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S PRO 产品说明书

A-IS PRO 扫描仪是由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为

牙科研发的一款扫描设备。全自动化标定和扫描过程，将精准的三维

扫描和有效的订单管理结合在一起，提供给客户简单、直观的操作，

使生产提高效率。 本手册说明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夹具使用

2 创建订单

3 扫描操作

4 扫描类型

5 咬合类型

6 标定

7 机器调试

8 注意事项

9 安全事项

10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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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夹具使用

软件使用过程中，会使用产品附件中介绍的夹具进行夹装扫描。

义齿扫描仪涉及的夹装主要有

1. 标定板的夹装

2. 颌夹具的夹装

3. 代型盘的夹装

4. 垫块

5. 咬合关系转移颌架夹装

6. 模型牙夹装示例

7. 标志点夹具的夹装

附件

附件 数量 图片 用途

USB 数据线 1
扫描仪和电脑

连接

电源线 1 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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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六角工具 1 维修

加密狗 1
打开软件的权

限

标定板 1 标定

代型盘 1 扫描基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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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扫描上下颌与

基牙

颌夹具

1

扫描牙颌（使

用橡皮泥粘在

家夹具上，牙

颌粘在橡皮泥

上机课）

1

扫描全口模型

（使用橡皮泥

把全颌黏在夹

具上，并用橡

皮筋勾住夹具

的三个凸角，

固定上下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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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扫描阿曼牙颌

1 扫描颌架牙模

2 扫描普通牙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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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扫描印模

垫块

1

标定、扫描普

通牙颌和代型

使用的垫块

1
静态颌架扫描

时使用的垫块

1
动态颌架扫描

时使用的垫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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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板 1 纹理白平衡

1.1 标定板的夹装

（1）标定板夹装：将标定板底板面上的圆形缺口 1 与底盘上的

小孔 2 对齐，如下图所示。使得夹具反面 3 个凹进孔和底盘上凸起的

3个钢珠吸紧，即可将标定板底板和机器底盘无缝吸紧。



7

1.2 颌夹具的夹装

颌夹具夹装：将颌夹具反面圆形缺口 1 与底盘上的小孔 2对齐，

如下图所示。使得夹具反面3个凹进孔和底盘上凸起的3个钢珠吸紧，

即可将颌夹具底板和机器托盘无缝吸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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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夹具：

（1）如下图红色箭头所示，手拿着牙模往外顶直至牙模完全放

入。

（2）以阿曼牙模为例，夹具和牙模红色画圈处重合即可。



9

1.3 代型盘的夹装

牙齿代型的夹装：将两个箭头对齐，同时孔 1 和孔 2 对齐。使得

夹具反面 3个凹进孔和底盘上凸起的 3个钢珠吸紧，即可将代型盘和

机器托盘无缝吸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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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垫块

垫块：标定板标定时、 代型扫描时、非转移颌架订单的上颌和

下颌时，三种流程都需使用垫块；

静态颌架垫块：进行静态颌架扫描时使用，以阿曼颌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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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到扫描仪的效果图如下：

动态颌架垫块：仅适用 A-IS pro 扫描仪，进行动态颌架扫

描时使用，以 Corident 颌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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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到扫描仪的效果图如下：

正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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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上方视图

1.5 模型牙夹装示例

(一) 完整颌夹装：无手柄的夹具采用橡皮泥黏住牙颌，有手

柄的夹具则拧紧即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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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夹具夹装效果，如下图

(二) 半颌夹装：半颌在夹装时，可使用夹具或橡皮泥粘住，

安装方向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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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全口夹装：全颌在夹装时，首先要固定上下颌，然后再

把全颌固定在夹具上。用户可使用橡皮筋或滴蜡使上下颌

固定住，再放到夹具上。下图为使用橡皮筋固定住上下颌

后，通过夹具的顶块或橡皮泥使全颌固定在夹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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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印模夹装

1.用夹具夹装

印模夹具夹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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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牙齿夹装：直接插进橡皮泥孔位里。

（六）嵌体夹装：为了让嵌体完全被扫描到，在插入嵌体时

确保让嵌体上的凹槽线（如图中红色箭头标示）与孔 5和孔 8

形成的直线保持一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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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植体夹装：用夹具夹装种植体，分为带扫描杆的牙

模和带牙龈的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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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蜡型牙

1. 部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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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整牙颌

3.带蜡型冠的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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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订单

用户在创建订单扫描前必须先对机器标定，才可创建订单扫描，

否则系统会提示‘导入标定数据失败，请检查是否已经标定’。

用户确定机器链接成功后，可打开 DentalScan.exe 扫描软件，

点 击 ， 启 动 标 定 ， 也 可 以 点 击 ‘ 开 始 ’ 菜 单 的

DentalScan->Calibration 启动标定，还可以打开 DentalManager 软

件，点击 启动标定。

具体的操作请参考‘标定’流程的介绍。

AutoScan 扫描仪可通过两种方式创建订单，订单创建后，点击

扫描按钮进入扫描界面，扫描的流程都一样。

1.通过 DentalManager.exe 创建订单

2.通过 EXO 创建订单

2.1 DentalManager

DentalManager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订单信息 2.设置

用户可通过桌面上的 图标或开始菜单

‘DentalScan->DentalManager’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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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订单信息

订单根据不同用户需求分为三种模式：患者模式、多模盘模式、

诊所模式。

2.1.1.1 患者模式

选择“患者模式”，如下图

1 标定：扫描软件的标定程序。

2 订单信息：用户编辑订单编号，设置医生、患者、技师、

注释等信息。

3 牙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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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牙齿类型。

