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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射一級安全規範
本設備符合 21 CFR 1040.10 和 EN 60825-1 標準。

CSA 認證
本設備符合以下加拿大和美國針對醫用電氣設備安全的 CSA 認證標準：  
UL  Std No. 60601-1 –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Safety 

FCC 認證
本設備符合 FCC 規則第15部分，設備操作受以下兩項條件限制：

1. 本設備不得造成有害干擾。

2. 本設備必須接受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引起非預期操作的干擾。

FCC 警告
任何在未經製造商明確同意下對本設備進行的改造，將可能導致 FCC 規
則中授予使用者操作本設備的權利失效。

EMC 認證
本設備符合以下針對醫用電氣設備的電磁相容性（EMC）標準：

IEC 60601-1-2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 Part 1-2: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basic safety and essential performance - Collateral 
standard: Electromagnetic phenomena - Requirements and tests

安全性認證
本設備符合以下安全標準：

IEC 60601-1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basic safety and essential performance.

CE 認證
本設備符合針對醫療器材的歐盟理事會指令 93/42/EEC。

一級雷射產品

C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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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說明 
以下符號可能出現在 iTero Element Flex 硬體零件上，也可能出現在本手冊和其他 iTero 
Element Flex 文檔中。

"Rx only"

若設備上出現此圖示，建議您參閱本手冊，以瞭
解有關正確使用本設備的資訊。

注意：此圖示用於突顯與本設備相關的特定警告
或預防訊息。若此圖示出現在設備上，請務必參
閱本手冊中的相關安全‑ 資訊。

醫療設備製造商。

訂單編號。

表示醫療設備可安全暴露的溫度限制

BF 型觸身部件。出現此圖示的任何零件皆為 BF 
型觸身部件，須採取適當絕緣措施。

出現此圖示的零件或配件不得重複使用。

注意：請勿踩踏 Flex 集線器！

序號。

製造商的批次代碼

丟棄時，必須按照電子廢棄物和電子裝置的分類
處理。歐盟廢棄電子電氣裝置指令（WEEE）規
定，本產品不得與家庭或一般垃圾混合棄置。本
設備包含 WEEE 材料。請與歐盟先進回收網路
（ EARN） 聯繫。線上申請表單連結： http://
b2btool.earn-service.com/aligntech/select 。

注意：根據美國聯邦法律，只有具執業執照的牙
醫、矯正專科牙醫或牙科專業人員能販售或訂購
此設備。本設備為醫療處方裝置，僅能由具專業
資格的醫療照護者操作。

注意：Flex 集線器務必保持乾燥！

表示歐盟的授權代表。

表示使用者需要查閱使用說明。

REF

MLot

SN

http://b2btool.earn-service.com/aligntech/select
http://b2btool.earn-service.com/aligntech/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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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說明
在開始使用本設備之前，所有使用者都必須閱讀以下的安全說明。

本設備配有一台 Flex 集線器，其中包含用於掃描裝置的電源。Flex 集線
器必須保持乾燥並且小心保護，防止損壞。

警告：為避免觸電危險，本設備只允許連接到帶有接地保護的電源。

電源
• 本掃描裝置透過 Flex 集線器內部的醫療等級電路系統供電。

電氣警告
• 觸電危險！ Flex 集線器內部沒有使用者可自行維修的零件。

• 為避免觸電危險，iTero Element Flex 只允許連接到帶有接地保護的
電源。

• Flex 集線器裝置只能連接到符合 IEC60950 和 UL60950‑1 認證的筆
記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及其所有配件應距離病人至少1.5公尺。請勿在
掃描病人的同時觸摸筆記型電腦或其任何配件。

• Flex 集線器上的 USB 連接埠僅限與愛齊科技（Align Technology）掃
描裝置和其認可的筆記型電腦連接。

• 只能使用愛齊科技（Align Technology）認可的電源線來連接 Flex 集
線器和交流電插座。

安全類別
• 防觸電保護類型：一級。

• 防觸電保護等級：BF 型。

• 防止滲水損壞的保護等級：普通。

• 本設備不適合在含有易燃麻醉劑混合物的環境中使用。

• 操作模式：連續操作。

醫療處方裝置
• 本設備為醫療處方裝置，僅能由具專業資格的醫療照護者操作。

掃描機警告
• 掃描機會發出紅色雷射（680奈米，一級）以及白色 LED 燈光。在正
常使用的情況下，掃描機不會對人眼造成任何危險。但是，醫生應該
避免用掃描機直接對病人的眼睛照射。

