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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安全·高效率·
一款軟體平台，在不計其數的硬體配置協作之下，可實現更安全、更高效的全臨床工作流程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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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優勢

medGuard™ 
受控物質

庫存管理 

可靈活擴展以滿足您的
需求

NurSyncTM 遠端藥品排
隊取藥

抗菌保護

NurSyncTM 遠端藥品排
隊取藥

HL7 介面  眾多安全儲存配置

medDispense®® 系列讓您能夠自主控制地、高度靈活地選擇最
有效的方式來安全儲存和分配藥物。

配藥解決方案

L 系列 F 系列 V 系列 C 系列

儲存位 324 1,248 720 800 - 1,400

單劑量分配 ü
批量儲存 ü ü
漸進式抽屜存取 ü

電子標籤揀貨導引技術 ü ü ü

鋼製結構 ü ü ü
單藥控制 ü ü ü

*

* 僅鋼製前門上採用電子標籤揀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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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Dispense®® 的價值

藥物安全和工作流程效率對於發藥過程至關重要。medDispense® 透過單一軟體平
台配備最齊全可互換的藥櫃硬體。

隨您不斷變化的藥物儲存需求輕鬆擴展
所有 medDispense® 藥櫃都可以相互配合使用，從而為您提供量

身定制的解決方案，以滿足您不斷變化的需求。

多種硬體配置滿足您的特定要求
在 medLogicTM 技術支援下，結合安全性單一劑量配藥與大量儲

存於一體。

透過一系列儲存空間選項來解決空間受限
難題
可用的存儲空間範圍從小型台式機到大型櫃，用於批量存儲。

高度可設定的軟體和硬體
憑藉 medLogicTM，您可以輕鬆設定使用者設置和安全措施以及硬

體艙位佈局，從而為您提供最大的系統靈活性。

靈活的配置。
所有 medDispense® 藥櫃都是可互換的，為您儲存單劑量和批量藥品提供最大的靈活性和安全性。

配藥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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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支援
• 我們的專業服務團隊與您緊密合作，以確保針對您的機構流程

優化藥物位置和安全級別。

• 由我們的專業服務團隊量身定制系統介面。

• 在設備的整個生命週期持續提供技術支援。

經認證的存取和報告
• 所有藥物和用品均處於受控、上鎖且經認證的環境中。

• PharmacyCenterTM 軟體模組讓您可遠程查看和控制藥房中的庫存

• 透過使用者等級權限來管理特定功能的存取。

管制藥物高安全性儲存
• 透過漸進式鋼製抽屜進行單劑量配藥（符合 UK ECD 法規）。

• 可針對取藥、廢棄藥品、退藥或強制取藥設定可選的雙人覆

核功能。

• 異常事件追蹤和通知。

• medGuardTM 管制藥品管理模組是一個閉環系統。

軟體保障
• medLogicTM 為所有 medDispense® 藥櫃提供內建的防護措施，

例如可設定的藥物搜索功能。

• medGuardTM 管制藥品庫存管理軟體提供閉環庫存補充流程。

• 其他軟體防護措施：

• 過敏提醒、重複劑量提醒、條形碼掃描、外觀相似/名稱相

似提醒、藥品電子處方集。

安全可靠的配藥。

medDispense®® 可降低用藥錯誤的風險並提供安全的儲存，確保您在充
分的安全保障下分配每種藥品。

配藥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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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效率。 

藉助 medLogicTM，您可以更®明、更輕鬆地工作。NurSyncTM 和 
PharmacyCenterTM 等軟體模組可幫助您提高日常工作流程的效率。

直觀的使用者介面
透過 HL7 介面聯結病人資訊。易於導覽的使用者介面減少

了在 ADC 上花費的時間。

PharmacyCenterTM 護理站管理

遠程藥品排隊取藥程序 
透過 AccessRx MDTM 工作站上的 NurSyncTM 遠端藥品排

隊取藥功能，節省在 ADC 花費的時間，將大部份的時間

留給病人。

所有 medDispense®® 藥櫃具有高度的
庫存水平可見性 
透過 PharmacyCenterTM 模組，可快速輕鬆地管理所有 

medDispense® 藥櫃的庫存並減少缺貨情況。

NurSyncTM 創建一個隊列 medLogicTM 藥品檢索

AccessRx MDTM

配藥解決方案



TOUCHPOINTMED.COM6

硬體和軟體整合成一個功能齊全的系統，可實現安全有效的藥
物儲存、分配和運送。

MEDLOGICTM  軟體平台

TOUCHPOINT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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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LogicTM 的優勢。 

