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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使用手册

在扫描仪及其配套软件的产品生命周期内，本使用手册均适用，除非此期间使用手册有更新版本。

所提供的指引说明包含重要安全信息，以及如何正确使用扫描仪及其配套软件。在您使用扫描仪之前，请

确保认真阅读并理解此使用手册。如有疑问，请联系当地分销商。

请妥善保管此使用手册，以便在必要时能够再次阅读。

1.1 免责声明

此设备供具备相当牙科及牙科实验室技术知识的人员使用。使用者必须具备基本电脑操作知识才能使用设

备软件。

此设备使用者需全权负责，对于不同患者和在不同使用环境下该设备是否适用。输入至此设备及其所带软

件中的数据是否正确，是否完整，是否充足，需要使用者全权负责。使用者必须检查每一个独立案例的结

果是否正确准确。

Dental Wings产品必须按对应说明书指引进行操作。不当使用或处理会造成Dental Wings产品不在保修

范围内。如需要其他额外的关于如何正确使用Dental Wings产品的信息，请联系当地分销商。使用者不

允许自行更改仪器。

DENTAL WINGS其分支机构或分销商不能代表其作出任何形式的保证，无论明示或者暗示，书面或者口头

形式，仅对本产品提供相应的销售维修，针对特定用途是否适合，无错或无侵权操作，及按原样销售该产

品。

我们最大的责任是产品生产及其使用，无论基于维修、合约、侵权或其他产生的问题，就价格方面不应超

过我们实际收到的支付价格。我们在由以下情况或通过销售造成的特殊的、直接或者间接的损失不承担责

任，包括但不仅限于：利润损失，数据丢失，使用性损失。

硬件和软件组件会定期更新。因此使用手册中的指引，条款和图片会与用户手中文件略有所不同。Dental

Wings保留随时更新、改动、增强该产品及其文件的权利，此类改动无需经任何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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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产品及产品数据

涉及扫描及设计案例时，使用者可以使用第三方产品和产品数据。Dental Wings、其子公司或分销商合

作伙伴对在使用第三方产品或产品数据时产生的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1.2 证书、商标和版权

软件许可证

您的扫描软件受协议保护，只能按照协议条款使用或拷贝。除非协议条款允许，否则不得在任何媒介使用

或拷贝该软件。

该软件部分功能可能需要附加注册码。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分销商。

有效性

用户使用手册里涉及的部分产品和配件在部分国家无法使用。

商号和商标

Dental Wings和DWOS均为Dental Wings inc注册商标。

本文中涉及的所有商标、Logo均为属于其所有者的商标、已注册商标或Logo。

版权

未经Dental Wings书面授权允许，不得将其部分或全部文件打印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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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介绍和概述

2.1 用途

3系列（3Series）适用于专业牙科实验室，作为齿科三维扫描仪进行阳模和阴模（印模）扫描。

2.2 设备描述和特性

此设备为光学三维扫描仪。

设备形式和配置

设备可以按照以下几种配置发货：

n 带有分销商标识和颜色的商标

n 带有分销商指定的配件

n 带有分销商指定的软件配置（如DWOS®, CARES® Visual）

n 带有或不带有标准计算机外设

如果出货包装内不含有标准计算机外设，则需要准备下列设备以配合扫描仪使用：

n 显示器（21英寸）并带有DVI、VGA或HDMI端口，显示器屏幕最小分辨率为1600 X 1080 像素

n 键盘（USB或PS/2接头）

n 带有滚轮的双键鼠标（USB或PS/2接头）

n 网线（RJ45）

n 不间断电源以防止电源中断或电压不稳；操作使用电压信息请参见“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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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颗基牙扫描托盘含有模具泥，以便固定被扫描对象。所配置的模具泥也可用适量下列材料替换：

