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ec 300

使用说明

牙科综合治疗台



版权所有
©  2020 A-dec Inc. 保留所有权利。 

A-dec Inc. 对本文件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对适销性及特
殊用途适用性的隐含担保。对于本文件所含任何错误，或与本材料的提
供、执行或使用有关的任何间接损害或其他损害，A-dec Inc. 均不承担任
何责任。本文件中的信息可随时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如果您发现本文件
存在任何问题，请以书面形式通报我们。A-dec Inc. 不保证本文件的内容
毫无差错。

未经 A-dec Inc. 公司事先书面许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或者包括影印及录
音在内的任何电子或机械手段，或者通过任何信息存储及检索系统，对本
文件的任何部分内容进行复印、复制、更改或传输。

商标和其他知识产权
A-dec、A-dec 徽标、A-dec 500、A-dec 300、Cascade、Cascade Master 
Series、Century Plus、Continental、Decade、ICX、ICV、Performer、 
Preference、Preference Collection、Preference ICC 和 Radius 是
A-dec Inc.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注册的商标。A-dec 200、Preference 
Slimline 和 reliablecreativesolutions 也是 A-dec Inc. 的商标。未经商标
所有者明确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印、复制或操作本文档中的商标
或商业名称。

某些触摸板图标是 A-dec Inc. 的资产。未经 A-dec Inc. 明确书面许可，
严禁以任何形式部分或整体地使用这些符号。

禁忌症
无。

生产日期
见标签。

配件清单
产品配件、损耗品及其使用方法详见各部件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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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应用和使用
本设备/系统供执证医疗专业人员为牙科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

牙科操作装置（带有或不带配件）是使用直流电源的设备，可以为其
他牙科设备供电，或作为其他设备的基座，这些设备包括牙科手机、
牙科手术灯、空气或水注射装置、口腔排出器、抽吸操作装置以及其
他牙科设备和配件。

法规信息
根据相关机构要求，法规信息和规范文件随 A-dec 牙科设备一起提
供。 如需此信息，请访问 www.a-dec.com 上的资源中心。

产品维修
有关维修信息，请联系当地的 A-dec 授权经销商。要查找当地经销
商，请访问 www.a-dec.com。

产品型号/规格
A-dec 300 Systems

产品结构及组成：

本产品由363/461支撑中心，363/461型痰盂，311牙科病人
椅，332/333/334/335/336型牙科治疗机，352/353/551型牙科助手台，脚
踏开关（零件编号：38.1821.00 / 38.1834.00 / 38.1838.00 / 38.1862.00 / 
38.1862.01）和脚踏面板（零件号：62.0163.01）组成。

预期使用寿命
在适当的维护和服务下，A-dec 产品的设计“使用寿命”为从制造之
日起 20 年。在规定的使用寿命结束时，所有产品都需要由经过专业
培训的维修技术员检查后方可继续使用。此后，每 5 年检查一次。

使用寿命是指基于设计目标，预期的产品功能使用极限。使用寿命与
产品保质期不同；对于产品保质期，不存在隐含或明确的延长。维修
部件的供应取决于 A-dec 供应商以及产品淘汰时间表。
牙科综合治疗机可配用的超声洁牙设备、光固化机、口腔灯不在申报
范 围内。



适用范围
该产品供口腔科作诊断、手术用。

软件信息
a)软件名称：A-dec 300
b)软件类型：43.0363.00
c)软件发布版本号：1

本文档中涉及的产品型号和版本
型号         版本 描述
311            B 牙科病人椅
332           A           
333           A           
334           A/B         
335           A/B         
336           A           
352           A           
353           A           
551            A 
363           A           
461           A           
38.1862.01            

62.0163.01 

牙科治疗台
牙科治疗台
牙科治疗台
牙科治疗台
牙科治疗台
牙医助理器械
牙医助理器械
牙医助理器械
支撑中心和痰盂
支撑中心和痰盂 
   圆盘式脚踏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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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面板

38.1821.00                 圆盘式脚踏开关
38.1834.00                 圆盘式脚踏开关
38.1838.00                 圆盘式脚踏开关
38.1862.00                 圆盘式脚踏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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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操作指南

在使用牙科医疗台前：
1. 往空瓶中放一片 A-dec ICX® 药片（不要触摸药片）。

2. 加入自来水。

（有关自来水使用详细说明，请参见《独立供水系统使用说明》 
（p/n 86.0609.06）。）

要打开牙科医疗台电源：
掀起切换开关。

水启动/关闭

加/减速度

要定位控制端：
1. 按下按钮，松开制动装置。

2. 松开按钮，固定制动装置。

打开冷却水流，操作牙科手机。
1. 踩下脚踏控制板，切换到蓝点。

2. 踏上板面。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快速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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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定位治疗椅：

按下手动或编程按钮。

（有关治疗椅编程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5页。）

手动控制器

可编程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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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快速操作指南

气
咔嚓 2 声

水

要安装 A-dec 喷枪喷嘴：
推入喷嘴，直到您听到咔嚓两声。

有关供气和供水按钮：
同时按下两个按钮。

（有关喷枪使用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A-dec 喷枪使用说明》，p/n 86.0680.06。）

要控制手术灯、痰盂和电动马达功能：
按下触控板上的相应按钮。

（有关编程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 17页。）

注意：触控板符号是A-dec Inc.的资产。

牙科手术灯

痰盂冲洗功能

充水管

牙根管治疗/
电动马达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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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型 参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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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治疗椅

电源开/关

注意 A-dec建议在首次使用系统之前，应对牙科治疗台水管
线路执行冲洗处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33页上的“水管线
路维护”。

状态灯

治疗椅电源按钮

底座

治疗台主拨动开关
（A-dec 332型示意图）

治疗椅

86.0835.06 Rev A

主拨动开关
使用主拨动开关可打开电源、水流及气流。主拨动开关通常位于治疗台上，
但是在不带治疗台的治疗椅上，它也可能位于支撑中心或地箱上。	
如果治疗台未接通电源，请确认治疗椅电源按钮是否已按下。只有在治疗椅
电源处于打开状态时，主拨动开关才能够控制治疗台电源。

何时关闭电源
每日工作结束后或长期不用时，请关闭电源以节约能源。

触控板和状态指示灯
当治疗台处于启用状态且可以使用时，触控板上的A-dec徽标指示灯便会亮
起。状态灯闪烁则表示安全功能已中断治疗椅移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第7页上的“治疗椅安全功能”。
有关触控板功能的完整说明，请 详见治疗台章节。

有关牙科综合治疗机的组装和装配说明（包括表面连接方式、紧固方法、
供电电源、维护接口等其他维护细节），参见《A-dec 461支撑中心安装
指南》(p/n 86.0387.06)，《A-dec 551牙医助理器械安装指南》(p/n 
86.0388.06），《带有Radius®式牙科治疗台和A-dec 572口腔灯的A-dec 
311牙科治疗椅安装指南》（p/n 86.0543.06），《A-dec 311牙科治疗椅
上的 A-dec 363支撑中心安装指南》（p/n 86.05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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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功能
止动开关
如果状态灯开始闪烁，则设备下方有物件触动了治疗椅止动板或止动开
关。要恢复正常操作，请使用脚踏开关或触控板抬高治疗椅。然后取出
异物。

可选治疗椅锁定套件
当您从托架上取下手机，或踏上脚踏控制板时，可选锁定功能可以阻止对
牙科治疗椅的操作。这时，治疗椅状态灯会快速闪烁。要恢复治疗椅的正
常操作，将脚从脚踏控制板上拿下。

治疗椅止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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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按住箭头按钮，直到治疗椅到达
所需档位。水平箭头按钮可抬升
和降低治疗椅椅背。垂直箭头按
钮可抬升和降低治疗椅底座。

脚踏面板可设置控制器
按下并松开可设置的按钮，以将
治疗椅移至预设档位。这些按钮
在出厂时已被设置好，如下所示：

图标 档位 出厂设置

进/出 放置治疗椅，以方便患者进/出。

治疗1 降低治疗椅底座和椅背。

治疗2 降低治疗椅底座和抬升椅背。

X光检查/漱口 将治疗椅移动到X光检查或漱口档位。再次按下
该按钮可将治疗椅移至先前的档位。

设置按钮

治疗2治疗1

进/出 X光检查/
漱口

椅座下降

治疗椅控制器

椅座抬升

椅背下降 椅背抬升

触控板和脚踏面板采用相同的方式控制治疗椅移动。有关触控板控制器的
详细信息，请详见治疗台章节。

脚踏面板手动控制器

治疗椅

86.083506 Rev A



治疗椅控制器（续）

重新设置按钮0、1和2
更改已指定给进/出和治疗按钮（ 、 、 ）的厂家预设治疗椅档位的
步骤：

1. 根据需要，使用手动控制器来放置治疗椅。

2. 按下并松开 。一声蜂鸣声表示设置模式已开启。

3. 在五秒内，按下您要重新设置的治疗椅档位按钮（例如，按下 ）。
三次蜂鸣声表示新设置已设置到存储器中。

重新设置X光检查/漱口按钮
X光检查/漱口按钮( )已预设为将治疗椅和患者移至直立位置，以便患者
接受X光检查或靠近痰盂进行漱口。再按一次  可将治疗椅返回到之前
的档位。

