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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自	1983	年以来，BCF	科技有限公司一直从事畜牧业设备的开发、制造和全世界范围的销售，并成为
大多数动物种类超声波即时妊检扫描仪研发和制造领域的市场领导者。

我们采用最新科技，将最先进的数字影像技术和低耗电以及微小化整合起来，生产 Easi-Scan Curve 
扫描仪：一款小型、轻巧、坚固、便携式的真正多功能超声波扫描仪。

Easi-Scan	Curve 的设计和制造商（位于苏格兰）：

BCF	Technology	Ltd
Imaging House, Phoenix Crescent Strathclyde Business Park Bellshill, ML4 3NJ
Scotland, UK

电话：+44 (0) 1506 460 023
info@bcftechnology.com
www.bcftechnology.cn

作为兽医和畜牧业超声波影像设备的专业制造商，我们深刻了解设备可靠性和售后服务快速反应的重要
性。我们的工程师和授权代理商致力于提供快速的售后服务，以确保 BCF 系统的最佳操作性能。我们
的工程师及其指定的代理商致力于提供快速的售后服务，确保 BCF 系统的最佳操作性能。

Easi-Scan	Curve 符合当前所有相关欧洲指令的所有基本要求及安全要求。前标签上的 CE 标志表示
产品符合上述指令。如果您需要进一步了解关于这些指令的信息，请直接与我们联系。本产品属于电子
设备类产品。当产品达到使用寿命时，请不要将其与一般废物进行处理，应将其送至电子设备回收站。
被划掉的移动式垃圾桶标志（不可随意丢弃标志）显示在前标签上作为提示，符合欧盟 WEEE 指令。

注意： 所有 BCF	科技公司的产品只能用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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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特性
Easi-Scan	Curve	进行了可移动实时超声扫描优化，略作操作调整即可在目标应用中为您带来清晰的
影像。

• 固定的高分辨率宽频探头应用范围广，支持早期到晚期妊娠检测以及外腹部扫描

• 扫描仪设置对所选应用进行了优化

• 可选择在显示器上查看影像。

• 影像可存储，供后续查看。存储的影像可通过 USB 上传至电脑或使用可选配件进行打印

• 机型轻巧，负重较小
• 
• 外部可充电电池可连续使用四小时，选用自动待机功能则甚至能持续使用更长时间

• 本机防水等级为 IP65（见手册后面的注释）

• 易于清洗；所有零部件可从上到下彻底擦拭干净

操作安全
Easi-Scan	Curve	由锁定至扫描仪的外部电池进行驱动

对电池进行充电必须只能使用 BCF 电池充电器或者由车载电源插座（12 V DC）供能的集成式便携
盒、或者 BCF 主电源供应器。充电期间不可关闭便携盒。如果本机必须使用主电源适配器充电，仅可
在干燥环境内使用。

虽然 Easi-Scan Cuve 使用低电压源工作，但内部会产生高电压。
为此，请勿尝试拆卸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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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说明
1.1	初次开机

请确保外部电池稳固锁定至扫描仪顶部。

如使用无线显示，请开启扫描仪确保选择了正确的接收频道。如需电缆连接，请将插头连接至扫描仪顶
部的用户连接器端口（图 1）。检查插头和插座确保没有杂物。对准插头和插座上的连接点，然后推压
到位。

1.2	电源r

长按电源按钮  （图 2）直到扫描仪发出哔哔声，即可启动扫描仪。控制面板 LED（图 3）将会亮绿
灯。

扫描仪启动后，电池 LED 上将会显示外部电池储电量。开机后，扫描仪将执行系统初始化，显示主菜
单、当前操作模式和电池储电量指示器。另外，在显示器左下方可见灰色条带（图 3）。

屏幕上的电池指示器可以更准确地显示外部电池的剩余电量（图 4）。扫描仪将第二次发出哔哔声，表
明系统初始化完成，系统准备就绪。

注意： 扫描仪开机时的设置与上次关机时的设置相同。

长按电源按钮  直到扫面仪两次发出哔哔声，即可关闭扫描仪。

图 4         图 3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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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扫描

Easi-Scan Curve 拥有多种可选的预设扫描应用模式。为了适应当前研究，系统增益可能会有所有变
化。短按电源按钮  可以冻结和解冻影像。

1.3.1	 标准操作

扫描仪在开机时加载首选设置，并准备就绪。 

如需更改设置，按下选择按钮  开启主菜单。在没有按任何按钮的情况下，菜单将在短暂的一段时间
（用户可选择）后消失。使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来操控菜单，并使用选择按钮   打开或关闭
相关的子菜单。在未显示菜单的正常操作中（未选择“调节大小”，参见 1.3.6），向上    和向下 

 按钮控制增益设置。要清除菜单或导航至上一菜单，请长按“选择”按钮 .