n 不反光，不染色，无毒，无残留

n 在工作温度范围内，有足够的可塑性

操作原则

经由DWOS扫描设计的案例统一称为 "order"。每个order的序列号，是在整个流程中用来区别、管理案

例的标识符。生成这个序列号是整个系统中常用的四个主要步骤中的第一个。

四个主要步骤为：

1. 创建order，参见“扫描”章节。

2. 扫描物理模型以创建数字化三维模型，参见“扫描”章节。

3. 设计修复方案。

4. 将order导出生产（自行生产和外包生产二者择一）。

完整的软件指引，请参见“DWOS用户帮助”。

配件和产品结合使用

请您只使用生产商指定的配件。可与此扫描仪结合使用的配件和产品清单已在“技术参数”中列出。

该扫描仪可扫描一切朗伯材料物质。扫描精确度已经过材料LeanRock XL5（Whip Mix Corporation）

验证通过。其他如石膏、蜡模和印模等类似材料，原则上也适用。但请用户自行尝试是否适用。使用扫描

喷雾可提高扫描质量。

请注意：该扫描仪可在不同组合配置下使用。关于设备可选型号和外设电脑设置，请参见“设备形式和配

置”。请向分销商获取其指定配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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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适用性

此扫描仪为非接触式光学三维扫描设备，适用于牙科实验室及牙科诊所。此设备供具备相当牙科及牙科实

验室技术知识的人员使用。使用者同时必须具备基本电脑操作能力。此设备结合使用激光三角测量技术，

通过轴向自由转动，扫描阳模和阴模（印模）。软件在计算机屏幕上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数字化复制。

2.4 禁止事项

该扫描仪不适合与患者或者生命维持装置直接接触使用。

2.5 注意事项

此扫描仪能进行非常精准的扫描。为实现精准扫描，请完全按照使用手册指导进行操作。

为达到最佳扫描结果，请按照用户使用手册中“扫描”章节所述进行操作，扫描过程中扫描仪盖子要盖

上。

扫描仪适用于实验室、牙科诊所以及合适场合中。然而，防尘防水保护并没有进行专项测试。详细信息请

参见“技术参数”章节。

按照生产商的指引安装扫描仪。详细信息请参见“安装”章节。在进行任何保养程序前，请先将电源拔

下。

请保留扫描仪原始包装箱，以便维修或废弃处理时安全运输使用。请按照用户使用手册的指引打开包装或

者包装扫描仪。

该扫描仪为使用一级激光产品。扫描过程中请勿打开扫描仪盖子（power按钮为蓝灯闪烁）。直视或使用

光学器件观察激光束会对眼睛造成物理伤害。

根据EMC规定，此产品为A级产品。在室内条件下，该产品可能会产生无线电干扰，此情况下，用户可能被

要求采取适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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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包含可移动部件。扫描过程中请勿打开扫描仪盖子（power按钮为蓝灯闪烁）。触摸扫描仪的可移

动部件会对扫描仪及其配件或对象造成物理损伤。

对于接触过患者的物理模型，需要按照材料生产商的指引进行消毒之后，才能放入扫描仪内。严禁将被污

染的物理模型放入扫描仪。

使用前和使用之后应立即清洁，保养、售后服务以及废弃处理前也应进行清洁消毒，避免交叉污染。

在扫描仪位置被移动，曾处于温度大幅度变化环境中，或软件提示进行校准，以及用户不确定仪器是否精

确的情况下，应该对扫描仪进行校准。

小心拿放，其表面易破碎。避免校准器有任何损伤。不使用校准器时，将其放置在配件盒内。如果同时操

作几台扫描仪，请不要将校准器混淆。

请勿将废弃设备仪器作为未分类城市垃圾处理。按照“废弃处理”章节所述，单独收集。

始终确保患者，扫描和处理情况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定期备份数据。使用者自身应负责操作和维护系统备份，以防数据丢失。

使用高强度密码以减少被入侵风险。

请勿在系统上安装或者卸载软件。

必要时可以使用扫描喷雾。扫描喷雾务必均匀而超薄，以免模型特征被改变。请勿在扫描仪内直接使用喷

雾。务必按照喷雾生产商说明进行操作。

2.6 兼容性信息

该扫描仪适用于DWOS 5.0及更高版本。

2.7 更多信息

Dental Wings及其产品已在主要市场注册。如有任何疑问，请向当地分销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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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软件指引，请参见“DWOS用户帮助”。“DWOS用户帮助”已经整合在软件中。

在工具条中点击Help获取帮助。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点击软件放置在design窗口内的小图标来访问帮助内容。