• 避免線路纏繞、打結，或拉扯和踩踏線路。

• 不使用系統時，應將掃描機放在托架上，並將掃描機機頭朝下，雷射
光束就不會直接照射到眼睛。

• 醫生應只在掃描機機頭放入病人口內時啟動掃描程序。

• 掃描程序進行時，醫師應避免將掃描機放在托架上。

清潔和消毒
• 為避免交叉感染，每次病人就診後必須更換拋棄式塑膠套管，並且對
掃描裝置進行消毒。

• 棄置掃描機套管時，應遵照感染性醫療廢棄物的標準處理程序或當地
法規。

拆封和安裝
• 應依照愛齊科技（Align Technology）的說明拆封及安裝系統。

操作環境 
• 移動本設備時，應將其放在專屬的收納盒內，避免受損。

• 請勿堵塞掃描裝置上的通風口。

• 本設備僅供於室內使用。不應暴露在陽光直射、過熱或過於潮濕的環
境中。

• 本設備只能在附錄 B 中規定的運作溫度範圍內使用。

• 如果剛從炎熱、寒冷或潮濕的環境中將 iTero Element Flex 帶入診
間，則應先將其靜置直到重回室溫，以免裝置內部損壞。

電磁干擾
• 警告：本裝置已經過測試，符合 IEC60601-1-2 標準對醫療設備的要
求。符合此標準的設備能在一般醫療環境下，提供系統足夠的保護以
避免有害干擾。然而，由於醫療環境中充滿無線電裝置和其他電噪聲
源（例如行動電話、雙向無線電對講機、電氣設備等），因此若干擾
訊號源太近或強度太大，仍可能會影響本設備的正常運作。

• 若輸入電源電壓急劇下降，系統將無法運作，不過使用者的安全無
虞。在電壓恢復到正常值之後，系統也將恢復正常運作。

一般資訊
• 警告：禁止改造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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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簡介
關於本操作手冊的介紹
iTero Element Flex 是一款筆記型電腦專用、適用於診間的口內掃描系
統。本操作手冊將介紹如何開啟和關閉系統，如何正確使用掃描裝置（手
持掃描機）和線路，以及如何清潔掃描裝置並為不同病人更換套管。

設備用途
iTero Element Flex 是一款便攜式光學取模系統（CAD/CAM），用於記
錄牙齒和口腔組織的形態。本系統可與愛齊科技（Align Technology）認
可的筆記型電腦連接，減少佔據診間空間，並且便於移動。

用 iTero 記錄下的資料可用於牙科治療器材（例如透明矯正牙套、矯正
器、口內維持器等）和配件的製作。

iTero Element Flex 軟體與 iTero Element 掃描機一起使用，可擷取牙
齒、口腔軟組織與結構，以及咬合關係的 3D 數位印模。此軟體可控制資
料處理過程、促進資料整合，並將資料匯出，以用於製作 CAD/CAM 贗
復體、矯正裝置、支柱體和其他治療配件。除掃描資料外，還可以將不同
病人和病例資料匯入或匯出系統，或用於模擬。其他功能可用於系統的驗
證和服務，並且可以用作訂單管理工具。

iTero Element Flex 系統的優點
與現有的假牙牙冠製作方法相比，iTero Element Flex 系統具有明顯的優
勢，包括無粉末掃描、更高的牙冠製作精密度，以及掃描過程中的即時回
饋。