5 扫描类型和咬合类型。

6 牙齿材料、参数。

2.1.1.2 多模盘模式

选择“多模盘模式”，如下图

1 标定：扫描软件的标定程序。

2 订单信息：用户编辑订单编号，设置医生、患者、技师、

注释等信息。

3 代型盘图。

4 牙齿类型：牙冠、嵌体/贴面、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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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诊所模式

“设置”选项的“设备类型”参数选择“诊所”，点击“应用”

按钮，则弹出如下界面。

1 标定：扫描软件的标定程序

2 订单信息：用户编辑订单编号，设置医生、患者、技师、

注释等信息。

3 扫描类型：印模、分模、未分模。

4 印模扫描类型：单面印模咬蜡、双面印模、单面印模石膏

咬合。

5 正畸选项：设置高亮，则扫描的结果数据可以直接导入到

正畸软件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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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如何选择牙位：选择牙齿类型后，点击鼠标左键进行设置

如何查看已设置的牙位信息：右击鼠标左键查看

如何复制牙位信息：选择已设置牙齿类型的牙位，Ctrl+左键进行

复制

用户新建订单并填写订单信息后，选择具体的类型和牙位，点击

保存，扫描按钮高亮后，点击扫描按钮即可进入扫描界面。

2.1.2 数据分享

用户可以通过数据分享功能通过网络把扫描的结果数据分享给

特定的某个用户，支持公共云、 私有云和局

域网共享三种模式。

公共云需要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分享；私有云则通过 FTP 工具在

局域网进行数据分享；局域网共享则是通过局域网内的共享文件夹进

行数据分享。

2.1.2.1 公共云

有数据分享需求的用户请登录 http://www.3dzao.cn/网站进行

账户注册。

数据上传

分享用户根据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登录后的界面如

下

http://www.3dz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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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择被分享用户的昵称。

② 添 加 被 分 享 帐 号 及 设 置 昵 称 ， 此 账 号 必 须 是

http://www.3dzao.cn/网站已注册成功的。

③ 把订单信息上传。

数据下载

被分享用户根据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登录后的界面如下

1 更新分享列表

2 下载分享的数据

http://www.3dz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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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私有云

用户根据需求在局域网内搭建环境进行数据分享。有需求

的用户可联系技术人员进行协助。

数据上传

分享用户根据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登录后的界面如下

1 账号管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账号登录。

2 显示已登录成功的当前账号。

3 选择被分享者，点击“开始上传”按钮，则把当前订单

分享给被分享者。

4 更新上传列表：点击此按钮，列出当前账户所有上传列

表。

数据下载

被分享用户根据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登录后的界

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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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账号管理：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账号登录。

② 显示已登录成功的当前账号。

③ 选择分享者等，点击“更新下载列表”按钮，列出下载列表。

④ 下载所需的订单数据。

2.1.2.3 局域网共享

一、 创建共享文件夹

选择一台电脑用来存放共享文件夹，在这台电脑 D 盘新建一个

文件夹如：ShareOrder，设置此文件夹为共享文件夹。右键点击

ShareOrder，选择“共享”—>“特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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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点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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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完成，记录共享文件夹路径：\\ADMIN-PC\Share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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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创建用户

打开 LANSharingAccounts.exe。点击右侧按钮选择共享文件夹路

径，输入共享文件夹路径（如 \\ADMIN-PC\ShareOrder）

创建用户文件夹及接收者：Accounts 下方可以添加用户，点击创

建好的用户，之后在 Receivers 下方可以添加该用户接收者。（用

户和接收者都应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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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entalManager 配置

打开 DentalManager，点击右下角设置，更改数据云为“局域网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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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局域网共享文件夹路径\\ADMIN-PC\ShareOrder，点击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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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分享页面选择相应账号登录后，即可选择相应订单进行上

传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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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设置

用户可通过软件界面上的设 置按钮，查看或

设置具体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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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存 EXO 订单：exocad 可直接进入订单保存路径，导

入该订单，即可直接设计。默认为 true。

2 保存第三方订单:第三方软件可直接进入订单保存路

径，导入该订单，即可直接设计。默认为 false。

3 保存 DentalWings 订单：DentalWings 软件可直接进入

订单保存路径，导入该订单，即可直接设计。仅支持冠桥订单。

默认为 false。

4 用户界面语言：用户设置软件界面语言，默认语言为软

件安装时选择的语言。

5 牙位标记法：FDI世界牙科联盟标记法和通用编号系统，

默认为 FDI 世界牙科联盟标记法。

6 设备类型：桌面式、诊所、入口式。默认为“桌面式”。

7 扫描软件路径：可设置扫描软件路径。

8 模型预览软件路径：可设置模型预览软件路径。

9 订单保存路径：可设置订单保存路径。

10 数据云：公共云、私有云、局域网共享。详细介绍见“数

据分享”。公有云需同意隐私政策。

11 订单文件命名规则：可以自定义保存的订单文件夹名

称。

操作：修改设置信息后，点击“应用”按钮即可保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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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O

EXO 创建订单前，需先和 DentalScan.exe 扫描软件进行一个绑定

后才可进行操作。

绑定操作分为以下三步骤：启动激活工具、选择绑定文

件、绑定成功。

1 启动激活工具：

安装完成后，选择直接绑定 exo 或在开始——所有程序，找到

‘DentalScan->ScannerBinder’

单击‘启动激活工具’，显示如下图，点击‘选择路径’按钮

2 选择绑定文件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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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DentalDB.exe 所在的路径，双击进行绑定