1.3.2	 模式选择

开机时，扫描仪加载首选启动模式。按下选择按钮  调出菜单，使用箭头按钮高亮显示“模式”并按
下选择按钮  显示模式菜单。

使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选择首选模式：

1. 8 cm
2. 12 cm
3. 16 cm
4. 24 cm 

设备关机时，将自动保存首选的启动模式。

1.3.3	 模式描述

Easi-Scan Curve 设计用于直肠妊娠和生育能力扫描，并提供 4 类范围检查。8 cm 范围提供最仔细
透彻的研究，高频率操作，获得更高的分辨率，12、16 和 24 cm 范围为妊娠后期提供更深的扫描深
度。

1.3.4	 增益控制

可通过菜单调节增益，按下选择按钮  调出菜单，使用箭头向上     和向下 钮高亮显示“增益”
并按下选择  显示增益菜单，然后使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调节增益。

按下向上    和向下  按钮将可调节增益（菜单未显示在屏幕上时）。屏幕顶部将暂时显示当前增益
设置（1 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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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农场计时器控制

Easi-Scan Curve 带有计时器，可用于监控农场时间。其操作如下：从主菜单选择“计时器”。出现
计时器子菜单并有如下选项：

退出 选择该选项将退出菜单，不做任何修改 

开始/停止 选择该选项可开始和停止计时器；计时器正在运行

显示浅为浅灰色，计时器停止则显示为深灰色

重设 选择该选项重新设置计时器

显示 选择该选项开启和关闭计时器显示器

注意： 计时器即使没有显示，也可继续运行。

关机时将存储计时器的时间数值，开机时以相同的时间数值和设置重新开始。

1.3.6	 胎儿成熟模式

Easi-Scan Curve 可以指示小牛胎儿不同发育阶段的头臀长度和躯干直径。

从主菜单选择“成熟”将调出子菜单，可让操作者从以下指示进行选择：5/7 周、6/8 周、7/9 
周、9/11 周、10/12 周、17/19 周和关闭。

每个设置都将显示对应妊娠期胎儿的头臀长 (CRL) 和/或躯干直径 (TD) 的正确大小。

1.3.7	 自动待机模式

Easi-Scan Curve 具有低耗电待机模式，可通过从待机子菜单选择待机时长来启用。

如果扫描仪在待机子菜单中所选时段内没有检测到超声影像，则切换到低耗电模式。在该模式中，通过
使用非成像扫描，电量消耗将减半，但超声回波会持续监测。当检测超声回波或按下任意按钮时，扫描
仪立即恢复至正常成像。

1.3.8	 影像存储和查看

Easi-Scan Curve 可让操作员在扫描仪上存储多达 100 张影像。

存储冻结的影像时，从主菜单选择“影像”并从影像子菜单选择“存储”，扫描仪即可存储影像。如果
输入了牛的 ID，ID 将覆盖在影像的左上方，并且牛 ID 的前五个字符将构成影像文件名。如果输入实
践 ID，同样也会覆盖在所存储的影像上。 一旦影像存储内存已满（100 张影像），新存储的影像将会
覆盖最先存储的影像。

如需查看扫描仪中已存储的影像，从影像子菜单选择“查看”，并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翻阅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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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的影像。每次关机或存储了新的影像时，扫描仪默认查看最新存储的影像。否则，在任何扫描阶段它
都将返回最后查看的影像。可以使用 USB 数据线将存储的影像上传至电脑（见下方的影像检索警告和
说明部分）。可选择查看模式中的“删除所有”菜单选项，删除扫描仪存储的所有影像。从影像子菜单
选择“退出”，离开影像查看模式。

USB	影像检索

警告：连接	USB	连接线之前，从扫描仪的输出子菜单上选择	USB。复制影像后，请先断开	USB	连
接线，然后再关闭扫描仪。

注意： 扫描仪将其自身标识为可移动闪存驱动器，并可与 Windows、Apple 和 Linux 系统的计
算机配合使用。

如需从扫描仪提取存储的影像，请从输出子菜单选择 USB。将 USB 适配器连接线（配件）连接到前面
板，并将 USB 插头连接到计算机。扫描仪将其自身识别为 USB 闪存驱动器，名称为 Easi-Scan，如
有必要，请执行操作系统所需的任何安装操作。

