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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DE FR

Before using the product, please read the In-
structions for Use carefully. You can download 
it on the internet: 

www.bienair.com/support/download-center/

If you have any difficulty accessing the docu-
ment or would like to request a printed copy, 
you can order one - free of charge - by con-
tacting one of Bien-Air subsidiary (see phone 
numbers at the back cover of the Instructions 
for Use).

The printed copy of the instruction for use will 
be provided within a maximum of 5  working 
days. 

Note: The Instructions for Use may be revised 
from time to time. Please refer to Bien-Air web 
page for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Lesen Sie vor dem Gebrauch des Produkts 
die Bedienungsanleitung sorgfältig durch. 
Diese können Sie unter folgendem Link herun-
terladen: 

www.bienair.com/support/download-center/

Sollten Sie Probleme beim Zugriff auf das 
Dokument haben oder eine gedruckte Ver-
sion bevorzugen, können Sie diese bei einer 
Niederlassung von Bien-Air oder über die 
Bien-Air-Zentrale in der Schweiz kostenfrei 
bestellen. Die Telefonnummern finden Sie auf 
der Rückseite der Bedienungsanleitung.

Die Druckversion erhalten Sie dann innerhalb 
von fünf Werktagen.

Hinweis: Die Bedienungsanleitung wird von 
Zeit zu Zeit überarbeitet. Auf der Website von 
Bien-Air finden Sie immer die aktuelle Version.

Avant d’utiliser le produit, veuillez lire atten-
tivement le mode d’emploi. Vous pouvez le 
télécharger sur Internet:

www.bienair.com/support/download-center/

Si vous rencontrez des difficultés pour ac-
céder au document ou si vous souhaitez en 
demander une copie imprimée, vous pouvez 
en commander une gratuitement en contac-
tant l’une des filiales de Bien-Air ou le siège 
social de Bien-Air en Suisse (voir numéros de 
téléphone au dos du mode d’emploi).

La copie imprimée du mode d’emploi sera 
fournie dans un délai maximum de 5 jours 
ouvrables.

Remarque: Le mode d’emploi peut être 
révisé de temps à autre. Veuillez vous référer 
à la page Web de Bien-Air pour la version la 
plus récente.

IT ES RU

Prima di utilizzare il prodotto, leggere atten-
tamente le istruzioni per l’uso. È possibile 
scaricarle su internet: 

www.bienair.com/support/download-center/

Nel caso si riscontrino difficoltà nell’acced-
ere al documento o si desideri una copia 
cartacea, è possibile ordinarla gratuitamente 
contattando una filiale Bien-Air o la sede 
centrale di Bien-Air in Svizzera (consultare i 
numeri di telefono sul retro della copertina del-
le istruzioni per l’uso).

La copia cartacea delle istruzioni per l’uso 
sarà fornita entro un massimo di 5 giorni 
lavorativi.

Nota: Le istruzioni per l’uso possono essere 
revisionate di volta in volta. Fare riferimento 
alla pagina web Bien-Air per la versione più 
recente.

Antes de utilizar el producto, lea atentamente 
las instrucciones de uso. Puede descargarlas 
en: 

www.bienair.com/support/download-center/

Si tiene alguna dificultad para acceder al doc-
umento o quiere solicitar una copia impresa, 
puede pedirla de manera gratuita poniéndose 
en contacto con una de las filiales de Bien-Air 
o con la sede de Bien-Air en Suiza (consulte 
los números de teléfono en la cubierta trasera 
de las instrucciones de uso).

La copia impresa de las instrucciones de uso 
se proporcionará en un plazo máximo de 5 
días laborables.

Nota: Las instrucciones de uso pueden revis-
arse periódicamente. Consulte la página web 
de Bien-Air para ver la versión más reciente.

Перед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делия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прочтите Инструкцию по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Ее можно загрузить из 
интернета: 

www.bienair.com/support/download-center/

Если у вас возникнут сложности с 
доступом к документу или вы захотите 
заказать напечатанный экземпляр 
(бесплатно), обращайтесь в одну из 
дочерних компаний Bien-Air или в 
главный офис Bien-Air в Швейцарии 
(номера телефонов приведены на 
задней странице обложки Инструкции 
по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Напечатанный экземпляр Инструкции 
по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будет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 в 
течение максимум 5 рабочих дней.

Примечание. Инструкция по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может время от времени 
пере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Новейшая версия 
будет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на веб-странице 
Bien-Air.

PL ZH PT

Przed przyst pieniem do u ytkowania produk-
tu nale y uwa nie zapozna  si  z Instrukcj  u yt-
kowania. Instrukcj  mo na pobra  ze strony: 

www.bienair.com/support/download-center/

W przypadku trudno ci w dost pie do doku-
mentu lub w celu zamówienia (darmowego) 
drukowanego egzemplarza nale y skontakto-
wa  si  z jednym z oddzia ów Bien-Air (numery 
telefonów podano na tylnej ok adce Instrukcji 
u ytkowania).

Drukowany egzemplarz instrukcji zostanie 
dostarczony w ci gu maksymalnie 5 dni robo-
czych. 

Uwaga: Od czasu do czasu Instrukcja u yt-
kowania mo e by  poddawana modyfikacjom. 
Najnowsza wersja dost pna jest na stronie 
internetowej Bien-Air. 

使用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您
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进行下载 ： 

www.bienair.com/support/download-center/

如果您获取该文档有困难或希望索取印刷版，
则只需联系任意 Bien-Air 子公司或位于瑞士的 
Bien-Air 总部（电话号码位于使用说明书的封
底），即可免费获取。

印刷版的使用说明书将在最多 5 个工作日内提
供。

注意 ：使用说明书可能会不时修订。如需最新
版本，请访问 Bien-Air 网站。

Antes de utilizar o produto, leia atentamente 
as Instruções de Uso. Pode transferi-las 
através do site: 

www.bienair.com/support/download-center/

Se tiver alguma dificuldade a aceder ao 
documento ou se quiser solicitar uma cópia 
impressa, pode pedir uma gratuitamente 
contactando uma subsidiária da Bien-Air 
(consultar os números de telefone na contra-
capa das Instruções de Uso).

A cópia impressa das Instruções de Uso 
será fornecida, no máximo, dentro de 5 dias 
úteis. 

