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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al Desktop



Workflow



Trios 適應症
• Bridges (up to 5 units)
• Diagnostic wax-ups and digital temps
• Implants (single abutments)
• Implant bars and bridges (up to 3 units)
• Implant planning and surgical guides (only available after a 

purchase of the add-on module)
• Inlays
• Onlays
• Orthodontics and Splints (only available after a purchase of the 

add-on module)
• Post & core
• Removable Partial Dentures
• Single crowns
• Veneers



工作流程欄

• 在主3D窗口的頂部，引導您完成TRIOS®工作流程步驟：

OR

1.掃描下顎 2.掃描上顎 3.掃描咬合 4.分析掃描 或 解剖設計

•完成步驟時會呈現綠色√標記。

•如果上一步尚未完成，則無法進行下一步驟。

•當前步驟進行時會於工作流程中顯示亮度。

注意！訂單表單中為植體和Post&Core時，會出現額外的工作流程步驟。

1. Scan lower jaw 2. Scan upper jaw 3. Scan bite 4. Analyze scan or Anatomy Design

file:///G:/user manual/394/en/TRIOSUserManual_en/take_a_digital_impression.htm#start_scanning
file:///G:/user manual/394/en/TRIOSUserManual_en/take_a_digital_impression.htm#scan_antagonist
file:///G:/user manual/394/en/TRIOSUserManual_en/take_a_digital_impression.htm#scan_occlusion
file:///G:/user manual/394/en/TRIOSUserManual_en/analyze.htm
file:///G:/user manual/394/en/TRIOSUserManual_en/trios_workflow.htm#anatomy_design


Case 管理



約診時間 管理

(1) Selected date

(2) Calendar button

(3) Show/Hide patient names in the calendar

(4) Show/Hide cases created by other users in the clinic

(5) Selected case

(6) Case specific 3D View



軟體開始介面

管理

流程

檢視
工具列

搜尋

清單

3D 圖像



處方 (技工單)



建檔 (技工單)



單顆牙冠

Step 1: 選取牙位

Step 2: 選擇贋復類型
包含材質顏色

移除選擇 None

右鍵

預覽訂單或
發送列印



Step 1: 選取牙位

Step 4: 選擇贋復類型
包含材質顏色

移除選擇 None

Step 3:選擇 Pontic

Step 2: 選擇贋復類型
包含材質顏色

牙橋材質需統一

三顆牙橋



Step 5: 選取所有牙

Step 6: 選擇牙橋
贋復種類

三顆牙橋-2



建立一個新病例
增加新患者

• 步驟1：打開一個新的案例表格

• 步驟2：填寫指示設置

• 步驟3：選擇修復物的案例細節
在圖中選擇牙位並指定類型（牙冠，種植體等）。



建立一個新病例

• 步驟1：打開一個新的案例表格

• 步驟2：填寫指示設置

• 步驟3：選擇修復物的案例細節
在圖中選擇牙位並指定類型（牙冠，種植體等）。



TRIOS®界面組成：
1. 工作流程欄
2. 3D視圖
3. 掃描工具
4. 導航按鈕
5. 視覺化工具



掃描病人



預熱和放置掃描頭
步驟1：預熱掃描儀

• POD系統：打開電腦，啟動TRIOS®應用軟件並附帶乾淨無菌的
掃描儀尖端，讓掃描儀管完全預熱約5分鐘以防止掃描儀起霧。

• 螢幕上的進度條會顯示加熱過程，不建議在加熱結束前開始掃描。

步驟2：準備進行病人掃描

1. 用壓縮空氣輕輕吹乾牙齒。一定要到達牙齒之間的狹窄區域。亦
可使用棉卷。

2. 照常準備牙齒，使用至少1條排齦線（3Shape建議使用2條排齦
線）。

3.在排齦線收縮備牙周圍的牙齦時，先掃描排銀區域的對咬牙。

4. 在掃描準備之前取出排齦線。

5. 掃描備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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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描患者牙齒

• 建議先開始掃描備牙，掃描順序可用來優化邊界線的方法。

掃描過程邊框:

聆聽“咔嗒”聲 ，查看右下角的2D圖像

• 綠色 – 擷取是良好

• 黃色 - 由於掃描儀移動速度太快，捕捉不太理想。

• 紅色 - 根本沒有擷取到。請回到前一個位置或移動到咬合面。



掃描步驟

• 備牙顎 >>  對咬牙 >>  咬合Bite



掃描策略
1.將掃描頭保持在與牙齒相距0-5mm的位置。
儀觸摸牙齒以獲得更好的結果。
2.緩慢平穩地移動掃描儀，掃描時查看牙齒
並聽取快速的“咔嗒聲”。如果它停止單
擊/捕獲，查看右下角的2D圖像。你在這裡
看到的是你掃描的內容。請小心地移回最後
掃描的區域。
3.保持嘴唇，臉頰和舌頭遠離掃描儀的視線：
•用手指或牙科鏡在牙齒，嘴唇和臉頰之間
留出空間。
•如果您在掃描中得到嘴唇臉頰和舌頭或手
指，請務必將其全部修剪，特別是在它們與
牙齒接觸的地方
4.掃描完成後，通過旋轉掃描檢查結果。重
要的領域是：
•邊緣線（避免牙齦，唾液，血液干擾）。
•鄰接面,咬合面。