驱动器安装完毕后，所有存储的影像将以 bmp（位图）格式显示，可以复制到计算机并且能用大多数
影像查看器打开。

扫描仪为只读，无法通过所连接的计算机删除影像。如需清除存储在扫描仪上的影像，请断开 USB 导
线，并从扫描仪菜单选择“删除所有”（在从影像子菜单选择了“查看”的情况下可用）。请参阅影像
存储和查看章节。

1.3.9	 牛	ID	输入

Easi-Scan Curve 可让操作员输入牛 ID 号，一旦保存，该 ID 将与影像相关联。

如已输入了牛的 ID，存储影像时，ID 将覆盖在影像的左上方，并且牛 ID 的前五个字符将构成影像的文
件名。只有当影像冻结时才会显示“牛 ID”。从主菜单选择“牛 ID”，调出牛 ID 输入菜单。操作者可
使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选择需要修改 的数字，按下“选择”高亮显示数字，使用向上    和向
下  按钮可修改数值。再次按“选择”  返回数字选择模式。如要退出该子菜单，需等待菜单消失或
长按选择按钮  直到扫描仪两次发出哔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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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Output	selection

Easi-Scan Curve 当前 BCF 显示器及配件产品在连接时将自动检测：一旦连接上即可检测到所有 
BUG 变体，将输出切换到护目镜模式；连接手腕式显示器将使 Easi-Scan Curve 切换到手腕式显示模
式；连接 Easi-Scan Curve 和计算机之间的 USB 连接线，使扫描仪切换到 USB 模式。如果使用旧
的配件或连接线，可能需要手动设置输出。

操作者可在前面板用户连接器上从 3 种不同用途中进行选择。

警示：如果您使用插入扫描仪显示器连接头的查看设备，更改此设置将中断查看，并且难以恢复正确设
置。
建议您切勿更改此设置，除非您拥有无线显示器，它不管输出选择设置如何改变，都将持续显示。

从主菜单中选择“输出”，则可访问输出子菜单。

使用选择按钮  从以下输出选项中进行选择：

手腕式显示器 选择该选项，数字视频信号从前面板输出，该选项与 BCF 手腕式显示器配件共同
   使用

护目镜  选择该选项，标准灰度级 NTSC 视频信号从前面板输出，该选项用于 BCF
    BUGs 或其他护目镜，或者使用视频传输线的情况（例如：视频打印机）

USB  选择该选项，用户可以通过 USB 适配器配件将扫描仪连接至计算机。该模式用于
   从扫描仪中复制已存储的影像。见附录 B 中的警告和说明）

注意： 如果您所连接的查看设备没有影像，并且您没有无线显示器可以帮助菜单导航以便选择正
确的视频输出信号，则可在开启扫描仪时，长按按钮组合（以下）来切换扫描仪输出。

针对护目镜  在开启时同时长按   和  
针对手腕式显示器 在开启时同时长按   和  

1.3.11	选择菜单语言

Easi-Scan 菜单可以使用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和俄语。
选择语言：

按下按钮  开启主菜单。使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选择“设置”。然后，使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选择语言。然后从菜单选择您需要的语言。

如果您不小心选择了错误的语言，断开电池将使扫描仪 恢复到之前的语言。只有使用电源按钮  关闭
扫描仪，才可以保存语言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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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扫描仪设置

影像方位和方格网格显示等参数选择可以在开机时更改并存储为默认值。 
从主菜单选择“设置”，访问设置子菜单。

1.4.1	 BUG	控制

通过设置子菜单中的前 2 个选项，用户可调节 BCF BUGs 头载式显示器的亮度和对比度。

要调整设置，请选择“对比”或“亮度”，“调节”字样将出现在所选选项旁边。使用向上    和向
下 按钮调节设置，按下选择按钮  退出调节模式。

1.4.2	Low	battery	warning

When the external battery is nearing the end of its useful capacity, the on-screen indicator will 
start to blink. In addition, by switching the ‘Low Batt Buzzer’ option to on, the scanner will 
give an audible indication.