您可以重新设置 ，以使其功能类似于其他可设置的治疗椅预设按钮。
更改其功能的步骤：

1. 同时按住  和 三秒钟。

○ 一声蜂鸣表示 已设置为其他可设置的治疗椅预设按钮。

○ 三声蜂鸣则表示 已配置为X光检查/漱口厂家预设档位（可在X光
检查/漱口档位和之前的治疗椅档位之间切换）。

2. 如果您将 重新设置为其他可设置的按钮并且希望指定其他治疗椅档
位，请遵循上述“重新设置按钮0、1和2”中列出的步骤。

椅座降低的速度
可减缓椅座降低的速度。要减缓椅座降低的速度，请联系您当地的A-dec
授权经销商。

治疗2治疗1

进/出 X光检查/漱口

设置按钮

椅座抬升

椅座下降

椅背下降 椅背抬升

警告  在使用手动或可设置的治疗椅控制器之前，请确
保已安全地定位患者。在移动治疗椅时，切记照看好患
者。对儿童患者和行动受限的患者要格外小心。
在治疗椅按指定的设置移动时，若要使治疗椅在任意点
上停住，请按下脚踏面板或触控板上任意的治疗椅档位
按钮。

86.0835.06 Rev 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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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双关节头枕
双关节头枕具有多种调节功能，有助于牙医顺利进行口腔手术，并增强病
人的舒适感。 

使用滑动杆以适应不同患者的高度。要将头枕调高或调低，只需将头枕拉
起或按下，直至调至所需位置。头枕皮垫可以滑动，允许您进行更多的高
度调节。

警告  如果滑动杆超过其建议的最高工作高度，则滑动杆靠近
患者的一端将会显现一行警告。如果在某个位置看见这行警告，
请不要使用头枕。

锁定旋钮可使您轻松地全方位调节头枕的位置。将旋钮左旋，松开头枕，
然后调节头枕以使头枕适合患者。将旋钮右旋即可将头枕锁定在想要的位置。

头枕滑动杆松紧度
如果头枕向下偏移，或很难上下移动，则需要对滑动杆的松紧度进行调节。

要调节松紧度，请使用1/8英寸六角扳手。按顺时针方向转动松紧度调节
螺钉以增加摩擦，或按逆时针方向转动以减小摩擦。

滑动杆

锁定旋钮

1/8英寸六角
扳手 

治疗椅

86.0835.06 Rev A



轮椅的头枕位置
为轮椅定位头枕的步骤：

1. 从牙科治疗椅取下头枕。

2. 将头枕旋转180°并将滑动杆滑入椅背，直至其停止。

3. 如有必要，可旋转牙科治疗椅并将椅背调整到直立位置。

4. 将轮椅与牙科治疗椅背靠背地摆放在一起。

5. 根据需要，上下移动牙科治疗椅以调节头枕高度。

6. 锁定轮椅的轮子。

患者的定位
要使患者正确地坐在治疗椅上，可要求患者尽量远离座椅上的置物袋就
坐。这样可确保使患者与腰椎支撑垫和头枕准确地对齐。

为了获得最佳的舒适度，患者应将其手臂放在扶手上或将双臂交叉放在大
腿上。

警告  在移动治疗椅时，要求患者切勿将手臂放在扶手后面或
放在椅背下。

86.0835.06 Rev A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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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双档位扶手
您可以移开扶手，以便于患者进/出，并提高操作人员在操作时的便利性。
推或拉扶手以将它们重新定位到正转或反转位置。

扶手旋转松紧度
如果扶手变得松动或者难以移动，您应该调整旋转松紧度。调整每个扶手
的步骤：

1. 通过拉动罩盖的左下角和右下角，取下治疗椅的侧盖。将侧盖拉至不
会造成妨碍的位置，以便接触到调节螺钉。

2. 使用5/32英寸六角扳手，按顺时针方向拧紧扶手或按逆时针方向拧松
扶手。只需略微调整即可显著增加或减小松紧度。22

5/32英寸六
角扳手 

11

治疗椅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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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电源与主开/关切换器
治疗椅和牙科医疗台的电源由控制端的主开/关切换器控制。某些治疗椅
的基座上有电源按钮。

每日工作结束后，或长期不用时，请关闭电源，节约能源。维修前始终应
关闭电源。

牙科治疗台状态
触控板上的 A-dec 徽标亮起时，牙科医疗台启动并处于可使用状态。
状态灯闪烁则表示安全功能已中断治疗椅移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第 7 页上的“安全功能”。

主开/关切换器

状态指示灯

牙科治疗台

牙科治疗台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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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启动和操作牙科手机
要启动牙科手机，请将其从挂架上提出或向前拉动伸缩杆。然后使用脚踏
开关执行所需的牙科手机操作。

控制 操作 步骤

脚踏开关圆盘 运行牙科手机。 踩下（脚踏开关）圆盘。向下踩
可加快速度。

运行带冷却水或不带冷
却水的牙科手机。

将湿/干拨动开关拨动到蓝点以进
行湿态操作，或将湿/干拨动开关
从蓝点拨开以进行干态操作。然
后踩下（脚踏开关）圆盘。

运行可选附件或吹屑
功能。

按下附件/吹屑按钮。*

操作口腔内窥镜。 踩下（脚踏开关）圆盘以捕捉
图像。*

杆式脚踏开关 运行带冷却水的牙科
手机。

将操纵杆移至左侧。位置越远 
（相对于中心位置），速度越快。

运行不带冷却水的牙科
手机。

将操纵杆移至右侧。位置越远 
（相对于中心位置），速度越快。

运行可选附件或吹屑
功能。

按下附件/吹屑开关。*

操作口腔内窥镜。 将操纵杆移至左侧或右侧以捕捉
图像。*

*有关集成的A-dec附件的操作或配置，请联系您当地的A-dec授权经销商。

有关牙科手机冷却功能调节的信息，请参见第22页。

附件/吹屑开关

速度增加 
（干态）

速度增加 
（湿态）

湿/干拨动
开关

运行/ 
速度 +

附件/吹屑按钮

注意杆式脚踏开关左右方向的功能可能已被技术人员对
换（左方向更改为干态，右方向更改为湿态）。有关详
细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A-dec授权经销商。

牙科治疗台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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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板控件
可编程的治疗椅位置

说明 遵守通常的病人预防措施，当移动治疗椅时，要紧盯治
疗椅。

通过手动控件或触控板上的编程预设来对 A-dec 进行操作（有关手动
控件，请参见第 3 页）。可以根据需要更改任意预设按钮。

图标 位置 出厂设置

起/坐 移动治疗椅，让病人起/坐。

治疗 1 放低治疗椅基座和椅背。

治疗 2 放低治疗椅基座，抬高椅背。

X 光透视/ 
漱口

移动治疗椅到 x 光或冲洗位置。再按一次按钮将治疗
椅移回先前位置。

起/坐 X 光透视/漱口

程序按钮

治疗 2治疗 1

标准触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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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

1. 根据需要，使用手动控制器来放置治疗椅。

2. 按下并松开 或 。一声蜂鸣声表示设置模式已开启。

3. 在四秒内，按下您要重新设置的治疗椅档位按钮（例如，按三
次蜂鸣声表示新设置已设置到存储器中。

*注意：豪华触控板不包括治疗2按钮。

X光检查/漱口按钮
X光检查/漱口预设按钮可将治疗椅和患者移至直立位置，以便接受X光检
查或靠近痰盂漱口。再按一次按钮可将治疗椅移至先前位置。

X光检查/漱口按钮既可用作X光检查/漱口档位，也可用作其他预设档
位。更改X光检查/漱口按钮功能的步骤：

1. 同时按下  或 和 并持续3秒钟。

○ 一声蜂鸣表示按钮已设置为其他可设置的治疗椅预设按钮。

○ 三次蜂鸣确认按钮已配置为出厂时设置的X光检查/漱口功能
（在X光检查/漱口位置和先前的位置之间切换）。

2. 如果将X光检查/漱口按钮用作其他预设位置，请遵从上面的“治疗椅
预设按钮”中列出的步骤。

豪华触控板

进/出 设置按钮

X 光检查/漱口治疗 1

牙科治疗台

治疗椅预设按钮
对治疗椅预设的进入/退出、治疗1或治疗2进行设置的步骤*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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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控板控件（续）

