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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说明书主要介绍数字口内影像板扫描处理系统的功能和操作方

法。

说明书适用对象

本说明书适用于临床专业人员和其他授权用户。

图例和命名

本说明书中提供的所有图例仅用于举例说明。

本说明书的术语说明

警告：针对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操作或情形。

小心：针对可能造成设备损坏，产生错误数据，或使过程失效的

操作或情形。

注意：您应当了解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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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安全指南

本章提供数字口内影像板扫描处理系统使用的重要安全信息。

1.1预期用途

该产品用于扫描口内影像板的潜影信息形成口内牙科数字化 X射线

图像，并对图像进行浏览、处理和查阅。

1.2禁忌症

儿童及孕妇慎用。

1.3结构组成

本产品由影像板扫描处理仪、电源适配器、口内影像板(尺寸：

0,1,2,3)、数字口内影像板控制系统软件组成。F200、F210 的型号差异

为外壳颜色和配置的口内影像板尺寸不同，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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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板

扫描处

理仪

电源

适配

器

口内影像板 数字口内影

像板控制系

统软件Size

0

Size

1

Size

2

Size

3

F200 √ √ × × √ × √

F210 √ √ √ √ √ √ √

1.4工作条件

环境要求

a) 环境温度：10℃～40℃；

b) 相对湿度：30%～75%；大气压力：700hPa～1060hPa；

电源条件

a）影像板扫描处理仪：DC15V±5%，输入功率：63W, 电流：4.2A。

b）数字口内影像板扫描处理系统：AC 220V±10%，50Hz±1Hz，输

入功率 70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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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适配器要求

a）输入条件：AC 220V±10%

b）输出条件：DC 15V±5%，电流：4.2A

计算机系统（包括显示器）为用户自配件，其配置要求如下：

表 1-1 计算机配置

计算机系统 标准配置 最低配置

计算机硬件

CPU：Intel

Pentium(R) 4 2.6G

CPU：Intel Pentium(R) 4

1.6G

内存：2G DDR 高速内

存
内存：1G DDR 高速内存

硬盘：500 G 高速硬盘 硬盘：160 G 高速硬盘

显示器：1280×1024

液晶

显示器：1280×1024 液

晶

显卡：64M 以上显存 显卡：32M 以上显存

网卡：网卡 网卡：网卡

其它硬件 USB2.0 接口

计算机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7，WIN 8

1.5警告和注意

为了安全有效的使用本系统，并且避免系统失效的可能性，首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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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 Windows 的操作方法，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且保证熟悉数字口

内影像板控制系统软件的正确操作方法。以下针对操作过程中的警告和

注意事项需要特别注意。

注意

1、该系统不适用于家庭。

2、本说明书中的图片和窗口仅供参考。

1.5.1 安全警告

警告

1、没有按照安全须知操作仪器和系统可能危及患者安全。使用不当造成

的伤害制造商无赔偿责任。

2、系统应由有资质的服务工程师进行安装。在所有电缆没有正确安装和

确认前请勿接通电源。

3、使用本系统前，用户应该获得专业的培训并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4、本系统不用于治疗。

5、本系统不用于家庭。

6、系统的诊断和检查功能应该与患者的临床研究相结合，诊断结果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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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参考。

7、爆炸危害-设备不能在有易燃麻醉和空气或氧气或氧化亚氮的混合气

体环境中使用。

8、本系统无任何防水装置，切勿在可能会有水进入设备内的地方使用本

系统。

9、切勿将任何液体泼洒在本系统上或让其流入系统内，否则会有电击危

险。

10、请勿在仪器上喷洒清洁剂，避免清洁剂进入仪器损坏电子元器件，

同时避免有机溶剂形成可燃气体或者破坏内部组件。

11、一旦仪器发生故障，请立即关闭设备，并联系菲森公司或授权代表。

12、当不止一种医疗设备连接到病人时，要考虑所有设备的漏电流的总

和。请当心使用。

13、电击危险-不要用湿手去插拔电源。确保接触电源线的手是洁净、干

燥的。

14、不要同时接触非医用电气设备的可触及部分和患者。

15、任何非医用设备（如外部打印机），不允许在距离患者 1.5m/6ft.