1.4.3	 网格	&	方格显示

The Easi-Scan Curve allows the operator to display grid and/or graticule lines on the 
image. The following options are available:

Easi-Scan Curve 允许操作者在影像上显示网格和/或方格线。以下选项可供选择：

关闭 不显示网格或刻度标志 

网格 1 cm 显示 1 cm 网格

网格 2 cm 显示 2 cm 网格

刻度 影像每一边的下方显示刻度标志（8 cm 模式下 ½，其他模式下 1 cm）

网格 & 刻度 显示 2 cm 网格和刻度标志

1.4.4	 视频链接频道（远程监视器选项）

Easi-Scan Curve 可传输到选配的无线监视器。为了减少干扰和使用多个 Easi-Scans，可将扫描仪设
置为在四个频道之一进行传输。

按下选择按钮  调出 RF 频道子菜单并使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选择所需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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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蓝牙启用

可通过蓝牙控制 Easi-Scan Curve（见附录 A）。该子菜单可打开或关闭蓝牙模块。

蓝牙控制功能也可通过 Android 应用程序商店中名为“Easi-Scan 蓝牙”的 Android 应用程序获得。

蓝牙控制

Easi-Scan Curve 允许通过蓝牙控制扫描仪的某些功能，所有功能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控制。蓝牙设
备（电话、掌上电脑、个人电脑等）发送地址入口 (vcard)，其名称采用以下形式之一：

M  发送该名称将切换到下一模式 
M D 发送该名称将切换到详情模式
M F 发送该名称将切换到胎儿性别模式 
M O 发送该名称将切换到卵巢/早期妊娠模式 
M L 发送该名称将切换到晚期妊娠模式
C  (后接牛的 ID 号） – 发送该名称，后接空格和牛的 ID 号，将在扫描仪上修改牛的 ID 号
P  (实践名称）– 发送该名称，后接空格和实践名称，将在扫描仪上修改实践名称
F  发送该名称将冻结/解冻扫描仪

您的蓝牙设备和 Easi-Scan Curve 之间进行首次“配对”需要输入“密码”。有关与其它设备配对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手册中有关蓝牙设备的部分。Easi-Scan Curve 的密码为 “0000”（四个零）。

1.4.6	 实践数据输入

Easi-Scan Curve 允许操作者输入实践名称，该名称将覆盖在已存储的任何影像上。从设置子菜单选
择“实践数据”，将调出实践数据输入菜单。操作者可使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选择需要修改的数
字，按下“选择”，高亮显示数字，并使用向上    和向下  按钮修改数值，再次按下“选择”，
返回数字选择模式。如要退出该子菜单，需等待菜单消失或长按选择按钮  直到扫描仪两次发出哔哔
声，退出菜单。

1.4.7	 恢复出厂设置

从该子菜单选择“重置”，将所有设置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所存储的影像不受影响。 

1.4.8	 菜单计时器

从此子菜单选择“短”，将菜单显示的时间设置为大约一秒钟。从此子菜单选择“长”，将菜单显示的
时间设置为大约四秒钟。



1212 Easi-Scan curve

1.5	智能显示器

Easi-Scan Curve 可与智能显示器配件一起使用，以提供额外的功能。

要使用智能显示器，需确保 Easi-Scan Curve 处于关机状态，将探头电缆穿过智能显示器的下端手
柄插入，将 Easi-Scan Curve 尾部与智能显示器的边缘衔接起来并推按 Easi-Scan Curve 至适当位
置，确保 Easi-Scan Curve 上的黄色夹子与智能显示器完全契合，按下智能显示器前面的电源按钮开
启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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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养和维护
2.1	Easi-Scan	Curve	&	电源组

Easi-Scan Curve 设计可靠，适用于兽医和畜牧业市场。我们的工程师及其指定的代理商致力于提供
快速的售后服务，确保 BCF 系统的最佳操作性能。然而，用户也必须小心使用。

我们声明，Easi-Scan Curve 是 防水的， 实际上防水级别为 IP65，但您需要注意以下 要点：

1. 该设备不确保可抵御水喷射。如果用水管浇注或在快速流动的水龙头下冲洗，水将会渗透到
  扫描 仪中
2. 本机不防腐蚀，因此应保持干燥
3. 某些类型的护目镜不防水，应注意避免浸水
4. 独立充电器、电池充电器和充电便携盒不防水 - 应保持干燥