2.8 产品交付

送货时扫描仪应被放置在纸箱中。

查看随扫描仪一同发货的零配件清单，请参见“技术参数”章节。请向分销商获取其指定配件信息。

计算机外设不包含在发货范围内，但可能包含在分销商特有的不同配置中。更多信息请联系当地分销商。

关于如何打开扫描仪包装以及如何包装扫描仪，请参见“扫描仪包装”与“安装”。

2.9 废弃处理

注意

废弃处理前需要清洁和消毒，避免交叉污染。

电子产品和电子元件设备应与普通生活垃圾分开处理，防止再次利用、回收和其他形式使用，避免因电子

产品和电子元件设备中存在有害物质而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并减少被填埋垃圾的数量。涉及

的配件包括遥控设备、电源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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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勿将废弃设备仪器作为未分类城市垃圾处理。单独收集。

有关如何处理废弃设备及其包装的详细信息，请联系当地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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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

送货时扫描仪应被放置在纸箱中。

注意

请保留扫描仪原始包装箱，以便维修或废弃处理时安全运输使用。请按照用户使用手册的指引打开包

装或者包装扫描仪。

关于如何打开包装并安装系统，请阅读以下内容。关于如何包装扫描仪，请参见用户使用手册“扫描仪包

装”。

打开扫描仪包装

打开包装时除去各个零散独立部分（泡沫塑料）。请将泡沫塑料妥善放置在安全处，以便再次运输扫描仪

时使用。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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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运输锁

扫描仪内部有一个旋钮，用以保护扫描仪在运输过程中不受损坏。使用扫描仪之前必须将旋钮拆除。

要拆除运输锁，请先打开扫描仪，拧开并取下旋钮。

旋钮应妥善保管以备将来使用，并在再次运输之前重

新安装上。建议将其存放在配件箱内。

设置扫描仪

注意

按照生产商的指引安装扫描仪。

扫描仪适用于实验室、牙科诊所以及合适场合中。然而，防尘防水保护并没有进行专项测试。详细信

息请参见“技术参数”章节。

请勿在温度有大幅度变化、靠近热源、日光直射和潮湿的环境中（如水滴飞溅）安装扫描仪。请勿让

此设备雨淋或受潮。请勿在多尘环境中安装此扫描仪。

为了防止火灾和触电危险，请勿使用插头延长线。

防止电源线被踩踏或挤压。

请勿堵塞任何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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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电击造成的损坏，请不要移除盖子（扫描仪顶部面板）。请咨询具有服务授权的人员。

插入或拔下任何设备或电缆之前，请先关闭扫描仪电源。

要切断扫描仪电源必须拔下电源线。基于此原因，电源插座应尽量靠近设备，并方便操作。

扫描仪控制元件和端口

接口面板

1

3

4
2

USB 2.0

USB 3.0

eSATA

HDMI VGA

DVI

Network

P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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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请将显示器接在DVI （白色）, HDMI或VGA（蓝色） 接口[1]。

n 键盘和鼠标接在USB 2.0端口 [2]。

n 网线接在网口 [3]。

n 软件保护器（加密狗）接在USB 3.0端口[4]。

n 组装电源 与扫描仪连接好后再插入电源插座。将扫描仪后面的ON/OFF开关打开。

要切断扫描仪电源必须拔下电源线。基于此原因，电源插座应尽量靠近设备，并方便操作。

要启动扫描仪，请按扫描仪前面的Power按钮。该按钮会亮起白灯。

启动后，您的扫描仪已经准备好通过DWOS® (Dental Wings Open Software)驱动工作。更多信息请参

见“基本原理和用户界面”和“扫描”章节。

安装检查

要确认安装是否正确，请进行下列操作：

n 校准扫描仪（参见“校准”章节）。

n 扫描一个模型或者印模（参见“扫描”章节）。

如果扫描结果令人满意，即设备已被正确安装。

系统语言

系统语言通常已经被预先设置。如非此种情况，请联系当地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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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原理和用户界面

扫描仪控制

Power按钮用来打开扫描仪。按钮的颜色提示扫描仪状态。

颜色 扫描仪状态

白色，逐渐变亮 扫描仪启动

白色，逐渐变暗 扫描仪关闭

蓝色，闪烁 扫描

启动扫描仪和软件

1. 按下扫描仪上的Power按钮。

2. 登录Windows® 。

3. 登录后出现Dental界面，通过移动鼠标来切换光标，并点击图标来选择应用功能。

加密狗保存有软件认证信息。没有加密狗不能启动扫描仪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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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界面

