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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G 足印泡沫的使用说明书

1.用途：
在足部整形外科技术领域，专业人员会用到 FSG 足印泡沫，以便制
作足印。在一位医师的诊断的基础上，整形外科技术人员可以制作
一个足部的凹模。接下来，整形外科技术人员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对
这个凹模进行进一步的加工。
他可以用石膏或者浇注树脂加工一个凸模，或者在足印的基础上确
定足部的精细解剖结构或者突出部位。 
同样也可以对足印进行扫描，并且用专门的软件继续处理。在这
里，需要留意扫描仪制造商和软件供应商的说明。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会制作一个鞋垫。但同样也可以制作一只个性
化的定制鞋。
未考虑和其他产品搭配使用的可能性。 

2.存储：
FSG 足印泡沫应在存放在干燥环境中。理想的室内条件为温度介于 
18°和 24°C 之间，相对空气湿度介于 55% 和 65% 之间。如果存
储环境不符合上述条件，则对于产品质量和功能性将不承担任何责
任。应剔除损坏或者受潮的足印泡沫包装盒。 
运输用纸箱必须竖立存放，不得卧放。允许堆垛最多 4 个纸箱。

3.应用：
FSG 足印泡沫必须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使用。在使用的过程中，
用户必须穿戴一次性手套，以保护自身安全。必须遵守劳动保护规
定。
FSG 足印泡沫仅供外用，并且仅适合一次性使用。一块泡沫板只允
许一名患者踩入一次。
FSG 足印泡沫必须保持干燥且未损坏。
患者的足部必须干净、未涂抹润肤膏并且没有任何创伤和感染。必
要时，必须使用无菌薄膜
或者创伤绷带遮盖足部。
避免粘膜接触 FSG 足印泡沫或其粉末。
在使用前，必须确保所使用的变型对于计划的应用来说是合适的类
型。由经过的专业操作人员来根据应用确定所需的足印泡沫。
FSG 足印泡沫必须被翻开，并且位于一个牢固、水平且平整的表面
上。
用户必须引导足部，以便确保足印居中。 
对于满负荷足印（站立），应确保患者可靠倚靠，必要时提供支
撑。
检查足印的可用性，必要时用一对新的足印泡沫重试。
对于足部的泡沫残留物，出于卫生考虑应立即加以清除。
将有足印的 FSG 足印泡沫单独存放。

4.有效期：
FSG 足印泡沫的仓储时间不得超过 36 个月。颜色变化对泡沫的功
能没有任何影响。产品包装上印刻的日期显示的是保质期。在该日
期过后，不允许再使用泡沫。日期印章同样也是批次号码。运输单
元包装标签上的日期在“时钟”符号之后。
指定到期日期（月）。 在此日期之后，该表格将无法使用。 批号
也是批号。

5.废弃处理：
FSG 足印泡沫作为其他垃圾进行废弃处理，纸箱应作为废纸加以回
收利用。 
受到污染的足印泡沫和包装必须根据污染的类型以及当地的废弃处
理规定和废弃处理法规的要求进行废弃处理。

CHINESEInstructions For Use
FSG-Imprint-Foam
Ideal · Genial XL · Diabetic Step · Maximal · Minimal
PodoScann · SlimLine · Kristall

1. Preparation
note the name of the customer and date the 
impression was taken on the foam box. 
Open the box and with the Foam sides 
facing up at one. Lay a solid, level surface.

2. Heel
The patient's foot is centered on the foam 
sheet place and carefully on the Deposit 
foam surface. Well the check the perfect 
position of the foot. If the foot is not on the 
foam everywhere, correct now. Start with 
the By guiding your hand deep into the heel
Press foam.

3. Metatarsus
Push the base M5 (midfoot) with the edge of 
the hand.

4. Big toe joint
Now press the big toe joint as well with the 
back of your hand in the foam. Relocate the 
power of your hand afterwards on your 
edge of your hand and use it to press the
individual toes also.

5. Completion / repetition
Now take the foot vertically upwards from 
the foam. Repeat the the o.g. Processes with 
the other foot. Usability check the imprint, if 
necessary with a new one Repeat the pair of 
impression foams. Foam residues on the foot 
are made hygienic Reasons to remove 
immediately. FSG impression foam store 
separately with im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