Observação: As Instruções de Uso podem 
ser revisado periodicamente. Consulte a pá-
gina web da Bien-Air para obter a versão 
mais rec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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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 Lubricare 2 牙科手机维护装置。
为了获得最佳安全性和产品性能，以及避免对人员造成伤害，使用装置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并注意警告和注意事项。  
请将本手册放置在易于取用的地方，以便快速方便地查阅。

商标 和注册商标： 
本手册中使用的公司、产品、服务等名称是各公司拥有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2020  J. MORITA MFG.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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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经销商

1.1 客户

1.5 发生事故时

1.3 预防事故

务必清楚了解与本随附手册所述的装置各种使用方式有关的说明。
填写保修卡并签名，以及向销售本装置的经销商提供副本。

一旦发生事故，在制造商授权的合格受训技术人员完成修理前，不得使用 Lubricare 2。

针对在欧盟国家使用 Lubricare 2 的客户 ：
如果发生任何与装置有关的严重事故，请报告所在国家/地区的主管当局，并通过区域分销商报告制造商。具体流程应遵守
相关国家/地区的法规。

务必提供与本随附手册所述的装置各种使用方式有关的明确说明。
为客户说明如何操作装置后，让客户填写保修卡并签名。然后在保修卡上填写自己的部分，并将副本交给客户。请务必将制
造商的副本发送到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

大多数操作和维护问题源自对基本安全预防措施不够重视，以及未能预见潜在事故。
通过预测潜在危险，遵循制造商建议操作装置，能够很好地避免发生问题和事故。首先，请仔细阅读与安全和事故预防有关
的所有预防措施和说明。然后小心地操作装置，避免损坏装置或造成人身伤害。
一旦发生事故，在制造商授权的合格受训技术人员完成修理前，不得使用 Lubricare 2。
以下符号和说明表示忽视相应说明可能导致的危险和伤害程度：

用户（例如医疗机构、诊所、医院等）负责医疗设备的管理、维护和使用。
本装置不得由牙医、医生或其他合法授权的专业人士以外的人员使用。
请勿将 Lubricare 2 用于润滑和冲洗等手机维护操作以外的用途。
* 本手册使用的术语“冲洗”指从手机内部排出和去除切割碎屑和异物。

1.4 免责声明
 ■ Bien-Air Dental SA 对以下情形导致的事故、产品损坏或人身伤害概不负责：
(1) 由 Bien-Air Dental SA 未授权的人员进行修理。
(2) 对产品进行任何更改、改装或变更。
(3) 使用非 Bien-Air Dental SA 采购的其他制造商生产的产品。
(4) 使用非 Bien-Air Dental SA 指定或非原始状态的零件或组件进行维护或修理。
(5) 以本手册所述操作程序以外的方式或不符合本手册中的安全预防措施和警告的方式操作装置。
(6) 工作场所、环境或安装条件不符合本手册所述，例如电源不合适。
(7) 火灾、地震、洪水、闪电、自然灾害或不可抗力。

 ■ Bien-Air Dental SA 将为产品提供替换零件和服务，持续至产品停产后 10 年。在此期间，将继续提供替换零件和服务。
 ■ 在定期正常检查和维护的前提下，Lubricare 2 的使用寿命为安装日期起 5 年。

1 事故预防

此符号表示防止装置损坏所需的强制性操作和程序。

此符号表示可能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装置彻底损坏，以及包括火灾在内的其他财产损失。

此符号表示可能导致轻度或中度伤害或装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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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预防措施

2 预防措施

• 如果暂时不使用装置，请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并关闭供气阀。

这些预防措施对于安全操作和使用特别重要。
• 请勿在患者检查区域使用下列无线传输装置。此类装置产生的电磁干扰可能导致 Lubricare 2 故障。检查区域内所

有发射电磁波的装置都应关闭。
(1) 移动电话和智能设备。
(2) 无线发射装置，例如业余无线电、无线对讲机和收发器。 
(3) 个人手持式电话系统 (PHS)
(4) 用于建筑内传呼系统、无线 LAN、模拟无绳电话和其他电力无线装置的路由器。

• 电动手术刀、照明设备或附近使用的其他装置产生的电磁辐射可能会影响 Lubricare 2 操作。
• 本装置不可用于空气轴承手机。

处方装置 
注意：联邦法律规定本装置仅可由牙科医生销售或在牙科医生许可下销售。  

（仅适用于美国）

• 请勿改装装置。
• 请勿在装置顶部放置任何物品。
• 请勿在明火附近或任何受高温影响的地方使用本装置。否则可能导致安装的喷雾罐起火或爆炸。
• 切勿用湿手触碰电源线或电源开关。有触电危险。
• 如遇闪电，请立即停止使用本装置，请勿触碰主机或连接的电源线，避免触电。
• 本装置必须在通风良好的位置安装和操作。
• 如果发现装置有任何异常（冒烟、焦味等），请立即关闭电源并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然后联系当地

经销商或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
• 为防止感染，使用或清洁本装置时请务必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例如手术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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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防止感染扩散，使用 Lubricare 2 进行维护后，请务必对手机进行高压灭菌。

3 预期用途和使用流程

Lubricare 2 用于润滑和清洁牙科器械内部。
 █预期用途

 █使用流程

手机可使用 Lubricare 2 进行润滑。

清洁 消毒 清洁*和润滑 包装检查

维护程序

杀菌

清洁*和润滑

* 本手册中使用的术语“清洁”指使用 Bien-Air Dental SA 制造的 SPRAYNET 进行手机的内部清洁。 

* SPRAYNET 仅用于清洁；请勿将其用作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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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件

 █主机

 █随附物品（装置零件和耗材）

吸油垫
（数量：1）

吸油纸
（数量：1）

喷雾架
（数量：2）

电源线
（数量：1）

空气管
（数量：1）

门吸油板 
（数量：1）

※ 电源线类型和插头形状取决于您所在的国家
或地区。

前门吸油板挡板
（数量：1）

LS 联轴器
（数量：4）

电源线 
（仅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

（数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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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零件识别

5 零件识别和功能

 █后视图

空气调节器后盖（右）

后盖（左）

喷雾架电源线

操作面板

前门

 █正面  █正视图
联轴器 

卡盘润滑单元

排气开口

前门前门

门铰链门铰链
门吸油板门吸油板

 █底部

排气口

集油盘

吸油纸

门密封条

集油盘 电源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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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LUBRICATE

STEP 1
CLEAN

SpraynetLubrifluid

5.2 操作面板：开关和指示灯的名称及功能

 █开关
管路选择开关启动/停止开关

模式 1 选择开关 模式 2 选择开关

5.2.1 建议模式

根据手机的类型，可以选择两种模式。  每种模式的油使用量和吹扫（空转）时间设置有所不同。
所有管路的初始设置均用于模式 1。  如需更改设置，请使用下表作为参考。

 p. 27 “7.3.5 切换维护模式”

* 您可以对模式 1 建议的手机进行选择并执行模式 2 维护，但完成维护后手机内会有余油。

启动/停止开关

模式 1 选择开关

按下此开关可启动或停止清洁或润滑。

当连接模式 1 建议的手机时，按下此开关
选择模式 1。

管路选择开关

模式 2 选择开关

选择所需管路进行手机维护。

当连接模式 2 建议的手机时，按下此开关
选择模式 2。

手机类型

建议模式
Spraynet / Lubrifluid 仅适用于 Lubrifluid

模式 1
（操作时间：20 秒/手机）

模式 1
（操作时间：20 秒/手机）

模式 2
（操作时间：40 秒/手机）

空气涡轮手机
直手机
弯手机：减速型号
弯手机：恒速型号
弯手机：增速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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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LUBRICATE

