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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类激光合规性
本设备符合：“21 CFR 1040.10”和“EN 60825-1”。

 

CSA 合规性
本设备符合以下加拿大和美国的CSA标准： 
“UL标准号60601-1 –  医用电气设备第1部分：安全性一般要求” 

C            US

FCC 合规性
本设备符合FCC规则第15部分，其操作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 本设备不得产生有害干扰。

2. 此设备必须能够承受接收到的干扰，其中包括可能导致意外操作的干
扰。

FCC 警告
未经制造商明确许可便对设备进行改造可能会使您无权根据FCC规则操
作设备。

EMC 合规性
本设备符合以下EMC标准： 

“IEC 60601-1-2医用电气设备 - 第1-2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要
求 - 并列标准：电磁现象 - 要求和试验”。

安全合规性
本设备符合以下安全标准： 

“IEC 60601-1 医用电气设备 – 第 1 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通用要
求。”

CE 合规性
本设备符合理事会关于医疗器械的第 93/42/EEC 号指令。

1 类激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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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需要防潮的医疗设备。

表示医疗设备可安全耐受的温度极限值。

表示用户需要查阅使用说明。

制造商批号。

表示医疗设备可以安全耐受的大气压范围。

表示医疗设备可以安全耐受的湿度范围。

易碎品，小心轻放。

此面朝上。

IEC 60417-5031：直流电。

扫描杆（扫描装置）。

USB 插口。

电池。

RoHS（中国）。

IEC 60417-5009：待机。

MLot

无论在设备的任何位置，只要出现此符号，我们均建
议您查阅本文档了解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

BF 型应用部分。出现此符号的任何组件都是 BF 型
电气隔离应用部位。

需单独收集的电气废物和电子设备。

注意：此符号用于强调与此设备相关的特定警告或注
意事项。无论在设备的任何位置，只要出现此符号，
您就必须参考本文档中的安全相关信息。

带有此符号的零配件不能重复使用。

注意：美国联邦法律规定此设备只能通过由持照牙
医、牙齿矫正医师或专业牙医订购的方式进行出售。
本系统作为处方医疗设备使用，只能由具备资格的医
疗服务人员操作。

医疗设备制造商。

订单号。

序列号。

表示欧洲共同体中的授权代表。

IEC 60417-5032：交流电。

"Rx only"

REF

SN

符号 
以下符号可能出现在 iTero Element 5D 硬件组件上，也可能出现在本
文档和其他 iTero Element 5D 文档中。



iv

iTero Element 5D 操作手册 中文版

安全须知
所有用户均需在使用本系统前阅读此安全须知。

电源
• 通过内部医疗级电源为本系统供电。

电池电源
• 充电 – 插入电源 2 小时后电池将充满电。

• 电池充满电后，用户可在不接入电源的情况下连续使用 iTero Element 
5D 扫描仪 30 分钟。

电气警告
• 存在触电危险！ 只有经授权的 Align Technology 技术人员才能拆卸

外部面板和盖板。产品内部没有可供用户使用的部件。

• 为避免触电风险，iTero Element 5D 只能连接至带有接地保护的电
源。

• 只有经由 Align Technology 认证的网络摄像头或 DOK 可连接至系统
背面的 USB 插口。

无线局域网
• 本系统配有无线局域网单元。

安全等级
• 防触电保护等级：1级。

• 防触电保护类型：BF型。

• 防止水进入造成损害的防护等级：普通。

• 设备不适合在有易燃麻醉合剂的情况下使用。

• 操作方式：连续。

处方医疗设备
• 本系统作为处方医疗设备使用，只能由具备资格的医疗服务人员操

作。

扫描仪警告
• 扫描仪会发出红色激光（680 纳米 1 类）、白色 LED 光以及 850 纳

米 LED 光。正常使用扫描仪不会对人眼造成任何危险。但是，医生应
避免将扫描仪直接照射患者的眼睛。

• 避免线缆扭曲、打结，避免拉扯和踩踏线缆。

• 未使用系统时，应将扫描装置放在支架上，探头朝向推车的支柱和触
摸屏后端，这样任何情况下眼睛都不会与激光束或闪烁的 LED 白光以
及 850nm LED 光接触。