牙科手术灯自动开启/关闭功能 
椅背达到治疗位置时，自动开启/关闭功能会打开 A-dec 手术灯。 
按下  或  ，关闭牙科手术灯。

要禁用自动开启/关闭功能，请同时按住设置按钮（  或 ）和  3 秒
钟。一次蜂鸣指示口腔灯开启/关闭功能已关闭。

要启用开启/关闭功能，同时按下  或  和  ，按住 3 秒钟。三次蜂
鸣声确认自动开/关功能已启用。

有关牙科手术灯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牙科手术灯随带的使用说明。

精选触控板手机设置

标准模式
从托架上取下牙科手机便可启动电动马达。触控板显示屏显示了用于手机
定位的当前设置。标准模式为电动马达提供了四种厂家预设：

存储器设置 厂家预设速度

M1 2,000 RPM

M2 10,000 RPM

M3 20,000 RPM

M4 36,000 RPM

标准触控板

牙科手术灯
按钮

精选触控板

所示为标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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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编程将特定的预设速度写入存储器设置。每个手机总共可进行 
8 项自定义设置（标准模式下 4 项和牙根管治疗模式下 4 项）。

要对牙科手机设置编程：

1. 按下  或  ，直到所需 RPM 设置显示在触控板显示屏上。

2. 按下  ，保存到存储器。听到一次蜂鸣声。

3. 按下  ，显示 M1 到 M4 的存储器设置。所需存储器显示后，按 。
三次蜂鸣确认设置。

牙根管治疗模式
除了允许对牙科手机进行速度调节外，牙根管治疗模式还可让您根据特定
牙根管锉和所需的牙科手机操作来更改若干设置。触控板显示屏上的图标
反映了这些设置。

说明 要了解有关某种特定牙根管锉的速度限制和扭矩限制的更
多信息，请咨询该牙根管锉的生产厂商。

要更改一项设置：

1. 将牙科手机从托架上取下。

2. 如果触控板显示屏没有显示牙根管治疗模式，按 。

3. 按下  或  ，激活牙根管治疗模式更改。触控板显示屏上显示一个
白色反转视频盒。

4. 使用治疗椅定位按钮在触控板显示屏中的各项设置之间来回移动。

5. 使用  或  ，根据需要更改设置。

6. 要在存储器中设置速度限制、扭矩限制或手机比例，按下 。听到一
次蜂鸣声。

7. 按下  ，显示 M1 到 M4 的存储器设置。所需存储器显示后， 
按下 。三次蜂鸣确认设置。

牙根管治疗模式
按钮

存储器按钮

所示为牙根管治
疗模式

牙科治疗台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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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触控板手机设置（续）
牙根管治疗模式触控板显示屏图标

图标 设置 描述

速度 牙根管锉速度限制的设置点。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请咨询牙根管锉的生产厂商。

扭矩 牙根管锉扭矩限制的设置点。要了解更多的信息，
请咨询牙根管锉的生产厂商。

扭矩单位 请在Ncm（牛顿厘米）和gcm（克厘米）之间进行切
换。调节一个牙科手机的此项设置将会更改所有牙科
手机设置的此项设置。
注意：1牛顿厘米 = 102克厘米。

比例 设定牙科手机比例。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咨询牙科
手机的生产厂商。

正/反转
模式

为一部牙科手机调整此项设置时，将为所有牙科手机
更改此项设置。该图标在正/反转指示器中显示。

自动关闭

• 自动关闭：当牙根管锉速度达到扭矩上限时，
电动马达会自动关闭。

自动反转

• 自动反转：当牙根管锉达到扭矩上限时，电动
马达会停止和反转。

自动前进

• 自动前进：当牙根管锉达到扭矩上限时，电动
马达会停止，反转 3 圈，然后再度转换回来继
续前进。
注意：如果牙根管锉被卡住了，将自动正转3圈，直至
电动马达停止。

牙根管治疗模式
按钮

所示为牙根管治
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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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转按钮
正/反转按钮可以更改电动马达的方向。在将牙科手机放回到托架上或关
闭牙科医疗台时，牙科医疗台依据默认值停留在前进的位置上。在反向模
式中，显示屏图标会持续发出闪光。

其他手机设置选项
• 自动关闭延迟（带四电压口腔内窥光源的精选触控板）- 手机光源

保持发亮的预设时间为 5 秒钟。踩下脚踏控制板可以刷新延迟，且
照明灯会重新亮起。只要您踩住脚踏控制板，照明灯就会保持亮起。

• 光源自动开启/关闭（带四电压口腔内窥光源的精选触控板）- 开启
时，从托架上取下手机，手机灯会自动打开。开启为标准默认模式。
关闭为牙根管治疗默认模式。

• 电压调节（四电压内窥光源）- 调节每个手机光源的电压设置，以
与灯泡生产厂家的使用指南相匹配。正/反转按钮

自动反转指示器

牙科治疗台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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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触控板手机设置（续）

触控板提示信息
精选触控板上显示的提示信息提供了操作禁止原因的相关信息。在触控板
显示屏上发现一条信息时，将其写下并注意当时正在执行的功能。当打电
话请求维修时，这些信息可能会有用。

信息 问题描述与解决方法

Chair in Factory Default mode. • 治疗椅停留在出厂默认模式。

• 预设按钮已禁用，但所有其他按钮正常工作。
打电话请求维修。

Chair in Enable/Disable mode. • 治疗椅停留在出厂默认模式。

• 手动、预设和程控按钮都已禁用，可以执行
维修层面的功能。打电话请求维修。

Chair back reached time limit. 
Please wait.

• 要使电动马达寿命达到最大，治疗椅倚背上
的马达运行时间受限。

• 等待一分钟，像正常一样继续进行。

提示信息

信息 问题描述与解决方法

Too many handpieces in use 
Control Head

• 一次取回了两个以上的牙科手机。每
次只可使用一个电动马达、涡轮机
或超声波仪器。

• 每次使用一个牙科手机，像正常一
样继续进行。

Chair is already at that 
position.

Function halted by additional 
button press.

• 预设按钮已按下，治疗椅已处于该
位置。

• 治疗椅正在移向预设位置，另一按
钮按下，致使移动停止。

• 再次按下预设按钮以继续向该位置
移动。

Chair will not move while foot 
control is in use.

• 取下手机的同时按下脚踏控制板时，
治疗椅将不会移动。

This button is disabled. • 所按下的按钮已禁用。

• 可以继续像正常一样操作触控板，
不使用已禁用的按钮。如果想要为该
按钮或特色键设置功能，打电话请
求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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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手机冷却功能调节
注意 在执行此步骤时，不要尝试完全关闭冷却水流或气流。调
节旋钮不能完全关闭水流/气流，并且如果您用力过大，可能会
损坏总控阀。

使用牙科治疗台上的冷却气旋钮可同时调节所有牙科手机位置的冷却气。
每个冷却水旋钮都可以调节流向单个位置的水流。使用以下步骤进行调
节，以获取所需的牙科手机冷却喷雾：

1. 将车针插入到要调节的牙科手机中。

2. 顺时针方向旋转冷却气调节旋钮，直至冷却气流停止。

3. 将牙科手机从挂架上提出或向前拉动伸缩杆，然后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脚踏开关圆盘上：将湿/干拨动开关拨至湿态（朝向蓝点）并将
圆盘按到最低位置。

○ 在杆式脚踏开关上：将操纵杆移至最右侧位置。

4. 在要调节的牙科手机上找到冷却水调节旋钮，然后顺时针方向旋转
它，直至冷却水流停止。

5. 逆时针方向缓慢旋转冷却水调节旋钮，直至水滴从牙科手机机头的每
个出水口处排出。将该牙科手机放回挂架。

6. 对每个牙科手机都重复步骤3-5。
7. 要为牙科治疗台设置冷却气，请将牙科手机从挂架上提出或向前拉动

伸缩杆。

8. 逆时针方向旋转冷却气调节旋钮，直至车针喷出所需的喷雾。

注意 在冷却气流停止增加后，不要继续逆时针旋动冷却气
调节旋钮。旋钮可能会从总控阀中脱落。

9. 如果需要更多的冷却水，则可以在步骤5中按需增加冷却水输出。

冷却水调节旋钮

杆式脚踏开关

冷却气调节旋钮

湿/干拨动
开关

脚踏开关圆盘

牙科治疗台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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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气流消息

驱动气压
可以同时按下  和  来检查精选触控板显示屏上的驱动气压。对于带
标准触控板的牙科医疗台，为了获得最准确的驱动气压测量结果，可以使
用与手机导管相连的手机气压计。

要调节每个手机的气压，请完成这些步骤：

1. 使用一个 7/64” 的六角扳手移除控制端的封盖螺钉。取下封盖，找到
里面的驱动气压控制器。

2. 将牙科手机从托架上取下。

3. 踩下脚踏控制板。

4. 牙科手机运行时，注意精选触控板读数或牙科手机气压计。调节牙科
手机驱动气压，使其达到制造商的技术规格。

5. 顺时针调动旋钮可以降低气流，逆时针可以增加气流。

说明 请查阅您的牙科手机使用文件，以了解有关驱动气压
的规格要求。

封盖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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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治疗台

