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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说明书 

仪器预期用途/目的仪器预期用途/目的

凯乐放大镜和镜框适用于各种临床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牙科诊所、眼科诊所、
手术室、医院、兽医诊所、私人咨询室和手术室，可由经过培训的学生和经验
丰富的专业人员使用。

重要的是，如果您正常佩戴眼镜，处方可装入放大镜镜框。面向配镜师的指导
事项也包括在内，请参阅 配镜师指导事项, 第 11 页。如果您需要安装处方
镜片，请携带这些注意事项来找配镜师。

1.1 警告和注意事项

请注意，仅当仪器和配件均为凯乐有限公司正品时，才能保证仪器适当和安全
运行。

为确保放大镜的安全操作，请遵守以下注意事项。

警告警告

• 请注意，仅仪器和配件均为凯乐有限公司提供正品才能保证仪器适当和安
全运行。

• 使用前，先检查您的凯乐产品是否有运输/储存损坏迹象。

• 如果本产品明显受损，切勿使用，并且定期检查本产品是否有损坏或误用
的迹象。

• 美国联邦法律限制本设备由医生或执业医师销售或遵照医嘱销售。

• 本设备仅供经适当培训和授权的医务人员使用。

• 本产品不得浸入液体中。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 仅使用凯乐批准的原装零件和配件，否则设备的安全性和性能可能会受到
影响。

• 本产品经过专门设计，可在 +10°C 至 +35°C 的环境温度下安全运行。

• 请将本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 为避免镜头结露，使用前应让仪器恢复至室温。

• 仅供室内使用（防潮）。

• 本仪器内部不含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部件。更多信息请联系授权维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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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根据本 IFU 的说明进行建议的例行维护，可能会缩短产品的工作寿命。

• 报废本产品时，应根据当地环境保护准则 (WEEE) 进行处置。

• 正确安装的放大镜可以帮助减轻背部和颈部疼痛。花一些时间确保放大镜处
于适合您的最佳角度。

1.2 禁忌症

除了下列禁忌症外，对使用本设备的患者人群没有任何限制。

凯乐放大镜和镜框限制用户的视野和景深，用户不得不采用奇怪的头颈部姿势
才能看清楚图像。

如图所示，通过插如图所示，通过插
脚安装系统将放脚安装系统将放
大镜装置安装到大镜装置安装到
镜框上镜框上

A 鼻垫A 鼻垫

B 望远镜锁定旋钮B 望远镜锁定旋钮

C 望远镜C 望远镜

D PD 杆D PD 杆

E 铰链E 铰链

F 铰链插脚F 铰链插脚

G 铰链上紧螺钉G 铰链上紧螺钉

AA

BB

CC

DD

EE

FF

GG



 5 ZHZH

凯乐放大镜

2. 清洁和灭菌说明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望远镜进行高压灭菌或将其浸入任何形式的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望远镜进行高压灭菌或将其浸入任何形式的清
洁液中。洁液中。

对于凯乐放大镜，只能使用如下所述的非浸入式清洁方法。

1. 采用干净的吸水不掉毛擦拭布，用去离子水/洗涤剂水溶液（洗涤剂体积
比 2%）或水/异丙醇溶液（IPA 体积比 70%）润湿，擦拭仪器外表面。擦
拭时应避开光学部件表面。

2. 确保没有大量溶液进入仪器。务必谨慎，确保擦拭布上没有洗涤溶液滴
落。

3. 必须用干净的不掉毛擦拭布人工仔细擦拭表面。

4. 对于用过的清洁材料应安全处理。

5. 放大镜的光学表面经过抗反射涂层处理，只能使用提供的镜片布清洁。

放大镜翻转杆、保护和 1D 镜帽的清洁和灭菌可按如下方式完成：

可重复使用的翻转杆、保护和 1D 镜帽如果明显被液体或血液污染，则可重复使用的翻转杆、保护和 1D 镜帽如果明显被液体或血液污染，则
不应重复使用。不应重复使用。

