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ron™ IOS
口內彩色取模掃描機
解決方案



為什麼選擇Heron™ IOS解決方案

讓方便患者
■ 增加患者的舒適度
■ 更少的等待時間
■ 更少的診療時間 

讓牙技師簡化
■ 快速清楚的溝通
■ 支持多種3D檔案格式
■ 使用於任何開放架構牙科CAD系統  

讓您輕鬆
■ 只需幾分鐘即可完成掃描
■ 員工學習曲線降低
■ 滿足您現在和將來的贗復需求 



Heron™ IOS解決方案
- 為您提供最佳的物超所值
Heron™ IOS為您提供可靠，耐用的技術的組合，該技術易於使用，並獲得了最大的投資回報。簡而言
之：這是您物超所值的最佳選擇。

市場上最實惠的口掃機
Heron™ IOS只需一次性費用。無需軟體授權年費及病例費用，
您將獲得免費的無限制軟體更新。把所有加起來，讓您擁有市
場上口內掃描機解決方案的最低總成本。

更高效工作日的關鍵
有了Heron™ IOS，您就可以立即進行掃描。它的學習曲線很
低，並且借助直觀的病例管理軟體，員工可以在數分鐘內學習
系統。口掃機不需要預熱時間，這意味著更少的患者等待時間
和更少的診療時間。開放的體系架構和內置的技工通訊功能意
味著您可以快速輕鬆地將文件發送到您選擇的技工所。

適用於您診所的耐用馱馬
Heron™ IOS具有輕巧耐用的口掃機，除了風扇外，沒有可拆的
活動零件，這意味著沒有停機時間。 它已經過預先校準，這意味
著您可以立即使用它，並且包含可重複使用的口鏡。免費軟體更
新意味著您將獲得不斷改進的解決方案；一種現在和將來都可以
滿足您的掃描需求的產品。

更好的患者體驗之路
Heron™ IOS口掃機的輕巧設計使您和患者更容易取得齒模數
據，精簡的人體工學設計意味著員工可以更快，更舒適地工作。
可旋轉的口鏡可實現最大的可操作性，圓滑的機身增加了患者的
舒適度。



專為協作而打造的案例管理軟體
隨口掃機附HeronClinic 軟體，該軟體應用程序負責病例管
理和掃描及牙技所共享。該軟體提供了易於使用的觸控螢幕
界面和功能，並為牙科診所和牙技所之間的協作而構建。您
可以通過雲端的文件共享模塊或任何其他選項方法(例如電
子郵件)直接從該軟體共享文件。

簡單價格齒模
使用 Heron™ IOS您可以只需一次性支付口掃機費用-無需支付
每次掃描的額外費用或軟體授權費用。實際上，這種價格意味
著您可以把印模材料及灌模材料的成本當成購買IOS成本。

專為適應現代實踐而設計的口掃機
Heron™ IOS口掃機在設計時考慮了人體工學，並具有纖細，輕
巧的手機，具有最佳的握把設計和可旋轉的口鏡。 它還提供高
級功能，例如顏色捕獲和內置加熱器，以防止起霧。借助這款
用於獲取齒模數據的口內掃描機，3DISC提供了一種支援大多數
常見牙齒贗復類型的解決方案。

不斷完善的解決方案
您的Heron™ IOS口掃機將隨著將來的軟體更新而自動更新，
從而改善了如掃描速度、掃描精度、顯色性和可用性等之類的
特性。

開放式口內掃描解決方案
為牙科專業人士
當您投資Heron™ IOS系統時，您將收到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其中包括小型輕巧的口內掃描機以及完整的病例管
理軟體。 HeronClinic軟體支援整個牙科印模工作流程，包括病例管理、掃描、驗證、註解和訂單提交。

病例建立
只需幾個步驟，即可建立和
管理訂單。建立病例、掃描
和共享。

病例分享
HeronCloud 是易於使用的文
件共享模塊，可與您的牙技所
共享數位牙模。

掃描
由牙醫或牙科助理執行的
快速直觀過程。

牙技所和CAD整合
該軟體為開放系統架構，與
所有開放式牙科CAD系統兼
容。

Heron™ IOS 解決方案工作流程



PC 軟體/硬體 
軟體需求 Windows 10 (Windows 10 S除外)  •  ≥ 100 GB 可用硬碟空間 •  1x USB 3.0 端口
推薦硬體 16 GB RAM (DDR4 或更高)•≥ 4 核心Intel i7 或更高版本(如i7 7800) ≥ 2.1Ghz 基頻, ≥ 4.0Ghz 超頻／倍頻

• NVIDIA GeForce 圖形處理器(1000 系列(GTX): 1070 或更高版本 - 至少6 GB 內存或 2000 系列(RTX): 
2060 或更高版本- 至少6 GB內存) 

