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200 LED光固化机

使 用 说 明 书

1  产品介绍   

1.1 前言

      桂林维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牙科设备专业生产厂

商，拥有强大的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拥有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产品通过了德国TÜV南德意志集团的审核，获得

ISO13485：2003/AC：2007和CE证书。

1.2 产品原理

      LED光固化机是利用光辐射原理，对光敏树脂照射使

之迅速固化。

      产品适用范围

       适用于牙科临床对以聚合物为基底的修复材料进行照

射使之固化。

1.3 产品特点

      ●  恒光功率输出，使用时不会因为电池电量下降而影响固

化效果。

      ●  高效的电光转换效率，充满电可以使用500次以上（以

全功率模式10S定时计，电池充满电到电池低电量报警的

使用次数）。

      ●  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增加手握的质感及治疗的舒适

感。

      ●  自动关机功能。

2产品性能结构及组成 

LED光固化机主要由主机、充电座和充电器组成。

3 基本技术参数 

          外形尺寸：Φ25mm×243mm

          净重：390g

          机器配置：详见装箱单

          供电电源：

   ●可充电锂电池

     标称电压：DC 3.7V，容量：2200mAh，电池带有过 

压、过流和短路保护。

 ●充电器

    输入：AC100~240V 50/60Hz 

    输入功率：10VA

    输出：DC 5V/1A 

LED灯的性能：

 3W大功率蓝光LED灯

 波长：420nm～480nm

 类别：1类

 发射极限（AEL）：3.9×10 J

 检查方法：正确操作使用时LED灯发光表示灯完好。

 辐射：≥700W/m 

  导光棒的光学有效面积：50mm

 使用环境：

  环境温度：＋5℃~＋40℃

  相对湿度不大于80%

  大气压力：75KPa~106KPa

设备安全分类：

  按运行模式分类：短时运行设备

  按防电击类型分类：内部电源类

  按防电击程度分类：B型应用部分

  按对进液的防护程度：普通器材

  在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或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

燃麻醉气情况下使用时的安全程度分类：不能在有与空气混

合的易燃麻醉气或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情况下

使用的设备。

4   安装和拆卸方法    

4.1 将导光棒的红色保护套取下，再将导光棒长的一端对准光

固化机上端的安装孔插入（须以旋转方式插至底部，切勿

斜插）。

4.2 将遮光片卡紧安装在导光棒的根部。

4.3 拆卸按以上反方向进行。

4.4 平时使用完或者需要充电时，取出充电座和充电配器，把

充电器接入AC100-240V网电，然后将充电器输出插头插

入充电座标识为DC 5.0V的充电插孔，再把主机放入充电

座即可进行充电。

4.5 电池的更换

             一手握住主机前部，一手逆时针旋转电池仓，直到取

下电池仓,然后从电池仓中取出旧电池,再更换上新的电

池，再将电池仓重新装在主机上。电池正反装都可以正常

使用，无安全方面危险。

       如图所示。

5   操作方法

5.1 轻按光固化机"M"模式设定键按钮即可选择下列三种模

式中的任一种进入工作状态：

       ●全功率模式：显示屏显示01，蓝光以全功率照射。

（临床推荐使用的模式）

       ●渐进模式：显示屏显示02，蓝光功率由弱逐渐增强，

5秒达到最大功率。

       ●脉冲模式：显示屏显示03，蓝光以脉冲方式工作。

5.2 轻按光固化机“T”时间设定按键即可选择3、5、10、

15、20、25、30、35、40秒的定时时间。

5.3 使用时，光源对准需要固化的位置，按下“P”开/关按

钮，主机发出“嘀”的一声响，主机发出蓝光并按选定

的工作模式工作，数字显示屏从选择的定时时间开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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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倒计时时间，计时到0时结束工作，数字显示屏返回显示