請瀏覽我們的網站http://www.itero.com ，以瞭解 iTero 服務如何透過提
高病人滿意度、改善臨床成果和提高看診效率來提升您的治療品質。 

軟體安裝說明
請至網站www.iTero.com，查閱獲得認可、與本設備相容的筆記型電腦和
防毒應用程式清單。

為維持 iTero 應用程式的最佳運作狀態，只有獲得認可的筆記型電腦能與 
iTero Element Flex 系統一起使用。

http://www.itero.com
www.iTe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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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o Element Flex 使用者介面
iTero Element Flex 系統提供簡單明瞭的使用者介面，方便進行贗復或矯正
的數位掃描。在掃描過程中，醫師可以藉由圖像和文字的輔助指引來完成步
驟。筆記型電腦的觸控式螢幕和和手持掃描機的按鈕可用來回應掃描過程中
螢幕上的指令。

點選以進入「學習中心」或開始培訓

點擊螢幕上的任意位置
以關閉說明視窗

（點選以創建一個新病例） （點選以檢視或搜尋病人列表）

點選以鎖定桌面

點選以進行喜好設定 點擊兩下即可與技術支援人員連線，以進行
遠端故障排除（請先致電支援部門）

點選以檢視來自愛齊科技（Align 
Technology）的通知、更新和其他
訊息

點選以檢視訂單狀態

筆記型電腦的電池電量

點擊一下問號圖示，透明的「幫助」視窗即會跳出，提供簡要的
說明。請注意，在點擊後，問號圖示將轉成耳機圖示。點擊任意
位置即可關閉說明視窗並回到原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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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基本硬體介紹
	
設備前視圖

具觸控式螢幕的筆記型電腦

Flex 集線器

手持掃描機和置放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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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裝置（手持掃描機）

觸控板

拋棄式套管 帶 USB 連接頭的可拆卸式掃
描裝置線路

側邊按鈕：掃描、開關、啟
動觸控板

通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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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設備包裝（用於運輸）

運輸
在不同診間移動時，請將設備放置在專屬的收納盒中運輸。

移動設備
為妥善保護設備，移動本設備時請小心。請按照以下步驟來移動設備的位
置：

1. 將藍色的保護套管安裝到手持掃描機上。

2. 確認掃描裝置（手持掃描機）已妥善放在收納盒內。

3. 從牆壁插座上拔下 Flex 集線器和筆記型電腦的交流電源線。

4. 將所有物件放在收納盒內（參見上圖）。

5. 請務必將收納盒保持乾燥，以避免設備受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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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組裝和軟體安裝
	
第1步：組裝 
請按照以下步驟組裝 iTero Element Flex 掃描設備：

手持掃描機 
（掃描裝置）

3.
將 USB 線連接到集線器

6.
將集線器電源線插入交流電電源插座

7.
完成安裝—— iTero Element Flex 系統設置

1.
將手持掃描機放到置放托架上

4.
將 USB 線連接到筆記型電腦

2.
將集線器電源線連接到集線器

5.
將手持掃描機線路連接到集線器

集線器和集線器電源線

置放托架

手持掃描機及其線路

連接筆記型電腦和集線器的 USB 線

A

B

C

D
A

B

CD

交流電源 USB 埠

兩項重要提示：

• 集線器必須保持與交流電墻壁插座連接

• 筆記型電腦應與交流電墻壁插座連接，
以進行口內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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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下載 iTero Element Flex 軟體 
為正確安裝和設定 iTero Element Flex 掃描設備，請確認 iTero 手持掃
描機已妥善地放在置放托架上並與集線器連接，然後將集線器連接到筆記
型電腦。在整個軟體安裝過程中，請保持筆記型電腦與交流電牆壁插座連
接。

1. 筆記型電腦設定

A. 啟動筆記型電腦。

B. 將 Windows 更新到最新版本。

2. iTero 軟體下載

A. 在瀏覽器中開啟已註冊電子信箱的收件匣。搜尋題為「Your iTero 
was shipped」的電子郵件，該郵件中列有相關說明。

B. 按一下郵件中的連結，前往軟體下載頁面。 
或者

C. 開啟瀏覽器並連到（在瀏覽器中輸入網址）download.itero.com。

3. iTero 軟體安裝

A. 按一下「Get started」按鈕。

B. 執行下載的安裝檔案。

C. 按照螢幕上的說明完成 iTero 軟體的下載。

強烈建議您定期檢查 Windows 更新並進行安裝。請允許自動更新。

也建議您在每天結束使用後，登出回到 Windows 並將電腦關機，以利安
裝更新。

在首次安裝 iTero Element Flex 軟體之前，請先安裝好所有可用的
Windows 更新。新的 Windows 電腦通常會自動檢查並執行更新。

若要檢查 Windows 更新，請開啟「設定」（Windows 鍵 + I），選擇「
更新與安全性」，然後選擇「Windows Update」。按一下「檢查更新」
以檢視是否有可用的最新更新。