3 绑定成功

点击‘开始绑定’按钮，进行绑定操作，弹出绑定成功的提

示，表示绑定成功。绑定成功后，建议重启 EXO，再创建订单开

始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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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扫描操作

软件在扫描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如下功能，用户根据介绍对功能了

解后，方便操作过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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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类型：在分模模型和未分模模型中切换扫描类型。

2 印模扫描：扫描类型为印模，且有咬合时，可以进一步选择上、下颌扫描类型为

印模或者为石膏模型。

3 牙齿命名规则：分为 FDI Word Dental Federation 和 Universal numbering

system 两种类型。

4 分模对咬模优先：勾选后分模模型下对咬模优先于工作模扫描。

5 （蜡型/牙龈）自动分离：勾选后蜡型数据和牙龈数据会自动去除与牙颌数据重

叠区域的数据。

6 纹理：开启该功能可进行彩色扫描，关闭则取消彩色扫描显示。A-IS pro、A-IS

proPro(W)支持彩色纹理，A-IS proPro(B)、A-IS proPro(S)支持黑白纹理

7 白平衡矫正：启动纹理选项后，才能进行白平衡矫正。第一次使用纹理前，建议

对白平衡进行校正，以免模型颜色失真。黑白纹理的扫描仪不需要进行白平

衡矫正

操作：在标定板上套上白板，点击白平衡矫正，软件自动矫正，矫正完成后，弹出

完成提示。

8 颌架：静态颌架支持 A-IS pro、A-IS proPro 扫描仪，动态颌架只支持 A-IS

proPro(S)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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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创建第三方订单：软件支持生成 3shape 数据；扫描完成后转换成适应 3Shape 坐

标系统的数据，可以提供给 3Shape 直接设计，系统默认不选择该选项，用户

根据使用的需求进行选择。建议用户不使用时取消该选项，以免扫描时占用

内存，导致扫描时间加长；

10 扫描策略：扫描类型为未分模时出现，可选普通或高级路径。高级路径更多，更

易扫全，但扫描融合时间也要更长

11 不再显示：勾选后，再次扫描时不再显示预设置面板。可以点击右上角 按钮，

可以唤起预设置面板。

12 All in one: 扫描类型为分模，咬合类型为双侧石膏咬合，修复牙类型为牙冠/

内冠/嵌体/贴面，修复牙数量不多于 4颗的订单，可扫描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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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智能补扫按钮进入智能补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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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像窗口亮度调整：点击自动调节按钮，软件会根据当前牙模的颜色

进行亮度调整，使牙模扫描更清晰；

2 Z 轴高度调整：拖动滑块，或者点击按钮可以调节 Z 轴高度，可以看

到较高的模型。A-IS proPro(S)设备支持；

3 高度调节功能：打开该功能可以调整模型扫描过程中在场景中显示的

高度。

4 模型：扫描后场景中显示模型；

5 切割板：融合模型时，软件会把切割板下的数据删除；鼠标按住可以

直接拖动切割平面以及可以调整切割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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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手动补扫：扫描的模型不完整或存在空洞，可旋转到指定位置，点击

增加补扫按钮，进行补扫；

当用户进入下一界面后，发现模型还需要补扫，则需要后退到插入模型界

面，再次进行扫描，才能进行补扫操作；

7 应用：模型扫描后，点击应用按钮进行融合，融合后生成 STL 数据；

扫描模型后，用户也可直接点击下一步进行融合，无需点击应用按钮；

8 丢弃：增加补扫后，对补扫的数据不满意，点击丢弃即可丢弃最近一

次扫描的数据；

9 智能补扫：扫描的模型不完整或存在空洞，可选中指定位置，被选中

的位置变为红色，点击扫描按钮，进行补扫；

可选择智能补扫的难易程度。

10 复位：点击该按钮后，模型会旋转到指定的位置；

11 切割高度：控制切割板的高度，可点击 或点击后通过鼠

标调整高度；

12 扫描难度：高（扫描路径为 12幅），中（扫描路径为 9幅），低（扫

描路径为 6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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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球形选择：移动鼠标，对需要补扫的位置进行使用球形选择（按住鼠

标左键），被选中的部分变成红色。使用 shift+鼠标左键可消除被选中的红

色区域。

14 扫描按钮：开始进行智能补扫。

15 退出按钮：退出智能补扫模式。

16 视图：前视图，俯视图，适屏；

17 切割平面图标：在智能补扫状态下可使用，点击后，退出智能补扫模

式，显示切割平面。

18 编辑按钮：自由编辑、矩形编辑和画刷编辑；点击按钮后，按住 shift

和鼠标左键选择要删除的区域；

19 反选\取消选择；选择删除区域后，可点击反选或取消选择；

20 删除：选择区域后点击删除，删除选择的区域；

21 撤销\重做：删除区域后，点击撤销恢复删除的区域；点击重做则再

次删除恢复的区域；

22 完成界面的手选补洞：订单的完成界面，点击补洞打开按钮 ON，默认

周长为 5，根据周长的大小进行补洞，点击该栏中的应用按钮，将漏洞补全。

23 补洞： 订单的完成界面，点击补洞，默

认半径为 10，根据默认参数的 1/2/3 倍数进行补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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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平移：左右键同时按下键便可以移动模型；

25 旋转：右击旋转模型

3.1 范围扫描

该功能针对模型比较大，要扫描的区域比较小的牙颌。通过减

少扫描区域，节省使用时间。

操作：放入模型，点击范围扫描按钮，按住 shift 键和鼠标左

键对场景中的模型框选区域，点击下一步，进行范围扫描。

显示如下图

框选区域： 同时按住 shift 键和鼠标左键，选择要扫描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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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一个模型进行多次区域框选，系统默认扫描最后一次框选的区