系統校準 該系統是自動預先校準

Heron™ IOS解決方案規格

重點解決方案

 精簡而時尚的設計。
 獨特的人體工學設計、有可旋轉口

鏡，總重量僅為150g/ 5.3Oz
 價格實惠只需一次性費用，包括軟體

免費升級

 出色的掃描精準度和精確度
 開放式系統架構，可無縫地融入實踐



可高壓滅菌口鏡
包裝內附3個口鏡，可重複使
用

可旋轉口鏡
為了取得最佳的掃描角度

高清圖像捕獲和彩色掃
描無需噴粉或噴霧

1:1 圖片顯示了口掃機的實際尺寸

加熱元件
防止在光學元件上起霧

小型精簡的IOS
該口掃機是市場上最輕巧的IOS之一，可提供無需噴粉全彩色掃描。Heron™ 
採用獨特的專有技術，旨在優化設備的速度、準確性和精度。

Heron™ IOS彩色口掃機
Heron™ IOS是與牙醫一起設計的口腔內彩色口掃機，可確保完美地適應現代牙科實踐。 它具有獨特的人體
工程學設計，並且是目前市面上最輕的彩色口掃機之一。 它以極具吸引力的價格擁有修復牙齒方面最受歡迎
的功能。 該系統具有真正的開放式體系結構集成，使牙醫能夠將數字印記發送到實驗室側的任何開放式牙科
CAD系統。Heron™ IOS彩色口掃機是在美國設計和製造的。



安裝選項
 底座可以掛壁

真正符合人體工學設計
日常使用中具有最佳抓地力和靈活性

手持式口掃機
Heron™ IOS口掃機在設計時考慮了人體工學，並具有纖細、輕巧的手
機，具有最佳的握把設計和可旋轉的口鏡。它還具有高級功能，例如彩
色捕獲和內置加熱器，以防止起霧。借助用於數位化印模的口內掃描
機，3DISC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可支援牙科中最常見的贗復類型。

輕巧
僅重150g/ 5.3Oz 
確保在任何情況下均無壓力使用

口掃機
口掃機尺寸 尺寸：L 256 mm, W 43 mm, H 43 mm
底座尺寸 尺寸：306 mm, W 98 mm, H 72 mm
取影方式 主動立體成像
彩色掃描
電源線

24-位元 (每通道8-位元) 
1.8 m

掃描過程
牙齒準備 無需噴粉或噴霧
掃描原理 連續掃描並累積 (拼接) 深度和顏色數據
牙齒距離口掃機
捕捉時間

0-12 mm
每個牙弓< 2分鐘

Heron™ IOS口掃機規格



HeronClinic軟體
HeronClinic軟體是Heron™ IOS解決方案中包含的高度直觀的掃描和病例管理系統，除了病例管理和掃描之外，
該系統還允許您通過我們的雲端文件共享解決方案與牙技所共享信息。該軟件的設計具有高度的直觀性，具有快
速的學習曲線，可提供與牙技所的快速簡便的協作。

選擇Heron™ IOS系統時，開放式軟體是您最大的優勢之一，
因為它使您可以選擇在任何開放軟體平台中工作並在當前的診
所和牙技所設置中使用掃描機。Heron™ IOS系統具有在
STL、PLY和OBJ中進行掃描並將其輸出到牙技所中任何開放
的CAD軟體解決方案的能力，在連接和自動化數位設置方面為
您提供了最大的靈活性。

軟體亮點

■ 觸控螢幕功能 (需螢幕有支援)

■ 包含用於文件共享的HeronCloud解決方案

■ 具有比較功能的3D掃描預覽器，可跟踪患者的牙齒歷史

■ 支援多種語言 (3DISC.com/support)

■ 支援最常見的贗復類型

■ 開放系統架構，可輸出到任何開放的牙科CAD系統 



病例和患者瀏覽器簡化的病例管理，可
輕鬆瀏覽所有患者信息。快速取得掃描
步驟和內置建的3D檢視器。

訂單處方輕鬆選擇贗復類型和材料，通
過一個按鍵即可添加首選技工所。

開放格式軟體內置的病案管理軟體可簡化您的整個贗復工作流程，從而為您帶來更高效率，更高效的工作日。

掃描將所有必要的工具放在工具列上，
使用實景預覽窗口，您可以在掃描時查
看掃描結果。



彩色距離圖以快速計算製成可視化上顎
和下顎之間的距離，直觀的界面易於設
置來調整自定義設置的值所需距離。

打開顎骨增加了新功能，可以從咬合側
張開並檢查患者的下顎，與彩色距離圖
功能一起使用時特別有用。

手動咬合對齊新選項允許用戶使用簡單
的界面手動調整咬合對齊方式，牙醫師
可以驗證技工所是否進行了正確的咬合
校準。



2D影像檢視器通過添加顏色信息、註
釋和繪圖來完成您的數位處方，與技
工所的溝通可以如此簡單。

定案通過定案螢幕，您可以驗證所有信
息，在文件中添加附件和註釋，然後再
將它們發送到技工所。

輸出文件格式 STL, PLY或OBJ
與CAD / CAM系統的相容性 開放式架構，與大多數牙科CAD系統相容

支援的任務 病例管理、掃描，驗證和技工所共享應用程式
雲端文件的共享 允許將牙齒贗復病例從牙科診所轉移到牙科技工所並製造
適應症 設置掃描機軟體以幫助建立贗復體，例如齒冠、印模薄蓋冠、嵌體、冠蓋體、臨時冠、橋體、縮小橋體、