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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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工作时请勿移动主要部件或磷光片。

17、只有制造商提供和推荐的附件才能与系统连接。

18、注意和防止与其他仪器的静电放电（ESD）和电磁干扰（EMI）。

19、在很强的电磁干扰源下使用仪器，例如电外科设备、MRI 设备等，

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1.5.2 小心

小心

1、在使用前，用户必须检查主机和配件没有明显可能影响病人安全或仪

器性能的损坏。推荐的检查周期为每周一次或更短的时间。如果发现

明显的损坏，推荐在使用前更换损坏部件。

2、如果系统的电源线丢失、破损或者没有提供，请选择符合原始规格要

求和当地规范的电源线。

3、设备和配件应按照当地的法规要求进行处理，或者返回给制造商或经

销商做为回收或适当的处理。

4、请选择标准功率的电源线作为网电源输入的适配器来降低风险。

5、系统中没有用户可自行维修的部分，所有的维修必须由菲森公司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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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人员来完成。

1.5.3 注意

注意

为了避免损坏系统，请不要在以下环境使用：

1、阳光直射的位置；

2、温度变化剧烈的环境；

3、灰尘较多的环境；

4、靠近热源的位置；

5、湿度较大的环境。

1.6符号说明

名称 符号

注意

参考使用说明书

回收利用

部件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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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生产日期

制造商信息

向上

易碎物品

怕雨

堆码层数极限

温度极限

湿度极限（无冷凝）

大气压力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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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产品概述

2.1原理

数字口内影像板扫描处理系统作用是将影像板中储存的潜影信息解

读出来。它由激光器、光扫描器、光电倍增管、放大器、A/D转换器、

影像处理单元和输出接口等部分组成。在磷光片被装入影像板扫描仪入

口后，启动扫描程序，逐行扫描在欲被解读潜影信息的磷光片上，并同

时向前推进，在既定时间内激光束可将磷光片完整扫描一遍。激光所照

射之处，有蓝色荧光被激发出来，荧光亮度的强弱与该点潜影信息密度

为线形关系。该荧光被沿着激光扫描线设置的高效光导器采集，并导入

光电倍增管，由此转化为相对应的电信号。在送入电路系统经过 A/D（模

拟/数字）信号变换，即可被用于数字图像处理，输出给影像显示、储存

或传输通讯系统。

https://www.baidu.com/s?wd=%E5%85%89%E7%94%B5%E5%80%8D%E5%A2%9E%E7%AE%A1&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yRvPvcduH63uWK9mW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3nHc3PWD3njc4rjfLP1DYr0
https://www.baidu.com/s?wd=A%2FD%E8%BD%AC%E6%8D%A2%E5%99%A8&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yRvPvcduH63uWK9mW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3nHc3PWD3njc4rjfLP1DYr0
https://www.baidu.com/s?wd=%E8%BE%93%E5%87%BA%E6%8E%A5%E5%8F%A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yRvPvcduH63uWK9mW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3nHc3PWD3njc4rjfLP1DYr0
https://www.baidu.com/s?wd=%E9%80%90%E8%A1%8C%E6%89%AB%E6%8F%8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yRvPvcduH63uWK9mW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3nHc3PWD3njc4rjfLP1DYr0
https://www.baidu.com/s?wd=%E5%85%89%E7%94%B5%E5%80%8D%E5%A2%9E%E7%AE%A1&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nyRvPvcduH63uWK9mWm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63nHc3PWD3njc4rjfLP1DY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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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部件介绍

2.2.1 正面

序号 名称

1 触摸按键

2 磷光片放置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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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背面

序号 名称 简述

1 数据传输接口 需要与电脑相连，负责硬件通讯及数据

传输

2 电源接口 /

3 电源开关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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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磷光片

1. 磷光片的感光面为白色，如图：

2. 反面为黑色，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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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影像板扫描仪操作指南

