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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DENTAPURE 净化盒用于动态口腔
仪器的口腔治疗台水路。按照标签说明使用此
净化盒，可以减少通过仪器提供的水中的细菌
量，达到或超过目前 ADA 建议的水质标准，
最多 200 cfu/ml。

重要事项：DENTAPURE 净化盒仅用于口腔
治疗台水路，不用于一般消费。治疗台运行可
能超过上述限值，建议口腔治疗台供水的 pH 
值应小于 8，且氯含量不超过 1 ppm。不要
使用加热的水。加热的水会促进细菌的生长以
及输送至 DENTAPURE 装置的水路中生物膜
的形成。水压不应超过 45 psi。

使用注意：如果净化筒或净化盒受损，聚碘树脂颗粒会露出来。

急救处理：
如果进入眼睛：睁开眼睛，用水缓慢轻
柔地冲洗 15-20 分钟。如果冲洗 5 分钟
后仍有遗留，请取下隐形眼镜，然后继
续冲洗眼睛。致电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
咨询治疗建议。

如果接触皮肤／衣服：脱掉受污染的衣
服。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皮肤 15-20 分
钟。

如果吞入体内：立即致电中毒控制中心
或医生咨询治疗建议。如果他/她能够吞
咽，帮助其喝一杯水。不要催吐，除非
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要求这样做。不要
给意识不清者从口进食任何东西。致电
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或者前往治疗时，
请携带产品容器或标签。

注：用过的、未损坏的净化盒和净化筒不视为危险物品，可以包裹在报纸中作为普通垃圾进行处理。

产品	 DPI365M	 DPI365B	 DPI40B
聚碘树脂	 	38	cc	 16	cc	 4	cc

活性成分：	
碘* 46%
其他成分 54%
	 总计  100% *与强碱阴离子交换树脂键合

防护声明、警告、急救处理和产品信息	

注意：避免直接接触眼睛、皮肤和衣服。操作时戴防护眼镜（护目镜）和手套。操作后
以及吃饭、喝水、嚼口香糖或抽烟前要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再次使用之前要脱下并清
洗受污染的衣服。针对两岁以下儿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确定。不要让树脂颗粒暴露
在环境中。

防护声明

不要以不符合标签说明的方式使用本产品。



验收时，如果包装密封损坏或净化盒干燥，请用报纸包裹净化盒并丢弃在垃圾中。

所需工具和材料：
• 安装包  —包括连接支架、2 个 Polyflo 接 
 头、1 个连接器
• 剪子或锋利的刀
• 特氟龙管道密封带
• 可调扳手
1. 找到并关闭供水。确定接线盒内部或附 
 近位于水压调节器正后方的 DPI365M  
 位置，确保净化盒有足够的空间，不会 
 管道造成扭结。
2. 将水压调节器的压力设置为 45 psi。
3. 从 净 化 盒 末 端 拔 出 蓝 色 的 装 运 堵 塞 
 在 接 头 螺 纹 上 缠 绕 特 氟 龙 密 封 带 并 在  
 DENTAPURE 净化盒的每一端安装自带的 
 1/4 英寸（0.635 厘米）或 5/8 英寸 
 （1.59 厘米）Polyflo 接头（取决于水路尺 
 寸）。
4. 将 DentaPure 净化盒放置在水压调节器 
 的正后方，使处理的水量达到 最大。（请 
 注意，DentaPure 不应用于处理痰盂/杯 

 填充物，这种情况可能需要旁路拼接）。 
 用剪子或刀切割水管。 
5. 拧松净化盒最靠近连接处一侧 Polyflow  
 接头的黄铜护圈部分。让管穿过护圈，然 
 后滑至净化盒上的接头处。在接头处将护 
 圈拧紧。 
 
