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您輕鬆掌控工作流程。
workFLO 系列產品為現代快節奏的醫療環境提供了簡潔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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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記 錄工作站

單螢幕／ 
全功能工作站

筆記型電腦工
作站

升降式文件記錄
工作站 文件記錄工作站 醫療裝置移動架

高度可調 ü ü ü
抗菌表面 ü ü ü ü ü
可附加配件 ü ü ü ü ü
車輪可輕鬆移動 ü ü

workFLO 系列具有輕巧的流線設計，可協助提供
護理服務並提升護理品質。

主要優點

電腦安全防護

配件齊全

抗菌表面 輕量化設計

穩定的機動性輕鬆調整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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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記 錄工作站

從單螢幕工作站到醫療裝置
輪架，workFLO 的簡潔便
捷設計，讓患者獲得更好的
照護。

文件記錄工作站 
WF-RLX-FH

高度調節範圍：1000mm (39.5in)
承重量：10kgs (22lbs)
工作檯面：完全抗菌的工作檯面，不論是複合材質
還是粉體塗層檯面。
腳輪：62.5mm (2.5in) – 5 個煞車輪
固定選項：標配筆記型電腦用電力轉換盒收納籃；
可選配筆記型電腦固定架和平板電腦固定架
主要材質：鋁合金／不銹鋼／ABS 塑膠（阻燃）
車體重量：9.1kgs (20lbs)
推車佔地：最高 Ø604.5mm (Ø23.8in)

醫療裝置移動架 
WF-RDM-FH

高度調節範圍：1065mm (42in) 配有背面把手
承重量：15kgs (33lbs)
腳輪：62.5mm (2.5in) – 5 個煞車輪
固定選項：側部面板
主要材質：鋁合金／不銹鋼
車體重量：5.4kgs (12lbs)
推車佔地：最高 Ø604.5mm (Ø23.8in)

單螢幕/全功能工作站 
WF-CSX-AH

高度調節範圍：898-1198mm (35-47in)
承重量：10kgs (22lbs)
升降機構：按鈕式氣壓升降
工作檯面：完全抗菌的工作檯面，不論是複合材質
還是粉體塗層檯面。
電腦櫃：具備鎖控裝置附鑰匙，確保電腦安
全。Optional key codes available
腳輪：5 英寸車輪－3 個煞車輪，1 個直行輪，便
於移動。
固定選項：單螢幕支架，穩定定位（不晃動），採
用可傾斜／可旋轉的 VESA 75/100 固定架或平板
電腦固定架
主要材質：鋁合金／不銹鋼／ABS 塑膠（阻燃）
車體重量：29.9kgs (66lbs)
推車佔地：538mm x 574mm (21.19in x 22.58in)

筆記型電腦工作站 
WF-CLX-AH

高度調節範圍：898-1198mm (35-47in)
承重量: 10kgs (22lbs)
升降機構：按鈕式氣壓升降
工作檯面：完全抗菌的工作檯面，不論是複合材質
還是粉體塗層檯面。
電腦櫃：具備鎖控裝置附鑰匙，確保電腦安
全。Optional key codes available
腳輪：5 英寸車輪－3 個煞車輪，1 個直行輪，便
於移動。
固定選項：可選配筆記型電腦固定架
主要材質：鋁合金／不銹鋼／ABS 塑膠（阻燃）
車體重量：27.7kgs (61lbs)
推車佔地：538mm x 574mm (21.19in x 22.58in)

升降式文件記錄工作站 
WF-RLX-AH

高度調節範圍：800-1050mm (31.5-41.5in)
承重量：8kgs (17.6lbs)
升降機構：按鈕式氣壓升降
工作檯面：完全抗菌的工作檯面，不論是複合材質
還是粉體塗層檯面。
腳輪：62.5mm (2.5in) – 5 個煞車輪
固定選項：標配筆記型電腦用電力轉換盒收納籃；
可選配筆記型電腦固定架和平板電腦固定架
主要材質：鋁合金／不銹鋼／ABS 塑膠（阻燃）
車體重量：12.7kgs (28lbs)
推車佔地：最高 Ø604.5mm (Ø23.8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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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防護用品移動站 — 高效管理醫療防護和安全用品