medLogicTM 軟體平台可為您的團隊提供更高的效率和靈活性，並為病人提供
更安全的環境。

高效 

支援多藥品套件
• 藥局可以為特定的模式、程序或方案建

立預先定義的多藥品套件。

條碼補藥
• 使用整合的無線條碼掃描器，快速有效

地進行藥櫃補藥。

• 無需花時間在螢幕上進行鍵入、搜索

和選擇。

先進先出的補藥工作流程
• medLogicTM 將找到並分配具有最久補

藥時間的藥物，然後再分配具有次最久

補藥時間的藥物，以協助庫存週轉。

• 減少過期藥物費用。

安全

支援英國 NHS ECD 註冊
• 支援所需的申領和取藥工作流程和交

易記錄。

• 庫存結餘報告。

按項目/藥物產出庫存報告。
• 一鍵生成補藥報告

可設定的藥物搜索 
• 透過可設定的四字符藥物搜索來幫助減

少配藥錯誤。

批號追蹤
• 提高藥物的可追溯性，讓您輕鬆確定藥

物位置。

靈活

部分劑量儲存和取藥
• 取藥、退藥和廢棄藥品功能支援十進

制值。

• 減少藥物浪費。

批量藥品管理
• 靈活的收費規則，適用於經常取藥的批

量藥品。

高清和筆記型電腦顯示器
• PharmacyCenterTM 和 NurSyncTM 模

組的顯示選項更加靈活。

MEDLOGICTM  軟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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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統可與任何醫院資訊
系統無縫集成，保護並追
蹤您的藥物和用品。

medLogicTM 介面易於使用和操作，讓您節省時間，可以專注於病人護理。

MEDLOGICTM  軟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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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LOGICTM  軟體平台

medLogicTM 模組可提高工作流程效率、安全性和可見性，因此
您可以節省時間並專注於提供優質的病人護理。

遠端排隊取藥 管制藥品庫存管理 報告與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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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yncTM 模組使護理師可以節省在藥櫃前花費的時間，將更多
時間留給病人。

NurSyncTM 主功能表 分發藥物AccessRx MDTM AccessPointTM 

MEDLOGICTM  軟體平台

1 – 2 – 3 步輕鬆完成 
登入以建立、管理和刪除病人藥品行
列。

準備就緒後，前往 medDispense® 藥櫃，
然後從已儲存的排隊取藥程序取藥。

將 NurSyncTM 模組安裝到 ADC 裝置專
用的電腦，例如 AccessPointTM 工作
站。 

1 2 3

NurSyncTM 使護理師能夠為病人建立
排隊取藥程序，以幫助減少藥物檢索時
間、形成更有效的工作流程並將更多時
間留給病人。

無需在
ADC
處排隊等候

為所有
病人
預裝載
藥物

從您的
批准的工作站
遠程為
病人排隊

無需多次
前往 ADC

Nursync™ 程序

典型程序

病人 1 病人 2 病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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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查看 medDispense®® 藥櫃的管制藥品庫存
• 為所有藥櫃建立管制藥品補貨報告。

• 透過自訂使用者存取權限來控制藥櫃的可見性。

• 透過「全院藥品搜尋」和「全院庫存」報告，您可以即時存取貴院的

管制藥品數量和位置。

• 清晰指示每個 medDispense® 藥櫃的供應狀態。 

確保管制藥品到達其最終指定的 medDispense®® 

藥櫃
• 透過受控的補貨渠道和軟體保護措施，幫助封閉發藥環路並監控潛在的

偏移藥物流弊。

• 異常事件追蹤可確保 medGuardTM 中記錄的取藥量與 medDispense® 藥櫃

中的補貨量相匹配。

• medGuardTM 的可選交班清點功能提供了可追溯性。 

medGuardTM 主功能表

medGuardTM 藥物選擇螢幕

medGuardTM 模組使醫療機構能夠儲存並追蹤管制藥品，以幫助
確保閉環補貨。

MEDLOGICTM  軟體平台

medDispense® V 系列

硬體相容性

medGuardTM 可以安裝在任何硬體上。特別推薦 medDispense®® V 
系列，用於可配置的儲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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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yCenterTM 模組使藥局可以透過一個易於使用的儀表板和
報告系統跨多個 medDispense®® 藥櫃管理藥物。