下挂式牙科治疗台

托盘托架旋转

如果托盘托架过紧或过松，可以使用9/64”六角扳手调节紧度。 
1.从安装支架中插入六角扳手。如有必要，旋转托架或曲臂，
  让扳手完全伸入安装支架。
2.按住支架底座后，顺时针旋转托盘托架可以增加松紧度，逆
  时针旋转可以减少松紧度。
对于上挂式治疗台，可调节的位置有两个：一个在治疗台底
部，一个在托盘的底部。

上挂式牙科治疗台

六角扳手

六角扳手

六角扳手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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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臂垂直调节
如果控制端上下滑动，通过这些步骤来调节弹簧式曲臂：

1. 控制端负载正常使用物件，同时连接上牙科手机，并将托盘摆放在托
盘托架上。

2. 使用一个 1/8” 六角扳手，松动按钮端螺钉，以移除距控制端最远的
曲臂端封盖。

3. 将控制端提升到最高点。

4. 使用 3/16” 六角扳手调节曲臂弹簧紧度，直到控制端在正常工作位置
处保持平衡。

○ 如果控制端向上滑动，逆时针旋动调节螺钉以降低松紧度。

○ 如果控制端向下滑动，顺时针旋动螺钉以增加松紧度。

六角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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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器械挂架
牙科器械挂架可以独立旋转，从而允许自行设定每个器械的位置。要重新
进行定位，请将挂架从紧邻的挂架旁轻轻拉开，转动到所需的位置后松开。

注意  在没有将挂架从紧邻的挂架旁拉开的情况下扭转它将损
坏装置。

电控挂架
如果您使用的是治疗椅侧真空系统和电控挂架，请将强力吸引或排涎装置
从其挂架中提出，并打开控制阀以启用真空装置。将器械放回到其挂架
以关闭真空装置。

旋转
2

拉出
 1 

电控挂架

排涎装置
强力吸引装置

牙医助理器械

牙医助理器械

86.0835.06 Rev A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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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型支撑系统使用说明 操作/调节

阀体

控制阀

强力吸引装置/排涎装置：左/右手对换
若要将标准强力吸引装置和排涎装置转换为左手操作，请将控制阀从阀体中
推出，再将控制阀旋转180度，然后将其重新推回到正确位置。

备注  确保将控制阀与阀体重新安装在同一侧上。否则，强力
吸引装置或排涎装置将无法正常工作。

注意  如果有气吸负压系统(AVS)，请不要试图取下强力吸引
装置控制阀。此配置中的强力吸引装置会永久性地与软管连接，
且无法取下（见下文）。

气吸负压系统选件包括一个独立的气吸负压产生器。此外，借助该选件，
强力吸引装置阀体可永久性地与软管连接，且无法将其取下。 

若要启动排涎装置真空系统，请使用拨动开/关。 

气吸负压系统(AVS) 

强力吸引装置（控制阀
带有圆形槽纹）

排涎装置拨动开/关

排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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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操作/调节

伸缩臂调节
校平伸缩臂的步骤：

1. 伸展伸缩臂。

2. 找到伸缩臂下方的调节固定螺钉。

3. 使用1/8英寸六角扳手，顺时针转动固定螺钉可使伸缩臂向上倾斜，逆
时针转动固定螺钉可使伸缩臂向下倾斜。

牙医助理器械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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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盂功能

痰盂冲洗和口杯注水
您可以使用口杯注水管下或者触控板上的按钮来控制痰盂冲洗功能和口杯
注水功能。这些按钮既支持已设置的操作，也支持手动操作。

按钮 描述和工厂预设

或
痰盂冲洗操作：
• 按下并松开痰盂冲洗按钮可进行定时操作。冲洗时

间的厂家预设值为30秒。
• 在2秒内两次按下并松开痰盂冲洗按钮以启动连续操

作模式。再次按下并松开此按钮以结束连续操作模
式。

• 按下并按住痰盂冲洗按钮可启动手动操作。

或
口杯注水操作：
• 按下并松开灌水按钮进行定时操作。填充时间的厂

家预设值为2.5秒。
• 按下并按住灌水按钮进行手动操作。

注意：触控板符号标识属于A-dec Inc.公司之专有财产。

有关牙科治疗台触控板操作的完整说明，请参见您的牙科治疗台使用说
明。 

痰盂冲洗按钮 口杯注水
按钮

口杯注水管

痰盂冲洗喷管

痰盂冲洗按钮
口杯注水
按钮

痰盂

461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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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操作/调节

痰盂功能 

痰盂冲洗和口杯注水
使用口杯注水喷嘴下或者触控板上的按钮可控制痰盂冲洗功能和口杯注水
功能。这些按钮既支持已设置的操作，也支持手动操作。

按钮 描述厂家预设值

痰盂冲洗操作：
• 按下痰盂冲洗按钮可启动定时操作。冲洗时间的厂家预设值

为30秒。
• 在两秒内连续两次按下并松开痰盂冲洗按钮将启动连续冲洗

模式。再次按下并松开此按钮将结束连续冲洗模式。
• 按下并按住痰盂冲洗按钮可启动手动操作。

口杯注水操作：
• 按下并松开口杯注水按钮可启动定时操作。注水时间的厂家

预设值为2.5秒。
• 按下并按住口杯注水按钮可启动手动操作。

注意：触控板符号标识属于A-dec Inc.公司之专有财产。

痰盂过滤网

痰盂冲洗
喷嘴

口杯注水
按钮

痰盂冲洗按钮

口杯注水喷嘴

支撑中心

363

痰盂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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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型支撑系统使用说明 操作/调节

痰盂功能（续）

自定义痰盂冲洗定时或口杯注水定时 
重新设置已定时的痰盂冲洗功能或口杯注水功能的步骤：

1. 按下触控板上的 ，或者按住口杯注水喷嘴下面的口杯注水和痰盂冲
洗功能按钮。在听到一声蜂鸣时松开按钮。

2. 在5秒之内，按住口杯注水或痰盂冲洗功能按钮，并持续所需的时间。

3. 松开按钮。三声蜂鸣表示设置已成功更改。

痰盂冲洗水流调节
痰盂冲洗功能应该提供足够的水来彻底冲洗痰盂。如果水流不足，可以在
支撑中心内部进行调节：

1. 通过拔出塑料盖条的底边，从支撑中心取下侧盖。

2. 在痰盂冲洗功能处于打开状态时，挤压管夹阀可以减少水流。松开该
阀可增大水流。

3. 为实现最佳的冲洗效果，请旋转痰盂冲洗喷嘴以调节水流方向。

痰盂冲洗水流管夹阀

支撑中心侧盖

痰盂冲洗喷嘴

设置按钮

痰盂冲洗 口杯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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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布局页面从此处开始。将文本框的顶部与粉色线对齐
自定义痰盂冲洗定时或口杯注水定时 
若要重新设置已定时的痰盂冲洗功能或口杯注水功能，请按如下说明操作：

1. 按触控板上的 ，或者按住口杯注水管下面的口杯注水和痰盂冲洗功
能按钮。在听到一声蜂鸣时松开按钮。

2. 在5秒之内，按住口杯注水或痰盂冲洗功能按钮，并持续所需的时间。

3. 松开按钮。三声蜂鸣表示确认已更改设置。

痰盂止动开关 
在降低治疗椅时如果有任何物件卡在痰盂的下面，止动开关会阻止椅子向
下移动，以免损坏物件。如果该物件卡住了，请按脚踏开关或触控板上
的“抬升椅座”( )，然后可以取出物件并恢复正常操作。请参见您的牙
科治疗椅使用说明。

痰盂冲洗水流调节
痰盂冲洗功能应该提供足够的水来彻底冲洗痰盂。如果水流不足，可以在
支持中心内部进行调节：

1. 要想将支撑中心的侧盖取下，应将该封盖的底边拔出。

2. 在痰盂冲洗功能处于打开状态时，挤压夹管阀可以减少水流。松开该
阀可以增大水流。

3. 为获得最佳的冲洗作用，请旋转痰盂冲洗喷口以调节水流形式。

程序按钮

口杯注水管

按住

2

3

11

触控板

痰盂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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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布局页面从此处开始。将文本框的顶部与粉色线对齐独立供水系统 
独立供水系统包括一个2升的具有快速断水功能的供水水瓶，它可以安装
在牙科治疗屈臂或支撑中心上，并为仪器和痰盂口杯注水器供水。还可以
通过它轻松控制治疗用水的质量。

为正确维护牙科治疗台和水的质量，A-dec建议您每次向水瓶内重新注满
水时使用一片A-dec ICX®片剂。 

重要信息  请遵循ICX包装上的说明。要获得关于在A-dec治疗台
中使用水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阅《A-dec独立供水系统使用说
明》（零件编号86.0609.06）以及《水管维护指南》（零件编号
85.0983.06）。

支持中心
治疗台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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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供水系统