STEP 1
CLEAN

SpraynetLubrifluid

 █指示灯

电源灯 

工作灯

完成灯

管路选择灯

润滑模式选择灯 空喷雾罐灯

电源灯
打开电源开关时亮起。

润滑模式选择灯
根据所选管路，相应的灯亮起。

完成灯
完成手机清洁或润滑后亮起。

工作灯
正在进行手机润滑时亮起。

管路选择灯
选择相应的管路时各灯亮起。进行润滑时，
相应的管路灯闪烁。
操作期间如果前门打开，所有管路灯将亮
起。

空喷雾罐灯

如果相应的管路气压未达到额定值，各灯将闪烁。 
 p.12 "6.1.2 空气管"

如果相应的喷雾罐在工作期间排空，各灯将闪烁。 
 p.16 "6.2.2 喷雾罐"

当清洁或润滑管路内发生任何异常时，各灯亮起。 
 p.34 "9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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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感染，使用或清洁本装置时请务必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例如手术手套。然后正确地处置个人防护设备。
• 请勿在明火附近或任何受高温影响的地方使用本装置。否则可能导致安装的喷雾罐起火或爆炸。
• 将主机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并定期通风。

6.1 主机

6 设置

安装主机时，周围应至少留出下图所示的空隙。

• 请将装置放置在平稳的表面上。否则装置有可能倾翻或掉落。

6.1.1 安装

 █正视图  █俯视图

确保电源线和空气管不处于张紧状态。否则可能导致故障。

* 在电源插座周围留出足够的空间，以便可以正确地插入/拔下电源线插头。

大于 5 cm

大
于

 1
0 

cm

大
于

 1
0 

cm

大于 5 cm

大
于

 1
0 

cm

大
于

 1
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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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后盖（左）。

使用不含碎屑或油的干燥压缩空气。否则可能导致故障。

将空气管完全插入管接头。否则，送气时空气管可能断开。

只能使用 Lubricare 2 附带的空气管。使用任何其他管可能会意外断开。

3. 轻拉空气管，确保连接无误。然后打开主空气阀送气。

请勿用力拉空气管。否则装置可能倾翻。

确保空气管未弯曲或破损。否则可能导致故障。

2. 将空气管穿过管孔，牢牢地插入管接头。  
将空气管另一端连接至主空气阀。

空气调节器

空气管 

管孔

管接头 

后盖（左）

6.1.2 空气管

连接至主空气阀

空气阀（单独出售）

空气调节器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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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输入空气压力设置为 0.7 MPa 或以下。否则空气管有爆裂风险。

• 切勿用湿手触碰电源线。否则可能导致触电。
• 请务必使用接地连接。否则，一旦 Lubricare 2 发生故障或漏电，有起火或触电的风险。
• 连接电源线时，先将电源线连接器连接至装置，然后将电源线插头连接至电源插座。

6.1.3 电源线

1. 将电源线连接器穿过电源线孔并连接连接器。
2. 将电源线插头插入电源插座。

电源线插头

电源线连接器

电源线孔

电源线连接器

4. 拉起空气调节器的调节旋钮，然后通过旋转将空气压力调节至 0.3 
MPa 至 0.5 MPa 之间。
* 建议：0.4 MPa

增加 减小

空气压力

请勿将空气压力设置为 0.3 MPa 以下。否则可能导致故障。

请勿将空气压力设置为 0.5 MPa 以上。否则也可能导致故障。

确保电源线连接器完全插入。否则可能导致故障。

连接/断开电源线时，请抓住连接器本身。抓着电源线可能导致连接中断或故障。

• 根据手机和联轴器的类型，可能出现油雾。如果出现油雾，请将空气压力降低至 0.3 MPa。

* 电源线类型和插头形状取决于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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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感染，使用或清洁本装置时请务必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例如手术手套。

6.2 喷雾罐

Lubricare 2 可使用专用清洁喷雾剂（例如 SPRAYNET）执行清洁模式。
Lubricare 2 可与非 Bien-Air Dental SA 制造的喷雾剂结合使用。  若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更换喷雾罐支架和联轴器。

 █喷雾罐与清洁和润滑管路

将喷雾罐“LUBRIFLUID”固定在润滑管路的喷雾架以及卡盘润滑单元上。 

将喷雾罐“SPRAYNET”固定在清洁管路的喷雾架上。

 █维护喷雾

* SPRAYNET 仅用于清洁；请勿将其用作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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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与各喷雾罐对应的喷雾架。

6.2.1 喷雾架

后盖（右）

喷雾架

1. 打开后盖（右）。

2. 将喷雾架竖直向下放置。确保喷雾架的上表面朝上。

要更换喷雾架，请直直地向上拉出旧支架，然后直直地向下放置新的喷雾
架。

 █放置

 █拆卸

（朝上）
下表面上表面

（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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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抓住喷雾罐，沿逆时针方向升高锁定杆。  
检查喷雾罐在垂直方向上有无松动。

* 如果松动，请重新调节。  p. 17 “6.2.3 喷雾架调节”

• 如果喷雾罐倾斜或未正确固定，油可能溅入您的眼睛。

锁定杆

切勿对空气轴承手机使用清洁喷雾剂。否则，会损坏 Lubricare 2 和手机。

确保锁定杆完全抬起。否则，错误的连接会导致无法供油。（相应的空喷雾罐灯会亮起。）

• 请勿用进气口以外的物品按压喷雾阀杆顶端。否则油可能溅入您的眼睛。

 █放置

6.2.2 喷雾罐

进气口

1. 打开后盖（右），然后将喷雾阀杆顶端插入进气口。

喷雾器促动器

盖

* 从喷雾罐上拆下盖和喷雾器促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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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锁定杆正确抬起后喷雾罐在垂直方向上仍然松动，或者锁定杆无法
抬起，则需要拆下喷雾罐，调节喷雾架的高度。

要调节高度，请用六角扳手旋转位于喷雾架中心的调节螺丝。

1. 沿顺时针方向调低锁定杆。
2. 检查锁定杆是否水平，然后拆下喷雾罐。

* 如果喷雾罐仍然连接至进气口，则将喷雾罐直直地向下拉。

6.2.3 喷雾架调节

六角扳手

锁定杆

调节螺丝

六角扳手

喷雾架

升高
降低

 █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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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bricare 2 
联轴器

Lubricare 
联轴器

6.3 联轴器

• 对于其他制造商的手机，请使用专为 Lubricare 2 设计的选配联轴器或您的牙科治疗装置的
原厂联轴器。

• 请勿使用为其他制造商的维护装置制造的联轴器。否则，可能导致油雾释放或手机维护不
良。

 █连接

一手将联轴器推向连接器，另一只手沿插图所示箭头方向拧松连接螺母。

1. 打开前门，检查模式设置和联轴器类型是否匹配。将联轴器的厚壁管道
固定在右侧，然后将联轴器插入连接器。

  p. 9 “5.2.1 建议模式”