原设定的定时时间。

5.4 工作过程中可随时按“P”开/关按键结束工作。

5.5 在一个照射周期结束后，可马上按“P”开/关键开始下一

个照射周期，如明显感觉手柄开始发烫应停止工作，直到

手柄完全冷却后再开始工作，建议连续照射的次数不超过

10次。

5.6 低电压指示：主机内部具有电池低电量检测功能，在检测

到电池低电量时，显示屏闪烁。

5.7 需要充电时，取出充电座和充电器，把充电器接入

AC100-240V网电，然后将充电器输出插头插入充电座标

识为DC 5.0V的充电插孔，指示灯点亮为绿色，表示进入

待机状态；把主机放入充电座，指示灯变为蓝色，表示开

始充电；充电结束后指示灯变为绿色。

5.8 使用完毕后如导光棒沾有树脂，请用棉布擦拭干净，以免

影响光源强度。

5.9 机器在闲置2分钟后会自动关机，开机请按任意键。

5.10 本机器对光固化复合树脂的固化深度10秒钟不小4mm。

5.11 导光棒可以进行温度为135℃、压力为0.22MPa高温、高

压灭菌消毒。

5.12 调光功能

按M键至04状态后，再按T键,即进入调光模式，通过按

T键来选择P1、P2、P3

P1→100% 功率密度输出；

P2→75% 功率密度输出；

P3→50% 功率密度输出；

选择其中一种功率密度后，再按M键确认，即使得光固化

机输出的功率密度为所想要的。

例：

使光固化输出的功率密度额定最大的50%

1. 按M键至04状态后再按T键；

2. 然后再按T键切换到P3

3. 再按M键确认。

即使得光固化输出的功率密度为额定值的50%。

6   安全及注意事项 

警告：我们的责任为用户提供正确的使用规则和安全注意项。     

 产品必须使用在说明书提及的范围内，不能作为其他用途。

 首次使用该机器，请至少充电4小时。

 光固化机应由经过培训的人员使用。

 光固化机应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导光棒为易碎玻璃品，严禁敲打、撞击和坠落。

 临床使用时，光源应直接照射在被固化的树脂材料上，防止

照射位置不当，影响固化效果。

 必须使用厂家原配的遮光片，必须正确安装使用遮光片，不

能直视光源，否则会对眼睛造成伤害。

 请使用原配的充电器，其他充电器有可能会造成锂电池和控

制电路的损坏。

 严禁用金属或其他导体插入到主机的充电口内，以免造成内

部电路或锂电池短路烧毁。

 请在凉爽、通风的室内给电池充电。

 应严格按照说明书中规定的额定工作时间进行操作，避免温

升过高对牙齿造成损坏。

 严禁挤压、震动或晃动电池，严禁将电池短路，严禁将电池

与金属物品放在一起。

 若长时间不使用机器，须将锂电池和主机分开取出另行保

存。

 不应在导光棒取下后搬动灯源；

 建议在周围5M范围内不要使用高频高压的设备，以免影响

设备的使用性能或异常工作。

7   产品禁忌症      

 已做眼科手术者，特别是光敏感者，孕妇及幼儿、心脏病患

者不宜使用。

 视网膜病患者慎用。

 有日光过敏史的患者（包括日光性皮炎患者）或使用光敏药

物者不宜使用。

8   日常维护

8.1 本产品不含自行维修的零配件，机器维修应由指定的专业

人员或特约维修店进行。

8.2 用户可现场更换遮光片、导光棒和电池，必须使用原厂配

件，购买请与当地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系。禁止使用其他品

牌的相关配件，以免造成光固化机损坏或其他危险。

8.3 本产品除导光棒可高温、高压（温度为135℃，压力为

0.22MPa）消毒外，其余配件若要清洁或消毒请用清水或

消毒液擦拭即可，切勿浸泡；不要使用易挥发的和易溶解

的溶剂清洁，这样会导致控制面板上的标记褪色。

8.4 每次用毕应用75%酒精棉球擦洗端部以避免污染减少导光

效果。

8.5 清洗时就拔掉电源，清洗时严禁将机器浸入水中清洗。当

导光棒有明显损伤、裂痕影响光照时，应更换。

9    故障排除

【注】：如上述的处理都已经完成，机器仍不能正常工作，请

与经销商或本公司联系。

10   储存和运输

10.1 本设备应小心轻放，远离震源，并应安装或保存在阴凉干

燥通风处。

10.2 贮存时不要与有毒、有腐蚀性、易燃、易爆的物品混放。

10.3 产品应贮存于相对湿度不超过80%，大气压力为

75KPa~106KPa，温度为-20℃~+55℃的环境下。

10.4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过度的冲击和震动，小心轻放。

10.5 运输时不应与危险品混装。

10.6 运输时应避免日晒或雨雪浸淋。

11  售后服务

              本设备自出售之日起，由于质量问题不能正常工作 

的，凭保修卡由我公司负责维修，具体事项按照保修卡。

12  环境保护

           该设备不含任何有害成分，可依据当地的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或销毁。

13   特别说明

本公司保留对机器设计、产品技术或配件、使用说明书

及机器包装内容随时进行修改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产品图

片以实物为准，最终解释权归桂林维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所

有。

14  符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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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姓名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产品编号

购买日期                      年             月                日

桂林维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生产地址：桂林市高新区信息产业园D-07号B栋三层

销售电话：0773-2260599/2260566

传真：0773-2260518

网址：http://www.veirun.com  

服务热线：400-080-3690

保  修  说  明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购买并使用本公司的产品！为了使我们的服务更加令您满意，请在购

买后详细阅读和填写保修卡，并妥善保管，返修产品时，请将产品及保修卡一并寄

回，否则按产品生产日期计算保修期限。

一、保修期限

 本产品自公司出售之日起，凭保修卡，主机保修一年，（除耗品外），终身

维修。

二、保修范围

 在保修期内，凡属于产品质量、工艺结构等引起的故障   均属于保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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