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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Force的力值随时间和被拉长的距离而变化。力值的测定是拉伸牵引圈至其弹性极限而得，这种测定时在模拟口腔环境中进行。

一般，通过拉长牵引圈至其直径的3倍来测量其弹力，在口中很难达到3倍的距离，而且这种方法也很不实用。牵引圈拉伸至其3倍直

径时，测量值之间的差异很小，上表所列的数值仅供参考。不排除一部分人对乳胶牵引圈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

Tru-Force® 乳胶牵引圈 
纸盒装

> > >>               30mm        20mm

   13⁄16"                             13⁄16"

                        
              	 实际力值						   普通乳胶牵引圈 彩色牵引圈® 单人套装
直径	 包装颜色代码		预设力值 30mm 20mm 产品代码 产品代码 个/盒

 白色 2 oz.  3.7 oz. (105 g)  3.2 oz ( 92 g) 362-505 372-505 80

x

 红色 3.5 oz.  4.0 oz. (113 g)  3.6 oz (104 g) 362-504 372-504 80

 灰色 4.5 oz.  4.5 oz. (129 g)  4.2 oz (120 g) 362-514 372-514 80

 深粉色 6 oz.  8.7 oz. (249 g)  7.2 oz (206 g) 362-524  60

 洋红色 8 oz. 10.6 oz. (301 g)  9.0 oz (256 g) 362-534  60

 蓝色 3.5 oz.  4.6 oz. (131 g)  3.3 oz ( 94 g) 362-503 372-503 80

 橙色 4.5 oz.  4.9 oz. (139 g)  3.5 oz ( 99 g) 362-513 372-513 80

 草绿色 6 oz.  8.0 oz. (228 g)  5.6 oz (161 g) 362-523  60

 淡黄绿 8 oz. 10.0 oz. (284 g)  6.8 oz (195 g) 362-533  60

 黄色 2 oz.  2.6 oz. ( 74 g)  1.6 oz ( 47 g) 362-500 372-500 80

 绿色 3.5 oz.  3.1 oz. ( 89 g)  1.8 oz ( 54 g) 362-502 372-502 80

 黄褐色 4.5 oz.  3.6 oz. (103 g)  2.2 oz ( 63 g) 362-512 372-512 80

 紫红色 6 oz.  6.5 oz. (187 g)  4.0 oz (114 g) 362-522  60

 粉色 3.5 oz.  2.9 oz. ( 83 g)  1.5 oz ( 43 g) 362-501 372-501 60

 淡紫色 4.5 oz.  3.2 oz. ( 93 g)  1.7 oz ( 50 g) 362-511 372-511 6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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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盒装牵引圈内有60个或80个自锁封口的小包，100个/包。
 

普通乳胶牵引圈呈浅琥珀色或几乎透明。

Col-R-Lastics® 牵引圈每种颜色单独包装。 
牵引圈上的颜色层很薄，但在治疗期间不会褪色。

彩色包装
一盒一种颜色

普通包装
琥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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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Force®乳胶牵引圈
小袋包装

Tru-Force的力值随时间和被拉长的距离而变化。力值的测定是拉伸牵引圈至其弹性极限而得，这种测定时在模拟口腔环境中进行。一般，

通过拉长牵引圈至其直径的3倍来测量其弹力，在口中很难达到3倍的距离，而且这种方法也很不实用。牵引圈拉伸至其3倍直径时，测量值

之间的差异很小，上表所列的数值仅供参考。不排除一部分人对乳胶牵引圈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

> > >>               30mm        20mm

   13⁄16"                             13⁄16"

小袋包装共2,000个牵引圈

(20袋单人套装，100个/袋，根据重量分装。)