域。

撤销选择：撤销框选的区域。点击撤销选择后，则框选的区域被

取消，可重新选择区域或点击下一步扫描整个模型

说明：“远程模式”暂不支持范围扫描。

3.2 手动拼接

手动拼接主要涉及到牙齿和上下颌自动拼接失败后提供的手动

拼接功能。下面以手动拼接牙齿为例。（全颌手动拼接操作同牙齿拼

接操作一致）

如图所示，37号和 35 号牙自动拼接错误

提示：若用户点击了拼接结果展示图上的牙位，点击到手动拼接

界面，该牙齿将无法显示，用户需要退出再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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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击 按钮，进入手动拼接界面，操作如下

（一）选取 35号牙

选择 35 号牙齿，进行手动对位，显示如图：

（二）双击三组对应点

根据手动拼接提示框中的提示语‘双击获取三组对应点’进行操

作，在左边牙颌的 35 号牙位和右边的牙齿模型上分别双击三组对应

点。显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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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点结束

三组对应点都双击后，点击选点结束按钮，牙齿拼接成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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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选取 37号牙

35 号牙拼接结束后，用户可点击退出查看拼接的结果，或直接选

择 37号牙继续拼接。

选择 37 号位牙，35 号牙齿被隐藏，显示如图

（五）双击三组对应点

根据手动拼接提示框中的提示语‘双击获取三组对应点’进行操

作，在左边牙颌的 35 号牙位和右边的牙齿模型上分别双击三组对应

点。显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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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选点结束

三组对应点都双击后，点击‘选点结束’按钮，牙齿拼接成功。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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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复原&清除选点

复原：点击选点结束后，若用户对拼接结果不满意，点击复原，

则恢复拼接前的数据；

清除选点：选点后，若对选点的位置不满意可点击‘清除选点’

按钮或单击鼠标右键清除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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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退出

拼接结束后，点击退出按钮，查看拼接后的结果。显示如图

提示：

1.手动拼接界面用户右击鼠标可取消选点；

2.当手动拼接界面存在多颗牙齿，用户拼接完第一颗牙齿后，点

击了退出，则第一颗牙齿的拼接结果生成成功；

3.选择三组对应点时，左右两边的点尽量不在一条直线上，且点

击特征明显的位置；

5.若拼接的牙齿采用的是原模型或自动拼接后再次后退会导致

自动拼接失败的现象，此时，用户需要手动拼接自动拼接失败的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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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扫描类型

扫描类型分为分模模型、未分模模型、印模、多代型四种类型。

下列订单均通过 DentalManager.exe 创建订单，扫描类型的所有例子

中，咬合均以‘无’作为标准。

提示：

1.每一个模型扫描完成后，可对模型进行补扫的操作。如进入了

下一界面再后退，则无法对模型进行补扫，只能进行编辑；若用户需

要补扫只能后退到插入模型界面重新扫描。

2.在请插入模型界面，点击下一步时，采用已存在的模型，无法

对模型进行补扫，只能进行编辑

3.一个订单中扫描的牙冠、嵌体和贴面牙少于或等于 8颗时，代

型盘一次性扫描完成，若超过 8 颗，则根据代型孔位数分成多次扫描。

4.1 分模模型

分模模型功能是特别针对分模的牙齿扫描而设计的。分为冠桥、

嵌体、贴面、蜡型冠、蜡型嵌体、种植等扫描类型。

扫描过程中需要对牙颌、牙齿等牙模进行夹装，相关操作请参考

以下链接：

一、 牙颌扫描的夹装请参考完整颌夹装或半颌夹装；

二、 牙齿扫描请参考牙齿代型；

三、 嵌体扫描请参考嵌体夹装；

四、 种植牙扫描时扫描杆和牙龈的夹装参考种植体夹装。

4.1.1 冠

（一） 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先选择‘牙冠/内冠’中的‘解剖全冠’，再选择要扫

描的牙位（选择单颗或选择多颗创建冠桥）‘扫描类型’为‘分模模

型’，‘咬合’为‘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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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按钮，保存订单。

（二） 牙颌扫描

创建订单后，点击‘扫描’，弹出如下界面。根据界面上的提

示语进行操作，插入上/下颌模型，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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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扫描完成后，鼠标由缓冲中的圈圈变成箭头。用户检查

模型是否需要补扫，若不需要，点击应用按钮，对模型进行优化，显

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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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模型应用前后都可对模型进行补扫的操作。进入了下一界

面再后退，则无法对模型进行补扫

（三） 牙齿扫描

牙颌扫描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代型盘扫描界面，如下图

所示：根据提示语插入代型盘并插上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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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一个订单中扫描的牙冠或贴面牙少于或等于 8 颗时，代型

盘一次扫描完成，若超过 8 颗，则根据代型孔位数分成多次扫描。

将牙齿插入指定孔位的代型盘，并将代型盘插入到扫描仪内后，

点击下一步进行扫描，模型扫描完成后，鼠标由缓冲中的圈圈变成箭

头。用户检查模型是否需要补扫，若不需要，点击应用按钮，对模型

进行优化，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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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自动拼接

代型盘扫描完成，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自动拼接界面，显

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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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自动拼接失败后，用户可进入手动拼接界面对牙齿进行手

动拼接

（五） 订单扫描结束

牙齿拼接结束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订单的完成界面，点击

完成按钮，订单扫描结束。旋转牙颌到拼接的牙齿区域，可以看到拼

接上的牙齿和牙颌有分割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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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嵌体