清洁

• 抗菌湿巾对扫描仪、电池和探头从上到下擦拭清洁特别有效，并且无需干燥。这可以防止冲
洗后出现锈蚀相关问题 

• 塑料扫描仪、电源组和携带盒也可以使用布、肥皂和温水进行清洁

• 相较于冲洗或水管浇洗，用海绵擦拭或短时间浅水浸没的侵蚀损害更小

• 存放或充电前，需彻底干燥扫描仪。小心拆卸外部电源组，并确保互连部位也保持干燥

• 扫描仪机身中部氯丁橡胶袋可以机洗

• 您的设备应定期返送给有资质的 BCF 服务工程师进行维护。服务代理将使用专门测试设备
彻底检查仪器，并给出必要的建议。如有任何其它服务问题，可以向我们有资质的服务工
程师咨询解决

警告：扫描仪和电源组不得存放在潮湿处，否则将导致严重的锈蚀。请参阅单独的探头维护部分

2.2	电池充电

当外部电池通过扫描仪底座或电池充电底座连接到扫描仪时，外部电池可以在便携盒中充电。电池也可
以在独立充电器中充电。

充电时，电池 LED 缓慢闪烁，闪烁颜色表示当前充电状态（红色=小于25％，琥珀色= 25％ - 75％，
绿色= 75％以上）。一旦充电完全，LED 将持续显示绿色或快速闪烁绿色。

所有电池充电应不超过五个小时，但持续充电不会损坏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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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组内的 NiMH 电池与充电管理电路板配对使用，可进行数百次再充电循环。 
当电池状态良好并充满电时，扫描仪的持续运行时长如下。取决于所用的显示器选项，运行时间有所不
同 。

• Easi-Scan Curve 带有锁定电源组  4 小时

使用自动待机功能，扫描仪的运行时间可接近该持续时长的两倍。

通过电池和扫描仪上的金色接点实现与电源组的导电连接。电源组输出由复位保险丝进行保护，但应注
意，防止金色连接器插脚和接点短路。电池计量依赖于内部计算。放电不完全或充电不充分这种情况重
复循环，将造成电池电量显示越来越不准确。为了实现最佳性能和最准确的电池计量指示，应不定期将
电池完全放电之后再进行充分充电循环。

不定期（每十个循环或每两个星期一次）放电，直到扫描仪自动关闭，然后再充分充电一次（最好是从
干线电源充电）。

注意：使电池寿命变得更长的做法是不定期的进行完全充放电循环。当以短脉冲充电时，例如：工
作之间的完全充电，或在发动机启动时的车内 Cigar 电源循环充电等，会导致充电器充电
终止不当。不定期的完全充-放电循环不但有助于保持最大容量，还可以确保集成充电控制
电路的更新校准，从而实现最佳充电控制，进而确保电池使用寿命的最大化。还需对电池
电量的计算进行校正，以确保屏幕上电池电量显示的 持续准确性。

 “记忆效应” - 如果 NiMH 电池不经常使用（每周）或不充分使用（反复多次只使用全部
容量的一部分），则可用容量会暂时减少，从而减少运行时间。电池“充分使用”后，将
会恢复全容量。经过一次充分的充/放电循环，即可实现恢复至几乎

 全容量的水平。经过两到三次充分的充/放电循环后，可能可以看到电池容量进一步的微小
提升。

不能长时间存放扫描仪，需不定期充分使用。存放扫描仪前充满电 - 尤其在炎热天气的情况下。

注意：这仅适用于不使用扫描仪 6 个月或以上的情况。如果在长期存放过程中没有进行不定期充
电，则可导致永久性容量降低。存放期间，电池充电量不能维持很长时间，尤其是在较高
环境温度中。存放 1 个月，电池可能会损失高达 30％ 的电量。

警告:		
当插入电源或 12 伏的香烟打火机时，不应使电器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
以降低灼伤、火灾、触电或人身伤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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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asi-Scan	Curve	探头

我们已尽力将探头做得尽可能结实耐用，但晶体阵列仍然容易受损，应保护其免受碰撞。即使与硬物发
生小碰撞也会导致位于探头表面薄橡胶包层后的探头元件受损。探头带有遮盖电缆长度的保护外壳，可
承受最大的磨损和弯曲。在再次使用之前，如果保护外壳或电缆的其它部分有任何损坏，进一步使用前
应进行修补，以防止水分进入而快速损坏探头。应定期检查探头是否有类似损坏。