警告 仅可使用A-dec独立供水水瓶。不要使用其他水瓶，包括
玻璃瓶或塑料饮料瓶。请勿使用已损坏的水瓶，因为已损坏的
水瓶在高压下会破裂，这非常危险。A-dec牙科治疗台的塑料
水瓶不能经受高温消毒。违反这一操作规定会对水瓶和您的消
毒器造成损坏。

2升的独立供水水瓶可为牙科手机、牙科喷枪和痰盂口杯注水器供水。以
下是正确安装步骤：

1. 要卸下水瓶，请关闭主拨动开关，然后逆时针方向旋转水瓶。

2. 将水瓶中所有剩余的水都倒空。

警告 切勿使裸露的皮肤接触A-dec ICX水管线路清洁
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ICX清洁片随附的使用说明
（p/n 86.0613.00）。

3. 按照ICX使用说明，将一片ICX药片放入水瓶中，并将水瓶装满水。

4. 插入水瓶，使A-dec徽标朝前，背朝治疗椅。*

注意 不要过度绷紧水瓶，否则您可能损坏组件。

5. 将水瓶向右旋转1-1/2周。不要旋拧过紧。

6. 打开主拨动开关。在系统打开2分钟内可能会听到增压声音。

*对于左手惯用的配置，应使A-dec徽标朝向治疗椅。

独立供水系统

86.0835.06 Rev A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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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供水系统

注意 当使用独立供水系统时为附件（例如洁牙机）供水时，
请务必小心不要中断供水，否则可能损坏这些附件。不要将
非本指南中所指定的生理盐水、漱口液或任何化学溶剂用于
A-dec牙科治疗台独立供水系统。这些溶剂会损坏相关部件，
导致您的牙科治疗台故障。

水管线路维护

如何选择牙科治疗用水

对A-dec独立供水系统用水的适当选择，取决于您当地公共水源的供水质
量。选择一处可持续提供优质水的水源很重要。有关指南，请参阅特定于
您所在位置的法规。

• 自来水 — 如果您对当地公共供水系统的供水质量放心，可以考
虑在您的独立供水水瓶中使用自来水。

• 瓶装水 — 如果您对当地市政供水系统的供水质量有所顾虑，请
使用市场上供应的瓶装水。储存在水瓶内的水，请在24小时内更
换。

• 软化水 — 在硬质水分布的地区，水中碳酸钙的含量已超过200
毫克/升（11.7格林/加仑，2.0摩尔/升），A-dec建议您使用软化
水，以防止矿物质的堆积可能会影响到牙科治疗台功能。

A-dec建议在首次使用系统之前，应对牙科治疗台水管线路执行冲洗处
理。

为了进行水管线路维护，A-dec建议您使用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的协议：
持续使用A-dec ICX®水管线路清洁片、定期进行牙科治疗台用水监测以及
冲洗处理。 

重要信息  有关如何维护系统中良好水质的完整详细信息，请
参见ICX和独立供水水瓶随附的使用说明：

A-dec ICX .......................p/n 86.0613.00

水管线路维护指南 ................p/n 85.0983.06

若客户需要，可提供构造水路所使用的材料信息 

独立供水系统的
水瓶

牙科治疗机的进出口液体为水，水质的硬度范围需符合国标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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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维护

保养和维护

牙科手机导管
使用冲洗切换增加通过手机导管的水流量。每位患者治疗后冲洗导管：

1. 断开牙科手机连接。

2. 把所有使用冷却水的牙科手机导管置于水槽、痰盂或水盆中。

3. 按下冲洗切换开关，按住 20–30 秒.

生物危害  每个病人之间要留出 20–30 秒钟排出导管所有
气流和水流。通过此预防措施降低了病人之间交叉污染的
危险。

集油器
正常使用时，每周对牙科医疗台上的集油器进行一次维护，繁重使用时，
要增加维护次数。要维修设备：

1. 从控制端取下集油器封盖，弃置旧的纱布。不要扔弃海绵消音器。

2. 将新的棉纱布垫 (2”x 2”[51 mm x 51 mm]) 折为四层，然后放在封盖
里面。

3. 将集油器的封盖卡入关闭。

冲洗切换装置

86.0835.06 Rev A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备注  应使用带有防回吸装置的牙科手机，以避免因回吸造成
的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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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面和转移面
触摸面是指那些在牙科治疗过程中需要接触，而成为潜在的交叉污染点的
区域。

转移面是那些因与器械和其他不活动物体接触而受到污染的表面。

A-dec 建议对于所有适用的触摸面和转移面实施隔离保护。所使用的隔离
物必须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生产，以期起到保护作用。请
向您本国的国家条例机构询问当地隔离防护建议。在治疗每一位病人后，
都应将隔离塑料薄膜取下并弃置。

要了解触摸面和转移面（在隔离防护措施不适用的地方或隔离物受损时）
的清洁及化学消毒的建议，请参见设备随附的 A-dec 设备无菌操作指南 
(P/N 85.0696.06)。 

水管线路维护
A-dec 公司所建议的水管线路保养方法，是基于持续使用 A-dec ICX 水处
理片剂。ICX 专门用于饮用水，应与水检测并按照美国环保机构 (EPA)注
册的抗菌产品的冲洗（或震动）处理的常规牙科装置结合使用。有关使用
ICX 的详细程序，请参见该产品随附的说明。有关水管线路维护的详细说
明，请参见《独立供水系统使用说明》，p/n 86.0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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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300.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清洗/维护11

痰盂和排水管

喷嘴和痰盂
弯曲的喷嘴和光滑的痰盂利于进行快捷的清洁操作。每次清洁痰盂时记住
倒空和清洁冲洗筛。

注意  清洗痰盂时请不要取下喷嘴。这有利于防止清洁溶液损坏
设备，并可防止其污染水源。

注意  不要向痰盂中倾倒固体物质收集器筛网中或痰盂冲洗筛网
中的杂物。这样做会堵塞痰盂的排水管。请按照您所在地区特
定的规管条例，将其中的杂物倾倒在合适的生物危害容器中。
每次清洗后，都应将痰盂冲洗筛网安装到痰盂上，以防残渣堵
塞排水管。 

自流排放导管
在每天工作结束时，应冲洗痰盂，以除掉在排水软管中的残渣。如果不
定期冲洗痰盂，残渣则有可能堆积起来并损坏痰盂的排水功能。要冲洗痰
盂，运行痰盂冲洗约60秒。 

维修零部件
要更换痰盂冲洗筛网，请订购零件编号75.0035.03

痰盂冲洗筛

保养和维护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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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盂和排水管

喷嘴和痰盂
流线型喷嘴和光滑的痰盂有利于进行快捷的清洁操作。每次清洁痰盂时，
记住倒空和清洁痰盂过滤网。

注意  清洗痰盂时请不要取下喷嘴。这有利于防止清洁溶液损坏
设备，并可防止其污染水源。

注意  不要向痰盂内倾倒固体物收集器过滤网或痰盂过滤网中
的杂物。这样做会堵塞痰盂的排水管。请按照您所在地区特定
的规管条例，将杂物倾倒在合适的生物危害容器中。每次清洗
后，都应将痰盂过滤网安装在痰盂上，以防止残渣堵塞排水管。 

自流排水管
在每天工作结束时，应冲洗痰盂，以清除排水管中的残渣。若不定期冲洗
痰盂，残渣可能会堆积并阻碍排水功能。要冲洗痰盂，请运行痰盂冲洗功
能约60秒。 

维修零件
要更换痰盂过滤网，请联系您当地授权的A-dec经销商，零件编号75.0035.03的
过滤网（共5套）。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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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布局页面从此处开始。将文本框的顶部与粉色线对齐固体物收集器

保养和维护A-dec.300.牙科综合治疗机使用说明

固体物收集器有助于防止固体物质进入中央真空系统。为确保中央真空系
统能正常抽气，并且保持治疗室的无菌处理能正常进行，应至少每个星期
两次弃置并更换固体物收集器的过滤网。

提示  如需购买新的固体物收集器过滤网，请联系您当地的
A-dec授权经销商，并参考Pinnacle 零件编号5512或A-dec 零
件编号11.1284.01。

更换固体物收集器过滤网的步骤：

1. 关闭真空系统或打开强力吸引器控制阀。

2. 取下固体物收集器的罩盖和过滤网。

3. 依据您当地的条例规定弃置过滤网。

注意  不要向痰盂中倒空过滤网。这样做会堵塞痰盂的排水管。

4. 检查收集器封盖O形环，根据需要更换O形环，并根据需要使用A-dec
硅润滑剂来润滑O形环。

5. 将新的过滤网插入收集器，并更换封盖。

支撑中心

罩盖

过滤网

悬臂式治疗台

危险  可能存在感染性废弃物。请遵循无菌操作协议以
预防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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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枪喷嘴的清洁和消毒