建議在使用 iTero Element Flex 系統進行掃描時，關閉其他軟體應用
程式。

download.ite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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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自訂過程  

1.
選擇語言喜好設定，然後點選「Make it Mine」按鈕以啟動精靈。

2.
按照螢幕上的精靈指示，完成 iTero Element Flex 的自訂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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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操作說明
掃描機採取了多重安全控制措施，以便為使用者提供穩定且安全的工作空
間；防毒軟體就是其中一種控制措施。因此，Align 強烈建議將防毒軟體
下載到筆電上。

另一個安全控制措施是使用者的 Windows 密碼。為了符合最低安全要
求，建議使用達到以下要求的密碼：

1. 長度至少10個字元

2. 至少包含1個大寫字母（A-Z）

3. 至少包含1個小寫字母（a-z）

4. 至少包含1個數字（0-9）

5. 至少包含1個特殊字元（標點符號）——請注意，空格也是一種特殊字
元

6. 最多128個字元，且避免連續出現超過2個相同的字元（例如，不使用
111或CCC）

確定筆記型電腦已經連接到交流電牆壁插座，以確認電池電量沒有降低到
電量不足的狀態。若電量不足，則無法進行掃描。

如何啟動 iTero 程式：

1. 將筆記型電腦開機

2. 若有需要，使用 Windows 本機密碼登入 Windows 應用程序

3. 按兩下 iTero 圖示

建議在看診時間保持系統處於運作狀態，以利在診間、合作技工所和愛齊
科技（Align Technology）中心之間進行背景檔案傳輸。建議在關診時關
閉系統，並在早上開診時重新開機。

網路攝影機
依照產品說明，將網路攝影機連接到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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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關於掃描機操作、清潔和
消毒的說明
操作掃描裝置（手持掃描機）
• 掃描裝置包含精密零件，應小心操作。

處理掃描裝置的線路
• 應小心處理掃描機線路，以避免損壞。

• 避免線路纏繞、打結，或拉扯和踩踏線路等不當使用情形。

• 建議在看診的間歇期間解開所有線路的纏繞和打結，避免掃描機線路
受到擠壓。

在不同病人就診之間，清潔和消毒掃描裝置的建議標準方
式。

為避免交叉污染，請對筆記本電腦採取必要的措施和保護措施。

• 請勿將消毒劑直接噴灑在掃描機設備的表面上。

• 將消毒劑噴灑在清潔布上，或使用消毒濕紙巾擦拭掃描裝置。

• 警告：若掃描機設備表面上的消毒劑濃度過高，可能會導致外部或內部
零件的損壞。

• 遵照消毒劑廠商的建議，控制適當的消毒時間。用不起毛的乾淨清潔
布擦去殘留的液體消毒劑。

• 注意：根據需要，在消毒時採取標準的個人防護措施。

• 警告：請勿觸摸掃描裝置（手持掃描機）的光學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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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清潔和消毒掃描裝置與置放托架的耗材
建議在清潔和消毒掃描裝置與置放托架時使用以下耗材。

產品名稱 pH（酸鹼值） 廠商件號（P/N） 廠商名稱

Birex ® Quat 消毒濕紙巾 7.6 BI 240 Biotrol Intl.

凱威瑟消毒液 CaviCide AF 12.7 13-800 美適 Metrex

凱威瑟消毒液 CaviCide
凱威消毒濕紙巾 CaviWipe

12.5 13-1000
13-1100

美適 Metrex

凱威瑟消毒液 CaviCide 1
凱威消毒濕紙巾 CaviWipe 1

12.5 13-5000
13-5100

美適 Metrex

高樂氏 Clorox Healthcare ®過氧化氫清潔
消毒液 2-3 30828, 30829 高樂氏 Clorox® Healthcare™

高樂氏 Clorox Healthcare®過氧化氫清潔消
毒濕紙巾 2-3 30824, 30825 高樂氏 Clorox® Healthcare™

Opti-Cide 3®消毒液 7.6 DOCS12-024, DOCP04-128 Biotrol Intl.