2. 一手将联轴器推向连接器，另一只手向下拉连接螺母，然后沿插图所示
箭头方向拧紧。 
轻摇联轴器，检查连接是否牢固。

连接螺母

连接螺母

请勿用钳子或其他工具拧紧连接螺母。否则会损坏联轴器。

* 如果无法顺畅地拧紧连接螺母，请拧松并重试。

* 用手用力拧紧连接螺母。否则，油和空气可能泄漏，且无法正确执行维护。

 █拆卸

Lubricare 的联轴器无法用于 Lubricare 2。正确

正确

错误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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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集油盘和吸油垫

拉出集油盘，将吸油垫固定在上面，然后完全推回。

6.4 吸油纸
将吸油纸置于装置内。检查长边是否朝向装置正面。
* 吸油纸可正反面安装。

吸油垫

集油盘未正确插入。

集油盘

吸油纸

短边

长边

正面

集油盘正确插入。

• 确保集油盘完全插入。否则前门可能无法正确关闭，油雾可能溅入您
的眼睛。

正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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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门吸油板和前门吸油板挡板

2. 将前门上的磁铁对准吸油板挡板上的金属凸块，以便门吸油板固定
到位。

磁铁

前门

前门

将磁铁对准吸油板挡板
上的金属凸块。

前门吸油板挡板

门吸油板

1. 将前门吸油板挡板插入门吸油板，前门吸油板挡板上的凸块对准门吸
油板上的孔。

孔

孔

孔

前门吸油板挡板

门吸油板

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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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操作、运输和存储环境

                                      

操作环境： 
温度：+10°C 至 +40°C
湿度：30% 至 75%（无冷凝）
大气压力：70 kPa 至 106 kPa

 ■ 避免本装置长时间暴露于阳光直射。
 ■ 如果装置一段时间未使用，重新使用前请确保装置正常运转。

　
运输和存储环境： 

温度：-10°C 至 +50°C
湿度：10% 至 85%（无冷凝）
大气压力：70 kPa 至 106 kPa 

 ■ 请勿运输或存储已安装喷雾罐的装置。

7.2 维护类别
Lubricare 2 的维护类别如下表所示。

 p. 27 “7.3.5 切换维护模式”

维护类别 用途

应用 
 p.9 

总操作时间 基本操作空气涡轮手机， 
微电机附件

（减速和恒速）

微电机附件
（增速）

卡盘润滑* 
（日常使用）

在手机主体润滑前进行卡盘维
护。 约 4 秒  p. 24  

“7.3.3 卡盘润滑”

手机主体清洁和润滑 
（日常使用）

模式 1 
（推荐用于 Lubrifluid 和 
Spraynet）

约 20 秒/手机

 p. 25  
“7.3.4 手机主体润滑”

模式 1 
（仅适用于 Lubrifluid） 约 20 秒/手机

模式 2 
（仅适用于 Lubrifluid） 约 40 秒/手机

冲洗 
（根据需要） 黑色油来自手机时。 约 80 秒/手机  p. 28  

“7.4.2 冲洗模式”

吹风 
（根据需要） 要去除手机内的水和余油。 约 30 秒/手机  p. 28  

“7.4.1 吹气模式”

* 对于 Bien-Air Dental SA 制造的手机，应仅对空气涡轮手机和弯手机进行卡盘润滑（增速型号）。在其他手机上进行
卡盘润滑可能导致连接零件和手机头过量渗油。 
对于其他制造商的手机，请遵循随附用户手册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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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基本操作

7.3.1 打开/关闭电源
在主机右侧，打开电源开关 (  )。
电源灯亮起绿色。
使用后，关闭电源开关 ( )
电源灯将熄灭。

将 SPRAYNET 罐固定在清洁管路的喷雾架上，执行手机内部清洁。
手机必须连接至清洁管路的联轴器。

使用 Lubricare 2 前请务必检查以下要点。
• 空气压力是否设置在 0.3 MPa 和 0.5 MPa 之间。（建议：0.4 MPa）
• 各联轴器有无正确的 O 型环？
• 联轴器的所有连接螺母是否正确固定？

开

关

电源灯

电源开关 如果装置一段时间未使用，重新使用前请务必检查装置是否正常
运转。

• 使用后请务必关闭电源开关。
• 如果暂时不使用装置，请拔下电源线并关闭主空气阀。

2. 轻摇手机，检查连接是否牢固。
3. 将手机连接至合适的管路后，关闭前门。

所有管路的初始设置均用于模式 1。  检查手机类型并根据需要更改模式。
 p. 9 “5.2.1 建议模式”

 p. 18 “6.3 联轴器”
 p. 27 “7.3.5 切换维护模式”

7.3.2 手机主体清洁

1. 将手机连接至联轴器，钻头插入孔朝向后侧。将手机完全插入，直至听
到咔哒声。

1  连接手机

如果钻头插入孔朝向前门，维护期间很可能洒出更多油，维护后手机上逐渐积累余油。另外，
前门可能变得更脏。

将手机完全插入，直至卡入到位。否则，手机可能在润滑过程中掉落。

如果发现联轴器 O 型环有任何损坏，请立即更换新零件。否则，手机无法正确连接。 
 p. 33 “8.3.5 联轴器 O 型环”

* 请务必关闭前门。否则，润滑流程不会开始。

• 对于微电机附件（直手机或弯手机），有些装置在润滑期间应插入钻头，
有些不用。请参考手机附带的用户手册。

咔哒！
咔哒！

钻头插入孔朝向主机侧。
钻头插入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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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所需的管路选择开关进行手机维护。 
根据所选管路，相应的灯亮起。 

（示例：以上插图显示一条清洁管路选择了模式 1。） 
 
要取消管路选择，再次按管路选择开关。管路选择灯将熄灭。

2  开始清洁

2. 按下启动/停止开关。 
用于当前清洁流程的管路选择灯将闪烁，用于备用管路的灯将亮起。

 再次按下启动/停止开关以停止流程。

• 选择未连接手机的管路后，请勿按启动/停止开关。否则油雾可能溅入您的眼睛。

完成灯

操作过程中切勿拆下喷雾罐。否则会导致油泄漏和故障。

* 清洁过程中请勿打开前门。否则将立即中断流程。

模式 1 模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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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完成灯是否亮起，然后打开前门。

3  拆卸手机

完成灯

微电机附件
一手抓住附件，另一只手按释放按钮，将附件拉出。
维护后，用软布或纱布擦除手机上的余油。

• 拆卸手机时，注意手指不要碰到前门。
• 用软布或纱布擦除手机上的余油，以免损坏手机表面。

1.

2.