（一）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先选择‘嵌体’中的‘单嵌体’，再选择要扫描的牙

位（26和 27），‘扫描类型’为‘分模模型’，‘咬合’为‘无’，

如下图所示



62

（二）牙颌扫描

牙颌扫描操作步骤同分模模式单冠扫描一致，详情参考分模模式

单冠的‘牙颌扫描’

（三）扫描第一颗牙齿

根据提示在代型盘上插入 26、27 号牙齿，开始扫描，扫描流程

参考分模模式的‘牙齿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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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动拼接

26、27 号牙齿扫描结束后，进入自动拼接界面，拼接操作参考分

模模式单冠的‘自动拼接’操作

（五）订单扫描结束

所有的牙齿都扫描并拼接结束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订单的完成

界面，点击完成按钮，订单扫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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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贴面

（一） 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先选择‘嵌齿’中的‘贴面’，再选择要扫描的牙位，

（单颗或同时选择多颗亦可）‘扫描类型’为‘分模模型’，‘咬合’

为‘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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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开始扫描

操作流程同单冠一致，详情参考分模模式的单冠扫描

4.1.4 种植

种植体存在四种牙齿类型，分别是

种植体

成品基台

蜡型种植

蜡型成品基本台

4.1.4.1 种植体

种植体的扫描流程为如下四个步骤：创建订单、扫描牙龈、

扫描扫描杆、提取扫描杆、完成。

（一）创建订单

在订单界面上选‘种植’，再选择待扫描的种植体牙位，‘扫描

类型’默认选择‘分模模型’，‘咬合’为‘无’，下图以扫描一颗

种植体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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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种植的‘扫描类型’只能设置成分模模型，系统自动默认

选择，且不可修改；

（二）牙龈扫描

创建订单后，点击‘扫描’，弹出如下界面。按照界面上的提示

语放入带牙龈的上/下牙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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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扫描完成后，鼠标由缓冲中的圈圈变成箭头。用户检查模型

是否需要补扫，若不需要，点击应用按钮或直接点击下一步，对模型

进行融合，融合后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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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扫描扫描杆

牙龈扫描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弹出如下界面。按照界面上的提

示语放入带扫描杆的下/上牙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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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扫描完成后，鼠标由缓冲中的圈圈变成箭头。用户检查模型

是否需要补扫，若不需要，点击应用按钮，对模型进行优化；若存在

多颗种扫描杆，需切换扫描杆的位置进行补扫，则点击‘多幅补扫，

对模型再次进行补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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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取扫描杆

扫描杆扫描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提取扫描杆界面，选

择对应的牙号后，点击对应的扫描杆，软件自动生成包围体，显

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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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进入提取结果的界面，如下图

（五）订单扫描结束

扫描杆提取结束后结束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订单的完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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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若只想对‘下颌扫描杆’进行编辑，则取消‘下颌牙龈’的

复选框后进行编辑；反之同理；若用户选择两项模型，则编辑的对象

是两个模型；编辑完成后点击‘完成’，则此订单的整个扫描过程完

成。

4.1.4.2 成品基台

成品基台的扫描流程如下五个步骤：创建订单、扫描牙龈、

扫描成品基台、扫描代型、完成。

（一）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先选择‘种植’中的‘成品基台’，再选择要扫描的牙

位，（单颗或同时选择多颗亦可）‘扫描类型’为‘分模模型’，‘咬

合’为‘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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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扫描牙龈

牙龈扫描操作步骤同种植体的牙龈扫描一致，详情参考种植

体的牙龈扫描

（三）扫描成品基台

扫描杆扫描操作步骤同种植体的扫描杆扫描一致，详情参考种植

体的扫描杆扫描

（四）扫描代型

代型扫描操作步骤同牙冠的牙齿扫描一致，详情参考冠的牙齿扫

描和自动拼接

（五）完成

牙齿扫描并拼接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完成界面。该界

面显示扫描完成的模型。用户可选择右手边悬浮栏里的复选

框对模型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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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3 蜡型种植

蜡型种植的扫描流程如下五个步骤：创建订单、扫描连桥蜡、

扫描牙龈、扫描扫描杆、提取扫描杆、完成。

操作步骤在种植体的基础上添加了‘连桥蜡的扫描’

（一）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先选择‘种植’中的‘蜡型种植’，再选择要扫描的牙

位，（单颗或同时选择多颗亦可）‘扫描类型’为‘分模模型’，‘咬

合’为‘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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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扫描连桥蜡

详情参照单个连桥蜡的‘扫描蜡型颌’

（三）扫描牙龈

详情参照种植体的‘牙龈扫描’

（四）扫描扫描杆

详情参照种植体的‘扫描杆扫描’

（五）提取扫描杆

详情参照种植体的‘提取扫描杆’

（六）完成

完成界面显示如下，用户可选择不同的模型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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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若不想对‘下颌蜡型桥’进行编辑，则取消‘下颌蜡型桥’

的复选框；反之同理；若用户选择两项模型，则编辑的对象是两个模

型；编辑完成后点击‘完成’，则此订单的整个扫描过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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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4 蜡型成品基台

蜡型成品基台扫描流程如下六个步骤：创建订单、扫描牙龈、扫

描基台、扫描代型、扫描连桥蜡、完成

操作步骤在成品基台的基础上添加了‘扫描连桥蜡’

（一）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先选择‘种植’中的‘蜡型种植’，再选择要扫描的牙

位，（单颗或同时选择多颗亦可）‘扫描类型’为‘分模模型’，‘咬

合’为‘无’，如下图所示

（二）扫描连桥蜡

详情参照单个连桥蜡的‘扫描蜡型颌’