PharmacyCenterTM 主功能表

MEDLOGICTM  軟體平台

ü 建立報告 ü 找到庫存過低的藥品

ü 設定庫存 ü 識別缺貨藥品

ü 查看異常事件 ü 藥櫃設定 

ü 操作員維護

PharmacyCenterTM 的優勢

設定庫存

管理護理站簽名補貨報表

報表排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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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yCenterTM 模組使您可以從任何個人電腦上管理和維護貴
院的自動配藥櫃。

最高使用報表

庫存管理儀表板

關鍵報告
• 對貴院而言非常重要的關鍵指標報告，例如：庫存、最常使用、操

作記錄、管控藥品等。

• 從預設條件選擇或自訂篩選條件。 

• 排程報表（列印、電子郵件和傳真）。

• 臨時報告。

所有藥櫃的庫存可見性和管理
• 可查看要補充藥物的特定格艙。

• 新增、移除或修改所選藥櫃的藥物。

• 驗證藥品編號、說明並設定藥品種類。

• 查看哪些藥物不足、缺貨或過期。

• 管理可強制取藥的藥物。 

MEDLOGICTM  軟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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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品項抽屜控制適合安全性要求比開放式抽屜更高
的各種藥物尺寸。

series

medDispense®® L 系列可與以下系列集成：

C 系列、CS 系列、CT 系列、F 系列、V 系列。

配藥解決方案

安全的單藥存取 

• 隔位堅固耐用，並裝有無法強制開啟的高

強度鎖。

• 隱藏在隔位內的藥品不可見，以提高安全

性並避免光照。

• 鋼製結構滿足 NHS 管制藥品要求。

高效率取藥

• 燈號指引技術讓您更容易、更快速地查找

和分配選定的藥品。

• 燈光將為您指示正確的：

• 藥櫃 

• 抽屜

• 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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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藥解決方案

高容量配置

• 單行藥品分配。九種不同大小的蓋式隔

位。

• 矩陣抽屜有四種不同的深度

（75mm、100mm、150mm 和 

200mm），適合多種藥物。 

抗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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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Dispense® 系統
L 系列

系統規格

最大裝置容量 252 324

裝置尺寸
寬度 : 817mm (32.2in)
深度 : 775mm (30.5in)
高度 : 965.2mm (38in)

寬度 : 817mm (32.2in)
深度 :775mm (30.5in)
高度 :  1,168.4mm (46in)

重量 350kgs (771.6lbs) 440kgs (970.03lbs)

最大
抽屜數 7 9

材料 
結構

鋼製框架和抽屜 鋼製框架和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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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系列抽屜和儲存選件 

系統規格

多種蓋式隔位配置

模組 高度 寬度 長度 Volume

1x1
55mm (2.2in)
105mm (4.1in)

99mm (3.9in) 66mm (2.6in)
359.4cm3 (22.3in3)
686.1cm3 (41.6in3)

2x1
55mm (2.2in)
105mm (4.1in)

198mm (7.8in) 66mm (2.6in)
718.7cm3 (44.6in3)
1,372.1cm3 (83.1in3)

3x1
55mm (2.1in)
105mm (4.1in)

299mm (11.8in) 66mm (2.6in)
1,085.4cm3 (67.5in3)
2,072.1cm3 (125.8in3)

2x2
55mm (2.2in)
105mm (4.1in)

198mm (7.8in) 163mm (6.4in)
1,775.1cm3 (109.8in3)
3,388.8cm3 (204.7in3) 

3x2
55mm (2.2in)
105mm (4.1in)

299mm (11.8in) 163mm (6.4in)
2,680.5cm3 (166.1in3) 
5,117.4cm3 (309.6in3) 

3x3
55mm (2.2in)
105mm (4.1in)

299mm (11.8in) 260mm (10.2in)
4,275.7cm3 (264.8in3)
8,162.7cm3 (493.5in3)

6x1
55mm (2.2in)
105mm (4.1in)

599mm (23.6in) 66mm (2.6in)
2,174.4cm3 (135in3)
4,151.1cm3 (251.6in3) 

6x2
55mm (2.2in)
105mm (4.1in)

599mm (23.6in) 163mm (6.4in)
5,370cm3 (332.3in3)
10,251.9cm3 (619.3in3)

6x3
55mm (2.2in)
105mm (4.1in)

599mm (23.6in) 260mm (10.2in)
8,565.7cm3 (529.6in3) 
16,352.7cm3 (987in3)

矩陣抽屜配置

模組 (1) 高度（內徑） 寬度 深度 Volume

Matrix 75 55mm (2.2in) 675mm (26.6in) 625mm (24.6in) 23,203.1cm3 (1,439.6in3)