Opti-Cide 3®消毒濕紙巾 7.6 DOCW06-100 Biotrol Intl.

OPTIM 33TB 消毒液 2.5-3.5 OPT33-1GAL, OPT-33-1QT SciCan Inc.

OPTIM 33TB 消毒濕紙巾 2.5-3.5 OPT33-W10X10, OPT-33-W12 SciCan Inc.

ProSpray 消毒液
ProSpray 消毒濕紙巾 10 PSC240

PSW-1
Certol

Webcol® 消毒酒精
棉片 7 5110 美敦力 Med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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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更換病人用過的套管
清潔和消毒掃描裝置（手持掃描機）
為避免交叉感染，每次病人就診後必須對掃描裝置進行徹底的清潔和消毒，
並更換拋棄式套管。首先將消毒液噴灑在清潔布上，或使用消毒濕紙巾，清
潔掃描裝置和掃描裝置的置放托架。然後依照以下步驟取下用過的套管，並
裝上新的拋棄式套管。

 注意：棄置掃描機塑膠套管時，應遵照感染性醫療廢棄物的丟棄標
準程序或當地法規。

第1步
在取下或套上套管時，握住套管的中間部位。

第2步
輕輕按壓拋棄式套管的兩側，將套管從掃描裝置上慢慢拔下來後丟棄。

第3步
輕輕地將新套管套到掃描裝置上，直到其卡進標準位置。

警告：光學表面！
請勿觸摸光學表面。觸摸可能會造成損壞。若需要清潔，請使用套管盒內的
清潔布和防靜電布。若想瞭解正確的使用方法，請參閱盒裝掃描機套管包裝
中的說明。

更換拋棄式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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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機套管
有兩種類型的套管可用於掃描裝置（手持掃描機）：

拋棄式套管
白色套管是一次性使用的套管，用於為病人進行掃描。為不同病人看診時，
請務必更換掃描裝置上的白色套管，以避免交叉感染。請在每位病人使用後
丟棄白色套管。

盒裝掃描機套管
若	iTero	的線上商店www.store.itero.com有貨，則可由此訂購每盒25支入
的掃描機套管。	

保護套管
在不使用掃描裝置時，藍色的保護套管用於保護鏡頭的光學表面。請將藍
色套管放在安全的地方，以免丟失或損壞。

www.store.iter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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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診間區域
網路指南 
簡介
iTero Element 掃描機使用無線網路連線來將掃描結果傳送至 iTero 雲端
系統，並在雲端進行檢索。

建議使用最新科技產品，以達最佳操作體驗。以下是有關最佳無線網路連
線的一些有用指南：

無線網路連線等級

極佳 
 >-50 dBm

良好 
-50 至 -60 dBm

一般 
-60 至 -70 dBm

弱 
 <-70 dBm

• 重要提示：為了讓 iTero Element 掃描機能以最佳性能運作，請確保
無線網路訊號強度為「極佳」，或至少為「良好」。

• 注意：基於安全考量，掃描病人時，切勿將區域網路的線路連接到 
iTero Element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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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工作
• 所需的數據機或路由器應設定有 WPA2 安全標準模式（包括密碼）。