• 只有当扫描仪探头位于患者口腔内时，医生才能启动扫描操作。

• 扫描操作仍处于活动状态时，医生应避免将扫描仪放在支架上。

• 如果扫描仪出现故障，请停止扫描并致电服务支持。

清洁和消毒
• 为避免交叉污染，每完成一次患者扫描后必须更换一次性塑料套管并

对扫描装置进行消毒。

• 为避免交叉污染，每次完成患者诊治后都必须取下并更换套管。

• 为避免交叉污染，因任何原因而撕裂、污染或脱落的套管都应被丢
弃。

• 扫描仪套管的处置应根据标准操作程序或当地有关处理医疗污染废物
的法规进行。

开箱和安装
• 应按照Align Technology的说明打开产品包装并安装系统。

工作环境 
• 在房间之间移动系统时应格外小心，以免损坏。

• 警告：切勿堵塞扫描装置和底座上的通风孔。

• 警告：系统仅供室内使用。不能暴露在阳光直射、过热或潮湿的环境
中。

电磁干扰
• 警告：本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IEC60601-1-2标准对医疗设备的要

求。该标准旨在为典型医疗设备中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防护。然而，
由于医疗环境中射频传输设备和其他电噪声源（例如手机、移动对讲
机、电器）的增加，接近这些设备或电噪声源强度过大可能造成严重
干扰，从而影响本设备的性能。ESD 可能会在扫描期间造成干扰。如
果出现 ESD 干扰，系统将停止扫描/显示正确的取景器图像。如果在
扫描过程中发生故障，则用户可能需要按下扫描杆按钮以重新开始扫
描。取景器始终会自动恢复。

总则 
• 警告：不可对本设备进行改造。

• 警告：操作时触摸屏应始终处于支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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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简介
 
关于此文档
iTero Element 5D 系统为基于 PC‑ 的专用工作站，用于在医生诊室中为
患者进行口内扫描。本文档介绍如何启动和关闭系统、如何正确操作扫描
装置/扫描杆、如何正确处理电缆、如何清洁扫描装置以及为不同患者更
换套管。

预期用途/使用说明 
iTero Element 5D 是一种具有以下功能的口内扫描仪，旨在用于： 

1. iTero Element 5D 的光学印模（CAD/CAM）功能旨在用于记录牙
齿和口腔组织形貌图。iTero 生成的数据可用于牙科器件（例如牙
套、牙箍、矫治器等）和配件的生产工作。

2. iTero Element 5D 软件与 iTero 扫描仪配合使用，用于采集牙齿、
口腔软组织和结构的 3D 数字印模数据以及咬合关系。iTero 软件可
对数据处理、数据集成工作进行控制，并可导出数据以用于 CAD/
CAM 牙科修复体、矫治器、基牙和配件制作。除扫描数据外，软件
还可导入/导出各种患者和病例信息，或用于模拟。软件还提供用于
系统验证和服务以及订单管理的其他一些功能。

3. Element 5D NIRI 功能是一项诊断辅助功能，用于检测牙龈上方的
邻面龋病变并监控此类病变的进展情况。

iTero Element 5D 系统的优点
与现有的牙冠制作方法相比，iTero Element 5D 系统具有重要优势，其
中包括无粉扫描、更高的牙冠制作精度以及可在扫描过程中提供即时反
馈。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http://www.itero.com 了解 iTero服务如何通过提高患
者满意度、改善临床结果以及提高办公效率的方式来促进您的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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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o Element 5D 用户界面
iTero Element 5D 系统提供直观的用户界面，以便进行牙齿修复或矫正
数字扫描。系统通过图像和文字辅助信息引导医生完成扫描流程。触摸屏
和扫描杆按钮用于在扫描过程中对屏幕指令做出响应。

点击可进入学习中心或开始培训

点击屏幕上的任意位
置可关闭此帮助画面

（点击启动新病例） （点击查看/搜索患者列表）

点按可锁定桌面

点击可设置首选项 双击可连接至支持专员，以便进行远程
故障诊断（请先致电支持部门）

点击可查看来自Align Technology的通知、
更新和其他消息

点击可查看您的订单
状态

点击可查看电池充电状态

单击问号将显示透明的“帮助”画面，画面中将提供简短的概括说
明。请注意，在此视图中将显示耳机图像而不是问号。点击任意
位置可关闭帮助画面并返回相关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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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基本硬件特性
 