Matrix 100* (2) 80mm (3.2in) 675mm (26.6in) 625mm (24.6in) 33,750cm3 (2,094in3)

Matrix 150 (2) 130mm (5.1in) 675mm (26.6in) 625mm (24.6in) 54,843.8cm3 (3,337.2in3)

Matrix 200 180mm (7.1in) 675mm (26.6in) 625mm (24.6in) 75,937.5cm3 (4,646in3)

* Standard Configuration
(1) Maximum number of sections is 156
(2)  可在帶蓋抽屜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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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單劑量分配安全級別，以確保僅存取所
需的數量。

配藥解決方案

medDispense®® F 系列可與以下系列集成：

C 系列、CS 系列、CT 系列、L 系列、 V 系列。

最高的配藥安全性 

• 單劑量鋼製隔層，包含最多 12 個漸進式

抽屜隔位，以確保僅存取所需的藥物。

• 鋼製結構滿足 NHS 管制藥品要求。

高度可設定且可擴展

• 多達 15 種不同的抽屜尺寸，以適應不同

的安全級別和藥品尺寸需求。

• Supports three dispensing types:

• Single-dose
• Single-item
• Linear/Matrix 
• Multi-mode

高效率取藥

• 燈號指引技術讓您更容易、更快速地查找

和分配選定的藥品。

• 燈光將為您指示正確的：

• 藥櫃 

• 抽屜

F 系列主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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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藥解決方案

F 系列主藥藥

選配可調顯示器懸臂和鍵盤托盤

• 用於顯示器的外部臂架。

• 左側或右側安裝選項。

• 人體工學定位，前後調節。 

• 鍵盤可摺疊和移開。

鍵盤存放

• 抽屜可存放和保護鍵盤。

• 內置全尺寸鍵盤。

• 有標準或迷你型可選。

抗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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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Dispense® 系統
F 系列

系統規格

最大裝置容量 1,248 1,248 384

裝置尺寸

附屬櫃： 

寬度：545mm (21.5in)
深度：520mm (20.5in)
高度：2,003mm (78.6in)

主藥櫃：

寬度：545mm (21.5in)
深度：520mm (20.5in)
高度：2,003mm (78.6in)

主藥櫃：

寬度：545mm (21.5in)
深度：520mm (20.5in)
高度： 660.4mm (26in)

重量 245kgs (540lbs) 245kgs (540lbs) 128kg (282lbs)

Number of 
Levels in  
Cabinet

28 25 8

材料 
結構

鋼製框架和抽屜 鋼製框架和抽屜 鋼製框架和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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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規格

可應要求提供非標準抽屜尺寸。

*AT、CT 和 ZT 抽屜必須成對使用。

J J

H

G

F

E

CT* CT*

AT* AT*AT*

ZT* ZT* ZT* ZT*

D D

C C

BB B

BB B

AA A

AA A

ZZZ Z

抽屜內部尺寸

抽屜類型
(Rows Occupied)

高度 寬度 Volume

A (1) 23mm (0.9in) 97mm (3.8in) 765.2cm3 (46.2in3)

AT (1.5) 49mm (1.9in) 96mm (3.8in) 1,613.5cm3 (97.5in3)

AA (1)
23mm (0.9in)
23mm (0.9in)

250mm (9.8in)
97mm (3.8in)

1,972.3cm3 (119.1in3)
765.2cm3 (46.2in3)

B (2) 68mm (2.7in) 97mm (3.8in) 2,262.4cm3 (138.5in3)

BB (2)
68mm (2.7in)
68mm (2.7in)

250mm (9.8in)
97mm (3.8in)

5,831cm3 (357.2in3)
2,262.4cm3 (138.5in3)

C (1) 23mm (0.9in) 164mm (6.5in) 1,293.8cm3 (79in3)

CT (1.5) 49mm (1.9in) 170mm (6.7in) 2,857.2cm3 (171.9in3)

D (2) 68mm (2.7in) 175mm (6.9in) 4,081.7cm3 (251.5in3)

E (1) 23mm (0.9in) 394mm (15.5in) 3,108.3cm3 (188.3in3)

F (2) 68mm (2.7in) 394mm (15.5in) 8,140.1cm3 (565in3)

G (3) 120mm (4.7in) 394mm (15.5in) 16,217cm3 (983.5in3)

H (4) 173mm (6.8in) 394mm (15.5in) 23,649.9cm3 (1,443.8in3)

