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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消毒器

Getinge S-8666、S-8668

 

洁定消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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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所有人员和团体都应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坚定理念，

Getinge 致力于为医院和生命科学机构提供各种产品和

解决方案，旨在改善临床效果并优化相关工作流程。我

们提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涉及重症监护、心血管手术、

手术室、无菌再处理和生命科学等领域。Getinge 在全

球拥有 10,000 多名员工，产品销往 135 个国家。

迈柯唯（上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 188 号古北 SOHO 20 层   
邮编：201103
联系电话：021-61973999



智能控制 – 触手可及

         全新的 Getinge S-8666、S-8668 清洗消毒器，可

满足消毒供应中心、诊所及其它实际应用的需求。

         多样化的可用程序、省时功能以及集成式过程监控

功能（如喷臂旋转监控、由流量计控制的加液、循环压

力监控）确保良好的清洁效果，同时实现产能效率高效

化。这正是当下快节奏的医疗保健环境所需要的。

       通过全新 CENTRIC 界面，相关信息均在高分辨率的

大屏幕中显示，让操作人员一目了然。Getinge CENTRIC 

提供独特的引导界面，在每种情况下仅显示操作人员需

要的信息。直观的引导界面旨在降低人为失误，使用户在

短时间内学会正确操作清洗消毒器。另一个重要目的是支

持操作人员自行解决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持物品顺

畅流通，确保正常运行时间。Getinge S-8666、S-8668 

提供多种高级选项，包括自动装载和卸载以及条形码扫描，

可针对每个特定清洗架自动启动适合的清洗程序。

       它为您提供了更为人性化的系统以及完善的数字式过

程记录。所有这一切均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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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智能化

器械周转快

用预热水箱，处理高效，大大缩短循环时间。

大处理量

有效利用腔体容积，从而提高装载量。

用户界面直观易用

大尺寸、高分辨率的 CENTRIC 触摸屏不仅操作简便，而且

可直观显示清洗循环进程，在远处也清晰可见，同时菜单具

有引导功能。

节省资金，保护环境

高效的设计减少耗水及耗能，降低每个过程成本。

喷臂旋转监控

如果喷臂未能正常旋转，系统会发出警报，从而确保有效

清洗。

人性化设计

面板高度适中，易于操作。

运行时间

卫生学设计，易于清洁

过程监控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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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Getinge ONLINE 可访问实时和历史过程信息，据此来安排预防

性维护。

优质抛光不锈钢表面光滑、圆角设计，少接缝、抗菌操作面板，可实

现快速、简单的清洁。

监测并记录所有循环性能数据 – 通过 CENTRIC 用户界面可即时访问。

记录可打印，也可用 USB 进行存储，或者可由 T-DOC 无菌供应管理

和追溯系统读取。



Getinge 全新的 GENTRIC 界面是一款高度创新且以用户为中心设计的系统，是我们根据客户的反馈意见及对客

户情况的深入了解后设计的产品，实现良好的用户体验。

GENTRIC 按逻辑顺序清晰地显示所有信息，例如：剩

余过程时间或启动选择。

易于掌握 - 减少培训需要

清晰简洁的信息 - 降低出现人为错误的风险

大尺寸、高分辨率彩色显示屏易于读取，员工从远处

即可清晰地查看和监视进度状态，从而提高用户满意

度和生产率。凭借 GENTRIC 用户界面， Getinge 在

提供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型综合解决方案方面更进一

步，提高了处理效率。

实时和历史循环性能信息

机器使用情况和效率报告

快速提供故障排除通知和错误消息

通过监视屏，可查看设备当前状态，无需查看电脑或清 可快速主动地排查故障，使运行更顺畅

Getinge 的器械追溯与资产管理解决方案，专为您器械

的各方面管理而研发。T-DOC 通过为您提供器械和相关

物品的实时概况，可使您优化投资并确保医院整体高质

量地运作。T-DOC 可通过记录器械在整个使用周期内的

情况将其与过程、具体操作、使用者关联在一起来确保

可追溯性。在您需要器械时可随时查看，了解器械的所

在位置。

与我们最新系列产品中的其他设备一样，Getinge 

S-8666、S-8668 可全天候 24 小时与 Getinge ONLINE

连接。Getinge ONLINE 是一种独特的加密服务，通过

连接电脑或智能手机即可访问您的设备中的信息。

CENTRIC 用户界面

助您成为专家

更高的用户满意度直观的用户界面

Getinge ONLINE

实时掌控

监视屏

Getinge ONLINE T-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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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消毒器即可完全掌控剩余过程时间、警报与警告



物品顺畅流通

满足需求

研究表明，人工费用占清洗消毒器总成本的 70% 之多。自动装卸载系统降低了这些成本，从而最终降低了清洗和

消毒的总成本。

当清洗消毒器做好装卸准备时，自动装卸载台将自动完

成装卸载。清洗消毒器根据清洗架上的条形码自动启动

相应的清洗程序。全自动装卸载可缩短操作员处理时间，

让操作员腾出时间执行其他任务。

即使在狭窄拥挤的安装环境中，Getinge 全新的旋转台也

可为装载留出足够的空间，便于操作。全新的自动化系统

非常灵活，使清洗消毒器的摆放位置也变得更灵活，可将

清洗消毒器放在靠近墙壁、柱子及其它具有挑战性的地方。

对于扩展现有设施，过去是个难题，但现在可轻易解决。

Getinge 开发的清洗剂系列在 Getinge 清洗消毒器中进

行了全面测试和验证。

自动装载台和卸载台 Getinge 自动化系统

经过全面测试

我们提供多种多样的附件，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物品和容

量需求，包括各类清洗架。如需查看所有可选件，请参

考 86 系列清洗消毒器的装载设备手册。

灵活的装载设备 

Geti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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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nge CLEAN 清洗剂系列 装载配置示例



充分利用设施

Getinge 学院

Getinge CARE –  多级服务承诺

外形尺寸

 mm

信赖我们，助您安心 规格多样助您应对挑战

Getinge S-8666、S-8668

S-8666 

1110 mm

910 mm

1870 mm

S-8668 

1110 mm

990 mm

187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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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持了解新规范、标准和质量保证是需要时间和精

力的。我们可在您和您的员工需要时准确提供所需的知

识，从而节省您的时间和精力。定制课程是我们的核心

产品之一，我们通过 Getinge 学院这一独特平台提供此

服务。

有关 Getinge 服务和支持的更多信息，请与当地的 Getinge

代表联系。

优化服务通常可在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Getinge CARE

服务包将确保设备保持卓越性能，并尽可能延长设备使用寿

命。经 Getinge 认证的专家，加上我们的各种智能服务，可

提高正常运行时间，有效降低总成本，从而实现成功运营。

三种不同标准的服务包（金牌、白金和钻石）均可根据您的

特定需求，为您量身定制理想的解决方案。

如果您正在规划新的消毒供应中心或希望在现有设施中

实现更顺畅的流程，您可联系 Getinge。我们相信，在

优化您的消毒供应中心和区域的设计方面，我们的知识

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凭借在不同应用领域积累的丰富经

验，我们的专家可从各方面为您提供详细建议，小到清

洗消毒器的适宜安装位置、大到整个部门的效率提高和

总购成本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