自定义滚轮架硬件特性：系统正视图

触摸屏

电源开关

电源 LED扫描装置（扫描杆）

扫描装置（支架）

滚轮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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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滚轮架硬件特性：系统后视图

扫描装置连接器

扫描杆连接线
平板电脑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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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装置（扫描杆）

触摸板

一次性套管

带 USB 连接器的可拆卸扫描
装置连接线

侧面按钮：扫描、开/关、触
摸板激活

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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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组装说明
 
第 1 步：组装
请按照以下说明组装 iTero Element 5D 扫描仪：

3.
使用较大的扳手拧紧两个六角固定螺丝

6.
抓住支架

7.
用较小的扳手拧紧背面的扫描杆支架六角固定
螺丝

8.
重新盖上手柄后面的盖子

4.
取下手柄背面的盖子 

2.
将支柱连接到滚轮座上 

1.
检查包装箱中的物品

5.
将扫描杆支架安装到滚轮架前面

A

B

C

D
滚轮架

扫描杆和连接线 

扫描杆支架

高清触摸屏

外接电池

扫描杆电缆

A

B

C

D

E

F

F

E

AC 电源 电池 点击 DC 电源  

电源按钮 安装时需要两人配合扫描杆 
（扫描装置）

9 千克/20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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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抬起高清屏并安装

13.
翻转扫描仪，拧紧拇指螺丝以固定高清屏

14.
将电源线插到标有“DC”的端口

15.
插好的电源线

16.
安装磁性后盖 

11.
将电池插入电池槽并拧紧拇指螺丝

10.
取下电池盖

9.
取下滚轮架框架背面的磁性盖板 

17.
将扫描杆放入支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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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将网络摄像头插入高清屏底部的 USB 端口

24.
按下按钮打开扫描仪

20.
在滚轮架底部，用夹子布置和固定电源线

21.
插上电源线 

19.
将电源线插到滚轮架底部 

18.
将扫描杆连接线插到高清屏背面 

22.
将网络摄像头放在高清屏上，以便进行远程培训
或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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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将扫描杆连接线插到高清屏背面

8.
将电源线插到标有“DC”的端口

7.
装上盖子

组装 iTero Element 5D 支架
请按照以下说明组装 iTero Element 5D 支架： 

4.
安装新的盖子

3.
取下盖子

2.
用内六角扳手拧紧立柱

1.
将立柱插入框架中。

5.
抬起高清屏并安装。

F

6.
翻转扫描仪，拧紧拇指螺丝将高清屏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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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插上电源线

11.
将网络摄像头放在高清屏上，以便进行远程培训
或技术支持

12.
将网络摄像头插入高清屏底部的 US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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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快速注册流程  

1.
选择首选项语言，然后点击“快速注册”按钮启动向导。

2.
按照屏幕上的向导指示完成 iTero Element 5D 的自定义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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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操作说明
 
建议在办公时间保持系统运行，以便在医生诊室、医生合作化验室和 
Align Technology 中心之间进行背景文件传输。建议一天工作结束时将
系统关闭，第二天早上再重新启动。

下班关闭
1. 关闭所有文件和应用程序。

2. 按下然后松开屏幕底部的电源开关，关闭系统。

在办公室内移动系统
为确保最大程度的保护系统，建议由两个人移动系统。请按照以下说明重
新安置系统：

1. 检查确保扫描装置（扫描杆）妥善放置在扫描装置底座（支架）
中。

2. 从壁式插座中拔下系统插头。

3. 由两名人员小心移动系统。

4. 将系统放在新位置，然后将其插头插入壁式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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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扫描仪操作、清洁和消毒说明