释放按钮

1. 打开前门。

• 在卡盘润滑过程中，切勿将脸靠近主机。否则油可能溅入您的眼睛。

7.3.3 卡盘润滑

向上按住 
约 4 秒钟

喷嘴

喷嘴裙部

请小心提起手机。请勿使手机向卡盘喷嘴倾斜。否则可能损坏喷嘴。

在听到一声持续鸣响之前，请勿从卡盘喷嘴取下手机。否则可能会洒出大量油。

如果喷嘴裙部脱落，请务必重新安装好。否则油可能溅入您的眼睛。 
 p. 33 “8.3.4 喷嘴裙部”

2. 将卡盘润滑单元的喷嘴尖端对准手机钻头插入孔，然后将喷嘴插入手
机卡盘。

 直直地向上提起手机，开始卡盘润滑。
 向上按住约 4 秒钟，直至听到一声持续鸣响。
 如果听到一连串鸣响而不是一声持续鸣响，请重试。

卡盘润滑单元

* 对于 Bien-Air Dental SA 制造的手机，应仅对空气涡轮手机和弯手机进
行卡盘润滑（增速型号）。在其他手机上进行卡盘润滑可能导致连接零件
和手机头过量渗油。 
对于其他制造商的手机，请遵循随附用户手册中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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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手机和联轴器的形状，维护期间可能会释放油雾，维护后手机上会有油逐渐积聚。这种
情况下，请将压力降低至 0.3 MPa。 

 p. 12 “6.1.2 空气管”

2. 轻摇手机，检查连接是否牢固。
3. 将手机连接至合适的管路后，关闭前门。

所有管路的初始设置均用于模式 1。  检查手机类型并根据需要更改模式。
 p. 9 “5.2.1 建议模式”
 p. 18 “6.3 联轴器”
 p. 27 “7.3.5 切换维护模式”

7.3.4 手机主体润滑

1. 将手机连接至联轴器，钻头插入孔朝向后侧。将手机完全插入，直至听
到咔哒声。

1  连接手机

1. 按下所需的管路选择开关进行手机维护。 
根据所选管路，相应的灯亮起。 

（示例：以上插图显示一条润滑管路选择了模式 1。） 
 
要取消管路选择，再次按管路选择开关。管路选择灯将熄灭。

2  开始润滑

钻头插入孔朝向主机。如果钻头插入孔朝向前门，维护期间很可能洒出更多油，维护后手机上
逐渐积累余油。

将手机完全插入，直至卡入到位。否则，手机可能在润滑过程中掉落。

如果发现联轴器 O 型环有任何损坏，请立即更换新零件。否则，手机无法正确连接。 
 p. 33 “8.3.5 联轴器 O 型环”

* 请务必关闭前门。否则，润滑流程不会开始。

• 对于微电机附件（直手机或弯手机），有些装置在润滑期间应插入钻头，
有些不用。请参考手机附带的用户手册。

模式 1 模式 2

咔哒！咔哒！

钻头插入孔
钻头插入孔朝向主机侧。

将 LUBRIFLUID 罐固定在润滑管路的喷雾架上，执行手机润滑。
手机必须连接至润滑管路的联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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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下启动/停止开关。 
用于当前润滑流程的管路选择灯将闪烁，用于备用管路的灯将亮起。

 再次按下启动/停止开关以停止流程。

• 选择未连接手机的管路后，请勿按启动/停止开关。否则油雾可能溅入您的眼睛。

3. 所有选定管路的润滑完成后，将听到一声持续鸣响，完成的管路选择灯和完成灯将亮起。
* 如果需要排出余油：  p. 28 “7.4.1 吹气模式”

检查完成灯是否亮起，然后打开前门。

3  拆卸手机

完成灯

完成灯

操作过程中切勿拆下喷雾罐。否则会导致油泄漏和故障。

请勿堵塞主机底部的排气开口或排气口。否则维护过程中前门会打开，从而使操作停止。

如果门密封条部分脱离，请务必将其正确固定。否则前门无法关闭，流程也不会启动。

* 润滑过程中请勿打开前门。否则将立即中断流程。

微电机附件
一手抓住附件，另一只手按释放按钮，将附件拉出。
维护后，用软布或纱布擦除手机上的余油。

• 拆卸手机时，注意手指不要碰到前门。
• 用软布或纱布擦除手机上的余油，以免损坏手机表面。

4  取下所有手机并关闭前门

1.

2.

释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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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切换维护模式

 █模式 1/模式 2 切换程序

1. 打开电源开关，然后打开前门，以免切换操作导致 Lubricare 2 故障。

所有管路的初始设置均用于模式 1。  检查手机类型并为各手机选择最适合的润滑模式。
 p. 9 “5.2.1 建议模式”

2. 按住所需的管路选择开关，同时按下启动/停止开关约两秒钟，直至听到一声持续鸣响。 
管路选择开关和当前设置的润滑模式选择灯将闪烁。

3. 按下所需的润滑模式选择开关。

鸣响！

示例：将润滑模式从模式 1 更改为模式 2。

4. 按住启动/停止开关约两秒钟，直至听到两声短促鸣响。 
指示灯将从闪烁变为常亮，表示设置过程完成。
* 以上插图显示管路 1 设置为模式 2。

5. 关闭电源。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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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或清洁本装置时请务必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例如手术手套。

按住

7.4 其他维护模式

7.4.2 冲洗模式

根据需要使用冲洗模式，例如当黑色油从手机排出时。
冲洗模式将设置更长的润滑和吹气时间，以便增强冲洗作用的效果。每台手机需要大约两分钟来完成此流程。
* 本文使用的术语“冲洗”指从手机内部排出和去除切割碎屑和异物。

2. 按住已连接手机的管路的管路选择开关。 
大约两秒钟后吹气模式开始。此流程开始后可以松开开关。  
30 秒钟后流程自动停止。  
可以通过按启动/停止开关手动停止流程。

* 吹气模式每次只能在一条管路上设置和执行。

1. 连接手机并关闭前门。

7.4.1 吹气模式

 █步骤

对 Bien-Air Dental SA 产品以外的手机进行润滑时，或由喷雾罐直接润滑后，使用吹气模式去除余油。

• 冲洗模式期间会产生大量油雾。请务必在通风良好的位置使用冲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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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或清洁本装置时请务必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例如手术手套。

 █步骤

• 请务必确认所选管路已连接手机。否则会溅出油雾。
• 请务必在通风良好的位置使用冲洗模式。注意，与模式 1 和 2 相比，冲洗模式期间会产生更多油雾。维护后手机上也会增加余油。

4. 执行冲洗模式时，工作灯和两个模式选择灯将亮起。另外，当前冲洗的管路的管路选择灯会闪烁。

5. 所有选定管路完成冲洗模式后，将听到一声持续鸣响，完成管路的管路选择灯和完成灯将亮起。 
维护后，用软布或纱布擦除手机上的余油。

3. 检查所选管路是否正确，然后按住模式 2 开关两秒钟。

1. 连接手机并关闭前门。
2. 选择已连接手机的管路的管路选择开关。

* 冲洗模式需要采用特定步骤。冲洗模式完成后，所有管路将恢复初始设置（模式 1 或 2，或更改设置后的自定义模式）。

* 用软布或纱布擦除手机上的余油，以免损坏手机表面。

* 以上插图显示管路 1 正在执行冲洗模式。

完成灯

* 冲洗模式与模式 1 或 2 无法同时设置和执行。 

* 以上插图显示选择了两条润滑管路和一条清洁管路。

按住



30

• 为防止感染，使用或清洁本装置时请务必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例如手术手套。

8.1 日常清洁

1. 取下吸油纸，擦除余油，用乙醇（70 vol% 至 80 vol%）擦洗主机。
  p. 19 “6.4 吸油纸”