 注：如果管上包有织物，请确保织物固定 
 在塑料护圈中。确保管连接 DENTAPURE  
 净化盒后不会扭结。 
6. 将净化盒垂直放置，在盒的一端放一条 
 毛巾。打开供水，让水流入以便排出所有 
 空气。
7. 对盒的另一侧进行相同操作。
8. 安装固定支架（若需要）。将净化盒放在 
 支架中。
9. 操作牙科器械，以检查水流，并将空气和 
 炭过滤器残留物排出水路。

DENTAPURE®	DPI365M

所需工具和材料：
• DentaPure 净化盒
• 安装包中的鲁尔锁
• 剪子或锋利的刀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细菌，初次安装前应使用
经批准的口腔治疗台水路净化剂清洗口腔治
疗台水路。

DPI40B 和 DPI365B 的安装步骤 1-3 相
同。

DENTAPURE®	DPI40B	和	DPI365B使用说明：

产品验收和安装

1 3
4 5 6

4 5 6

• 检查瓶中气压，设置为 45 psi。

•  运行口腔治疗台仪器直至排出水系统中的
所有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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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瓶底部 
1/4 英寸-1/2 英寸 

（0.64 厘米 - 1.27 厘米） 

DPI365B 的安装步骤 4-6

DPI40B 的安装步骤 4-6

使用说明：



储存：放在原包装内储存在室温条件下，放
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避免阳光直
射。避免过热。不允许将净化盒冷藏。不要
储存在打开或无标签的容器中。

处置：用报纸将净化盒包裹牢固，丢弃在垃
圾中。

故障排除：
净化盒的水流速度很慢或不流动：确保新
净化盒安装正确。确保空气供给已开启（最
大 45 psi）。确保净化盒没有抵住水瓶的底
部。
接头处有空气泄漏：请联系口腔产品经销商

更换零件。

管路变色：可能从蓝色变为绿色或黑色。这
是正常现象，不必担心。

初次使用时水的颜色变深：这是由于活性炭
释放导致的。继续供水直至水变清澈。

净化盒安装完成后，供水将通过净化盒的聚碘
树脂床，净化口腔仪器提供的水。为了保持口
腔供水管路中一直有碘，请在取下用过的净化
盒后立即安装新的净化盒。不使用口腔治疗台
时（周末、假期等），净化盒也要放在原位不
得取下。

遵循 CDC/ADA 针对无菌程序的指导要求，
包括早晨冲洗 2 分钟，患者之间冲洗 20-30 
秒，并且安装净化盒后必须继续进行手机消
毒。
水瓶系统中的瓶子每天晚上必须排空并倒置干
燥。如有需要，用干净的纸巾擦拭净化盒的外
部。每天早晨首次使用之前注入新水。

请查看下表了解根据净化盒情况推荐的使用指
导。

更换：使用碘敏感试纸检查性能。如果输出
碘量少于 0.5 ppm，则更换净化盒。请查看
下表了解推荐的更换间隔。要更换净化盒，
请遵循安装说明。取下用过的净化盒并安装新
的 DENTAPURE 净化盒。运行口腔仪器检查
水流并确保治疗台可以使用。安装新的水质检
查表。按照处置说明处置旧净化盒。不使用时
关闭治疗台的供水。

疑问或意见？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DentaPure.com，电子邮件：crosstex@crosstex.com，或拨打电话：1-631-582-6777。

DENTAPURE 是 Crosstex International 的商标。

©2015 Crosstex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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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热水器可能增加生物污染。
为了达到最佳生物净化效果，DENTAPURE	建议不要使用热水器。

注：如果治疗台有痰盂和水杯注水器，在水瓶前面的供水管上使用“T”型接头将这些
连接到旁路。

产品使用、更换、储存、处置和故障排除

Crosstex International
10 Ranick Road, Hauppauge, NY 11788
电话：(631) 582-6777 | 传真：(631) 582-1726

推荐的使用指导表

DENTAPURE	产品规格 如果记录用水量 如果不记录用水量 如果监测碘含量

DPI40B 40 升 60 历日 碘输出量少于 0.5 ppm 则
需更换DPI365M 和 DPI365B 240 升 365 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