DWOS软件通过图标来驱动运行。主要横向工具栏允许运行DWOS软件应用程序，例如创建文档、扫描、修

复设计等。

创建order

开始扫描模型或印模

开始多颗基牙扫描

开始修复设计

退出DWOS软件

完整的软件指引，请参见“DWOS用户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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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操作

DWOS软件需要一只双键带滚轮鼠标。鼠标操作遵循如下原则：

n 点击左键：菜单，图标选择，点定义

n 点击右键：定义，验证，访问本地菜单

n 转动滚轮：放大/缩小

n 拖动鼠标时按住滚轮：移动视角

n 拖动鼠标时按住右键：旋转视角

n 转动滚轮同时按下CTRL键：生成视角横截面图

n 双击左键：居中并调整视角

n 双击右键：在透视投影和平行投影之间切换

退出软件并关闭扫描仪

n 点击右上角x来退出软件。

如果安装了复台结构，请在所有计算机上操作退出步骤来完全退出DWOS应用程序。

n 右键点击Windows工具条右下角的DWOS图标，并退出DWOS服务器。

n 按正常步骤关闭Windo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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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扫描

该扫描仪为使用一级激光产品。

扫描仪包含可移动部件。按照本章中的指引定位被扫描对象和部件（阳

模和阴模），确保不在受干扰区域内。

注意

扫描过程中请勿打开扫描仪盖子（power按钮为蓝灯闪烁）。

直视或使用光学器件观察激光束会对眼睛造成物理伤害。

触摸扫描仪的可移动部件会对扫描仪及其配件或对象造成物理损伤。

扫描精准性

此扫描仪能进行非常精准的扫描。按照Dental Wings测试标准进行测量以保证扫描的准确性，请参见

“技术参数”章节。关于用于验证扫描仪的材料，请参见“配件和产品结合使用”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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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为了扫描精确，请完全按照用户使用手册的指引来操作。在插入或拔下任何设备和线缆之前，请先关

闭扫描仪。

为达到最佳扫描结果，请按本章所述进行扫描操作，并在扫描时关闭扫描仪盖子。

5.1 扫描组合

下列情况可以进行扫描：

n 完整模型

n 一个模型上的单颗基牙

n 多颗基牙托盘上的单颗基牙

n 桥基

n 周边牙齿

n 咬合记录

n 牙合键

n 蜡模

5.2 扫描步骤指引

准备工作

对于物理模型，只有符合扫描要求的材料才能使用（参见“配件和产品结合使用”章节）。按照材料生产

商指引使用。

对于接触过患者的物理模型，需要按照材料生产商的指引进行消毒之后，才能放入扫描仪内。

为了表面反射，可能会需要用到扫描喷雾 选择可售的适合的扫描喷雾。按照喷雾生产上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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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严禁将被污染的物理模型放入扫描仪。

在必要情况下才使用扫描喷雾。扫描喷雾务必均匀而超薄，以免模型特征被改变。请勿在扫描仪内直

接使用喷雾。务必按照喷雾生产商说明进行操作。

创建一个order
创建order是每一个扫描程序中必不可少的步骤。

1. 创建一个order。

新order序列号会自动产生。自动产生的序列号也可以另外进行更改。但是已存在的序列号不能再

次使用。

2. 指定牙医

3. 指定该牙医的一个患者。

注意

始终确保患者，扫描和治疗方案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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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

牙冠：对于牙冠，只有相关的基牙需要扫描。

牙桥：为模拟牙桥，扫描必须包括以下子步骤：

n 建模

n 相关基牙，有需要的话也包括邻牙

n 有需要的话，咬合记录、对咬以及蜡模

扫描模型

1. 将石膏模型放在托盘中。

2. 拧紧固定。

3. 创建一个order。

4. 打开 scan application。

5. 选择模型托盘。

6. 开始扫描并按照屏幕提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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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印模