操作扫描装置（扫描杆）
扫描装置含有精密部件，应小心操纵。

对扫描装置线缆的处理
• 应小心处理扫描仪线缆，避免损坏。

• 在患者治疗间隙，建议将线缆所有扭曲和打结的地方松开，以便从扫
描仪线缆中去除全部张力。

扫描装置在首次使用前以及之后每次继续使用前均要进行正确的清洁和消
毒，且清洁与消毒不得晚于扫描后 30 分钟。

对扫描装置进行清洁和消毒
扫描装置（扫描杆）应按如下方法清洁和消毒：

• 将一块无绒擦拭布浸泡在即配即用 CaviCide 1 中，然后将其拧干至略
微潮湿。

• 彻底擦拭扫描杆，除去上面的明显污渍。

• 目视检查整个装置，确保在继续下一步之前已彻底去除残留物。

• 将另外两块无绒擦拭布浸泡在 Cavicide 1 中，然后将其拧干至略微
潮湿。然后彻底擦拭设备，确保要仔细擦拭所有表面、所有边缘和插
槽。接触时间至少为 2 分钟。

• 然后用蒸馏水浸湿无绒擦拭布，在所有表面上至少擦拭 15-30 秒。

• 然后用干的无绒擦拭布擦干表面。

维护
工业摄像头无需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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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为不同患者更换套管
 
iTero Element 5D 套管适用于单个患者，应在每位患者使用之后进行更
换，以免交叉污染。

如需更换套管，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注意：扫描仪套管的处置应根据标准操作程序或当地有关处理医
疗污染废物的法规进行。

第 1 步
拉出或推入套管时，请握住套管的中间位置。

第 2 步
轻轻按压一次性导管两侧，将套管慢慢地从扫描装置拉出并丢弃。

第 3 步
轻轻地将新套管滑到扫描装置上，直至其卡入到位。

警告：光学表面！
请勿触摸光学表面，否则可能造成损坏。如需清洁，请使用套管包装盒内
的湿巾和防静电布。为正确使用，请参阅扫描仪套管盒中的说明。

更换一次性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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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套管
用于扫描装置（扫描杆）的套管有两种：

一次性套管
白色套管是患者扫描时使用的一次性套管。不同患者就诊时，必须更换
扫描装置上的白色套管，以避免交叉污染。请在每位患者扫描后丢弃白
色套管。

扫描仪套管包装盒
可在线订购扫描仪套管（盒装，每盒25个）。

www.store.itero.com

保护套管
蓝色保护套管用于在不使用扫描装置时保护光学面镜头。请将蓝色套管放
在安全的地方，以免丢失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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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配件（可选）

咬合架
咬合架是用来模拟患者上颌和下颌运动的机械装置。可将患者牙齿和牙龈
的石膏模型放在装置中，以再现患者上下颌的咬合及关节运动。咬合架用
于调节假牙或提供正畸治疗。

支架和底座

后视图 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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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诊所局域网指南 
简介
iTero Element 5D 扫描仪使用 Wi-Fi 连接互联网，以便将扫描结果发送
至 iTero 云端或者从云端进行检索。

我们的建议是，最新的技术永远是最好的选择。以下是有关最佳 Wi-Fi 连
接的一些实用指南：

 
Wi-Fi 互联网连接水平 
 
 
 
 
 

• 重要信息：为了让 iTero Element 5D 扫描仪发挥最佳性能，请确保 
Wi-Fi 信号强度达到“非常好”或至少“良好”。

• 小心：在对患者进行扫描时，不要将 LAN 电缆连接到 iTero Element 
5D — 否则可能导致安全隐患。

非常好 
>-50 dBm

良好 
-50至-60 dBm

一般 
-60至-70 dBm

弱 
<-70 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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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工作
• 所需的调制解调器/路由器应配置为 WPA2 安全标准并设定密码。