凝胶

尽可使用 BCF 科技公司推荐的凝胶。切勿将探头存放于凝胶中。

清洁

对探头进行清洁时，应除去全部有机物/蛋白质残留，并使用 IPA 或10%的漂白剂擦拭进行消毒。 
切勿将传感器浸泡在 IPA 或漂白剂中。

存储

存放在干燥位置之前，清洁并干燥探头。切勿将传感器存放于凝胶
或清洁/消毒液中。否则将导致传感器材质过早劣化。

警告：请勿使用高压灭菌器、紫外线、γ	射线，气体、蒸汽或加热灭菌技术对传感器进行消毒。否则将
导致严重损坏。

请勿使传感器接触含有以下物质的材料：

• 丙酮
• 甲醇
• 矿物油
• 碘
• 氟利昂
• 工业用清洁剂  
• 含香料的材料（洗液、凝胶等）

切勿将传感器浸泡在酒精、漂白剂或过氧化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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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带有固定的探头的数字超声扫描仪	尺寸	

Size   22 x 15 x 7 厘米 / 6 x 8.5 x 2.5 英寸 
重量	 	 2 千克/ 4 磅（带电池）
机械	防水，塑料外壳结实耐用。防水级别 IP65

用户操作
已密闭的 4 按钮键盘，带有 LED 屏

用户功能
• 精选一系列操作模式已进行应用优化、自动设置适当范围、频率和后处理，例如：动态范围、

边缘增强
• 预设模式：8	cm、12	cm、16	cm、24	cm
• 整体增益可调节
• 影像冻结
• 胎儿成熟参考
• 通过键盘或蓝牙输入文件名进行影像存储和查看

用户输出
防水的用户连接器可提供电源和可选的信号输出

• 复合 NTSC 视频格式适用于屏显耳机视频查看或使用适配器导线（配件）的视频打印机配件
• 数字视频输出（专用格式）适用于手腕式显示器（配件）
• USB PC 连接，使用适配器导线（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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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功率
最大 5 V @ 250 mA

存储
用户输入影像文件 ID 的影像 100 张；存储在稳定的内部快闪存储器；影像格式 640 x 480 
bitmap，8 bpp

探头
• 固定宽频，dowfire 弯曲直肠型
• 有源阵列长度 65 mm
• 频率范围 3 MHz to 7 MHz
• 128 元素晶体阵列
• 16 个数字频道
• 半径 60 mm，60º

电源
• 外部电源可连续使用四小时
• 充电时间 5 小时
• 启用自动待机功能可延长运行时间
• 屏幕指示器。低电量提示音。

温度范围
• -10 ºC 至 40 ºC / 14 ºF 至 104 ºF

请注意，频繁在温度高于 35ºC/ 95ºF 的环境下使用会缩短电池寿命。 
在温度为 -10ºC/ 14ºF 以下的环境中，视频链接稳定性可能会受到影响，直到扫描仪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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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电池组 电池充电器

充电便携盒 便携袋 视频分离器

导引器 	Easi-Scan	小手提箱 充电便携盒

手腕式显示器

BUG
(BCF	通用护目镜)
	

智能显示器 远程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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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
如果您的 Easi-Scan 需要维修，请联系以下官方授权服务中心或您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经销商。有关经销
商联络方式详情，请访问 www.bcftechnology.com

英国：

BCF Technology Ltd
Imaging House, Phoenix Crescent Stra-
thclyde Business Park Bellshill,
ML4 3NJ
Scotland, UK

电话：+44 (0) 1506 460 023

info@bcftechnology.com

www.bcftechnology.com

爱尔兰：

BCF Technology Ltd
Unit 2, Quayside Business Park Mill 
Street, Dundalk
Co Louth, Ireland

电话：+353 (0) 42 932 0070
ireland@bcftechnology.com
www.bcftechnology.com

北美地区：

BCF Technology USA Ltd, LLC 2900 
43rd Street NW, Suite 600
Rochester, Minnesota 55901 USA

电话：507-529-8200
电话：800-210-9665
传真：507-529-8205
contact@bcftechnology.com
www.bcftechnology.com

澳大利亚：

BCF Ultrasound Australasia Pty Ltd 
10/56 Norcal Road
Nunawading 3131 Melbourne, Victoria 
Australia

电话：+61 (0) 3 9894 8980
service@bcfultrasound.com
www.bcfultras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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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Easi- Scan Curve 维护和保养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BCF 网站
www.bcftechnology.com，查看“客户支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