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捷 有效 实惠
A-dec ICX 净水片提供一种独特和有效的方法来保持牙椅水路的清洁，而且非常容易使用。 
ICX 泡腾片使用方便，无需测量或混合。* 只需在每次向独立供水瓶中注水之前加入一片 
即可。 随着片剂的溶解，其成分将溶解到水中， 有助于保持低于或等于每毫升 10 菌落形 
成单位 (CFU)， 从而防止污秽异味细菌的累积。 每次使用时， ICX 会在系统中持续起效，  
保护水路免受进一步污染， 并减少频繁消毒的需求。 并且， 由于水中的药物成分含量很低， 
因此 ICX 不会损害您的设备。 

ICX 供您安心使用， 从此拥有便捷高效， 且对设备安全的水路维护方案。

* 与所有的水路维护规程一样， 必须坚持按照厂家建议的方法使用， 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A-dec ICX® 

净水片

用于 0.7 升水瓶

用于 2 升水瓶

ICX 净水片

便利的单片式分装， 免除测量、 混合及其他繁冗步骤  
可用于 0.7 升和 2 升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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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ICX
便利： 

•  特制泡腾片 
•  简便的单剂量包装； 只需在每次向独立水瓶中注水之前加入一片即可 

有效的持续保护：
•  保持牙椅水路中的微生物不超过 10 CFU/ml
•  清除污秽异味
•  减少沉淀形成
•   在水路系统中持续作用； 提供一个预防性和主动 （与被动相比） 的解决 

方案
•   当设备未在使用时， 该净水片还具有保护水路的剩余效力 （最长可持续 

两周） 
•  过夜无需排空水路
•  EPA （美国环境保护署） 注册产品
•  ICX 同行评审研究：* 

– 临床牙科杂志 
– JCD 2004， 第十五卷， 第一期， 第 17-21 页 
– 美国牙科协会杂志 
– JADA 2004 年 6 月， 第 135 卷， 第 799-805 页

分销、包装和使用：
•  通过 A-dec 的全球授权经销商网络独家分销
•  片剂适用于两种容量的水瓶： 0.7 升和 2 升
•  独立铝箔纸包装， 每盒包装 50 片
•  具有成本效益； 较低的年度费用
•   单个诊室的大致使用量 （按照每个月 16 天工作日， 2 升供水瓶每天使 

用一片， 0.7 升供水瓶每天使用 1.5 片的用量来计算）： 
– 0.7 升的片剂， 每盒 50 片， 可用 2 个月 
– 2 升的片剂， 每盒 50 片， 可用 3 个月

安全性：**
•  不会腐蚀牙科设备
•  无异味或味道
•  包含三种主要活性成分： 过碳酸钠、 硝酸银和阳离子表面活性剂 

粘接：
•  兼容口腔修复材料； 不影响粘接强度
•   牙本质粘接临床研究：*  

– 临床牙科杂志  
– JCD 2004， 第十五卷， 第一期， 第 28-32 页

* 有关独立临床研究重印本或其他信息， 请拨打 1.800.547.1883 （全球 1.503.538.7478）  
联系 A-dec 客户服务部。

** 安全数据表 (SDS) 请参见 a-dec.com。

A-dec、 A-dec 360、 A-dec 徽标、 A-dec Inspire、 Cascade、 Century Plus、 Continental、 Decade、 ICX、 ICV、 Performer、 
Preference、 Preference Collection、 Preference ICC 和 Radius 是 A-dec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际/地区的商标和注册商标。 
A-dec 500、 A-dec 400、 A-dec 300、 A-dec 200 和 reliablecreativesolutions 也是 A-dec Inc. 的商标。 未经商标所有者明确书面
批准，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 复印或利用本文档中的商标或商标名称。

某些触控板符号标识属于 A-dec Inc. 公司之专有财产。 严格禁止在未获得 A-dec Inc. 公司明确书
面许可的情形下使用全部或部分此类符号标识。

© 2020 A-dec Inc. 保留所有权利。 85.6093.06/E-only/12-20/修订版 A

产品的定价和供应
请咨询A-dec 
授权经销商

A-dec 总部
2601 Crestview Drive
Newberg, Oregon 97132
美国
电话： 1.800.547.1883（美国/加拿大境内）
电话： 1.503.538.7478（美国/加拿大境外）
传真： 1.503.538.0276
a-dec.com

A-dec 澳大利亚
电话： 1.800.225.010（澳大利亚境内）
电话： +61.(0)2.8332.4000（澳大利亚境外）

A-dec 中国
电话： 400.600.5434（中国境内）
电话： +86.571.89026088（中国境外）

A-dec 英国
电话： 0800.233285（英国境内）
电话： +44.(0).24.7635.0901（英国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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