用乙醇（70 vol% 至 80 vol%）清洁联轴器。
请务必检查 O 型环是否就位，有无损坏。
如果发现 O 型环有任何损坏，请立即更换新零件。

 p. 33 “8.3.5 联轴器 O 型环”

8.1.1 主机

8.1.2 联轴器

8 清洁装置和更换零件

• 为防止故障，执行 Lubricare 2 维护前，请务必关闭电源开关。

2. 取下门吸油板和前门吸油板挡板，用与清洁主机表面相同的方式清洁
前门。

  p. 20 “6.6 门吸油板和前门吸油板挡板”

* 从当地经销商或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订购零件。

* 清洁后重新安装所有零件。

请勿使用包含氯基清洁剂或苯甲烃铵氯化芳烃的消毒剂。这些溶液可能造成塑料变色或损
坏，并腐蚀金属。

请务必使用软布（例如纱布）擦洗主机。否则可能刮伤主机表面。

请定期清洁前门。注意，不清洁将导致溢油，污染安装区域。

* 如果污垢难以去除，请用软布蘸水和少量中性清洁剂清洁。

* 切勿丢失 O 型环。

请勿对联轴器进行高压灭菌。否则可能损坏联轴器。

如果 O 型环未正确就位，切勿将手机连接至联轴器。否则，可能导致润滑不当、手机损坏或切
断 O 型环，从而卡住手机难以分离。

使用干净的纱布清洁联轴器。连接件内部的碎屑可能导致手机故障。

前门

正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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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定期清洁：每月一次

8.2.1 前门

1. 打开前门，将其直接拉出。

2. 取下门吸油板和前门吸油板挡板，然后用中性清洁剂清洁。  
等待自然风干，或用软纱布擦去水分。

3. 确保前门铰链方向正确，如左图所示，直直地插入铰链，直至扣紧。

4. 安装前门后，检查门移动是否平滑。

8.2.2 空气调节器
在空气调节器下方放置干布，向上推排水阀。确保阀门无水流出。如果大量水流出，则表示空气压缩机可能有问题，这
会影响维护效果。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

 p. 12 “6.1.2 空气管”

空气调节器

前门

一手牢牢抓住装置，另一只手将前门直接拉出。请勿过度用力或倾斜拉出。否则可能损坏装
置。

牢牢抓住装置，直直地插入铰链。如果铰链被强行插入或未对准，装置可能损坏。

切勿使用热水。否则可能使塑料变形。

请勿使用烘干机。否则可能损坏前门。务必使其自然风干，或用软纱布擦去水分。

向上推

排水阀

图形说明

插入
对准

铰链

* 如果前门未正确安装，将无法完全关闭。

前门无法完全关闭。

* 清洁后重新安装所有零件。

正确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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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吸油垫

从装置底部拉出集油盘。
取下用过的吸油垫，更换新吸油垫。

 p. 19 “6.5 集油盘和吸油垫”

 p. 36 “10.3 耗材”

* 必要时根据磨损程度和使用时间更换零件。
* 从当地经销商或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订购零件。

8.3.3 门吸油板

从前门吸油板挡板取下门吸油板，然后更换新的门吸油板。
 p. 20 “6.6 门吸油板和前门吸油板挡板”

• 依据医疗废弃物法规处置用过的吸油垫。
• 请勿使吸油垫吸油过量。否则可能导致更多的油雾从装置喷出，溅入您的眼睛。

• 依据医疗废弃物法规处置用过的门吸油板。

8.3 零件更换

8.3.1 吸油纸
取下用过的吸油纸，更换新吸油纸。检查吸油纸方向是否正确。
* 一张吸油纸可吸收约一罐 LUBRIFLUID。

 p. 19 “6.4 吸油纸”

• 依据医疗废弃物法规处置用过的吸油纸。

进行日常维护时请务必检查吸油量。使用吸油过量的吸油纸可能导致装置溢油。

进行日常维护时请务必检查吸油量。使用吸油过量的门吸油板可能导致装置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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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喷嘴裙部

关闭电源。拉出喷嘴裙部并更换新的喷嘴裙部。确保方向垂直朝上，如插
图所示。

8.3.5 联轴器 O 型环

8.3.6 喷雾罐

1. 用镊子或其他类似工具取下 O 型环。
2. 根据联轴器凹槽固定新的 O 型环。

当相应的空喷雾罐灯开始闪烁时，请更换喷雾罐。
 p. 16 “6.2.2 喷雾罐”

拉出

插入

喷嘴裙部

空喷雾罐灯

O 型环套装

* 只能使用专为联轴器设计的 O 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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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Lubricare 2 似乎未正常工作，请先检查以下位置。
* 如果不能自行检查，或者调节或更换零件后装置仍不能正常工作，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