1. 创建一个order。

2. 打开 scan application。

3. 选择印模托盘。

4. 印模托盘（一个或三个）与/或蜡模放置在托盘内，根据屏幕提示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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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颗基牙托架扫描

1. 创建一个order

2. 打开 multi-die application。

3. 确定扫描多颗基牙托盘上哪一个基牙。

4. 开始扫描并按照屏幕提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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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咬合器的校准和使用

1. 组装咬合器（之后称为虚拟咬合器）。

2. 对虚拟咬合器进行校准，以与实际咬合器匹配。

3. 创建一个order。

4. 扫描案例时使用虚拟咬合器。

5. 设计案例时使用虚拟咬合器。

有关细节扫描指引请参见DWOS用户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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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备份

1. 打开Order Management view。

2. 选择需要归档或备份的文件。

3. 点击右键选择Backup and Purge。

4. 选择路径。

5. 点击OK。

6. 文件被导出并从数据库中删除。有需要的话，以后该文件仍可以重新导入回数据库。

注意

定期备份数据。使用者自身应负责操作和维护系统备份，以防数据丢失。

使用高强度密码以减少被入侵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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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养

6.1 校准( 使用前检查)

此扫描仪能进行非常精准的扫描。

校准可以调整扫描仪参数，确保扫描精确度。该校准过程依据测量特定物理参数（平板型，球

型......），全自动进行校准。

注意

为实现精准扫描，请完全按照使用手册指导进行操作。按照使用手册建议进行校准，以保证扫描准

确。

在扫描仪位置被移动，曾处于温度大幅度变化环境中，或软件提示进行校准，以及用户不确定仪器是否精

确的情况下，应该对扫描仪进行校准。

快速校准

在以下情况下应使用快速校准：

n 扫描仪被移动。

n 扫描仪曾处于温度大幅度变化环境中。

n 扫描质量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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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点击主工具条上齿轮形图标并选择Scanner Calibration。

2. 选择calibration选项并点击Fast按钮。

3. 软件提示放入校准器并关闭扫描仪前盖。

4. 按提示操作然后点击Start。

5. 软件提示校准过程状态。

6. 确认校准完成。

7. 将校准器移出扫描仪。

具体信息请参见DWOS使用手册。

注意

小心拿放，其表面易破碎。避免校准器有任何损伤。不使用校准器时，将其放置在配件盒内。

如果同时操作几台扫描仪，请不要将校准器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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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校准文件

软件会提示加载校准文件，比如重装系统之后。

1. 启动校准，请点击主工具条上齿轮形图标并选择Scanner Calibration。

2. 选择 Load Calibration File。

3. 导入以下文件路径：

C:\DWOS\ScanNNNN\Calibration\

（NNNN代表扫描仪序列号）

4. 选择校准文件（以cal为后缀），并加载。

6.2 使用规范

雷雨天气或长时间不使用该设备，请将设备电源拔下。请注意，由于雷击造成的设备损坏不在保修范围

内。

注意

在进行任何保养程序前，请先将电源拔下。

为减少电击造成的损坏，请不要移除扫描仪盖子（顶部面板）。请咨询具有服务资格的人员。

请勿在系统上安装或者卸载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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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请使用原始包装箱进行运输。关于如何打开扫描仪包装以及如何包装扫描仪，请参见“扫描仪包装”与

“安装”。

注意

每次运输后请进行校准。

6.3 清洁和消毒

扫描仪，配件部分以及计算机外设

确保扫描仪始终干净，干燥并无尘。清洁时请拔出主电源。使用潮湿棉布擦拭外部。请使用吸尘器清洁内

部。清洁时请注意与扫描仪部件保持一定安全距离。严禁使用压缩空气清洁扫描仪内部。严禁清洁光学部

件。

确保配件始终干净，干燥并无尘。严禁在扫描仪内部清洁配件。清洁前先将配件从扫描仪取出并关闭扫描

仪前盖。使用压缩空气清洁配件。请按照压缩空气设备生产商提供的使用说明，正确使用压缩空气。

按照标准计算机外设生产商建议，对外设进行清洁。

注意

在任何保养步骤前，请先拔出扫描仪电源。

使用前和使用之后应立即清洁，保养、售后服务以及废弃处理前也应进行清洁消毒，避免交叉污染。

物理模型

任何物理模型，如曾与患者接触，必须先按照该模型生产商的说明进行消毒，然后才能放入扫描仪内。严

禁将被污染的物理模型放入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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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服务