注意 一次性喷枪喷嘴不能进行消毒，也不应重复使用。

所有牙科喷枪均被视为关键部件，须在每次治疗或诊断后进行高温消毒
处理。

预清洁
每次治疗前总须对喷枪喷嘴进行与清洁。

1. 将喷嘴从牙科喷枪上取下。

2. 将喷嘴浸泡在临时配制的溶液中，直至准备好进行超声波清洁。

3. 对喷嘴进行超声波清洁。遵照制造商所附的超声波清洁设备说明书进
行操作。

4. 在消毒前，应将牙科喷枪喷嘴上的所有清洁剂都清除掉。

消毒
遵照以下步骤对喷枪喷嘴进行消毒：

1. 用清水对牙科喷枪喷嘴进行清洗。

2. 使用异丙醇或等效杀菌消毒溶液对喷嘴进行冲洗。

3. 通过蒸汽高压灭菌处理，最高温度为 134°C (273°F)，至少高温消毒 4
分钟。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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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布局页面从此处开始。将文本框的顶部与粉色线对齐
HVE/排涎器阀体装置无菌操作

注意  应该在每天工作结束后，通过将清洁剂或水性清洁消毒
剂从治疗台内排出，对真空管路进行清洗。

如果您使用隔离薄膜来保护HVE和排涎器的主体部分，请在治疗每一位患
者后，更换隔离薄膜。如果隔离薄膜已损坏，请在每天工作结束时或者在
治疗每一位患者后，对这些器械进行清洁和消毒。如果您不使用隔离薄膜，
或者如果您需要使用这些器械进行口腔手术，请在治疗每一位患者后， 
始终对这些器械进行清洁和消毒。

消毒
在不从真空系统断开连接的情况下对HVE和排涎器阀体装置进行消毒的步骤：

1. 从HVE或排涎器上取下真空吸管。

2. 按照消毒剂说明，使用中等效力的消毒剂对阀体进行消毒；A-dec建议
您使用苯酚（双）水性消毒剂。

3. 遵循制造商对消毒剂接触时间的说明。

4. 操作HVE和排涎器阀门数次，以确认它们旋转平稳。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保养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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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E/排涎器阀体装置无菌操作（续）

注意  A-dec阀体装置耐高温灭菌。用户可以自行进行消毒。

定期维护和消毒
从真空系统断开连接后，定期维护和消毒HVE和排涎器的步骤（频率由用
户决定）：

1. 在断开HVE和排涎器的连接之前，请关闭真空系统或打开控制阀。

2. 从HVE或排涎器上取下真空吸管。弃置一次性真空吸管。

3. 将HVE或排涎器阀体装置从导管尾端拉开，将其从真空管路上取下。

4. 将控制阀推出HVE或排涎器阀体，拆卸阀体装置。

5. 检查O形环。如损坏，则将其取下并弃置。

6. 使用软刷和经卫生局批准的去污剂来清洁未损坏的O形环。用户可以
选择在位清洁O形环，或选择将其取下，然后进行清洁。

7. 使用经卫生局批准的去污剂和产品随附的刷子（或类似的刷子）清洁
阀体和控制阀的所有外表面和内表面。必须使用适当长度和直径的刷
子来清洁阀体的内腔或通道。刷子必须足够长，以穿过整个内腔。

8. 用清水彻底地冲洗。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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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布局页面从此处开始。将文本框的顶部与粉色线对齐

9. 通过清洗消毒器处理已拆卸的阀体装置组件。如果没有清洗消毒器，
则必须使用经卫生局批准的消毒剂，手动对阀体装置组件进行消毒。

10. 让组件完全晾干。

11. 在配有预真空装置的消毒器中，在132-134°C (270-273°F) 的温度条件下，
对阀体装配组件消毒4分钟，或在重力置换式消毒器中，在132-134°C
(270-273°F)的温度条件下，对阀体装配组件消毒6分钟。

12. 在使用之前，根据需要更换O形环，使用A-dec硅基润滑剂润滑O形环，
并将阀体装置重新组装好。

注意  仅可使用硅基润滑剂来润滑器械的O形环。石油类产
品会对O形环造成永久损害。

13. 将阀体装置重新安装到软管的尾管上。

14. 操作HVE和排涎器控制阀数次，以确认它们旋转平稳。

HVE/排涎器阀体装置无菌操作（续）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保养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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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HVE/排涎器吸管无菌操作

注意  选择适合您的HVE和排涎器开口的吸管。有关规格的信息，
请参见第49页上的“适用于吸管的HVE和排涎器开口”。

一次性吸管
每次使用不锈钢HVE吸管后，对其进行蒸汽高压灭菌消毒。如果您正在使
用一次性的HVE和排涎器吸管，每次使用完毕之后，换上新的吸管。

注意  一次性的HVE和排涎器吸管不可消毒，并且不
能重复使用。

可消毒吸管
清洁和消毒不锈钢HVE吸管的步骤：

1. 从HVE上取下吸管。

2. 使用柔性去污剂和清水对HVE吸管进行清洁和冲洗，然后让吸管完全
晾干。

3. 在配有前期真空装置的消毒器中，在132-134°C (270-273°F)
的温度条件下消毒4分钟，或在重力置换式消毒器中，在132-134°C
(270-273°F)的温度条件下消毒6分钟。

86.0835.06 Rev A



86.0835.06 Rev A 46

水电和气体管线
A-dec治疗椅安装式牙科治疗机的水电和气体管线位于治疗椅下面的流线
型地箱中。要使用它们，请抬起上盖并将其从地箱框架上取下。

注意 取下或更换罩盖时，注意不要损坏任何线路或软管。更换
罩盖后，请确认其是否牢固。

手动断流阀用于控制流向牙科治疗机的气体及水流。在正常使用期间，
应保持这些控制阀处于完全打开状态（按逆时针方向转动）以防止发生
渗漏。完全打开这些阀门时，气体和水流会先流经各自的过滤器，然后
再进入预调节器。当这些过滤器发生阻塞并限制了气流或水流时，请更
换它们。

要检查阻塞的空气或水过滤器：

1. 打开主触发器。

2. 监视气压表的同时，按注射空气按钮。如果牙科医疗台的气压下降超
过 15磅/平方英寸，则应更换空气过滤器。

3. 监视痰盂的同时，按痰盂冲洗按钮。如果痰盂冲洗水压减小或水流
停止，则要更换过滤器。

过滤器支座

过滤器

手动供气截 
止阀

O 形环

斜边

手动断水阀

手动断气阀

排水 真空管路

四个接口盒 
水气分离器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保养和维护

过滤器的有效尺寸、微粒过滤器的材料和维护说明：
过滤器的有效尺寸为50微米，由聚丙烯或聚乙烯材料制成。建议每年或临床使用1500小时后
更换。



47

要检查和更换过滤器：

1. 关闭主触发器并关闭断开阀（顺时针打开）。
2. 通过操作牙科喷枪按钮，使牙科医疗台释放出气压和水压，直至气体

和水流不再流动为止。
3. 使用标准螺钉刀，将过滤器罩从空气或水预调节器装置上取下，并取

下过滤器。
4. 如果过滤器堵塞或被污染，请更换。安装过滤器时使其斜边朝向多头

导管。

注意 为确保正确操作，应在安装过滤器时使其斜边朝向
歧管。

手动水断开阀内有一个防止大块污物进入系统的筛网。应定期检查并更换
筛网，以确保水流通畅。

要更换水筛网：

1. 关闭主触发器并关闭断开阀（顺时针打开）。

2. 用 5/8” 或调节扳手松开手动供水断开阀上的压缩螺帽。然后从断开
阀拉出水调节器。

3. 取下旧筛网，更换新筛网。

4. 重新将水调节器放在断水阀出口中，并紧固压缩螺帽。

5. 打开手动供水断开阀（逆时针打开）并打开主触发器。检查接头有无
漏水。

水筛网

手动供水断开阀过滤器支座

水调节器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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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管灯泡
要更换光纤 5 孔硅或乙烯管中的灯泡：

1. 断开从这类管耦合的手机和快速接口。

2. 将牙科手机的金属螺帽向后拽。

3. 向后滑动手机端子的金属部分（仅硅管）。

4. 更换灯泡。

5. 将端子的金属部分插入塑料部分（仅限硅管）。

6. 将手机帽在端子上面小心向后滑动。

硅管

乙烯管

手机帽

灯泡

灯泡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保养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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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供气、供水及真空方面的最低要求

气：  551 千帕（80 平方英寸）时， 
为 70.80 升/分钟（2.50 立方英尺/分）

水：  276 千帕（40 磅/平方英寸）时， 
为 5.68 升/分钟（1.50 加仑/分钟）

真空：  27 千帕（8 英寸汞柱）时， 
为 339.84 升/分钟（12 立方英尺/分钟）

有关电气规格、符号标识和其他法规要求，请参见设备随附的《法规信息
和规定》文档 (p/n 86.0221.06)。 

注意规格可随时变更，恕不另行通知。根据您所在的位置，一
些要求可能有所不同。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的A-dec授
权经销商。