• 請確保在安裝掃描機時，您的 IT 專業人員能隨時提供協助。

• 請準備好您有效的無線網路 SSID 認證資料，包括帳號名稱和密碼。

• 系統的無線網路訊號強度應顯示至少兩條曲線，如前頁所示。

• 「設定」中的診斷工具（或連線工具）的使用建議如下。

• iTero 連線工具可用來測試任何電腦與本地無線網路的連線品質（請盡
可能在靠近掃描機的位置執行測試）。

• 連線工具可由此下載：fc1.orthocad.com\download\AlignSupport\
ConnectivityCheck2.0.exe

• 為防止 iTero 掃描機出現存取或連線等方面的問題，建議負責的 IT 專
業人員可考慮以下事項：

1. 與接聽連接埠80和443的 Align 服務相關的主機名稱建議。

2. 請勿阻止 FTP 通訊，因為掃描機會傳送特定的檔案類型（.3ds 和 
.3dc/.3dm）。

3. 禁用任何代理用戶端透過 TCP/IP 進行資料通訊。

4. 請勿將掃描機新增到任何網域群組。

5. 請勿在掃描機上執行任何群組原則，以免干擾其正常運作。

路由器指南
最低標準：802.11N / 802.11AC

網際網路連線指南
為了讓 iTero Element 掃描機能以最佳性能運作，請確保每台掃描機的網
際網路連線上傳速度至少為1Mbps。另請注意，與掃描機同時連接到網際
網路的任何其他裝置都可能會影響掃描機的運作性能。

防火牆
開啟連接埠（若防火牆已啟用）： 

a.  80 - HTTP - TCP
b.  443 - HTTPS - 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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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網路提示
無線網路路由器讓您能在無線網路訊號覆蓋範圍內的任何位置使用無線網
路連線上網。然而，無線網路訊號的覆蓋範圍和強度可能會受訊號必須穿
過的牆壁、天花板或其他隔板的數量、厚度和位置所限制。正常訊號變化
範圍會依您家中或工作場所的建築材料類型和背景射頻（RF）雜訊而定。

1. 請盡可能減少路由器和其他網路裝置之間的牆壁和天花板數量。每個
屏障可能會使網路介面卡的接收範圍縮小1-3公尺（3-9英尺）。

2. 請確保各網路裝置之間的直線連接路徑中沒有任何隔板。即使是看起
來相當薄的牆壁，僅僅將牆壁角度移動2度，也能使訊號範圍縮小1公
尺（3英尺）。為了達到最佳的接收效果，請將所有裝置放在適當位
置，使無線網路訊號能垂直（90 度角）穿過牆壁或隔板，而非以傾斜
的角度。

3. 建築材料會影響訊號傳遞效果。實心金屬門或鋁釘的密度可能很大，
從而對無線網路訊號的傳遞產生不良影響。請盡可能將存取點、無線
網路路由器和電腦放在適當位置，以利網路訊號穿過石膏牆板或無阻
礙的通道。玻璃、鋼鐵、金屬、隔熱牆、水箱（水族箱）、鏡子、文
件櫃、磚塊和混凝土等材料和物體可能會減弱無線網路訊號。

4. 請將您的 iTero 產品遠離電子裝置或產生射頻（RF）雜訊的電器（至
少3-6英尺或1-2公尺）。

5. 若您同時使用2.4GHz無線電話或 X-10（吊扇、遙控燈和家庭安全系統
等無線產品），您的無線網路連線可能會遭到嚴重干擾或完全中斷。
即使未處於使用狀態，許多無線裝置仍會持續發送射頻（RF）訊號。
請盡可能讓其他無線裝置遠離掃描機和路由器。

6. 在您所在的區域，可能有多個使用中的無線網路。每個網路使用一個
或多個頻道。若有頻道與您系統的頻道接近，則訊號傳遞可能會逐漸
減弱。請您的 IT 部門檢查此一問題，若有需要，請變更您的網路使用
頻道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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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 主機名稱建議
Align 持續不斷改進其產品和服務。因此，現在使用者可以直接使用主機名
稱，而不只是某個特定 IP。

使用下表中的主機名稱可促進 Align 掃描機的正常運作，並利於操作掃描機
的所有進階功能。

Align 主機名稱建議：

主機名稱 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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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圍：Amazon 全球 CDN 服務——IP 位址範圍取決於掃描機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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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ro Element Flex 操作手冊 繁體中文 