注意

送往售后服务之前请先清洁和消毒，避免交叉污染。

没有当地分销商事先授权，请勿自行更换扫描仪零部件。请咨询具有服务授权的人员。

当该设备因淋雨、受潮、无法正常工作或曾经被摔落而造成损坏时，请安排维修。请联系当地分销商。

因售后服务或维修而将扫描仪寄回时，请先按照“用户使用手册”说明进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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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障排除

问题： 我的插头不能插进插座里。

回答： 请咨询当地分销商，并检查电源线是否正确。如果您收到的电源线适用于您所在的国家或

地区，但电源插座太旧或不符合当地标准要求，请联系电工进行更换。

不要破坏带极性或接地类型插头的安全功能。极性插头带有两个插片，其中一个比另一个

宽。接地类型插头带有两个插片和第三个接地插脚。较宽的插片或第三个插脚是为安全目

的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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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扫描仪包装

1. 将扫描仪设置为运输状态：

n 点击工具条上的齿轮图标。

n 在菜单上选取Scanner Calibration。

n 点击Transport Position选项。

2. 退出软件并关闭扫描仪（详细信息请参见

“基本原理和用户界面”）。

3. 将扫描仪后面的ON/OFF按钮关上。

4. 拔出扫描仪电源。

5. 将运输锁旋钮重新装上。

6. 按下图所示将扫描仪包装好：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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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因维修或售后服务需要将扫描仪寄回，请使用加强胶带密封包装箱

（3M 8915标准打包带或类似产品），避免运输对设备和配件造成损

伤。将胶带最少两圈缠绕包装箱顶部和底部，确保包装箱封闭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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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分销商与服务

请咨询具有服务授权的人员。如需要维修扫描仪或获得扫描仪软件技术支持，请联系当地分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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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技术参数和铭牌

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DW-3-90

外部电源输入

( 扫描仪需要外加电源供电)
100–240 伏交流, 50–60 赫兹, 160 瓦

扫描仪电源输入 24 伏直流 7.5 安

LED等级( 根据 IEC 62471指令) 豁免级

激光等级( 根据 IEC 60825指令) 一级

激光二极管功率 5 mW

激光波长 405 nm

防护等级 IPX0；无需特殊防护。

污染等级
2；一般情况下,只有非导电性污染。也应考虑到偶然由于凝露造成的

暂时的导电性。

屏幕端口 DVI, HDMI & VGA

计算机/操作系统

集成计算机，i5内核，8GB内存

250 GB SSD固态硬盘

1GB专用图形显示卡

Windows 7, 64位处理器

装箱尺寸( 宽x长x高) 470 mm x 510 mm x 750 mm (18.5'' x 20'' x 29.5'')

产品尺寸( 宽x长x高) 345 mm x 330 mm x 445 mm (13.5'' x 13'' x 17.5'')

装箱重量 25 公斤 (55 磅)

产品重量 15 公斤 (33 磅)

证书 CE, OHSA, 加拿大 (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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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条件

工作温度 10至40摄氏度

相对湿度 20 %至80 %

存储条件 -20至40摄氏度,控制水分( 无冷凝)

扫描参数

扫描空间 90 mm x 90 mm x 90 mm

光学参数

激光灯

1个高测速摄像头

1台彩色摄像机

轴数 3个( 2个旋转轴，1个平移轴)

扫描精准度 15 微米，根据Dental Wings测试标准

可扫描材料
石膏，蜡质和印模( 用于牙桩核) 。

( 参见“设备描述与特性”章节)

输出格式 STL及其他支持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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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标配 选配 附件型号 图片 用途

带电源线的外接电源 l 21-0012
外接电源将扫描仪连接

到电源上

国家自定义电源线 l

22-025 (美国)

22-0026 (欧洲)

22-0044 (英国)