臨時橋體、貼面、雕蠟成型、咬合夾板和植體

界面 觸摸螢幕功能

HeronClinic軟體規格



病例概述
立即檢查病例內容，包括掃描內容和
增加的註釋，下載所需的文件並更改
病例狀態。

網頁3D檢視器
在下載病例之前，請先檢查病例，
以驗證文件並與牙醫溝通更改方
案。

概述
收到的所有病例都包括狀態、贗復
類型、牙醫ID、日期和交付時間。您
可以更改語言設定並增加夥伴連接。

HeronCloud
HeronCloud是易於使用的雲端解決方案，可幫助您共享和儲存數位齒模，而無需犧牲本地存儲空間。與任何數位牙技所共享文
件，沒有容量限制。



Dr Salvatore F. Perna - 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Dr. Salvatore Perna 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執業，專注於具有創新設計和贗
復護理的數位化美容牙齒重建。

他的理念是通過謹慎和溫和的接觸使患者恢復最佳的口腔健康，對於
Perna博士而言，牙科領域最有意義的方面之一就是看到患者離開辦公室
時充滿了微笑，因而增強了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病例
在我們的診所中看到一名患者的#5-13牙齒齲齒和錯位贗復，該患者需要理想的美容牙齒重建，並且由MD批准進行牙科
護理，並討論並商定了所有診斷記錄和建議的治療護理計劃。

我為患者準備了完全覆蓋的齒冠，並使用Heron™ IOS掃描了上顎和下顎牙弓。我很好奇地評估了Heron™ IOS最近發布
的軟體運算法的跨弓精度和邊緣完整性。

結果
完整的牙冠以精確而無與倫比的邊緣完整性完美地坐落在患者的牙齒上。 我可以驗證用戶友好的界面和軟體模塊，以及
出色的口掃機，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和功能。病人沒有不適感，並且由於輪廓和錐形的Heron IOS口鏡的緣故，掃描任
何後牙的遠心端都沒有問題。

將STL文件傳輸到我的齒冠和牙橋及技工所是很容易，而且效率最高。我的技工所非常讚賞技工所內單據的全面數位化
而精簡的方法，以將我的處方與他們進行交流。

結論
我想購買和使用最好的IOS，並且我正在尋找一家提供最佳技術，支援未來發展的公司。我相信3DISC現在已經提升可以
取代迄今為止所有競爭者的水平。我會向所有牙醫強烈推薦這種出色的設備；從新開業醫生到經驗最豐富的人員，以使
您的病患護理達到更高的水平。

齒冠掃描的效率和準確性 
跨弓準備
- Dr. Salvatore F. Perna的病例研究



■ 手術前照片顯示不規則的鄰位排列

■ 口掃機的精簡設計確保在緊密的咬合間隔內實現最佳的
患者舒適度

■ 在安裝在咬合架之前與已灌成石膏的模型驗證其是否
符貼和完成

■ 最初的Heron™ IOS掃描正在進行中

■ 3D成像轉成列印模型的比較

■ 可以輕鬆、精確地置放病例



Heron™ IOS - 法規信息

Heron™ IOS 的生產和銷售符合美國FDA法規和根據歐盟醫療器材法規93-42-EEC的CE標誌
 Heron™ IOS符合(或符合FDA)法規要求，並根據歐盟醫療器材法規93-42-EEC的CE標誌

Heron™ IOS 在加拿大獲得銷售許可
Heron™ IOS 已在澳大利亞註冊可銷售

Heron™ IOS取得TFDA衛部醫器輸壹字第021526號許可證



關於3DISC

我們從2007年開始我們的旅程，其願景是：設計和製造使牙醫師能夠為病患提供最優質的治療和舒適度的數位化產品。當牙科診
所選擇我們的解決方案時，他們可以依靠我們的承諾，利用我們的專業知識和持續的產品開發來為他們的投資提供最大的價值。我
們解決方案的開發始於牙醫和病患的始末，我們的目標是將數位成像解決方案的優勢帶入各種規模的牙科診所。憑藉在美國的研發
和生產基地，在歐洲和亞洲的辦事處以及遍布全球的分銷網絡，我們準備為所有客戶提供最佳的本地支持援。

3DISC.com

安德醫材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768巷1弄20號B1
電話：02-2653-6173
EMail：adentmed@gmail.com
網址：https://www.adent.com.tw

Follow us

Facebook.com/3DISC Instagram.com/3DISC Linkedin.com/3DISC

Youtube.com/3DISC Twitter.com/3DIS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