利用交換式醫療防護和安全用品分發解決方案，在醫療機構的各個入口設置口罩、手
套和洗手液移動式分配站。 

醫療防護用品移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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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板
119-002210-00
• 背板固定在 workFLO 裝置的安裝板上。
• 最多可容納三個模組。模組可以輕鬆安裝至

背板卡槽。
• 背板後面的鎖定板能強化模組固定，且便於

更換模組。 
• 配備 22.86 公分（9 英吋）x 30.48 公分（12 英

吋）的透明磁性文件架，可根據需要置放宣
傳內容 

散裝口罩盒
119-002219-00 
• 用於存放散裝口罩（無紙盒包裝）。
• 從開口直接抽出最外層的口罩。
• 可容納最大 19.05 公分（7.5 英吋）長 x 10.16 

公分（4 英吋）寬的散裝口罩。
• 僅可安裝在背板的中間位置（每個背板最多

安裝 1 個）。

洗手液架
119-002216-00  

• 「通用尺寸」洗手液瓶置放設計，最大容量為 
32 液量盎司。 

• 可容納直徑最大為 10.16 公分（4 英吋）的圓
柱形瓶子。

• 不適用於加侖壺式的瓶子。
• 可安裝在背板的任意位置（每個背板最多安

裝 3 個）。

手套盒
119-002217-00 

• 「通用尺寸」手套盒，可容納 100 副或 200 
副手套。 

• 可容納最大 9.5 英吋長 X 5.5 英吋寬 X 4 英
吋高的手套盒。 

• 可安裝在背板的任意位置（每個背板最多安
裝 3 個）。

口罩盒架
119-002218-00

• 「通用尺寸」的盒裝式口罩盒設計。 
• 可容納最大 20.32 公分（8 英吋）長 X 11.43 

公分（4.5 英吋）寬 X 8.89 公分（3.5 英吋）高
的口罩盒。

• 可安裝在背板的任意位置（每個背板最多安
裝 3 個）。

醫療防護用品移動站

高度升降範圍： 106.5 公分（42 英吋），透過後把手
調整
承重：1.5公斤（33 磅）
車輪：6.25 公分（2.5 英吋）*5 個（剎車輪）
選配配件：背板
主要材料：鋁合金/不銹鋼
重量：5.4 公斤（12 磅）
佔地面積：最大直徑 60.45 公分（23.8 英吋）

醫療防護用品移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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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LO 配件

設備用途因時而異，可以根據實際應用需求增減我
們的配件系列。

請聯絡您的 TouchPoint Medical 銷售代表了解更多詳情，針對您現場的護理需求選搭您的配件。  
前往 touchpointmed.com/contact 聯絡您的當地業務代表。

側面置物盒 
WF-SSUPBIN

背面置物盒 
WF-RSUPBINS

後部塑膠置物籃 
WF-RSUPBASK-P

背面鋼製加長把手 
WF-EXRHAND

正面鋼製置物籃 
WF-FSUPBASK-W

平板固定架 
AM-TABMNT-S

VESA 固定架， 
可傾斜／旋轉 
WF-VESA-MNT

輕型 VESA 固定架 
WF-VESA-MNT-LT

平板固定架， 
可傾斜／旋轉 
WF-TAB-MNT

單層鎖控抽屜 
WF-DRWR-SL

掃碼機座托架， 
Code 2600 
WF-SCNBRKT-
CD2600

標籤機托架， 
Zebra QLN220 
WF-PBRKT-ZQL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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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FLO 配件

筆記型電腦輪架固定架 
WF-RLT-SECBRKT

筆記型電腦固定架 
WF-CLT-SECBRKT

電子簽名板， 
VESA 固定式 
WF-SIGNPAD-VESA

掃碼機托架， 
VESA 固定式 
WF-SBRKT-VESA

杯架， 
VESA 固定式 
WF-MEDCUP-V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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