9 故障排除

症状 可能的原因 补救措施 参考页面
打开电源开关时没有电。 电源线未正确插入电源插座。 请正确连接电源线。 p. 13

电源线未正确连接至装置。
无法连接手机。 联轴器或手机连接件变形。 修理过联轴器或手机。 N/A

联轴器或手机连接件上有碎屑。O 型环移位。 去除碎屑。更换新的 O 型环。 pp. 30、 33

按下启动/停止开关时润滑
未开始。

未选择管路。 按下启动/停止开关前请至少选择一条管路。 p. 25

按下启动/停止开关时装置
多次发出微弱的噪音。

这并非故障。装置可能多次分配油，以便在喷雾
罐几乎变空时稳定排放量。

N/A N/A

按下启动/停止开关时流程
中断。

 ■ 所有管路选择灯闪烁
 ■ 发出三声鸣响

前门打开。 请正确关闭前门，再次按下启动/停止开关。 N/A

前门移位或铰链未正确插入。 拆除前门并重新安装。务必直直地插入铰链，直至
扣紧。

p. 31 

门密封条部分脱离。 重新正确安装门密封条。 N/A

润滑前流程中断。
 ■ 所选管路选择灯和相应

的空喷雾罐灯闪烁
 ■ 发出一连串短促鸣响

喷雾罐排空。 更换新的喷雾罐。 p. 16

喷雾罐未正确安装。 正确安装喷雾罐和喷雾架。 pp. 15、 16

未供应压缩空气。 正确连接空气管。 p. 12

空气调节器设置不在正确范围内。 调节调节器，将压力设置在规定范围内。 p. 12

空气管弯曲。 修复空气管。 N/A

操作过程中流程中断。
 ■ 无鸣响

排气开口或排气口受阻或堵塞。 检查排气管路，清除任何障碍物。 N/A

无法固定喷雾罐。
喷雾罐漏油。

喷雾罐变形。 仅使用形状正确的喷雾罐。 N/A

喷雾架未正确调节。 重新调节喷雾架高度。 p. 17

使用了非 Bien-Air Dental SA 指定的喷雾罐。 仅使用 Bien-Air Dental SA 批准的喷雾罐。 p. 14

装置散发异味。
装置非常脏。

手机未连接至润滑管路。 仅选择已连接手机的管路。 p. 25

吸油垫饱和。 取下旧吸油垫，清洁装置，然后安装新吸油垫。 pp. 19、 32

吸油纸变脏。 取下旧吸油纸，清洁装置，然后放置新吸油纸。 pp. 19、 32

喷雾罐未正确安装。 正确安装喷雾罐和喷雾架。 pp. 15、 16

设置的空气压力超出规定范围。 调节调节器，将压力设置在规定范围内。 p. 12

释放油雾。
安装表面有油污。

手机形状 根据手机的形状，维护期间可能溅出更多油，维
护后手机上会增加余油。将空气压力降低至 0.3 
MPa。

p. 12

手机连接方向错误。 正确设置手机方向。 p. 25 

主机空气压力设置过高。 调节调节器，将压力设置在规定范围内。 p. 12

附件中未插入钻头。 请参考手机附带的用户手册。（对于部分手机，如
果未插入钻头，可能会释放油雾。）

N/A

空喷雾罐灯一直亮起。 装置内的供油管路有问题。如果再次执行维护后
指示灯仍然亮起，请修理装置。

N/A

手机正常使用过程中，连接
零件和手机头部渗油过量。

未按建议模式进行润滑。
对不需要卡盘润滑的手机进行了卡盘润滑。

有关建议模式，请参考手机附带的用户手册。 pp. 9、 21

主机空气压力设置过低。 调节调节器，将压力设置在规定范围内。 p. 12

存储手机时头部朝下。 如果存储手机时头部朝下，手机内部的油会积聚
在头部；请垂直地存储手机，头部朝上。

N/A

维护后未擦除手机余油直接使用。 维护后，用软布或纱布擦除手机上的余油，以免损
坏手机表面。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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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即医疗机构、诊所、医院等）负责医疗设备的管理、维护和使用。
* 应按照下列检查项目每六个月检查一次 Lubricare 2。
* 维护和检查一般认为是用户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如果出于一些原因用户无法履行这些责任，可委托合格的医疗设

备服务人员。详情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
* 有关修理或其他服务类型，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

由用户进行的维护： 
• 开关：所有开关应正常工作。 

由合格的医疗设备服务人员进行的维护： 
• 电线

处置 Lubricare 2 时，应归入感染性废弃物类别。 
牙医或医生必须确认装置未被污染，然后请医疗机构或有资质的授权代理商处置，这些机构可处理标准工业废弃物
和需要特殊处理的工业废弃物。
要处置维护油喷雾罐，请将其从装置拆下，排空内容物，然后遵照相关的当地法律或国家法规处理。

此符号表示电气和电子设备的废弃物不得作为未分类城市垃圾处置，必须单独收集。详情请联系当地经销
商或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

 █定期检查

 █医疗设备处置标准和程序

10.1 维护

10.2 服务
Lubricare 2 可由以下人员修理和保养：

• Bien-Air Dental SA 全球子公司的技术人员。
• 由 Bien-Air Dental SA 授权经销商雇佣并经 Bien-Air Dental SA 专门培训的技术人员。
• 由 Bien-Air Dental SA 专门培训和授权的独立技术人员。

* 有关修理或其他服务类型，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 Bien-Air Dental SA 办事处。

10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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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油垫 
（数量：5）

Bien-Air 代码编号： 1306003-005

吸油纸 
（数量：5）

Bien-Air 代码编号： 1308452-005

门吸油板 
（数量：5）

Bien-Air 代码编号： 1308446-005

喷嘴裙部 
（数量：1）

Bien-Air 代码编号： 1306174-001

10.3 耗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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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Lubricare 2

型号 HIM-2

类型 BA

额定值 AC 100 V 至 240 V，50/60 Hz

功耗 10 VA 至 25 VA

保险丝 250 V  2 A 慢熔高断型 
5 mm × 20 mm

主电源绝缘 将电源线从主电源拔出。

操作模式 连续操作

最大输入空气压力 0.7 MPa

空气压力 0.3 Mpa 至 0.5 MPa（推荐：0.4 MPa）

空气流速 60 Nl/min 至 100 NL/min（0.3 Mpa 至 0.5 MPa）

重量 约 8 kg

外部尺寸 宽 300 mm x 深 300 mm x 高 365 mm

* 规格和外观如有改进，恕不另行通知。

用于维持最佳性能，延长牙科手机的使用寿命。
自动向手机供应油和空气。
牙科治疗后和高压灭菌前使用。

用于完成预期用途的物理方法：
• 空气压力：0.3 Mpa 至 0.5 MPa
• 空气流速：60 Nl/min 至 100 NL/min
• 维护油喷雾罐

工作机制：
操作维护喷雾罐，通过向喷雾罐输送压缩空气，将润滑油供应至手机内部。另外，通过压缩空气去除手机上的余
油。

11.1 规格

11 技术规格

 █产品描述

 █工作原理

a) 牙科诊所从业人员
b) 语言理解： 英语或使用说明书内提供的其他语言。  

 理解预防措施和警告。
c) 经验：无关

11.2 预期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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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符号

制造商 生产日期 序列号

装置唯一标识符 医疗设备 GS1 DataMatrix

“ON”（电源） “OFF”（电源） 待机

油渍 无明火 一般警告标志

警告；  
易燃材料 参见使用说明书/小册子 需要通风

以这种方式向上 防止淋雨 易碎

温度限制 湿度限制 大气压力限制

处方装置 
注意：联邦法律规定本装置仅可由
牙科医生销售或在牙科医生许可
下销售。  

（仅适用于美国）

cTUVus 认证标志 
（仅适用于美国和加拿大）

CE 标志 
符合欧盟法规 EU 2017/745 
符合欧洲指令 EU 2011/65 的要求

欧洲共同体授权代表 符合欧盟指令 2012/19/EU 
(WEEE) 的电气设备标志 进口商

分销商

* 一些符号可能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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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装置的使用环境为专业医疗保健设施环境。
• 本装置需要采用与 EMD 相关的特殊预防措施，需要依据随附文件中提供的 EMD 信息安装和投入使用。
• 使用非 Bien-Air Dental SA 随附或规定的零件可能导致本装置的电磁辐射增加或电磁抗扰度降低，以及操作不当。
• 请勿毗连或堆叠使用本装置。如果需要毗连或堆叠，请先观察本设备和其他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 便携式和移动式视频通信设备（包括天线电缆和外部天线等外围设备）应与 HIM-2 的任何零件至少相隔 30 cm，包括制造商指定的电缆。

