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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資訊及產品保固
關於所需的法規資訊及 A-dec 產品保固，請參閱《法規資訊、規格和產
品保固》文件 (p/n 86.0221.07)，該文件可在 www.a-dec.com 的資源中
心取得。

產品維修
您可透過當地的授權 A-dec 經銷商獲得產品服務。如需尋找授權經銷商
位置或更多維修資訊，請瀏覽 www.a-dec.com 或致電 1.800.547.1883 
(美國和加拿大境內) 或 1.503.538.7478 (全球) 聯絡 A-dec。

此文件述及的產品型號和版本
型號 版本 說明

511 B 牙科治療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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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調節
開啟/關閉電源

附設牙科治療臺及支撐中心的治療椅
如果您的治療椅有附設牙科治療臺或支撐中心，請使用總開關開啟電源、
水和氣體。總開關通常設於牙科治療臺，但若治療椅沒有牙科治療臺，
則有可能設於支撐中心或地箱。 

如果系統無電，請確認已按下治療椅上的電源按鈕。此按鈕必須處於開啟
狀態，以便總開關控制系統電源。

僅有治療椅的安裝配置
如果是僅有治療椅的安裝配置，按治療椅上的電源開關可開啟或關閉
電源。 

何時關閉電源
為節省能源和降低漏氣幾率，請在每日工作結束後或長期不用時按電源按
鈕以切斷電源。 

總開關 開啟

關閉

電源按鈕
按下
以開啟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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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椅安全特色
A-dec 牙科治療椅和牙科治療臺配備有安全功能 (例如治療椅止動板)，
可阻止或防止治療椅移動。這可能是由於以下任一原因造成的：

• 治療椅或接合模組下存在障礙物。

• 腳踏控制圓盤或控制桿被按下。

• 牙科手機未正確地掛在其托架上。

如果治療椅意外停止或無法移動
檢查並糾正上文所列示之情形。如果係障礙物妨礙治療椅移動，使用觸控
板或腳踏開關升起治療椅，然後移開障礙物。

治療椅 
止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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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動控制器定位治療椅
重要事項	  A-dec 觸控板和腳踏開關以同樣的方式移動治療椅。
如需觸控板控制的詳細資訊，請查閱牙科治療臺使用說明。

警告	  請先確定病人處於安全的位置，再使用手動或預設治療
椅控制器。切勿在治療椅移動時讓病人留在牙科治療椅無人
照管。請特別留意幼童或行動能力有限的病人。
若想讓治療椅在預設移動過程中的任意點停住，可按下腳踏開
關或觸控板上的任何治療椅位置按鈕。

附註	  若要調整治療椅的最大高度，請聯絡您的當地授權 
A-dec 經銷商。

圖示/功能 動作/選項

, 椅座上升 持續按住 , 可上升治療椅椅座。

. 椅座下降 持續按住 . 可下降治療椅椅座。

> 椅背上升 持續按住 > 可上升治療椅椅背。

< 椅背下降 持續按住 < 可下降治療椅椅背。

>

<

,

.

椅座上升

椅座下降

椅背下降 椅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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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預設控制器定位治療椅
按下 o、r 或 s (以及牙醫助理觸控板上的 q )，可將治療椅移動至
預設位置。原廠設定請參見 (左下) 表格。

自訂治療椅預設位置
若想自訂治療椅預設 o、r 與 q：

1. 將治療椅定位至所需位置。
2. 持續按住 p 直至您聽到一聲嗶聲，表示程式模式已開啟。
3. 在五秒鐘內，按下您希望為此新治療椅定位分配的治療椅預設圖示

(例如，按下 r )。當三聲嗶聲響起時，表示新設定已儲存。

自訂牙科治療椅 X 光照射/漱口預設
原廠預設的 s 可將治療椅和病人移至直立位置，以便接受 X 光照射或靠
近痰盂漱口。再按一次 s 便可將治療椅送回上一次的位置。

您亦可將 s 設定為自訂治療椅預設位置。若要變更其功能：

1. 同時按下 p 和 s 並持續按住 3 秒鐘。
○ 嗶一聲表示已將 s 設為另一個可自訂治療椅預設按鈕。
○ 嗶三聲即表示已將 s 設為 X 光照射/漱口廠家預設 (可在 X 光照
射/漱口位置和先前的治療椅位置之間切換)。

2. 若您將 s 設為另一個可自訂治療椅預設並希望為其分配一個不同的
治療椅位置，請遵循上文「自訂治療椅預設位置」列示的步驟操作。

圖示 預設名稱 原廠設定

o 進/出 調節病人進入/離開治療椅的位置。

r 治療位置 1 將治療椅椅座和椅背往下調。

q 治療位置 2 將治療椅椅座往下調，將椅背調至部分直立。

s X 光照射/漱口 將治療椅調到 X 光照射或是漱口位置。再按
一次便可將治療椅送回上一次的位置。

治療位置 2治療位置 1

進/出
X 光照射/
漱口

程式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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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病人準備治療椅
定位扶手

警告	  移動治療椅時，請勿讓病人將手臂置於扶手後方或椅背
下方，否則可能造成病人受傷。

可將扶手移離通道，方便病人進出，或方便操作員於正面操作時靠近。
只需將扶手推入或拉入位置即可。

幫助病人形成正確的坐姿
要正確讓病人在治療椅中定位，請要求病人就座時盡量往後。這可確保能
與腰椎支撐架完美配合，讓病人倍感舒適。 

為提高舒適度，病人可將前臂置於扶手上，或將手臂舒適地交疊起來。

提示	  在病人於治療椅中就坐前，將頭枕置於較高位置。這將
幫助病人盡量落座於治療椅的後部。病人就坐後，調整頭枕，
以提高病人的舒適度和操作員靠近口腔部位的便利性。