（三）扫描牙龈

详情参照种植体的‘牙龈扫描’

（四）扫描基台

详情参照种植体的‘扫描杆扫描’

（五）扫描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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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型扫描操作步骤同牙冠的牙齿扫描一致，详情参考冠的牙齿扫

描和自动拼接

（六）完成

完成界面显示如下，用户可选择不同的模型进行编辑。

用户若不想对‘下颌蜡型桥’进行编辑，则取消‘下颌蜡型桥’

的复选框；反之同理；若用户选择两项模型，则编辑的对象是两个模

型；编辑完成后点击‘完成’，则此订单的整个扫描过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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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缺失牙（桥体）

缺失牙扫描参考组合扫描

提示：缺失牙不能单独扫描；缺失牙必须和牙冠、嵌体或贴面牙

同时扫描；缺失牙在扫描中不做一个单独的个体扫描，系统忽略该类

型的牙齿；

蜡型缺失牙只能和牙冠蜡型或嵌体蜡型同时选择。

4.1.6 蜡型牙

蜡型牙有多种扫描类型，下面介绍具有代表性的蜡型冠扫描

类型：

蜡型冠

扫描过程中需要插入如下模型，如

4.1.6.1 蜡型冠

（一）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先选择‘牙冠’中的‘蜡型冠’，再选择要扫描的

牙位（37和 35），选择‘缺失牙’中的‘缺失牙蜡型’，再选择要

扫描的牙位（36），‘扫描类型’默认为‘分模模型’，‘咬合’为

‘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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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扫描蜡型牙颌

订单创建成功后，点击扫描按钮进入下一界面，根据提示语提示，

插入下颌部分模型并带上蜡型，点击下一步，开始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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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扫描完成后，鼠标由缓冲中的圈圈变成箭头。用户检查模型

是否需要补扫，若不需要，点击应用按钮，对模型进行优化，显示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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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牙颌扫描

根据提示插入完整的上颌模型，操作步骤参考分模模式单冠的

‘牙颌扫描’

（四）牙齿扫描

牙颌扫描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牙齿扫描界面，根据提示：

插入代型盘并带上牙齿。操作步骤参考分模模式单冠的‘牙齿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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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动拼接

牙齿扫描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自动拼接界面。

提示：该界面显示的是牙齿拼接再牙颌上的数据，蜡型不在该界

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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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订单扫描结束

自动拼接结束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完成界面，完成界面有多个复

选框，可通过选择查看模型或编辑相关模型，点击完成按钮成功保存

模型

提示：完成界面，用户需要对蜡型编辑后再进行设计。

4.1.7 组合扫描

不同类型的牙齿可以在同一个订单上同时扫描，扫描的步骤根据

选择的扫描类型和牙齿类型操作。扫描一个含有单冠、单嵌体、贴面、

缺失牙的订单，扫描步骤如下

（一） 创建订单

牙齿类型分别选择一副三连桥（两颗牙冠 15和 17，一颗缺失牙

16）、一颗单冠（24）两颗单嵌体（26和 27）, ‘扫描类型’为‘分

模模型’，‘咬合’为‘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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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缺失牙不能单独扫描，通常和冠一起扫描

（二） 牙颌扫描

订单创建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扫描牙颌界面，该操作同分模模

式单冠的‘牙颌扫描’操作步骤一致，详情参考分模模式单冠的‘牙

颌扫描’

（三） 扫描牙冠与嵌体

牙颌扫描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牙齿扫描界面。如图所示，先

扫描牙冠，操作流程参考分模模式‘牙齿扫描’和‘自动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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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 代型盘上的牙齿每次扫描结束，都会进入自动拼接界面拼接结

束后才会能进入其他界面或拼接其他牙齿

○2 嵌体、牙冠、贴面三种类型的牙齿同时扫描时。代型盘上扫描

的牙齿颗数不超过 8 颗，超过 8颗分多次扫描

○3 缺失牙在扫描中不做一个单独的个体扫描，系统忽略该类型的

牙齿

（四） 订单扫描结束

自动拼接结束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完成界面，该界面可对模型进

行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成功保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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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未分模模型

未分模功能是特别针对未分模的牙颌扫描而设计的。分为单冠、

嵌体、贴面、组合四种类型。

未分模模型的夹装请参考完整颌夹装或半颌夹装

提示：

1.订单里即使存在多颗牙齿、多种类型的牙齿，未分模模式下也

只扫描一次；

2.缺失牙不能单独扫描

4.2.1 单冠

(一) 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的‘扫描选项’选择‘未分模模式’，‘咬合’选择‘无’，

选择‘牙冠’中的‘单冠’多颗和桥体，再选择要扫描的牙位，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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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牙颌扫描模型

创建订单后，点击‘扫描’，弹出如下界面。按照界面上的提示

语插入上/下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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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已插入牙颌后，点击下一步，开始进行扫描，模型扫描完成

后，鼠标由缓冲中的圈圈变成箭头。用户检查模型是否需要补扫，若

不需要，点击应用按钮，对模型进行优化，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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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订单扫描结束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完成界面，点击完成按钮，订单扫描结束