3.1影像板扫描仪

3.1.1 读取图像

1. 设备上电就绪后触摸机器上方的触摸按键，磷光片放置槽移出。

2. 可以插入磷光片读取图像。

3.1.2 待机状态

1. 长按触摸按键，影像板扫描处理仪进入待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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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影像板扫描处理仪用于读取磷光片中的图像及擦除图像，它通

过 USB 与电脑连接。

2. 影像板扫描处理仪连接到电脑后并通电后，需要安装配套的

CRFC 软件进行影像读取。

3. 请勿在读取图像或托盘运动时拔出磷光片，否则可能会损坏影

像板扫描处理仪。请在托盘静止时放置或取出磷光片。

3.2 磷光片

为了保证卫生，拍片时必须使用一次性胶套装好磷光片。

正确使用方式：

1. 将磷光片卡纸展开，将磷光片放入到卡纸内。磷光片的白色面

应该对应卡纸的蓝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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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磷光片装入一次性胶套，磷光片的白色面对着胶套的黑色面。

3. 撕开胶套边上的白色胶纸，将胶套封好。如下图：

4. 拍片时，胶套黑色面贴着牙齿，并对准 X光机出光口。

白色胶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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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拍片之后，从胶套的切口处撕开胶套，待主机就绪后，将磷光

片拿出并放置在主机托盘上读取图像。

注意

该磷光片不与更低规格的发生器兼容。

通常，磷光片能与所有满足相关标准的发生器兼容。可以使用高频

或常规的高压发生器。发生器必须在 55-100KV 下操作。

由于磷光片要多次使用，所以感光面需要保护好，整个拍片过程中

手应尽量避免直接接触磷光片表面，同时尽量避免硬物摩擦感光面。

3.3计算机和显示器

将计算机和显示器放在操作区域或附近，保证医生坐在椅子上时，

能在其视线范围内。把患者安排在视觉可到达的范围内有益于增进交流。

这样系统就可以始终可用，并且没有减少在椅子上操作的人体工程学。

为放射影像的可视化选用当前技术显示特性的显示器。根据磷光片

安装指导的描述过程选择并设立监视器。避免将显示器放在光线直射或

反光的位置，否则可能会阻碍临床信息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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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显示器调节不好或质量低劣的显示器能导致诊断错误，因为设备没

有能力正确显示图像。

3.4磷光片定位

为了保证卫生，拍片时必须使用一次性胶套装好磷光片。

将磷光片放入口内，如图：

图 3-1 定位举例

3.4.1 下颌磷光片的定位

定位磷光片来采集下颌图像，请参照以下步骤：

1、让患者向口腔后部缩回舌头，插入磷光片并保持水平。



3-6

2、然后将向下转动磷光片并放置在垂直位置。

3、向远中方向滑动磷光片使其中心对应于将要被照射的牙齿，，

并要求患者用舌头抵在磷光片的背面。为了合适的框住根尖区

域，不要对压迫口腔粘膜有所犹豫。患者这时可以放松舌头，

舌头将会自然的与磷光片相贴合。

对于前臼齿和门齿，更可取的是在口腔接近于放松肌肉的时候，通

过压迫舌头向口腔中部移动磷光片。

3.4.2 上颌磷光片的定位

定位磷光片来采集上颌骨图像，请参照以下步骤：

1、让患者向口腔后部缩回舌头，插入磷光片并保持水平。

2、向上旋转磷光片，使它在垂直方向或与目标牙齿的长轴平行的

方向。

3、通过向远中方向滑动磷光片使其中心对应于将要被照射的牙

齿。不必担心利用腭弓的弧形并且把磷光片放置在口腔的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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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拍片操作指南

4.1概述

数字口内影像板控制系统软件（CRFC）主要用于读取口内影像板图

像并显示，通过牙医管家诊所管理软件启动。

4.1.1 系统操作

本系统与用户的交互基本都是用鼠标和键盘完成，下面对有关操作

给予说明。

1.鼠标操作：

鼠标操作 说明

左键单击 单击鼠标左键，选择某个按钮或图标。可按下、

不按下或快速按下/松开鼠标键

右键单击 单击鼠标右键

拖动 单击鼠标左键并在保持按下的同时将光标拖至所

需位置

右键单击并拖动单 单击鼠标右键并在保持按下的同时将光标拖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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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需位置

