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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c牙科

A-dec 对所生产的牙科设备提供无 操作指南，并持续评估无 操作程序和产品，以

帮助 医 和诊所对其专 的牙科设备进行无 处理。其目的是帮助他们更好地使用和保

护其牙科设备 产。

此无 操作指南根据美国 防控中 （CDC）、美国食品和 品监 管理局（FDA）、

环 保护 （EPA）和美国安全、无 和预防组 （OSAP）的指导制定。用户可根据当地

感控的 规要求，结合和参考使用此无 操作指南。 

面
“我应该使用 种表面消毒剂 ?”这个 分 单的 ，却由于感染控制的要求 多，

且 消毒剂损 牙科设备，而无 得到一个 单的 案。

在众多制造牙科设备的材料中， 有 材料可以不受化学 质的影响，不过有 材料

的性质和表现更有优 。

A-dec 已在其产品线中采用了最耐化学品的材料，但正如牙科设备生产中所用的材料

有 一种可以耐受所有化学品一样，也 有一种化学品对牙科设备完全不产生损 。甚至A-dec

使用说明中之前发 的“危 性最小”的表面消毒化学品长期使用也会损 设备。为防牙科

设备过 损 ，必 进行更为 当的管理 护。

除了使用可供表面消毒的化学剂， 医 和诊所还使用各种各样的方 来处理表面

染。这 方 可以影响牙科设备的使用 。例如，有 方 于频 、大量地使用消毒

化学品，这不仅 必要，还会产生高 的费用和对设备的 。 一 则采用一次性 离膜

和一次性 品，来减少对化学品的使用频率，从而 长设备使用 。

除了表面消毒剂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造成牙科设备损 。牙科 机润滑剂、

套中 的 、化学消毒剂、高温、湿 、清洁化学品，以及用于 抹清洁和消毒化学

品的 器、 外线 、牙科治疗材料和高矿 质 是与牙科设备损 相关的因素。

表面处理是 A-dec 用来描 对设备进行无 操作处理的多种产品使用和方 的集合。利

用适当的表面处理方 ，可确保有效的感染控制，且防止牙科设备过 损 。因此， 不

仅仅是 单的“我应该使用 种表面消毒剂 ?”，而应该是“如 最好地处理牙科设备表面 ?” 

意：牙科治疗设备的生 危 可能导 患者或医务人 患危及生 的 。使用正

确的防范 包括个人防护装备、 离 、消毒剂和 来 低接触危险。

根据上 ，下面是 A-dec 建议的表面处理方案：

1.  对进入 的所有 品进行高温消毒（或使用一次性

品）。专为 使用而设计的 A-dec 和相关产品包括

（不仅限于 A-dec 牙科设备）：

• 高速牙科 机

• 附件

• 外接管（ ）

• 强力 引装置（HVE）和 装置（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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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 （使用一次性护套，无需消毒）

• 仪器

• 光固化 （只需 下光固化 并进行消毒）

2. 别并管理触 面和转 表面，以减少它们在牙科操作

设备中的数量。触 面是指一 在牙科治疗过程中需要

接触且具有 在 感染危险的表面。关 是需要。

在牙科治疗期间会接触到牙科操作设备中的很多表面，

但需要触 的只有几个。例如， 在大多数治疗过

程中需要 新定位，因此会被触 。如果定位过程中只

触 而不触 外 、 或其他部件，则实际

上就最大限度减少了触 面的数量。而且，可以使用前

操作 开关，这样就避免使其成为触 面。因接触器

械或其他静 染的表面被 别为转 表面。例如，牙

科 机托架和牙科器械托盘就属于转 表面。精 制定

的 术设备设置和规范的牙 程序将有助于减少 术

设备中转 表面的数量。

3. 对所有的触 面和转 表面使用 离膜（ 盖）（除非是

进入 品的表面，这 品必 进行高温消毒或销

）。不同患者之间需更 离膜。使用防 材料制作的

离膜。小 下受 染的 离 ，避免 染。

4. 只在患者 期间对触 面和转 表面使用表面消毒剂，

并在每日结 及 离膜明显受损时使用表面消毒剂。始

终 表面消毒剂产品上的标 说明，包括规定的 活

时间。 

5. 在所有的 和 点表面上使用温和清洁剂。

和 点表面 （也 为 表面）包括非触 面，转

表面或进入 的 品部件的所有 术操作表面。仅

在 和 点表面明显受到 染时对其使用表面消毒

剂。每天至少用温和的清洁 液清洁一次所有的

和 点表面。 使用 性的清洁剂、 子或 洗垫。

湿的表面应始终用无 干。仅限戴清洁 套的工

作人 在 行清洁程序时触 和 点表面。 

 意：请 使用“ 套” 行清洁程序。清洁 套

应由 制成。应使用防 刺和耐化学性的 套

行所有的清洁和消毒程序。 

6. 使用牙科综合治疗 （以下 牙 ） 离膜。调

节旋 或牙 面的操 是触 面，可能需要在

治疗中 进行调整，因此，应该覆盖 离膜。 离

膜还可以防止可能会损 皮垫的多种护发产品。

7. 尽量减少在皮垫上使用表面消毒化学品。仅当 离膜受

损时，才在不同患者 期间对皮垫使用表面消毒剂。

对牙 皮垫进行清洁并使用 离膜，可作为 要的无

操作方 。如果 对牙 皮垫造成 染，建议对

牙 使用 离 ，而不是 化学品。 离 可以大大

长牙 皮垫的使用 。如果将 离 用于感染控制，

则必 为每位患者 以更 。避免使用不适合牙 的

售皮垫清洁剂（如用于 、家具的产品等）。 

清
建议的表面处理方案时，更多地关 于清洁非

染点的环 表面。使用由温和的洗 剂和 组成的 液，

或者使用不含 精、 白剂或 的 售清洁剂。

由于 的 度因地区而异，建议通过实验来确定 中

添加多少洗 剂。使用适量的 剂以确保 好的清洁效果

并且在表面不 。 使用 性清洁剂、 洗垫

或其他 性的 器，因为它们会 久 或损 设备表

面。小 使用可能会产生 性的再生纸产品，如纸 。

扫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