91

提示：订单里即使存在多颗牙齿、多种类型的牙齿，未分模模式

下也只扫描一次

4.2.2 单嵌体

操作步骤同未分模的的单冠扫描一致，详情请参考未分模的单冠

扫描

4.2.3 贴面

操作步骤同未分模的的单冠扫描一致，详情请参考未分模的单冠

扫描

4.3 印模

印模功能是特别针对印模扫描而设计的。

印模扫描时的印模夹装请参考印模夹装

单冠

操作步骤同未分模的的单冠扫描一致，详情请参考未分模的单冠

扫描

提示：订单里即使存在多颗牙齿、多种类型的牙齿，印模只扫描

一次；其他类型的牙齿扫描方式同单冠一致；

4.4 代型

代型功能是特别针对制作大量简单冠而设计的，一般可用扫描数

据制作简单内冠，后续以单冠为例来说明扫描流程

代型盘扫描请参考牙齿代型

单冠

（一）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的选择“多模盘模式”，选择‘牙冠’中的‘内冠’，

（可扫描多颗或单颗）再选择要扫描的牙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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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扫描代型盘

创建订单后，点击‘扫描’，弹出如下界面。根据界面上的提示

语插入代型盘并带上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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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代型盘已插上牙齿，并放入代型盘后，点击下一步进行

扫描，模型扫描完成后，鼠标由缓冲中的圈圈变成箭头。用户检查模

型是否需要补扫，若不需要，点击应用按钮，对模型进行优化，显示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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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订单扫描结束

扫描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完成界面，点击完成按钮，

订单扫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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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一个订单内，同时存在牙冠、嵌齿、贴面三种类型的牙齿时，

在代型盘界面，牙冠、嵌齿和贴面牙同时进行扫描。

2.代型在扫描过程中，不区分上下颌。数量在 8个以内代型盘一

次扫描完成，超过 8 个根据代型盘孔位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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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型扫描类型不能选择蜡型牙和种植牙，咬合只能为‘无’

4.缺失牙不能单独扫描，选择缺失牙的订单，在扫描时系统自动

忽略该牙齿，不做扫描；

5 咬合类型

咬合类型分为‘无’和‘石膏模型’‘咬蜡’‘双面印模’四种。

下列订单均通过 DentalScan.exe 创建订单。

咬合类型‘无’的操作操作步骤详见分模模式、未分模模式、印

模、代型扫描类型。

下面章节对‘石膏模型’、‘咬蜡’和双面印模’的流程做具体

介绍。

5.1 石膏模型

石膏模型的扫描流程根据选择的牙齿类型和扫描类型来扫描。以

分模模式的单冠作为例子进行扫描。

提示：蜡型扫描全颌时，只能上颌或下颌存在蜡型，若上下颌都

存在蜡型会导致扫描设计错误。

（一）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的‘扫描选项’选择‘未分模模式’，‘咬合’选择‘石

膏模型’，选择‘牙冠’中的‘单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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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扫描全颌

下颌扫描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全颌扫描界面，根据提示语

插入全颌模型，点击下一步开始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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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扫描上颌

全颌扫描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扫描上颌，扫描步骤同未分模模式

的牙冠扫描一致，详情参考未分模模式牙冠扫描。不同的地方在于上

颌扫描的最后一个界面显示如下图，点击下一步进入扫描下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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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扫描下颌

根据界面提示，插入下颌模型，进行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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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动拼接

下颌自动拼接

全颌、上下颌都扫描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下颌自动拼接界面，

系统提供自动拼接的功能，该界面显示的下颌拼接的结果（如果对自

动拼接结果不满意，用户可点击手动拼接进行手动拼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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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颌自动拼接

下颌拼接结束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颌自动拼接界面（用户可

点击手动拼接进行手动拼接），显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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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扫描完成

上下颌拼接结束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完成界面，显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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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1.石膏模型下，订单中只有下颌的牙齿被选择，则扫描时，先扫

描完下颌流程后，再扫描上颌模型；

2.蜡型扫描全颌时，只能上颌或下颌存在蜡型，若上下颌都存在

蜡型会导致扫描设计错误。

3.扫描全颌订单时，用户在操作过程中若出现后退的操作，会导

致全颌自动拼接失败，此时，用户需要手动对位；

4.用户通过导入订单，使用原模型扫描的订单，会导致全颌自动

拼接失败，此时用户需要手动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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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咬蜡

咬蜡模式的扫描流程根据选择的牙齿类型和扫描类型来扫描；

咬蜡不支持蜡型订单，不支持上下颌都选择牙齿；下面以分模模

式的单冠作为例子进行扫描。

（一）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的‘扫描选项’选择‘分模模式’，‘咬合’选择‘咬

蜡’，选择‘牙冠’中的‘单冠’，如下图所示

（二）扫描咬蜡

创建订单后，点击扫描，进入插入模型界面，如图所示，插入上

颌模型并带上咬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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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扫描颌

咬蜡扫描结束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扫描颌的界面，步骤同未分

模模式的牙冠扫描一致，详情参考未分模模式牙冠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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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

颌扫描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完成界面，软件会自动对牙颌

和咬蜡进行拼接，拼接完成后，请对咬蜡模型进行编辑，切割非

咬蜡的所有部分，以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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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双面印模

咬合为双面印模时，扫描类型只能选择印模

（一）创建订单

订单界面的‘扫描选项’选择‘印模 ’，‘咬合’选择‘石

膏模型’，选择‘牙冠’中的‘单冠’，如下图所示

（二）扫描下颌印模

创建订单后，点击扫描，进入插入下颌印模界面，如图所示，插

入下颌印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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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扫描上颌印模

下颌印模扫描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扫描上颌，操作步骤同未分模

的的单冠扫描一致，详情请参考未分模的单冠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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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动拼接

上颌印模与下颌印模自动拼接

上、下颌印模都扫描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下颌自动拼接界面，

系统提供自动拼接的功能，该界面显示的上、下颌印模拼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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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扫描完成