治疗椅最大负荷量
患者负荷：181 千克（400 磅）

产品保修
A-dec 公司保证其所有产品自交付之时起，一年内不会出现材料或工艺方
面的缺陷。根据此产品保修条款，A-dec 公司所承担的唯一责任是提供维
修零部件或者选择提供更换产品（人工除外）。不向买方提供其他任何形
式的赔偿。所有特殊、偶然及巧合的损害均不在产品保修范围内。相关违
反产品保修情况的书面通知须于产品保修期内提交给 A-dec 公司。保修
不涵盖因不当安装、维护、事故或误用而导致的产品损害。保修不涵盖使
用清洁、消毒或杀菌化学剂和过程而导致的损害。保修亦不涵盖手术灯灯
泡。如果不遵守 A-dec《使用说明》中所列说明（操作和维护说明），可
能导致本产品保修失效。

从牙科治疗椅或液压缸购买之日起十年期内，A-dec 公司对 A-dec 升降式
及俯仰式牙科专用治疗椅的液压缸提供产品保修。本保修可追溯到业已处
于使用中的 A-dec 牙科治疗椅的液压缸。保修涵盖 A-dec 公司发现有制
造瑕疵的治疗椅液压缸。治疗凳气压缸属于 A-dec 公司一年期产品保修
的涵盖范围之内。关于产品的适销性或其他方面，不提供任何其他保证。
有关维修信息，请联系当地的 A-dec 授权经销商。关于本产品的安装，
请查看地方法规及 ADA（美国残疾人法案）的有关要求。

注意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此设备只可由获得州法许可，
依法可以使用或要求使用本设备的牙科医师、内科医师或任何
其它业者销售，或凭其医嘱购买。

牙科系统输入气体应为无水无油清洁气体。

最小安装空间
3384mm*2087mm*2279mm（进深*宽*高）。

安装空间建议
在牙科病人椅扶手外沿两侧左右各预留70到100cm的空间，病人椅头枕方向
（最低椅位）预留90cm，病人椅脚底部预留30cm空间。

牙科治疗椅的重量：75千克（165磅）
托盘最大负荷：1.8千克（4 磅）
461型支撑中心负荷：31千克（70磅）
363型支撑中心负荷：67千克（149磅)
Redius底座负荷：52千克（115磅）
治疗台负荷：2.3kg（5磅）



50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符号标识
这些符号出现在实际产品上，或者用于文件中以警示用户留意注意事项、警告、
危险或提示内容。

标志 描述
经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认可，仅在电击、火灾和机械危害
方面符合ANSI/AAMI ES60601-1、CAN/CSA C22.2编号 60601-1和修正案1。

经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分级，仅在电击、火灾和机械危害方
面符合ANSI/AAMI ES60601-1、CAN/CSA C22.2编号 60601-1，修正案1和80601-2-60。

ICV和Preference ICC：由UL列为符合UL 61010A-1和加拿大CAN/CSA C22.2，编号1010.1-92安
全标准。模拟器：由UL列为符合UL 61010-1（第3版本）、BS EN 61010-1（第3版本）和加
拿大CAN/CSA C22.2，编号61010-1-12（第三版本）安全标准。

符合适用的欧盟指令（请参阅“遵循规范声明”）。

1434

对于lla类设备符合 MDD 93/42/EEC。

保护接地（接地）。

工作接地（接地）。

B类应用部件。

注意：热表面。

电气和电子废弃物。不要处理生活废弃物。

生产日期。

设备制造商。

达到所规定的温度即可消毒。

VAC符号。
VDC符号。
VAC/VDC符号。

标志 描述

REF
SN or S/N
PN or P/N

型号（目录号）。

序列号。

零件号。

通用强制操作符号。不是告诫。注意其他重要说明。
例如，注意：如图所示组装各部件。

最好参照随附的文件。
例如，重要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A-dec无菌操作指南》 

（零件编号85.0696.06）。

务必参照手册。 
例如，重要信息：在A-dec 311型手术灯灯柱上安装该手术灯时，请使用灯柱随附的说
明，而不是本指南。

注意不遵守说明可能会导致产品的损坏或导致轻微伤害。
例如，注意：不要过度拧紧调节螺钉。过度拧紧可能会损坏螺钉。

生物危害。不遵守说明可能会增加感染风险。
例如，危险：可能存在感染性废弃物。遵守无菌操作协议以防止交叉污染。

危险。未关闭电源即开始此过程将导致电击。
例如，危险：在维修之前，请切断或关闭主电源。未关闭电源即开始此过程将导致
电击。 

警告。未关闭电源即开始此过程将导致产品损坏或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例如，警告：在移去泵罩盖之前，请先关闭电源。未关闭电源即开始此过程将导致产
品损坏或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死亡。

仅供单次使用。
例如，注意：一次性的强力吸引器吸管和吸唾器吸管不可消毒，并且不能重复使用。

运输和储存温度限制。 运输相对湿度和存储限制。

此面朝上。 易碎品。 保持干燥。

86.0835.06 Rev A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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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号 描述 零件号 描述

61.0197.00 治疗椅液压油，适用于所有A-dec液压治疗椅 - 1品脱（16盎司 030.035.02 用于真空连接器的O形环（10个/包)

38.1775.00 牙科手机工具包 034.013.01 用于HVE吸管的O形环（10个/包）

38.0711.01 总控阀膜片（5片/包） 034.107.01 用于SE吸管的O形环（10个/包）

90.0593.00 脚控开关III阀维修包 024.218.03 SE导管，10英尺，灰色

98.1094.00 1/8英寸 X 10-32塔状接头端子配件（10件/包），灰色 009.018.00 六角扳手套件

98.1095.00 牙科手机软管（4孔），84英寸，灰色 23.1234.00 牙科喷枪按钮阀套件

98.1096.00 牙科手机软管（5孔光纤），84英寸，灰色 23.0872.01 喷枪喷嘴（5个/包）

98.0885.00 牙科手机软管（6针光纤），84英寸 12.0985.00 口杯注水喷嘴

12.1210.00 牙医助理HVE 3位置挂架 12.0986.00 痰盂冲洗喷嘴

12.1258.00 牙医助理排涎装置和导管 14.0468.00   

11.1025.04 HVE阀和导管，白色 12.0991.00 排水密封圈

75.0078.00 用于单个HVE的真空连接器 12.0989.00 排水管

11.1017.00 用于单个HVE的真空筛网和盖

*以上所述维修件，建议用户储备一个备用件。

维修部件 
维修部件下面是A-dec 300 模块最常见的几个维修件。完整列表，请参见A-dec Service Parts catalog（A-dec 维修件目录）(p/n 85.5000.00)或

A-dec 300型, 400型和 500 型牙科治疗台维修指南（p/n 86.0382.06）和A-dec 311、411和511牙科治疗椅维修指南（p/n 86.0380.06）。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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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00 设备尺寸

A-dec 311  治疗椅

72-3/4"
(1846 mm)

9-1/2" (244 mm)
头枕范围

11-1/2" (292 mm) l

27"
(687 mm)

93-3/4"
(2384 mm)

19-1/2"
(492 mm)

58-3/4"
(1491 mm)

9"

34-3/4"
(883 mm)

82-1/4"
(2090 mm)

34-3/4"
(883 mm)

9-1/2"
(244 mm) 
头枕范围

12"
(305 mm) 

最低椅位时的距离

23-1/2"
(596 mm)

(229 mm) 
头枕范围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技术规格

11-1/2英寸治疗椅前向行程
（最低椅位至最高椅位）治疗椅前向行程

（降低椅座至抬升椅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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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11治疗椅上安装332/333型治疗机

51-3/4"
(1314 mm)

31-3/4”
(807 mm)

完全降低到完全抬升椅座
治疗椅前向行程11-1/2"(292mm)

9" - 18-5/8"
(230 - 474 mm)
头枕范围

16-1/2" rad
(422 mm)

39-1/4"
(997 mm)

16-1/2"
(422 mm)

27-1/2" radius
(699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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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86.0835.06 Rev A

A-334/335 型的治疗机

22"
(559 mm)

80-1/2"  (2049 mm)

CL CL

13-1/4"  (337 mm)

29-1/2”
(54 mm) 28”

(711 mm)

12”
(307 mm)

17-1/2”
(447 mm)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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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 311型治疗椅上安装336 型治疗机

31-1/4"
(794 mm)

完全降低到完全抬升椅座
治疗椅前向行程11-1/2"(292mm)

51-3/4"
(1314 mm)

9” - 18-1/2"
(230 - 470 mm)
头枕范围

16-1/2"
(422 mm)

10"
(254 mm)

21"
(532 mm)

27-1/2” radius
(701 mm)

16-1/2"
(42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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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86.0835.06 Rev A

A-dec 311型治疗椅上安装461型支撑中心和痰盂

1-1/2"
(40 mm)

52-3/4"
(1341 mm)

13-1/4"
(334 mm)

22-1/2"
(574 mm)

18-3/4"
(479 mm)

45°

32-3/4"
(829 mm)

27-3/4"
(795 mm)

45°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左右切换时所需空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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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483 mm)

9-3/4"
(248 mm)

28-3/4"
(727 mm)