双击 快速地连续两次单击鼠标左键

2.按钮、键盘操作的操作说明：

键盘操作 说明

按钮有效 按钮处于活动状态，点击它可以发生某些动作，

按钮以亮度标识活动状态，这时可以进行按钮对

应的操作

按钮无效 按钮处于待激活状态，一般无效的按钮都为灰色

显示，点击后可以变为激活状态

选择按钮 1.选择复选框中的一个或多个选项

2. 选择单选框中的一个选项

3. 选择选项卡中的一个选项页面

4. 选择文本框中的部分或全部文本

水平滚动块 用鼠标左右拖动水平滚动条

垂直滚动块 用鼠标上下拖动垂直滚动条

回车 按下键盘的 Enter 键

文本框 标识*表示必须填写内容，有些是自动生成内容，

不能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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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系统功能概述

数字口内影像板扫描处理系统软件由几大模块组成，每个不同模块

完成特定的功能，从而实现病例检查流程，提供有效诊断影像数据。

图像采集：图像读取、牙位标记以及处理保存；

图像查看：处理、显示、布局、工具，主要进行图像查看和处理；

软件功能

1.图像采集

 数字摄影功能；

 实时自动窗宽窗位调节；

 实时边缘增强；

 根据不同摆位选择镜像和旋转；

 可显示病人信息/检查信息/设备信息/图像信息；

2. 图像处理

 窗宽、窗位调整；

 正负片转换、图像缩放、平移、镜像、旋转、放大镜显示；

 可选择感兴趣区域的原始显示、全屏显示、直方图显示、窗宽窗位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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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标注功能，包括方位和文字；

4.1.3 工作条件

计算机系统 标准配置 最低配置

计算机硬件

CPU：Intel Pentium(R) 4

2.6G

CPU：Intel Pentium(R) 4

1.6G

内存：2G DDR 高速内存 内存：1G DDR 高速内存

硬盘：500 G 高速硬盘 硬盘：160 G 高速硬盘

显示器：1280×1024 液

晶

显示器：1280×1024 液

晶

显卡：64M 以上显存 显卡：32M 以上显存

网卡：pci-e 1000M 自适

应网卡

网卡：pci-e 1000M 自适

应网卡

其它硬件 串口通信支持、USB2.0 接口

计算机操作系统 Windows XP ，Win7， WIN 8，Wi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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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基本检查操作

本部分主要说明如何通过数字口内影像板控制系统软件对一个病

人的实施检查。进行基本检查操作前确认：

1、磷光片已与电脑连接好并调试完成。

2、您已进入牙医管家诊所管理软件，并有采集图像的权限。

控制台是数字口内影像板扫描处理系统与用户交互的主要部分。控

制台可执行的操作：

 曝光得到图像。

 浏览图像，删除、保存或导出。

 在拍摄完一个检查的所有图像后，关闭此检查。

4.2.1 打开控制台

开机和登录系统主要由以下几步完成：

1.开启UPS电源

2.开启控制台主机

3.登录牙医管家诊所管理软件

4.从牙医管家诊所管理软件进入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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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开启 UPS 电源

开启 UPS电源，该电源将给控制台计算机供电。

将不间断电源的开关键置于“开”的状态，打开电源给控制台计算

机供电。在电源打开后，进行第二步前需要等待一两分钟。

注意

控制台主机最好每天关机一次以使系统得到完全的重置，否则系统

的性能可能下降。

4.2.1.2 开启控制台主机

说明：在您开启主机之前，请确认影像板扫描处理仪电源打开，并

已与计算机相连。

1. 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

2. 按下主机电源开启按钮，显示器开始显示主机操作系统启动一

系列相关信息。几分钟后，主机完成启动过程。

3. 当操作系统启动后，登录窗口即显示。在系统登录界面上输入

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进入（由于系统的设置不同，进入操作系

统时也许不需要输入登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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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登录牙医管家诊所管理软件

1.启动控制台软件，控制台软件在启动过程中会有弹出登录对话框

如图:

2.在用户登录窗口中，选择操作医生，在输入密码栏里输入正确的

密码，按【登录】按钮则进入登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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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打开控制台

如果您尚未购买牙智宝，请按照系统提示，进入商城

购买牙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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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当前电脑上未使用过菲森牙智宝，系统

将会为您自动安装牙智宝驱动程序，请您点击安装按

钮进行驱动程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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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完成了牙智宝购买和驱动安装，您将进入

牙智宝拍片界面，进行拍片。

打开牙医管家程序后，第一次进入控制台，系统

将加载驱动程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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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图像采集

进入控制台后，界面后如下图所示：

软件中的设备工作状态指示区有四种颜色来表示

设备的工作状态。

：就绪

：读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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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状态

：不可用状态

4.2.2.1 选择牙齿模板

在牙位图上选择您要拍片的牙位，如果您一次拍摄了多颗牙齿，

您可以选择多组牙位。如下图选择了 4 组牙位。选择完牙位之后，请点

击【开始】按钮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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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读取图像

拍完片之后，从胶套的切口处撕开胶套，待系统就绪后，将磷光片

拿出并放在主机托盘上读取图像。

读片时，正确的磷光片放置方式如下，请注意磷光片的白色面朝上

放置。

如果选择了多组牙位，请按照选择的顺序依次放入牙片。

4.2.3 图像浏览

图像采集完成之后，鼠标移至相应区域，您可以点击图像查看按钮，

查看本次检查采集的的全部图像，或查看所选牙位本次检查采集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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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归档图像

所有图像采集完成之后，点击【保存】按钮本次采集的图像。或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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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取消】按钮放弃本次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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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关闭系统

通常情况下，系统各组成部件均保持在工作状态。控制台主机、监

视器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使用也会进入“休眠”状态以节能。

关机有如下两个步骤，为安全关闭系统，建议按以下顺序进行：

1. 关闭F200主机。

2. 关闭控制台计算机。

注意

控制台主机应该每天关机以保证完整的系统重置过程，否则，系统

性能可能会有所下降。

4.2.5.1 关闭控制台电脑

请根据以下几步关闭计算机：

1.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关闭，系统关闭窗口显示；

2. 选择关闭计算机选项；

3. 计算机保存数据并关闭。

警告

请按以上步骤关闭计算机，不正确的操作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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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清洁消毒

警告

1. 请遵守适用的安全防范规定。

2. 请认真阅读每一种清洁剂的材料安全数据单。

3. 请认真阅读所有消毒设备的操作与维护说明。

4. 在清洁时避免液体泼洒在设备上。

5. 勿将磷光片放入高压灭菌器内，否则将损坏磷光片。

6. 勿将磷光片接触液体及强光源。

7. 磷光片不允许用酒精或带有腐蚀性的化学品擦拭消毒。

注意

1. 本设备在首次使用前请按需进行清洁与消毒。清洁与

消毒的方法请参见本章。

2. 为了防止设备损坏，如果对清洁剂有任何问题，请参

见制造商提供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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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切勿使用有机、卤化或石油基溶剂、玻璃清洁剂、丙

酮或其他刺激性清洁剂。

4. 请勿使用磨损性清洁剂（例如钢丝绒、银擦亮剂或清

洁剂）。

5. 凡是液体应该放置在远离电子部件的地方。

6. 不可使液体渗入设备壳体内。

7. 清洁溶液的 pH值必须为 7.0～10.5之间。

8. 在清洁前请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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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维护

用户应该熟悉系统的所有操作方法，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在了解

整个操作过程前，不要使用本系统。

数字口内影像板扫描处理系统在操作过程中仅需要进行简单的维

护，但只有正确的操作才能保证系统长时间稳定的工作。所以，您必须

完全遵守制造商提供的注意和维护事项。

6.1维护

设备应放置在干燥和通风良好的环境，避免放置在尘埃或潮湿的环

境。风道冷却系统应保持通风良好。

6.2 磷光片卫生的保持

为了保证卫生，拍片时必须使用一次性胶套装好磷光片。

拍片之后，从胶套的切口处撕开胶套，待主机就绪后，将磷光片拿

出并插入主机中读取图像。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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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提供的磷光片是未经灭菌的。