• 确保在计划安装扫描仪时让 IT 专业人员到场协助。

• 确保准备好您的 Wi-Fi SSID 凭据：登录信息及密码。

• 系统的最低 Wi-Fi 信号强度应至少达到两“格”，如上第 2 章所示。

• “设置”下的“诊断工具”或“连接工具”建议如下。

• 使用任意 PC 计算机通过 iTero 连接工具测试与本地 Wi-Fi 的连接情
况（在尽可能靠近扫描仪的位置进行测试）。

• “连接工具”下载位置：fc1.orthocad.com\download\AlignSupport\
ConnectivityCheck2.0.exe

• 以下是面向办公室 IT 人员的一些建议，介绍了应该从哪些方面考虑以
防止访问或连接 iTero 扫描仪时出现问题：

1. 与监听端口 80 和 443 的 Align 服务相关的主机名建议。

2. 由于扫描仪会发送特定的文件类型，因此不要阻止FTP通信
（.3ds 与.3dc/.3dm）。

3. 禁用任何通过 TCP/IP 进行数据通信的代理客户端。

4. 不要将扫描仪添加到任何域组中。

5. 不要在扫描仪上运行任何组策略，否则可能会影响其正常运行。

路由器指南
最低标准：802.11N / 802.11AC

互联网连接指南
为了让 iTero Element 5D 扫描仪发挥最佳性能，请确保每台扫描仪的互
联网连接上传速度至少达到 1Mbps。另请注意，与扫描仪同时连接到互联
网的任何其他设备都可能会影响扫描仪的性能。

防火墙
开放端口（防火墙工作时）： 

a. 80 - HTTP - TCP 
b. 443 - HTTPS -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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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提示
Wi-Fi 路由器让您能在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内的任何位置通过 Wi-Fi 连接访
问互联网系统。然而，无线信号必须穿透的墙壁、天花板或附加隔板的数
量、深度及位置都可能会限制信号的范围和强度。正常信号强度取决于您
家中或公司使用的材料类型以及背景 RF（射频）噪声。

1. 确保尽量减少路由器与其他网络设备之间的墙壁和天花板数量。 
每一道障碍物都会让路由器覆盖范围缩小1-3米（3-9英尺）。

2. 确保网络设备之间没有任何阻隔。如果墙壁角度仅偏移 2 度，即使是
相当薄的墙壁也会阻挡1米（3英尺）的信号。为了达到最佳的接收效
果，请将所有设备放在能让 Wi-Fi 信号直接穿透（90°）墙壁或隔板 
（而不是呈一定角度）的位置。

3. 建筑材料可能会造成影响。实心金属门或铝钉由于非常致密，因此可
能会对 Wi-Fi 信号造成不利影响。尝试调整接入点、无线路由器和计
算机的位置，以便信号能穿透墙壁，或者直接敞开大门。玻璃、钢
铁、金属、隔音墙、水箱（水族箱）、镜子、文件柜、砖石和混凝土
等材料和物体都可能会降低无线信号强度。

4. 让 iTero 产品远离其他电子设备或会产生 RF 噪声的装置（至少保持 
1-2 米或 3-6 英尺的距离）。

5. 如果您使用 2.4GHz 无绳电话或 X-10（吊扇、遥控灯和家庭安全系统
等无线产品），那么无线连接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彻底掉线。即
使设备未使用，许多无线设备的底座也会发送 RF 信号。让其他无线
设备尽可能远离扫描仪和路由器。

6. 您所在的范围内可能会存在多个无线网络。每个网络都会使用一个或
多个信道。如果信道接近于您的系统信道，则通信效果可能会逐渐下
降。请让 IT 部门检查此类问题，必要时可更改网络所使用的信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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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主机名建议
Align 将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持续改进。因此，我们偏向于提供主机名，
而非某个 IP。

为此，我们创建了以下主机名列表，以便为 Align 扫描仪提供正确的操作
功能，从而充分利用扫描仪的全部高级功能。

Align 主机名推荐：

主机名 端口

Mycadent.com 80，443

Myaligntech.com 80，443

Export.mycadent.com 80，443

Cboserver.mycadent.com 80，443

Matstore.invisalign.com 80，443

Matstore2.invisalign.com 80，443

Matstore3.invisalign.com 80，443

Matstore4.invisalign.com 80，443

Matstoresg.invisalign.com 80，443

Matstorechn.invisalign.com.cn 80，443

AWS IP 范围 - Amazon 全球 CDN 服务 -  IP 地址范围取决于扫描仪所
在地点。 80，443

cloud.myitero.com 443

speedtest.tele2.net 80

alignapi.aligntech.com 80，443

http://www.google.com 80，443

http://www.microsoft.com 80，443

http://www.yahoo.com 80，443

iterosec.aligntech.com 80，443

storage.cloud.aligntech.com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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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标准 等级/严重级别 测试结果