8-1/2"
(216 mm)

9-3/4"
(248 mm)

5.00"
(129 mm)

16-3/4"
(422 mm) 5.00"

(129 mm)

352/353 助理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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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86.0835.06 Rev A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10" radius
(254 mm)

10" radius
(254 mm)

6-3/4"
(171 mm)

13-1/2"
(343 mm)

6"
(152 mm) 36" radius

(914 mm)

10" radius
(254 mm) 10" radius

(254 mm)

22.75" radius
(578 mm)

6"
(152 mm)

长臂 短臂

A-dec 311型治疗椅上安装551型助理器械



 

额定电功率 

A-dec产品 频率(Hz) 

电压范围 

(VAC) 

最大电流 

（安培） 

牙科综合治疗台 

A-dec 300 Systems 50Hz 220V 10A 

 

 

环境规格 

温度/湿度 技术规格 

存储/运输温度 -29℃至 50℃（ -20℉至 122℉） - 相对湿度： 10—90% 

工作温度 10℃至 40℃（ 50℉至 104℉） -相对湿度：温度达到 31℃ (87℉) 

时为 80%，温度为 40°C (104°F)时直线下降至 50%。 

室内使用 海拔不超过 2,000米（ 6,563英尺）， II类安装，污染等级 2。 

 

 

电磁兼容性 

此设备已被检测并证明符合 YY0505-2012 关于医疗设备的限制。这些限制是

为了对在一个典型的医疗设备内发出的有害干扰提供适当的保护。如果发生干

扰，可以使用单独电源为设备供电，或增加设备之间的物理距离。如果有任何

问题，请与 A-dec客户服务部门联系。 

 

 

 

A-dec设备的报废与处理 

不再进行维修的 A-dec设备的停运应遵守地方监管条例的要求。电路板与电缆

应作为电子废弃物予以回收。铝质、铜质、铁质与钢质部件应作为金属废弃物

予以回收。塑料件的模标记表示塑料类型，不同类型应以不同方式回收。痰盂、

连接痰盂的废水管线以及抽气管线应作为生物污染材料来处理，拆除期间应给

予正确的防范措施。所有不适于回收的材料均应得到正确处理。有关材料类型

的具体问题，请致电 A-dec客户服务部门。有关其他设备制造商生产的相关治

疗设备的报废信息，请参阅各自的说明文件。 

 

 

产品主要安全特征 

项目 参数 

按防电击类型分类 Ⅰ类设备 

按防电击的程度分类 B型应用部分 

按对进液的防护程度分类 脚踏面板 IPX1，脚踏开关 IPX4 

按运行模式分类 连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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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性 (EMC)
要对本设备采取电磁兼容性 (EMC) 相关的特殊预防措施，并且必须按照此文 EMC 章节中的规定安装和使用本设备。

必须使用随附线缆和附件操作此设备。线缆信息描述如下：

线缆名称 长度
病人椅电源线 1.8 m

除了作为内部组件的备件提供的线缆（传感器）之外，使用其他附件和线缆（传感器）可能会导致设备或系统的辐射增加或抗扰度下降。

设备或系统不得靠近或与其他设备堆叠；如果必须靠近或堆叠放置，请观察并确认采用其配置时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基本性能：

名称 描述

上下移动电动牙科治疗椅，椅背向前或向后倾斜 它应该能够上下移动并正常向前和向后倾斜。

待机模式 电动牙科治疗椅放置在临床治疗位置（治疗椅的高度调节至中间位置，椅背也调节至中间
位置）。此时，治疗椅无法移动。

造商的指导和声明 - 电磁辐射
设备设计用于以下电磁环境，买方或用户应确保在此类电磁环境中使用本设
备：

辐射检测 遵循规范 电磁环境 - 指导 
射频辐射 
GB 4824

1 组 此设备仅将射频能量用于其内部功能，因此射频辐射较低，并且干扰附近电子设备的可能性非常低。

射频辐射
GB 4824

B 类 此设备适用于所有设施，包括在家中使用，并连接到直接供家庭使用的住宅公共低压供电网络。

谐波辐射
GB 17625.1

A 类 此设备适用于所有设施，包括在家中使用，并连接到直接供家庭使用的住宅公共低压供电网络。

压波动/闪烁发射
GB 17625.2

符合

86.0835.06 Rev A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电磁兼容性 (EMC)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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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的指导和声明 - 电磁抗扰度
设备设计用于以下电磁环境，买方或用户应确保在此类电磁环境中使用本设备：

抗扰度检测 检测等级 符合等级 电磁环境 - 指导 
静电释放 (ESD)
GB/T 17626.2

±6千伏（接触放电）
±8伏（空气放电）

±6千伏（接触）
±8伏（空气）

此设备仅将射频能量用于其内部功能，因此射频辐射较低，并且干扰附近电子设备的可能性非常低。

电快速瞬变脉冲 
GB/T 17626.4

±2千伏电源线
±1千伏输入/输出线

±2千伏电源线
适用

电网的质量应满足典型的商业或医院环境的要求。

电涌
GB/T 17626.5

±1千伏线对地
±2千伏线对地

±1千伏线对地
±2千伏线对地

电网的质量应满足典型的商业或医院环境的要求。

电源输入线路的电压暂降、
短暂中断和电压变化
GB/T 17626.11

<5% UT，持续时间：0.5周期 
（在UT上，>95%电压暂降）
40% UT，持续时间：5周期  
（在UT上，60%电压暂降）
70% UT，持续时间：25周期 
（在UT上，30%电压暂降）
<5% UT，持续时间：5秒
（在UT上，>95%电压暂降）

<5% UT，持续时间：0.5周期 
（在UT上，>95%电压暂降）
40% UT，持续时间：5周期  
（在UT上，60%电压暂降）
70% UT，持续时间：25周期 
（在UT上，30%电压暂降）
<5% UT，持续时间：5秒
（在UT上，>95%电压暂降）

电网的质量应满足典型的商业或医院环境的要求。如果在电源中断期间需要连续操作此设备， 建议使用UPS或
电池供电。

电源频率磁场（50赫兹）
GB/T 17626.8

3A/m 3A/m 电源频率磁场应具有典型的商业或医院环境中使用的水平和特性。

备注：UT指在施加检测电压之前的AC网络电压。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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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性 (EMC)

制造商的指导和声明 - 电磁抗扰度 
本设备设计用于以下电磁环境，买方或用户应确保在此类电磁环境中使用本设备：

抗扰度检测 检测等级 符合等级 电磁环境 - 指导 
射频传导 
GB/T 17626.6
射频辐射
GB/T 17626.3

3伏（有效值）
150千赫-80兆赫
3伏/米
80兆赫-2.5吉赫

3伏（有效值） 
3伏/米 

便携式和移动式射频通信仪器与本设备任何部分（包括缆线）的距离不得比建议隔离距离近。
应根据与发射器频率相关的相应公式计算此类距离。

建议隔离距离 

其中：
P - 发射器制造商提供的发射器的最大额定输出功率（单位：瓦）；d - 建议隔离距离（单位：
米）。
固定射频发射器的场强由电磁场测量a确定，并应低于每个频率范围内的符合等级b。 
设备周围可能存在干扰，并带有以下符号。

备注1：在80兆赫和800兆赫频率点采用高频段公式。 
备注2：指导可能不适合所有情况，电磁传输可能受到建筑物、物体和人体的吸收和反射的影响。
a 理论上无法准确预测固定发射器的场强，例如无线（蜂窝/无绳）电话和地面可移动无线电台、业余无线电、调幅和调频无线电台和电视广播。为了评估固定射频发射器的电磁环境，应对电磁场进行测
量。如果测得设备所在位置的场强高于上述适用的射频，请观察并确认设备是否正常工作。采取补充措施，例如在发现任何异常性能的情况下重新调整设备的方向或位置。
b 150千赫-80兆赫范围内的场强应低于3伏/米。

86.0835.06 Rev A

A-dec 300 牙科综合治疗台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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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和移动式射频通信仪器与本设备之间的建议隔离距离
本设备预期用于射频辐射干扰受控的电磁环境。买方或用户可基于通信设备的最大额定输出功率，通过遵循以下建议保持便携式和移动射频通信仪
器（发射器）与本设备之间的最小距离，防止电磁干扰。

发射器的最大额定输出功率 
（瓦） 对应于不同发射器频率的隔离距离/米

0.01 0.12 0.12 0.23

0.1 0.38 0.38 0.73

1 1.2 1.2 2.3

10 3.8 3.8 7.3

100 12 12 23

对于上表中未列出的发射器的最大额定输出功率，推荐的隔离距离为d（单位：米），可通过相应发射器频率列中的公式确定；其中，P是发射器制造商提供的发射器的最大额定输出（单位：瓦）。
注1：在80兆赫和800兆赫频率点采用高频段公式。
注2：指导可能不适合所有情况，电磁传输可能受到建筑物、物体和人体的吸收和反射的影响。

86.0835.06 R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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