上、下颌印模拼接结束后，点击下一步，进入完成界面，显示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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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定

标定的精度将直接影响系统的扫描精度。一般遇到以下情况需要

进行标定：

（一）扫描仪初次使用，或长时间放置后使用。

（二）扫描仪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严重震动。

（三）扫描过程中发现精度严重下降，如频繁出现拼接错误现

象。

操作步骤：

用户确定机器链接成功后，把标定板吸合到扫描箱中的托盘上

（标定板夹装使用）。

打开 DentalScan.exe 扫描软件，点 击，启动标定；也

可以点击‘开始’菜单的‘DentalScan->Calibration’启动标定；

也可以打开 DentalManager 软件，点击 启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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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即出现如下所示的界面,选择所属的标定板型号

提示：请确认你所使用的标定板板号与界面上提示的板号一致。

标定板板号位于标定板背面，如图；若没有对应的标定板编号或显示

空白，则表示未把标定板信息放到指定文件夹中(安装路径下的

encodeplane 文件夹)。

确认后点击‘是’，扫描仪自动旋转采集数据，界面左下方显示

‘扫描数据’，表示正在标定中，整个过程自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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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标定过程大概需要 7-10 分钟，当采集标定完成后，系统自

动弹出标定结果，如下图所示，即 x，y，z上的误差。点击‘Ok’，

标定过程全部结束。

若误差值太大或标定失败，可参考用户机器调试指导章节进行调

整或联系技术人员。

7 机器调试

‘机器调试’功能是为了方便客户观察硬件的工作状态及问题的

诊断。打开 DentalScan.exe 点击菜单‘机器调试’ 按钮，弹

出如下图所示的界面。界面包括①投影仪、②相机和③转台控制三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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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仪设置和相机设置的参数通常在出厂前已经调试好，所以客

户一般不用修改这些参数，技术人员可通过观察这些参数了解硬件的

工作状态以便诊断问题。

调节转台控制参数时，调节 或 可以增大或减小 X方向上的

角度值，同样 或 可以增大或减小 Y方向上的角度值。

提示：出厂前机器参数已经设置好，客户不需要重新设置；客户

如自行设置后，引起设备工作不正常，可参考用户机器调试指导章节

进行调整或联系技术人员。

7.1 用户机器调试指导

用户指导分两部分，分别是设置‘扫描阶段’和‘标定阶段’。

请根据以下指导进行操作

提示：

1 随意点击‘设置标定原点’或‘设置补扫原点’会影响标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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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的结果。当扫描或标定失败后，可通过‘相机控制’和

‘转台控制’进行调试

2 用户在调整标定阶段和扫描阶段时，曝光时间无需修改，以出

厂设置为准。

一、标定阶段

标定前，要确定标定亮度和设置标定原点。

在相机控制区域选择○1 标定阶段，在托盘上放上标定板，

通过○3 曝光时间和○4 增益和的大小来观察相机窗口红色的曝

光点。（以窗口中出现五分之一的红点为准）

在转台控制区域，点击○5 复位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角度

值，点击 Y+、Y-或 X+、X-调整角度值；使标定板正对相机，十

字打在标定板的中间，如下图所示。

通过○7 可以看到 X轴和 Y轴调整后的度数。点击○8 设置标

定原点即可。

A-IS pro 设备建议输入角度值：X 轴 80-90，Y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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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扫描阶段

模型第一次扫描前，需要确定曝光程度和设置补扫原点。

在相机控制区域选择○2 扫描阶段，在托盘上插入夹着牙颌模型

的夹板，通过调整○3 增益的大小来观察相机窗口中模型的亮度。（出

现一些曝光红点为佳）如图：

在转台控制区域，点击○2 复位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角度值，

点击 Y+、Y-或 X+、X-转动角度值，使牙模正对相机，十字的横线正

好切割模型或相机能看到整个模型，如图

通过○4 可以看到 X轴和 Y轴调整后的度数。确定可以在图像中

看到整个模型后，点击○1 设置补扫原点即可。

A-IS pro 设备建议输入角度值：X轴 180，Y轴 15；

相机控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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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台控制区域

8 使用注意事项

（一）扫描仪数据线和加密锁不要插在电脑同一个 USB 区内

（二）请确保使用 nvidia 显卡，以获得最高的扫描效率；

（三）每套软件都会绑定一块标定板，请不要混淆标定板型号和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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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扫描过程中请不要移动设备；

（五）请保持扫描仓内清洁；

（六）请勿在光盘中直接启动程序，使用前必须把软件从 U 盘中

拷贝至电脑硬盘里，且用户必须对扫描软件所属的文件夹

具有可读写的权限；

（七）软件提示‘未识别到扫描仪’时，请关闭扫描仪和软件，

重新拔插扫描仪的和电脑端的 USB 口；

（八）用户请勿在电脑上插入无线 USB 无线网卡；

9 安全事项

（一）通风良好，环境温度不超过 30℃，空气中无易燃、腐蚀性

气体的干燥室内或类似的环境中使用。

（二）注意轻拿、轻放、放正，不得挤压，无论天气晴雨，均要

事先做好防晒、防雨、防震等保护措施。

（三）当机器本身出现故障不能正常使用时，严禁私自拆卸修理，

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检修或指导。

（四）注意安全标签，防止夹手。

（五）本产品禁止儿童使用。

（六）产品报废应交有资质单位回收，不可随意丢入生活垃圾桶。

10 联系我们

爱迪特（秦皇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地址：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山路 9 号

客服电话：400003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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