J (4) 173mm (6.8in) 175mm (6.9in) 10,204.3cm3 (624.1in3)

Z (1) 23mm (0.9in) 55mm (2.2in) 433.9cm3 (744.5in3)

ZT (1.5) 49mm (1.9in) 60mm (2.4in) 1,008.4cm3 (61.6in3)

抽屜長度 343mm (13.5in)
Maximum number of columns for all units is 12.
Base unit has 26 rows (25 plus one for keyboard)
Auxiliary unit has 28 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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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藥物和用品的儲存和可追溯性。

medDispense®® V 系列可與以下系列集成：

C 系列、F 系列、L 系列和 。

V 系列

配藥解決方案

安全輕鬆的識別

• 減少產品消耗，降低庫存成本。 

• 控制一系列大型或大體積藥品。 

• 與透明前門搭配使用時，能增強可見度。

高效率取藥

• 燈號指引技術讓您更容易、更快速地查找

和分配選定的藥品。

• 燈光將為您指示正確的：

• 藥櫃

• 門 

大容量 

• 每個藥櫃最多九個安全隔位。

• 每個門多個產品/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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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藥解決方案

透明藥 V 系列

安全性和隱私性 

• 鋼製框架結構。

• 透明前門或鋼製門選項。

可設定的藥櫃

• 三種標準門尺寸可以混裝在一個框架內，

以優化容量。

• 三聯櫃可選實心和透明門。

非常適合中央藥房管制藥物儲存

• 結合 medGuardTM 模組，V 系列可為您

的管制藥物管理提供一種閉環解決方案。

V 系列藥心藥三藥藥

抗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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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Dispense® 系統
V 系列

最大裝置容量 720 720

裝置尺寸

格位尺寸：

寬度：375mm (14.8in)
深度：524mm (20.6in)
高度：2,030mm (80in)

格位尺寸：

寬度：375mm (14.8in)
深度：524mm (20.6in)
高度：2,030mm (80in)

重量
單格位：55kg (110lbs) 
三格位：175kgs (386lbs)

單格位： 55kg (110lbs) 
三格位：175kgs (386lbs)

材料 
結構

鋼製框架，帶聚碳酸酯門 鋼框架和金屬門

系統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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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系列門和儲存選件 

系統規格

模組 S3 模組 S3S模組 S2 模組 S2S模組 S1 模組 S4 模組 S4S 模組 S5

8 types of units available, each with a specific number of compartments.

 三格位配置

Module Configuration

S1 9 個大格位

S2 18 個中格位

S2S 6 medium single doors

S3 27 個小格位

S3S 9 small single doors

S4 9 個小格位，6 個中格位，3 個大格位

S4S 1 large, 2 medium, and 3 small single doors

S5 12 個小格位，8 個中格位，1 個大格位

鋼製門格位具有所有佈局。透明前門格位僅具有 S2、S3 和 S4 佈局。

門尺寸

門尺寸 小 中 大

高度 154mm (6.1in) 254mm (10in) 515mm (20.3in)

寬度 320mm (12.6in) 320mm (12.6in) 320mm (12.6in)

深度 480mm (19in) 480mm (19in) 480mm (19in)

Volume 23,654.4cm3  (1,460.3in3) 39,014.4cm3  (2,394in3) 7,910.4cm3  (4,859.8i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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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訂的容量 – 從可設定抽屜到大體積藥
品儲存。

medDispense®® C 系列可與以下系列集成：

CS 系列、CT 系列、F 系列、L 系列、 V 系列。

配藥解決方案

最小的 medDispense 藥櫃

• 緊湊型檯面系列可以安置在任何

地方。 

• 低容量需求的理想選擇。

• 最大裝置容量 84。

小框架中的批量儲存

• 可安全地儲存和分配批量或大件藥品。

• 可配置不同尺寸的儲存盒與層板高度以

符合各式各樣的大量藥品。

• 配有標準頂板。

抽屜系統

• 標準抽屜。 

• 雙倍寬抽屜。

• 標準、雙倍寬和三倍深矩陣抽屜。 

• 緊湊型深度櫃等於每個抽屜 7 個部分，

全深度櫃等於每個抽屜 10 個部分。

照明偏好設定

• 內部照明有三個亮度等級。 

藥面 C 系列

矩陣抽陣

陣倍陣

標準

透明藥和抽藥系藥 C 系列

抗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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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規格

最大裝置容量 84 700 800 600

裝置尺寸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558.8mm (22in)
高度：668mm (26.25in) *