文件（IEC 60601-1-2 第4节和第5节）

EMC一般要求 4.1节 -- 符合

外部标记 5.1节 -- 符合

用户手册的符合性 5.2.1节 -- 符合

技术说明的准确性 5.2.2节 -- 符合

发射（IEC 60601-1-2 / EN 60601-1-2 第 7 节）

传导发射 
频率范围：150 kHz - 30 MHz CISPR 11

第 1 组 B 类230、120和100 VAC电源（50 Hz）； 
220 VAC电源（50 和 60 Hz） 符合

辐射发射 
频率范围：30  -  1000兆赫 CISPR 11 1组B级 符合

谐波电流发射测试 IEC 61000-3-2 230伏交流电源（50赫兹和220伏（60赫兹）） 符合

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测试 IEC 61000-3-3 230伏交流电源和220伏交流电源 符合

抗扰度（IEC 60601-1-2 第8节）

静电放电抗扰度 IEC 61000-4-2 8千伏接触放电和15千伏空气放电 符合

辐射电磁场抗扰度 IEC 61000-4-3 10.0伏/米；80兆赫 ÷ 2.7千兆赫，80％AM，1千赫 符合

无线通信设备近场抗扰度 IEC 61000-4-3
频率列表，从9 V/m 到最高28 V/m， 
PM（18 Hz 或 217 Hz ），FM 1 kHz

符合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EFT) IEC 61000-4-4 ± 2.0 kV - 交流电源；Tr/Th – 5/50 ns，100 kHz 符合

浪涌抗扰度 IEC 61000-4-5
交流电源上±2.0 CM /±1.0千伏DM；
Tr/Th – 1.2/50 （8/20）μs

符合

对射频场感应所引起的传导干扰的抗扰度‑ IEC 61000-4-6
关于 230 VAC 电源的 3.0、6.0 VRMS 与扫描杆电缆； 
0.15÷ 80 MHz，80% AM 1 kHz

符合

对电压骤降  、短暂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 IEC 61000-4-11
0％ -  0.5个周期和1个周期；70％ -  25个周期；
0％ -  250个周期，交流电源 符合

附录 A：

EMC 声明
 
iTero Element 5D EMC 测试结果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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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描述

监视器 21.5英寸监视器

扫描仪  扫描仪会发出红色激光（680 纳米 1 类）以及白色 LED 光和 850 纳米 LED 光。

无线局域网 局域网网卡可通过无线连接进行本地网络通信。

安全 每个用户都有唯一的 iTero 密码，且不应与他人共享。iTero 密码策略要求采用高密码强度。

运行功率 100-240伏交流电- 50/60 赫兹  -  200伏安（最大）

工作温度 18 至 26°C / 64.4 至 78,8°F 

储存/运输温度 -5°C至50°C / 23°F至122°F

工作压力和海拔高度 压力：520 mmHg 至 771 mmHg（-69 kPa 至 -103 kPa） 
海拔高度：-400 英尺到 10,000 英尺 

储存/运输压力和海拔高度 压力：430毫米汞柱至760毫米汞柱（~57千帕至~101千帕）
海拔高度：0英尺到1.5万英尺

相对湿度 运行：40％至70％；储存：30％至90％

尺寸

iTero 高清触摸屏显示器：
高度：356毫米（~14英寸）
宽度：552 毫米（~21.7 英寸）
深度：65 毫米（~2.5 英寸）

iTero Element 5D 扫描杆：
长度：346 毫米（~13.3 英寸）
宽度：50毫米（~2.0英寸）
深度：68 毫米（~2.7 英寸）

滚轮架：
高度：1280毫米（~50英寸）
宽度：645毫米（~25英寸）
深度：625 毫米（~24.5 英寸）

支架：
高度：480 毫米（~19 英寸）
宽度：552 毫米（~21.7 英寸）
深度：220 毫米（~8.7 英寸）

净重
iTero 高清触摸屏显示器：8.3 千克（~18.3 磅）
iTero Element 5D 扫描杆：0.47 千克（~1 磅）
滚轮架：13.6 千克（~30 磅）

装运重量 ~37.5 千克（~83 磅）

附录 B：

系统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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