层及G4 层 2单元 

瑞尔齿科（诺德店）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１００６号诺德金融中心２层Ａ单元 

瑞尔齿科（恒裕店）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 19号恒裕中心A座 201 

瑞尔齿科（欢乐海岸店）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 8号欢乐海岸蓝楹国际商务中心 4层东侧 14 单元（地下停车场

C区 12#电梯） 

瑞尔齿科（振业国际店）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与前海路交汇处振业国际商务中心 24 层 02、03 单元 

瑞尔齿科（世纪汇店）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号世纪汇办公楼 19 层 a-d 单元 

瑞尔齿科（卓越世纪中心）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4号裙楼 2楼 L226-L227 单元 

瑞尔齿科（卓悦汇店）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上梅林卓悦汇购物中心 L5 层 15 号铺 

杭州 
瑞尔齿科（欧美中心店） 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26号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商业街B座二楼 F203 

瑞尔齿科（杭州大厦店） 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208 号杭州大厦C座 CZ501 室 

上海 

瑞尔齿科（正大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西路正大广场地下一层 F16 室 

瑞尔齿科（徐家汇店）2018 年 6 月搬迁 上海市徐家汇天平路 245 号巾帼园 2楼 

瑞尔齿科（新天地店）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 202 号企业天地商业中心 2号楼 2楼 

瑞尔齿科（时代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500 号华润时代广场 417 室 



城 市 诊所名称 诊所地址 

上海 

瑞尔齿科（名人店） 上海市南京东路 300 号名人购物中心 L404 室 

瑞尔齿科（联洋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1286 号汇商大厦 19 层 A区 

瑞尔齿科（虹桥店） 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111 号扬子中心 1楼东侧 

瑞尔齿科（世纪大道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 388 号越秀（宏嘉）大厦 206-208 室 

瑞尔齿科（静安公园店） 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440 号阿波罗大厦 102 室 

瑞尔齿科（长风店）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96 号长风大悦城 402 室 

瑞尔齿科（碧云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碧云路 1208 号 2层 

瑞尔齿科（大宁店） 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 777 号大宁音乐广场 J-401 室 

瑞尔齿科（美学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绣路 885 号（近锦和路） 

瑞尔齿科（上海中心店）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 2203 室 

瑞尔齿科（万象城店） 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1799 号 602B 

瑞尔齿科（虹桥新天地店）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688 号虹桥天地购物中心 6楼 616 室 

瑞尔齿科合作诊所列表 

城市 门诊名称 门店地址 

东莞 
贝瑞齿科（东城岗贝新世界花园店） 东莞市东城区岗贝新世界花园C区商铺 1013-1015 号铺 

固德口腔门诊部 广州省东莞市南城区体育路 26号盈锋中心 2楼 

佛山 
佛山微笑牙科(恒安门诊店) 佛山市禅城区城门西路 1号恒安瑞士写字楼 9楼 906 室 

佛山微笑牙科（顺德店）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镇新桂中路明日广场一座 409 

珠海 珠海优里卡口腔诊所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迎宾南路 2222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