2. 将磷光片消毒并保持适当的卫生，请参照以下指南：

 使用磷光片务必要一直使用一次性胶套，建议使用已经在国内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或备案的磷光片专用胶套，胶套的生物兼容

性符合 GB/T 16886.1-2011 的要求，并为每位患者更换一个新的保

护套。

 为保护环境，使用过的一次性胶套请按照相关法规要求进行回收或

处理。

6.3 磷光片使用后的存放

每天使用结束后务必将磷光片存放在黑色胶套及存放盒里，避免接

触强光源及液体。

6.4 磷光片的保养

警告

1. 参考以下指南来预防磷光片损坏。

2. 保持磷光片的寿命，请按照以下内容操作：

 勿将磷光片放在消毒器或高压灭菌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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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勿要求患者咬在磷光片上。

 勿在磷光片上施力、弯曲、牵拉。

 勿将磷光片接触液体。

 勿将磷光片接触强光源。

6.5 计算机数据保护

数据库必须每天都要备份到一些高容量的可以交替使用的磁性介质

（如大容量移动硬盘）

询问计算机供应商的建议，将副本存储在安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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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 配件/附件清单

警告

1. 请使用制造商提供的配件，否则将无法保证性能。

2. 若使用未经制造商认可的配件，造成严重后果公司概不负责。

表 1 标准附件清单

配件 数量

USB 线缆 1条

安装软件 U盘 1个

磷光片 1盒包含 4片

电源适配器 1个

加密狗 1

磷光片保护套 4盒

数字口内影像板扫描处理系统及其配件可以从制造商或当地的经销

商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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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规格参数

产品分类

正常使用环境 室内使用

瞬态过电压等级（过电压

类别）
Ⅱ类

污染等级 2级

海拔高度 海拔高度在 2000m 以下

产品规格

重量 5KG

尺寸 39.5mm×26 mm±5%

环境要求

温度范围

工作 +10℃～+40℃

运输和贮存 -20℃～+55℃

湿度范围

工作 30%～75%

运输和存放 ≤93%（无冷凝）

大气压力范围



8-2

工作 700hPa～1060hPa

运输和存放 700hPa～1060hPa

电气规格

影像板扫描处理仪 DC15V±5% 输入功率：63W

数字口内影像板扫描处

理系统
AC 220V±10%，50Hz±1Hz 输入功率 70VA

电源适配器

型号 HPU63A-106

输入 AC 220V±10%

输出 DC 15V±5%，电流：4.2A

性能参数

阀值对比度 应能分辨出直径为 1.0mm、1.5mm、2.0mm、

2.5m1m全部 4个孔洞

影像的均匀性 ＜2%

有效成像区域 0号：21*30mm 2 号：30*40mm

1 号：23*39mm 3 号：26*53mm

图像处理系统

型号 CRFC

名称 数字口内影像板控制系统软件

发布版本 V2.0.0

功能 图像采集：有加载扫描设备、显示扫描状态、获取扫描

图像及对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后处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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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浏览：能对已采集到的图像进行显示、编辑等功能；

系统管理：有系统管理、检查管理、用户管理及密码管

理等功能。

计算机

(用户自配)
具体要求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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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售后服务

9.1 售后服务

菲森公司保证所生产的产品满足产品上的标签规格，并且在保修期

内没有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缺陷存在。保修期是指产品到达经销商后 2 年。

以下情况不予保修：

a）由于运输导致的损坏；

b）不正确的使用和维护导致的损坏；

c）任何未经菲森公司授权的人员修改或修理导致的损坏；

d）意外的损坏；

e）更换或除去产品序列号标签或制造商标签。

9.2 联系方式

如有任何关于维护、技术规格或仪器故障方面的问题，请联系经销

商，或者联系菲森公司售后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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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info@fussenct.com

售后服务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同富裕工业城 3号厂房 1楼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同富裕工业城 3号厂房 1楼

电话：400-660-5770

邮编：518055

mailto:info@fussen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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