6. 使用合适的刷子和去离子水/清洁剂溶液（按体积计 2% 的清洁剂）手动
清洁装置的所有表面。确保所有裂缝均得到清洁。可能需要小心地从硅橡
胶支架上取下玻璃镜片以进行清洁。溶液最高可加热至35°C。

7. 仔细检视，以确保所有可见污染均被清除。

8. 对于用过的清洁材料应安全处理。

9. 使用符合 BS 3970 或同等标准的经验证的蒸汽灭菌器进行灭菌。以下为
操作循环条件：134-138°C 的灭菌温度在 2.25 bar 的操作压力下保持
最少 3 分钟的时间。

清洁/灭菌工艺后，检查本仪器，确保所有肉眼可见的灰尘均已除去，清洁/灭菌工艺后，检查本仪器，确保所有肉眼可见的灰尘均已除去，
器械的操作符合预期，适用于其预期用途。破损仪器禁止使用。处置器械的操作符合预期，适用于其预期用途。破损仪器禁止使用。处置
安全性。安全性。

本仪器的使用寿命根据过程中的磨损和破坏程度决定。本仪器的使用寿命根据过程中的磨损和破坏程度决定。

如需更广泛的清洁、保养或维修，可将放大器退回授权凯乐经销商或直接退回
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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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大镜规格

当您收到新的凯乐手术放大镜时，请检查内容物是否与订购的相符：

• 放大镜的放大倍率和工作距离标记在放大镜横杆上（例如 3.5x 42cm / 16 
英寸）。

• 镜框尺寸标记在框臂内侧。

• 除了一对放大镜和一个镜框外，完整的放大镜套装还包括以下附件：

• 放大镜翻转杆，头绳
• 镜片布
• 置放包

4. 设置和使用放大镜

使用凯乐手术放大镜的目的是在您选择的放大倍率和工作距离下获得清晰的环
形双目视野（图 1），没有任何阴影或或重影。

为了获得最佳效果， 凯乐放大镜必须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与您的视轴正确对准（
图 2 和图 3）。

要达到这一点，您的放大镜可能需要进行一些微小的调整。最常见的是：

图 1

图 2 图 3



 7 ZHZH

凯乐放大镜

调整调整 方法方法

竖直方向对准（高度）（图 4 
和图 5）

= 缩小或拉开框垫

图 4 图 5

水平方向对准 (PD)

图 6

= 稍微松开锁紧旋钮（瞳孔间
距），然后沿横杆滑动望远镜
（图 6）

从放大镜观看一个正确工作距离上的目标。先闭上一只眼睛，调整对准放大镜
直至图像达到最佳。再用另一只眼睛做同样调整。交替闭上左眼和右眼，检查
双目效果，并做微调。当您满意您已经得到的可能最佳图像，请拧紧望远镜的
锁定旋钮。

重要事项：重要事项：所有凯乐手术放大镜都经过准确的对准，并设定为精确的双目观
看。一定不要通过旋转或握住望远镜来进行调整，因为这样做可以会造成望远
镜的失调和重影。

对于对准不佳的放大镜，应遵循下面所述的纠正措施进行调整。

图像质图像质
量量

望远镜望远镜
位置位置

采取的调整采取的调整

太高 拉开框垫

太低 缩小框垫

太左
朝阴影方向将望远镜滑
向右方

太右
朝阴影方向将望远镜滑
向左方

通过调整铰链来调整放大镜的角度和高度（图 7)。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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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如何调整装在额镜带上的放大镜

