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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本机器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尤其注意“警告”和“注意事项”部分
的所有内容。

请根据说明书进行机器组装、操作、维护和维修，相关操作应该与本操作
手册所示说明相一致。请务必对本机器进行定期检查，请不要使用有瑕疵
的机器。如发现相关部件发生破损、丢失、磨损、变形或被污染，请及
时更换。如需设备维修或更换，公司建议您致电或通过书面方式联系离您
最近的区域服务中心或者当地经销商。在对机器或任何产品零件进行维修
时，应遵从公司及其专业人员指示。未经公司事先书面同意，不得对机器
进行任何改装。因使用者的使用不当、维护不当、维修不当、故意损坏，
或由除合格的技术人员以外的其它人员造成的任何机器故障，使用者应负
全责。

警告: 本机器适用于熟悉牙科设备的医生使用。如果您此前从未接受过牙
科机器操作培训，请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该机器。

用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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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配置包括:

• 油压压缩机
• 水-气-雾三用喷射注射器/喷枪
• 2个水瓶
• 单独的水流阀
• 手机防护罩
• 真空吸引器（仅古氏Quattro+系列配

备）

产品尺寸:

• 长度：45 cm（17.75英寸）
• 宽度：39.3 cm（15.5英寸）
• 最小高度：74.9 cm（29.5英寸）
• 最大高度：104.1 cm（41英寸）
• 重量：49.9 kg（110磅）

可选配置:

• 灰色机身+操作台颜色可选
• NSK可高压灭菌的压电式超声刮治器
• 光纤管路
• 壁挂式机身
• 低速水路
• 外接水路输出

220V系列

• 电流：2.4 A
• 电源: 220-240 V AC

110V系列

• 电流: 5 A
• 电源: 110-120 V AC

其他参数

• 操作频率：50/60 Hz
• 操作温度范围：15℃-30℃
• 机身最大重量：13.6 kg (30磅）
• CE IEC60601-1

古氏TRIO+系列和QUATTRO +系列 
牙科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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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氏牙科工作站在使用前需要组装。

收货

古氏牙科工作站在使用前需要组装。这是为最大程度地降低机器在装运过
程中的损坏风险。
在装运箱内的袋子和/或小箱子里您可以找到所有的配件。

操作指南

注意事项 : 将机器从箱子中取出时，必须两人以上进行操作，以防受伤。

收到该牙科工作站并将其拆封后，请检查装运箱及其中所有内附部件是否
有因运输造成的损坏迹象，同时检查材料清单，务必确保所有必要部件均
已包含在内。

收货, 组装和启动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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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油压压缩机系列牙科工作站，在压缩机盖板上有一
个视镜，用于检查机油液位。

如果油位低于一半，请单次少量慢速注入机油，
慢慢加至油箱一半的位置。静置5分钟后，查看油
位。

(警告: 请使用压缩机专用机油，油箱内只需要填至
一半油即可。)

3

打开包装，并将踏板放在地上。

4

如果是壁挂式牙科工作站，需要按
照指示安装墙体托架臂。

注意: 壁板必须稳定固定在墙上。
(随机不配送螺丝)。

收货, 组装和启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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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水瓶中装满蒸馏水，插入驱动管，将其安装到顶
部操作面板下面，并拧紧瓶盖。同时拧紧吸唾瓶，
并确保吸唾过滤器安装到位（仅古氏Quattro+系
列）。

7 8

安装牙科用手机:
1: 压电式刮治器 （自选配）
2: 高速手机 （自选配）
3: 低速手机（自选配）
4: 真空吸引器头（如配置）  

(警告: 请勿在没有工作尖或牙钻的情况下，运行手机)

使用艾伦六角扳手（随机附赠），按需调整手机支
架的角度。

12
34

5

从右侧开始，依次将手机管道接头放置于管架上，
且放置顺序与其底部管路装置的顺序一致。

收货, 组装和启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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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源线（自选配）将装置接入插座。

11 12

启动压缩机。（压缩机的启动开关位于压缩机后面
的压力表附近）。
压缩机停止运行后，压力表指针应处在80-120 
P.S.I.（5.5-8.3 bar）之间。

将电源连接线一端连接在操作台后面的电源端口。 将电源线的另外一端连接在底部压缩机处的电源
端口。
底部的另外一个端子接口需通过电源线（自选配）
接入电源插座。

9 10

收货, 组装和启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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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打开水路阀。(位于顶部操作面板左侧，下面的一
个控制按钮)。

15

测试喷枪：先按压空气按钮，再按压喷水按钮，然
后同时按压这两个按钮，以产生喷雾。

16

测试低速手机：将低速手
机从管架上拿下来，踩压
脚踏板。确认手机可以
工作。
如机器额外配置了低速管
路上的水路，可以通过旋
钮调整水流大小。
将低速手机重新放回到管
架上。