               
                     实际力值 普通乳胶牵引圈 彩色牵引圈®

直径          包装颜色代码	预设力值            30mm 20mm 产品代码 产品代码

 白色 2 oz.  3.7 oz. (105 g)  3.2 oz ( 92 g) 362-005 372-005

x
 红色 3.5 oz.  4.0 oz. (113 g)  3.6 oz (104 g) 362-004 372-004

 灰色 4.5 oz.  4.5 oz. (129 g)  4.2 oz (120 g) 362-014 372-014

 深粉色 6 oz.  8.7 oz. (249 g)  7.2 oz (206 g) 362-024 

 洋红色 8 oz. 10.6 oz. (301 g)  9.0 oz (256 g) 362-034 

 蓝色 3.5 oz.  4.6 oz. (131 g)  3.3 oz ( 94 g) 362-003 372-003

 橙色 4.5 oz.  4.9 oz. (139 g)  3.5 oz ( 99 g) 362-013 372-013

 草绿色 6 oz.  8.0 oz. (228 g)  5.6 oz (161 g) 362-023 

 淡黄绿 8 oz. 10.0 oz. (284 g)  6.8 oz (195 g) 362-033 

 黄色 2 oz.  2.6 oz. ( 74 g)  1.6 oz ( 47 g) 362-000 372-000

 绿色 3.5 oz.  3.1 oz. ( 89 g)  1.8 oz ( 54 g) 362-002 372-002

 黄褐色 4.5 oz.  3.6 oz. (103 g)  2.2 oz ( 63 g) 362-012 372-012

 紫红色 6 oz.  6.5 oz. (187 g)  4.0 oz (114 g) 362-022

 粉色 3.5 oz.  2.9 oz. ( 83 g)  1.5 oz ( 43 g) 362-001 372-001

 淡紫色 4.5 oz.  3.2 oz. ( 93 g)  1.7 oz ( 50 g) 362-011 37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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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袋包装牵引圈内有20个带有自锁封口的小包，100个/包。
医师无需再进行手工分装，这样既节省时间又便于使用。

普通乳胶牵引圈呈浅琥珀色或几乎透明。

Col-R-Lastics®牵引圈每种颜色单独包装。

牵引圈上的颜色层很薄，但在治疗期间不会褪色。

TP选用优质医用乳胶管制作牵引圈。统一的牵引圈厚度
和精密的切割技术确保可靠的牵引力量。

栗色      3.5 oz.     16.0 oz. (454 g) 5.0 oz (142 g)         362-015 

彩色包装
一盒一种颜色

普通包装
琥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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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Force® 乳胶牵引圈
大袋包装

Tru-Force的力值随时间和被拉长的距离而变化。力值的测定是拉伸牵引圈至其弹性极限而得，这种测定时在模拟口腔环境中进行。一般，

通过拉长牵引圈至其直径的3倍来测量其弹力，在口中很难达到3倍的距离，而且这种方法也很不实用。牵引圈拉伸至其3倍直径时，测量值

之间的差异很小，上表所列的数值仅供参考。不排除一部分人对乳胶牵引圈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

> > >>               30mm        20mm

   13⁄16"                             13⁄16"

根据重量包装，1,000个/包

              
                     实际力值             普通乳胶牵引圈	 彩色牵引圈®

直径	 包装颜色代码	预设力值 30mm 20mm 产品代码	 产品代码

 白色 2 oz.  3.7 oz. (105 g)  3.2 oz ( 92 g) 360-005 370-005

 红色 3.5 oz.  4.0 oz. (113 g)  3.6 oz (104 g) 360-004 370-004

 灰色 4.5 oz.  4.5 oz. (129 g)  4.2 oz (120 g) 360-014 370-014

 深粉色 6 oz.  8.7 oz. (249 g)  7.2 oz (206 g) 360-024

 洋红色 8 oz. 10.6 oz. (301 g)  9.0 oz (256 g) 360-034

 蓝色 3.5 oz.  4.6 oz. (131 g)  3.3 oz ( 94 g) 360-003 370-003

 橙色 4.5 oz.  4.9 oz. (139 g)  3.5 oz ( 99 g) 360-013 370-013

 草绿色 6 oz.  8.0 oz. (228 g)  5.6 oz (161 g) 360-023

 淡黄绿 8 oz. 10.0 oz. (284 g)  6.8 oz (195 g) 360-033

 黄色 2 oz.  2.6 oz. ( 74 g)  1.6 oz ( 47 g) 360-000 370-000

 绿色 3.5 oz.  3.1 oz. ( 89 g)  1.8 oz ( 54 g) 360-002 370-002

 黄褐色 4.5 oz.  3.6 oz. (103 g)  2.2 oz ( 63 g) 360-012 370-012

 紫红色 6 oz.  6.5 oz. (187 g)  4.0 oz (114 g) 360-022

 粉色 3.5 oz.  2.9 oz. ( 83 g)  1.5 oz ( 43 g) 360-001 370-001

 淡紫色 4.5 oz.  3.2 oz. ( 93 g)  1.7 oz ( 50 g) 360-011 370-01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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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袋包装牵引圈每包含1,000个牵引圈，有自锁封口。医师可根据患者的需要重新
进行组装。

普通乳胶牵引圈呈浅琥珀色或几乎透明。

Col-R-Lastics®牵引圈每种颜色单独包装。

牵引圈上的颜色层很薄，但在治疗期间不会褪色。

彩色包装
一盒一种颜色

普通包装
琥珀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