如果您要将定购的凯乐放大镜装到额镜带上，下述注意事项有助于您正确地设
置放大镜。

• 戴上额镜带，定位在头正中，使衬垫
带稍在您的眉毛上方，调整头顶和头
后的带子，使其牢固并舒适。

• 把望远镜置于您眼前大致正确的位置
上。稍微松开两个调整旋钮，使望远
镜能容易地移动。在竖直方向对准每
个望远镜。（图 8）。

• 按上述方法沿横杆滑动来对准每个望
远镜。（图 6）

注：如果您将放大镜与光纤头灯联用，
则先按上述方法调整放大镜。然后再把
头灯的照明调整在您通过放大镜观察的
区域内。

4.2 如何将放大镜装在镜框或额镜带上
以及如何卸下

凯乐放大镜可以很容易地安装在镜框或额镜带上或者卸下。这样就使您能够更
换不同放大倍率的放大镜而不需要购买额外的镜框。

• 要将凯乐放大镜安装到铰链上，请握住放大镜 PD 杆，并将放大镜通过 PD 
杆上的孔推到铰链插脚上。拆卸时，握住放大镜 PD 杆和铰链，将放大镜从
插脚内扭动拉出。（图 9）

图 9

如图所示，通过插脚安装如图所示，通过插脚安装
系统将放大镜装置安装到系统将放大镜装置安装到
镜框上镜框上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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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不能握住望远镜这样做。一定不能握住望远镜这样做。

• 如果您的放大镜镜框装有处方镜片，您可能觉得需要把放大镜安置在放大镜
插脚的前限位，以防止望远镜与镜片接触，特别是高度数的镜片曲面使放大
镜的角度不能完全向下到位。

4.3 如何装放大镜“上翻”杆

凯乐手术放大镜安装在一个特别设计的铰链上，不需要时可以把望远镜往上翻
出视线之外（图 10）。

为避免接触未经消毒的放大镜，每对放大镜都配备了可消毒的放大镜翻转杆（
也可作为备件提供）。再次需要放大时，放大镜可以回到原来设置的工作角
度。安装放大镜翻转杆时，将其推到放大镜横杆上即可（图 11），需要拆除
时可以拧下。

一段时间以后，铰链的紧度可能会稍松一些，有必要加以调整。按图所示（图 
12）使用一把小十字头或菲利普螺丝起子调整铰链的螺钉，把铰链调整到所需
的紧度。

图 10

图 11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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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放大镜头绳

凯乐放大镜提供有已装好的头绳（也可作为备件提供）。极力建议使用头绳，
以增加安全并保证放大镜靠近您的眼睛，获得最广的视野。把头绳套在放大镜
侧臂端。戴上放大镜时，用绳锁收紧绳子。

4.5 镜框调整

放大镜侧臂的长度可以通过臂端部分的弯曲来调整改变，以便佩戴舒适。有资
格的配镜师应对镜框进行任何其他所需的调整。

4.6 保护帽和 +1D 帽

所有凯乐放大镜都配备保护帽。保护帽被设计为推入式配合。我们建议任何时
候佩带都加上保护帽，以帮助保护镜片。

+1D 镜片帽可以单独订购。它们缩短了工作距离，如果您需要工作于两个不同
的位置则很有用。它们也是推入式配合。

5. 质保条款

对于产品的以下质量问题，凯乐公司提供 3 年质保，可免费更换或保修：

• 由于制造错误导致的任何故障。

• 本仪器及其配件按照这些说明使用。

• 任何索赔均须提供购买证明。

如果该仪器以任何方式被篡改或忽略了例行维护或例行维护以不符合如果该仪器以任何方式被篡改或忽略了例行维护或例行维护以不符合
制造商说明的方式进行，则制造商将拒绝承担保修范围内的任何保修制造商说明的方式进行，则制造商将拒绝承担保修范围内的任何保修
服务。服务。

本仪器内部不含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部件。任何维修或修理都仅可由凯乐本仪器内部不含任何用户可维修的部件。任何维修或修理都仅可由凯乐
有限公司或经过适当培训和授权的经销商进行。应向凯乐维修中心和凯有限公司或经过适当培训和授权的经销商进行。应向凯乐维修中心和凯
乐接受过培训的维修人员出示维修手册。乐接受过培训的维修人员出示维修手册。