低速水路水流量调节旋
钮。

如需连接另一个空气源，则需检测该空气源的供应
压力是否大约为80 P.S.I. (5. 5 bar)。

13

收货, 组装和启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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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超声刮治器：将刮治器从管架上拿下来，踩压
脚踏。确认刮治器可以工作。并可以通过操作面板
上的按钮调节水流大小，操作面板上的最右端的旋
钮是用来调节刮治器工作尖功率（工作尖功率详见
工作尖指南。通常，NSK 的G系列工作尖，请务
必确保功率调节范围始终位于蓝色区域内）。使用
后将超声刮治器重新放回到管架上。

踩压脚踏侧面的真空吸引
器控制钮，以控制真空吸
引器工作。

真空吸引器手柄上有一个旋钮，用于调节吸入量。

18

19 20

测试高速手机：将高速手
机从管架上拿下来，踩压
脚踏。确认手机可以工
作。并可以通过操作面板
上的按钮调节水流大小。
使用后将高速手机重新放
回到管架上。

17

高速手机水流量调节旋
钮。

脚踏工作开关钮。

刮治器水流量调节旋钮。

收货, 组装和启动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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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吸唾瓶 
(仅古氏Quattro+系列配

置）

2. 水瓶1
3. 水瓶2
4. 托盘

1

2 3

4

机器组装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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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气雾三用喷枪
2. 真空吸引器（仅古氏Quattro+系列配置） 
3. 低速手机
4. 高速手机
5. 超声刮治器（如配置）
6. 低速手机和高速手机工作压力指示表
7. 水路阀开/关
8. 水瓶选择
9. 低速手机水量调节（如配置）
10. 高速手机水量调节
11. 超声刮治器水量调节（如配置）
12. 超声刮治器工作尖功率调节（如配置）

1

2
3

4
56

7
8

9 10 11 12

顶部控制面板 
细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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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动/关闭
2. 调节器
3. 脱湿器
4. 机油过滤器
5. 压缩机排气管
6. 压缩机压力表
7. 过压安全阀
8. 输出压力表 (5.5 bar / 80 

P.S.I.）

1

2

3 4

5

6

8

7

压缩机操作板 
细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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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空脱湿器：打开位于底部的排水管，使用布块打
开可以免弄湿其他部位。

1

请根据手机制造商提供的说明
书操作，润滑手机。

对机器进行适当的维护，可减少机器折旧，并可延长其使用寿命。
必要条件：空气供应：75至85 P.S.I. （5.5 bar）-电：110-240 vac（机器电源可选）

4

切勿润滑超声刮治器。

3

日常 
维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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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机器使用结束后，请拔掉压缩机电源，并拧松
储气瓶下面的排气管的螺丝*，释放所有压力。该
操作可防止冷凝，并延长储气罐的使用寿命。
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切记拧紧排气管的螺丝。

*不要完全松开螺丝，以防止零件掉落

如果油位低于一半，请单次少量慢速注入机油，
慢慢加至油箱一半的位置。静置5分钟后，查看油
位。
(警告: 请使用压缩机专用机油，油箱内只需要填至
一半油即可。)

6

清空机油过滤器：推开位于底部的阀门，使用布块
推开可以免弄湿其他部位。

5

7

如果发现任何积垢，请清除清理机油。

8

日常 
维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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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确保压缩机启动时的声音是正常的。如在未使用压
缩机情况下，压缩机也会自行启动，则表明系统存
在漏气现象。

如果该情况频繁发生，请与公司联系。

日常 
维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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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每年进行一次预防性维护保养。保养工作包括更换设备上的所以过滤元件，在压缩机中添加机
油，检查泄漏，重新设置压力，完成性能分析。请与当地古氏公司或各地供应商联系了解更多细节。

设备维护套装

• 湿度过滤器
• 空气过滤器
• 油过滤器
• 压缩机油

年度 
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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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工作站保修期为五年（5年），手机保
修期为一年（1年），且保修日期从交货日起
计。但保修的前提是机器使用者按照说明书和
相关维修规定操作和运行该机器。

如因机器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以下任何一种情况
而造成损害、损伤或损失，则公司对于该损
害、损伤或损失概不负责，无论该损害、损
伤或损失是否是由产品自身缺陷或其他原因造
成：

1. 使用者使用已损坏的机器、使用不当或滥
用；

2. 由除公司或其认可的维修技术员之外的其
他人员对机器进行维修或改装；

3. 使用者未严格遵守安装适用的法规和条
例。

公司仅确保塑料、橡胶和一次性用品零件等物
件在交付时是无瑕疵的。

公司可酌情对任何已被证明在技术或材料方面
有瑕疵的产品进行维修或更换，但不对该产品
的老化、磨损或滥用负责。本保修单针对序列
号已被更改、损坏或删除的机器无效。

针对需要更换或维修的货物，相关运费由用户
自行支付。

服务与信息中心

公司愿意为用户提供在线或电话服务，以回应
产品相关问题或帮助用户解决疑虑。 

联系方式：

电话：1-800-363-l746
电话：450-759-9395
传真:  450-759818
邮件：info@dispomed.com
网址：www.dispomed.com
Twitter: twitter.com/Dispomed

设备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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