19

附錄 A：

EMC 聲明
	
iTero Element Flex 的電磁相容性（EMC）測試結果摘要

測試 標準 等級或程度 測試結果

文件（IEC 60601-1-2 第4和第5節）

電磁相容性（EMC）的一般要求 第4.1節 -- 合規

外部標籤 第5.1節 -- 合規

關於使用者手冊的規定 第5.2.1節 -- 合規

技術說明的精確性 第5.2.2節 -- 合規

電磁干擾測試（IEC 60601-1-2 第7節）

傳導發射 
頻率範圍：150 kHz - 30 MHz

CISPR 11
第1組B類
230、120 和 100 V 交流電源 @ 50 Hz；
220 V 交流電源 @ 60 Hz

合規

輻射發射 
頻率範圍：30 - 1000 MHz

CISPR 11 第1組B類 合規

諧波電流測試 IEC 61000-3-2 230 V 交流電源 @ 50 Hz 
以及 220 V @ 60 Hz

合規

電壓變化、電壓波動和電源閃爍測試 IEC 61000-3-3 230 V 交流電源 @ 50 Hz 
以及 220 V @ 60 Hz

合規

抗干擾測試（IEC 60601-1-2 第8節）

對靜電放電的抗干擾測試（ESD） IEC 61000-4-2 8 kV 接觸放電和 
15 kV 空氣放電 合規

對輻射電磁場的抗干擾測試 IEC 61000-4-3 10.0 V/m；80 MHz，2.7 GHz，
80％AM，1 kHz

合規

對鄰近無線通訊裝置的抗干擾測試 IEC 61000-4-3
頻率範圍： 
從 9 V/m 到 28 V/m，
PM（18 Hz 或 217 Hz），FM 1 kHz

合規

對電氣快速瞬變（EFT）的抗干擾測試 IEC 61000-4-4 ±2.0 kV - 交流電源；
Tr/Th – 5/50 ns，100 kHz

合規

對電壓突波的抗干擾測試 IEC 61000-4-5

±2.0 CM / ±1.0 kV DM 
在 230 V 交流電源 @ 50 Hz 
和 220 V 交流電源 @ 60 Hz 上； 
Tr/Th – 1.2/50 (8/20) ms

合規

對無線電頻率場引起的傳導干擾的‑抗干擾測試 IEC 61000-4-6
3.0，6.0 VRMS 
在 230 V 交流電源和手持掃描機線路上
0.15÷ 80 MHz，80% AM @ 1 kHz

合規

對電壓驟降、短暫斷電和電壓變化的抗干擾測試 IEC 61000-4-11

在 230 V 和 100 V 交流電源 @ 50 Hz 上：
0％ - 0.5個週期和1個週期 
70% - 25個週期；0% - 250個週期  
在 220 V 交流電源 @ 60 Hz 上：
0％ - 0.5個週期和1個週期 
70% - 30個週期；0% - 300個週期

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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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項目 規格

螢幕 筆記型電腦螢幕

掃描機 掃描機會發出紅色雷射（680奈米，一級）以及白色 LED 燈光。

設備運作電源 100-240VAC- 50/60 Hz – 40VA（最大）

設備運作最適溫度 18° 至 26°C（64.4° 至 78.8°F）

儲存或運輸最適溫度 -5° 至 50°C（23° 至 122°F）

設備運作的最適環境壓力和海拔高度 壓力：520 mmHg 至 760 mmHg（約 69 kPa 至 101 kPa）
海拔高度：0英呎至10,000英呎

儲存或運輸的最適環境壓力和海拔高度 壓力：430 mmHg 至 760 mmHg（約 57 kPa 至 101 kPa）
海拔高度：0英呎至15,000英呎

相對濕度 運作：40％ 至 70％；儲存：30％ 至 90％

尺寸

iTero Element Flex 集線器：
長度：206公釐（約8英吋）
寬度：94公釐（約3.7英吋）
高度：36.5公釐（約1.4英吋）

iTero Element 手持掃描機：
長度：338.5公釐（約13英吋）
寬度：53.5公釐（約2英吋）
高度：69.8公釐（約3英吋）

置放托架：
長度：262公釐（約10英吋）
寬度：89公釐（約3.5英吋）
高度：52公釐（約2英吋）

收納盒
寬度：326.5公釐（約13英吋）
長度：455公釐（約18英吋）
高度：184公釐（約7英吋）

淨重
iTero Element Flex 集線器：約0.5公斤（約1磅）
iTero Element 手持掃描器：0.47公斤（約1磅）
空收納盒：約2公斤（約4.5磅）

貨運重量 約8公斤（約17.6磅）

附錄 B：

硬體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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