指南和制造商声明 – 电磁辐射

本装置可用于下文指定的电磁环境。  
客户或用户应假设本装置将在此类环境中使用。

辐射测试 合规性 电磁环境 – 指南

传导干扰
CISPR 11

1 组
B 类

本装置仅将射频能量用于内部功能。因此射频辐射极低，对附近
电子设备造成干扰的可能性较低。

辐射干扰
CISPR 11

1 组
B 类

本装置适用于所有设施，包括民用设施和直接连接至为住宅建筑
供电的低压电源网络的设施。

谐波电流
IEC 61000-3-2

A 类

电压波动和闪变
IEC 61000-3-3

条款 5

Lubricare 2（下文称“本装置”）符合 IEC 60601-1-2:2014 Ed. 4.0⸺电磁干扰 (EMD) 的相关国际标准。
以下是电磁干扰的相关国际标准 IEC 60601-1-2:2014 Ed. 4.0 要求的“指南和制造商声明”。
依据 EN 55011 (CISPR 11)，本品为 1 组、B 类产品。  
这表示本装置不会以电磁辐射、电感和/或电容耦合形式产生和/或使用国际射频能量，用于处理材料或检查/分析目
的，本装置适用于民用设施和直接连接至为住宅建筑供电的低压电源网络的设施。

12 电磁干扰 (E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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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和制造商声明 – 电磁抗扰度

本装置可用于下文指定的电磁环境。
客户或用户应假设本装置将在此类环境中使用。

抗扰度测试 IEC 60601 测试电平 合规性水平 电磁环境 – 指南

静电放电 (ESD)
IEC 61000-4-2

±8 kV 触点
±2 kV，±4 kV， 
±8 kV，±15 kV 空气

±8 kV 触点
±2 kV，±4 kV， 
±8 kV，±15 kV 空气

地板应为木质、水泥或瓷砖。如果地板覆有
合成材料，相对湿度应至少为 30%。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IEC 61000-4-4

±2 kV，用于电源线路
±1 kV，用于输入/输出线
路

±2 kV，用于电源线路
±1 kV，用于输入/输出线
路

主电源质量应符合典型商业或医院环境。

浪涌
IEC 61000-4-5

AC/DC 电源 
±0.5 kV、±1 kV 线间 
±0.5 kV、±1 kV、 
±2 kV 线间
信号输入/输出 
±2 kV 线对地

AC/DC 电源 
±0.5 kV、±1 kV 线间 
±0.5 kV、±1 kV、 
±2 kV 线对地
信号输入/输出*1 
±2 kV 线对地

主电源质量应符合典型商业或医院环境。

电源线路上的电压骤
降、短时中断和电压
波动
IEC 61000-4-11

骤降 
0% UT：0.5 周期 

（0、45、90、135、180、
225、270、315°时） 
0% UT：1 周期（0°时） 
0% UT：25/30 周期（0°时）
短时中断 
0% UT：250/300 周期 
250 (50 Hz)/300 (60 Hz)

骤降 
0% UT：0.5 周期 

（0、45、90、135、180、
225、270、315°时） 
0% UT：1 周期（0°时） 
0% UT：25/30 周期（0°时）
短时中断 
0% UT：250/300 周期 
250 (50 Hz)/300 (60 Hz)

主电源质量应符合典型商业或医院环境。
如果本装置的用户在主电源中断期间需要
继续工作，建议使用不间断电源或电池为本
装置供电。

电源频率 (50/60 Hz) 
磁场
IEC 61000-4-8

30 A/m (r.m.s.)
50 Hz 或 60 Hz

30 A/m (r.m.s.)
50 Hz 或 60 Hz

电源频率磁场应满足典型商业或医院环境
中典型位置的特征水平。

注 1： UT 是应用测试电平前的交流电源电压。
注 2： r.m.s.：均方根

*1：不适用，因为本装置不会直接连接至室外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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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和制造商声明 – 电磁抗扰度

本装置可用于下文指定的电磁环境。
客户或用户应假设本装置将在此类环境中使用。

抗扰度测试 IEC 60601 测试电平 合规性水平 电磁环境 – 指南

传导射频
IEC 61000-4-6

辐射射频
IEC 61000-4-3

3 V
150 kHz – 80 MHz
ISM(c) 频段：  
6 V

3 V/m
80 Mhz 至 2.7 GHz

27 V/m
385 MHz

28 V/m
450 MHz

9 V/m
710, 745, 780 MHz

28 V/m
810, 870, 930 MHz

28 V/m
1720, 1845, 1970 MHz

28 V/m
2450 MHz

9 V/m
5240, 5500, 5785 MHz

3 V
150 kHz 至 80 MHz
ISM(c) 频段：  
6 V

3 V/m
80 MHz 至 2.7 GHz

27 V/m
385 MHz

28 V/m
450 MHz

9 V/m
710, 745, 780 MHz

28 V/m
810, 870, 930 MHz

28 V/m
1720, 1845, 1970 MHz

28 V/m
2450 MHz

9 V/m
5240, 5500, 5785 MHz

便携式和移动式射频通信设备与本装置任
何零件（包括电缆）的距离至少应大于根据
发射器频率适用公式计算出的建议分隔距
离。

建议分隔距离
d = 1.2 P  150 kHz 至 80 MHz
d = 1.2 P  80 MHz 至 800 MHz
d = 2.3 P  800 MHz 至 2.7 GHz
d = P  便携式无线射频通信设备

其中 P 是发射器制造商指定的发射器最大
输出功率额定值，单位为瓦特 (W)，E 是合规
性水平，单位为 V/m，d 为建议分隔距离，单
位为米 (m)。

根据电磁现场调查(a)确定的场射频发射器的
磁场强度应小于各频率范围(b)的合规性水
平。

标有以下符号的设备附近可能出现干扰。 

注 1： 80 Mhz 和 800 Mhz 时，较高频率范围适用。
注 2： 这些指导准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情况。电磁传播受结构、物体和人员的吸收和反射影响。

(a) 固定发射器的磁场强度，例如无线电（蜂窝式/无绳）电话基站和地面移动无线电、业余无线电、AM 和 FM 无线电广播和电视
广播，理论上无法精确预测。要评估固定射频发射器产生的电磁环境，应考虑进行电磁现场调查。如果本装置使用位置的测
量磁场强度超过上述适用射频合规性水平，应观察本设备是否正常工作。如果发现异常，可能需要采取额外措施，例如调整
本装置的方向或位置。

(b) 在 150 kHz 至 80 Mhz 频率范围内，磁场强度应小于 3 V/m。
(c) 0.15 MHz 和 80 Mhz 之间的 ISM （工业、科学和医学）频段为 6.765 Mhz 至 6.795 MHz；13.553 MHz 至 13.567 MHz；

26.957 MHz 至 27.283 MHz；40.66 MHz 至 40.7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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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基本性能

 █电缆长度

编号 接口： 最大电缆长度，屏蔽 电缆分类

1. 交流电源线 2.3 m（3 线），无屏蔽 交流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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