提示	  對於需要額外支撐來離開治療椅的病人，將扶手置於向
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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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頭枕
雙關節頭枕具有多種功能，有助於醫生順利進行口腔手術，並增加病人的
舒適感。 

使用滑動杆可使頭枕適應不同病人的高度。只需將頭枕拉起或按下，直至
其處於所需的高度。滑動式頭枕襯墊可提供額外高度調節。

警告	  當滑動杆已超過其最大建議工作高度時，滑動杆靠近患
者的一端便會顯現一則警告。不要在顯現警告時使用頭枕。

您可以用一隻手輕鬆地調節頭枕的角度。按下調節操縱杆便可使頭枕
定位。鬆開操縱杆後，頭枕仍將保持現有位置 。滑動杆

調節操縱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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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椅病人定位頭枕
要為輪椅病人定位頭枕：

1. 取下牙科治療椅的頭枕。
2. 180° 旋轉頭枕並將滑動杆滑入椅背直到停止。
3. 如有需要可旋轉牙科治療椅，並把椅背置於最垂直位置。
4. 將輪椅和牙科治療椅背靠背。
5. 如有需要，升降牙科治療椅以調節頭枕高度。
6. 鎖定輪椅的輪子。

調節頭枕滑動杆張力
如果頭枕向下偏移，或很難上下移動，則需對滑動杆的張力進行調節。

要調節張力，可使用 1/8 英吋六角扳手。順時針方向旋轉調節螺釘可增加
張力。

1/8 英吋六角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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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治療椅旋轉制動器
從中心點向兩邊各 30° 的範圍內，該治療椅可旋轉到任何位置上。治療椅
的旋轉制動器可限制治療椅的旋轉，以免治療椅在治療過程中移動。

要鬆開旋轉制動器，請將制動器的操縱杆拉向右側。要固定制動器，請將
制動器的操縱杆用力拉向左側。

調節治療椅旋轉制動器張力
如果治療椅在制動器被固定的情況下向左右旋轉，或在制動器被解除固定
的情況下難以移動，應調節旋轉制動器的張力。若張力恰當，當制動器被
完全固定時，制動器的手把應該置於中間。要進行調節：

1. 把制動器的手把移到右方。
2. 如果治療椅包括椅背安裝組件，旋轉治療椅以靠近調節螺釘。
3. 使用 7/64	英吋六角扳手並按順時針的方向轉動張力調節螺絲，以增加
制動器的摩擦；或按逆時針方向轉動，以減小制動器的摩擦。只需輕
微調節，便可顯著增加或減少張力。

調節螺釘

制動器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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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維護
隔離防護

A-dec 建議您針對所有適用的經接觸污染面與經傳播污染面採用隔離防護
措施。接觸面是指那些在牙科治療過程中會與手相接觸且成為潛在交叉污
染點的區域。經傳播污染面是指與儀器和其他無生命物件接觸的區域。

於美國境內，隔離防護物必須根據美國食物與藥物管理局 (USFDA) 所指
定的動態藥品生產管理規範 (CGMP) 生產。於美國境外其他地區，請參考
當地的醫療裝置法規。

重要事項	  如需要推薦適用於經接觸污染面和經傳播污染
面的清潔與化學消毒材料，以在無法使用隔離保護或者隔
離材料破損時使用，請參閱《A-dec 無菌設備用戶指南》
(p/n 85.0696.07)。

延長包面使用壽命
要保持您的 A-dec 包面軟墊品質，使用隔離防護比依靠化學品更有效。
隔離防護能顯著延長包面軟墊的壽命，有助保持奢華外觀及柔軟感覺。
要清洗包面軟墊，請使用混合溫和洗潔精和水的溶液。只有當隔離防護
已經受損或有可看見的飛沫在包面軟墊上，才可使用表面殺菌劑。更多
資訊，請參閱《包面維護指南》(p/n 86.0501.07)，該文件可在  
www.a-dec.com 的資源中心取得。

附註	  有關正確使用和棄置隔離物的方法，請參考隔離
物製造商提供的指示。

注意	  當清洗或消毒包面軟墊時，不要使用家用漂白水 
(次氯酸鈉)，或其他包含氯、異丙醇 (大於 25% 容量
濃度)、或過氧化氫的產品。這會造成迅速惡化和損壞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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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水電和氣體設施

注意	  當移除或更換罩蓋時，應小心提防損壞電線或喉管。
更換完成後，應檢查罩蓋是否穩固。

治療椅水電和氣體設施位於治療椅下的流線型地箱中，通常包括電源
插座，以及來氣、來水及負壓系統的系統連接。若要進入該地箱，向上
提起地箱蓋並將其拉出地箱框。如需維護，請聯絡您當地的授權 A-dec 
經銷商。

流線型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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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治療椅最大負荷量
病人負荷：       227 公斤 (500 磅)

重要事項	  關於治療椅負荷量、電氣規格、符號識別和其
他法規要求，請參閱《法規資訊、規格和產品保固》文件 
(p/n 86.0221.07)，該文件可在 www.a-dec.com 的資源中心
取得。

附註	  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需求可能因您的位置而
有所不同。如需更多資訊，請聯絡您的授權 A-dec 經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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