6. 环境条件：

使用使用

35°C

10°C

90%

30%

1060 hPa

800 hPa

撞击（未包装） 10 g，持续 6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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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

储存条件储存条件

55°C

-10°C

95%

10%

1060 hPa

700 hPa

运输条件运输条件

70°C

-40°C

95%

10%

1060 hPa

500 hPa

振动，正弦曲线 10 Hz 至 500 Hz：0.5 g

撞击 30 g，持续 6 ms

碰撞 10 g，持续 6 ms

7. 零配件

配件配件 部件号部件号

伽利略放大镜（一对）+1D 镜片帽 2112-P-8057 

伽利略放大镜（一对）保护帽 2112-P-8049 

高分辨率伽利略放大镜（一对）+1D 镜片帽 2112-P-8073 

高分辨率伽利略放大镜（一对）保护帽 2112-P-8065 

全景放大镜（一对）+1D 镜片帽 2113-P-7001 

全景放大镜（一对）保护帽 2113-P-7000

放大镜翻转杆（一包 7 只） 2199-P-7216

8. 配镜师指导事项

提供给客户的一套凯乐手术放大镜装有 Plano 镜片。我们希望下述镜片安装和
镜框调整注意事项会对您有所帮助，使客户尽可能方便地使用放大镜。

凯乐放大镜中有两种类型的双目望远镜：

• 伽利略望远镜，基于伽利略光学系统。

• 全景望远镜，基于有顶棱镜的开普勒望远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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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处方安装

首先确定以下事实：

1. 放大镜的类型（即伽利略型或全景型）。

2. 放大倍率。

3. 工作距离或焦距（放大镜上有标注）。

4. 客户的瞳孔间距，考虑到放大镜的工作距离/焦距。 

重要的是要使镜框尽可能地靠近眼睛，这样客户才能获得最广的视野。

任何距离处方都应配装中心，以与放大镜 IPD 设置一致。

如果配用双焦眼镜，需要将双焦部分设置在望远镜边缘之上或之下(图 12, 第 
9 页) ，一定不能在当中。如果近视 ADD 超过+2D，双焦部分应装在望远镜
下缘之下，以免缩短望远镜的焦距和造成重影。

注：变焦镜片不适合装在凯乐放大镜上。

在大多数情况下，双焦 ADD 应与普通的处方镜片一样。但有些外科医生更喜
欢 ADD 度数的工作距离与放大镜望远镜相类似。这样就避免了通过放大镜观
望和取向交替时的不断调节。另一些人则喜欢较弱的 ADD，以便更易于在工作
区以外对手术仪器聚焦。与客户讨论这一问题，以确定哪一种选择适合于他们
的需求。

注：所有的镜片都应为塑料片。

客户的放大镜磨好后，可能有必要把放大镜安置在放大镜插脚的前限位，以防
止望远镜与镜片接触，特别是高度数的镜片曲面使放大镜的角度不能完全向下
到位。

8.2 正确安装凯乐放大镜

当您按客户要求将修正磨好的镜片装入放大镜镜框后，如果您能进一步协助他
们正确地“设置”放大镜，以便能得到最佳运用，我们将不胜感激。全部安装
说明已在 设置和使用放大镜, 第 6 页 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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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包装和处置信息

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的处置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的处置

该产品或其包装和说明书上的符号表明该产品不应做为家庭垃
圾来处理。

为了减少 WEEE（废弃电子电气设备）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最大程
度地降低 WEEE 进入填堆区的数量，我们鼓励此设备寿命结束
时对其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如需获取更多关于收集、回收和再利用信息，请通过 01691 676124 (+44 1691 如需获取更多关于收集、回收和再利用信息，请通过 01691 676124 (+44 1691 
676124) 联系 B2B Compliance。（仅限英国）。676124) 联系 B2B Compliance。（仅限英国）。

如果该仪器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必须向制造商和您的会员国的权责单位汇报。如果该仪器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必须向制造商和您的会员国的权责单位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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