掃描策略
5. 掃咬合：
•將掃描儀尖端壓在臉頰上，
讓患者咬下來。
•沿近心上下移動掃描4顆
牙齒，以獲得最佳對齊效
果。
•首先通過覆蓋牙齦和牙齒
掃描，主要是下頜。當掃
描自動對齊到位時，將掃
描儀向上移動到上頜牙齒
和牙齦，直到它也對齊。
6.對於好的顏色很重要：
•避免牙醫椅燈的光線直接
指向患者口腔。
•以多個角度掃描，以消除
任何變色或陰影。
0255897215 吳先



咬合 Bite

咬合對齊有三種方法

• - Live，Automatic和Manual
時時對齊，自動對齊和手動對齊。

• 檢查咬合 -在分析掃描頁面分析準備與對咬之間的距離。



檢查掃描模型

• 置中

• 刪除

• 標記齒位





視覺化工具
3D視窗右上角的工具欄 提供以下選項：

• 信息 - 打開特定操作的幫助頁面。

• 置中 - 將模型居中放置在螢幕中間。

• 表面 - 該按鈕用於打開和關閉掃描圖像。 彩色掃描儀將在表面上顯示
彩色圖像，TRIOS®3 Mono將在表面上顯示黑白圖像。

• margins - 切換邊界線的可見性。在分析頁面上時，出現該按鈕可用
放置margin line 。

• 陰影 - 顯示陰影的特定區域。 在掃描過程中會標記陰影的質量，以指
示需要額外掃描才能正確顯示顏色。



查看模式

使用滑鼠
• 您可以使用以下鼠標按鈕進行3D模型操作：
• 左鍵單擊以在3D視圖中選擇並應用該工具。
• 在按住按鈕的同時右鍵點擊掃描。
• 滾輪單擊用於移動/平移掃描。

使用觸控
• 點擊選擇（對應於滑鼠左鍵）
• 觸摸並按住以打開上下文選單（對應於滑鼠右鍵單擊）
• 滑動以滾動（對應於滑鼠滾輪）

查看模式
• 解剖設計有兩種不同的視圖模式：正常和直立。
• 按下Ctrl + Alt + U鍵在模式之間切換。



查看模式
解剖設計有兩種不同的視圖模式：正常和直立。

按下Ctrl + Alt + U鍵在模式之間切換。

直立視圖模式是默認選項，當
滑鼠旋轉時它保持水平掃描

正常視圖模式在轉動掃描時具
有所有的自由度，專家模式



導航面板

• 完成掃描後，長按掃描儀按鈕即可執行以下操作



掃描工具使用
• 掃描 - 開始掃描/暫停掃描

• 標記牙位

• 縮放/設置為高分辨率。重新掃描所需區域應用於準備標
記周圍的區域，掃描儀在掃描時放大。

• 拍攝高品質照片到您的訂單

• 修剪

• 清除

• 工具



掃描工具使用(更多)

• 防止清除 - 鎖定案例，在磁盤已滿時自動移除
案例時不會刪除案例。

• 播放掃描 - 播放掃描過程。
• 交換掃描 - 交換上下頜掃描。
• 色彩校準 - 用於校準TRIOS®彩色掃描儀。
• 比色工具（Shade Measurement）
• 鎖定表面 - 鎖定選定區域，使其不會在進一步

掃描時被覆蓋。掃描後立即使用此功能避免牙
齦縮回坍塌後，再度被掃苗覆蓋。

• 快照 - 將整個屏幕的圖像添加到訂單。
• 培訓中心 - 打開查看各種培訓材料視窗。



後處理並傳送訂單



3Shape Communicate



Sent to Lab傳送訂單



登出

換操作者/醫師



植牙口掃案例



掃描

步驟3：建立訂單或打開現有訂單
• 有關創建/打開訂單的說明，請參閱創建案例一章。
步驟4：選擇掃描選項
注意！ 如果在訂單表格中選擇了對應的工作類型（參見下圖），
掃描選項還包含用於掃描植體或Post and Core的按鈕：

步驟5：準備掃描



設定

• 使用者



區域設定

語言

牙位

約診時間



設定

• 聲音

• 操作者

• 牙技所

• 訂單管理-牙位系統,比色系統,約診時間

• 掃描管理- 3D 校正(7天)

• 彩色校正 (30天)



其他設定

• 聲音

• 操作者

• 牙技所

• 訂單管理-牙位系統,比色系統,約診時間

• 掃描管理- 3D 校正(7天)

• 彩色校正 (30天)



清潔消毒掃描頭

• 每個患者更換

• 高溫高壓消毒鍋-134度4分鐘/121度45分鐘
使用溫水和軟刷清洗-消毒管袋

建議次數 150次 (鏡面)

• 或高層次消毒液 CIDEX OPA 泡消

清潔劑清洗-泡消-沖洗-拭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