国家自定义电源线将扫

描仪连接到电源上。

软件保护器( 加密狗) l 28-0003
加密狗保存了扫描仪软件

的授权信息。

运输箱( 3系列和i系列) l 2060-2
此包装箱可在寄回运输时

作为替代包装箱。

配件箱，空箱

( 3系列和7系列)
l 70-0017

不需要使用的配件请装在

配件箱内作为保护。

运输锁旋钮( 3系列) l 10-0130

为防止扫描仪部件移位，

运输过程中运输锁旋钮

处于安装状态。

校准器

( 3系列和7系列)
l 2050-2

校准器用来对扫描仪进

行校准。

內六角扳手，3mm l 19-0013

模型在模型托盘里时需用

內六角扳手将其拧紧，保

证模型确实固定好。

模型托盘

( 3系列和7系列)
l 2003-2

模型托盘使用于扫描石膏

模型和/或牙合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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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标配 选配 附件型号 图片 用途

咬合器 l 2163-1
咬合器用来生成虚拟模型

并将其应用在咬合中。

多颗基牙托盘托架-12孔 l 2052-1

多颗基牙托盘( 也称多颗

基牙托板) 用来扫描单个

分段基牙。

印模附加架

( 3系列托盘)
l 35-0098

印模附加架用来扫描蜡模

和印模托盘。

SAM® 咬合器模型托盘

( 3系列和7系列)
l 2151-1

为了扫描和模拟，咬合器

模拟两个齿弧的位置和运

动。

SAM® 咬合器未组装，与

其自身使用说明和附件单

独放置在塑料箱中。

通用咬合器校准套件 l 2150-2

SAM® 咬合器 l 03-0009

轴取景器托架

（3系列和7系列）
l 2005-2

轴取景器用于扫描

Vertex®模型。

Artex®咬合器配套模型

托架

( 3系列和7系列)

l 2152-1

Artex®咬合器配套模型托

架适用于扫描 Artex®配

套模型。

接口板

( 3系列和7系列)
l 35-0013

接口板提供扫描阳模的替

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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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应用 标配 选配

牙冠和牙桥 l

植入牙 l

局部构架 l

全义齿 l

模型构建器 l

咬合板 l

正畸存档 l

快速成型 l

手术导航 l

扫描仪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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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符号注释

代表合法生产厂商名称和生产年份

代表设备序列号

代表设备型号

注意，请查阅用户使用手册重要的警示信息

激光辐射

一类激光产品根据 IEC 60825-1指令

直流电

设备符合机械指令2006 / 42 / EC ，低电压指令2006/95 / EC，电磁兼容指令

2004/108 / EC和RoHS 2011/65 / EU的要求

符合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标准以及SCC要求( 加拿大)

本设备符合FCC 规则第15 部分的规定

注明环保使用年限根据中国RoHS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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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此设备需要根据具有职业资格的医疗保健从业者的

订单进行销售

包装箱内为易碎物品。请小心拿放。

表明运输包装间的正确位置为竖直向上

请勿将废弃设备仪器作为未分类城市垃圾处理。按照“废弃处理”章节所述，单

独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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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符合性声明书

生产商

Dental Wings Inc.

2251 Letourneux

蒙特利尔，魁北克

加拿大, H1V 2N9

承担独立责任并声明，齿科三维扫描仪

3系列 (型号 DW-3-90)

符合适用指令的相关规定，下列指令需要CE认证：

Directive 2006/42/EC 机械指令

Directive 2006/95/EC 电气设备低电压指令

Directive 2004/108/EC 电磁相容指令

Directive 2011/65/EU 电气和电气设备之危害物质检测指令 (RoHS)

技术文档已按照适用指令的要求进行编写。技术文档由我司授权代表处提供： Dental Wings GmbH, Düsseldorfer

Platz 1, 09111 开姆尼兹, 德国.

下述信息属于产品的一部分：

快速使用指南

用户使用手册

为达到指令相关要求，按下列统一标准进行应用：

IEC 61326-1:2012 / EN 61326-1:2013

IEC / EN 61010-1:2010

IEC / EN 60825-1:2007

IEC 62471:2006 / EN 62471:2008

按照适用指令的要求执行相应的合格评定程序。

适用于：

SN 3S0004000 及更高

蒙特利尔，2015年9月21日

地点，时间





www.dentalwings.com

深圳市牙翼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盖章

中国广东省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

新塘路28号

百丽春大厦8楼802

邮编51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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