全深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711mm (28in)
高度：1,550mm (61in) 
緊湊型：

寬度： 685.8mm (27in)
深度：588.8mm (22in)
高度：1,550mm (61in) 

全深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 711mm (28in)
高度：1,550mm (61in)
緊湊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588.8mm (22in)
高度：1,550mm (61in) 

全深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711.2mm (28in)
高度：1,550mm (61in) 
緊湊型：

寬度： 685.8mm (27in)
深度：588.8mm (22in)
高度：1,550mm (61in)  

重量
66-73kgs 
(146-162lbs) 

159.2-221.8kgs 
(351-489lbs)

221.4kgs-344.3kgs
(488-759lbs)

89.8-101.2kgs
(198-223lbs)

最大
抽屜數 12 30 60 NA

材料 
結構

鋼製框架，塑鋼抽屜和金屬門。

medDispense® 系統
C 系列

* 高度以到顯示器頂部為準。  頂板選件會導致額外增加 234.9mm (9.25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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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容量，同時兼具單一品項控制的安全
性與批量供應儲存功能。 

medDispense®® CT 系列可與以下系列集成：

C 系列、F 系列、L 系列和 。

配藥解決方案

大體積藥品高容量儲存

• 在一個塔櫃中儲存最多 1,400 件藥品。

• 適合大批量藥品存放。

• 可配置不同尺寸的儲存盒與層板高度以符

合各式各樣的大量藥品。

• 金屬門選項進一步提高了隱蔽性和安 

全性。

多種尺寸靈活搭配以滿足儲存需求

• 多種尺寸的產品提供安全性和各種容量：

• 全高和半高

• 全深度或緊深度

• 檯面

透明藥全高 CT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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檯面大小的配藥擴展櫃

• 非常適合需要額外容量的小檯面位置。

• 最大裝置容量 112。

以較小的佔地面積實現高容量擴展

• 每個裝置分配最多 800 件藥品。

• 提供完整或緊湊的深度選擇。

透明藥全高 CT 系列

抽屜系統

• 標準抽屜。 

• 雙倍寬抽屜。 

• 標準、雙倍寬和三倍深矩陣抽屜。

照明偏好設定

• 內部照明有三個亮度等級。 

藥面 CT 系列 透明藥半高 CT 系列

配藥解決方案

矩陣抽陣

陣倍陣

標準

抗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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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Dispense® 系統
CT 系列

系統規格

最大裝置容量 112 700 800 1,400

裝置尺寸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558.8mm (22in)
高度：355.6mm (14in) *

全深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 711.2mm (28in)
高度： 1,118mm (44in) *
緊湊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558.8mm (22in)
高度：1,118mm (44in) *

全深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711.2mm (28in)
高度：1,118mm (44in) *
緊湊型：

寬度： 685.8mm (27in)
深度： 558.8mm (22in)
高度：1,118mm (44in) *

全深型：

寬度： 685.8mm (27in)
深度：711.2mm (28in)
高度：1,981mm (78in)
緊湊型：

寬度： 685.8mm (27in)
深度：558.8mm (22in)
高度：1,981mm (78in)

重量
55.8-63.5kgs 
(123-140lbs)

142.9-205.5kgs
(315-453lbs) 

204.6-327.5kgs 
(451-722lbs)

248.6-376.9kgs 
(548-831lbs)

最大
抽屜數 12 30 60 60

材料 
結構

鋼製框架，塑鋼抽屜和金屬門。

* 高度以到工作面為準。  頂板選件會導致額外增加 431.8mm (17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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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 列抽屜和儲存選件 

抽屜內部尺寸

抽屜
類型

長度 寬度 高度 容量

mm in mm in mm in cm3 in3

單寬線性緊
湊型 347.7 13.69 83.3 3.28 55.1 2.17 1,596.1 97.4

單寬線性

全深型
500.1 19.69 83.3 3.28 55.1 2.17 2,295.8 140.1

倍寬線性

緊湊型
347.7 13.69 188.0 7.40 55.1 2.17 3,601.9 219.8

倍寬線性

全深型
500.1 19.69 188.0 7.40 55.1 2.17 5,919.0 316.2

單深矩陣 
緊湊型 366.3 14.42 596.1 23.47 58.2 2.29 12,700 775

單深矩陣 
全深型 518.7 20.42 596.1 23.47 58.2 2.29 17,976.7 1,097

倍深矩陣 
緊湊型 366.3 14.42 596.1 23.47 142 5.59 31,004.4 1,892

倍深矩陣 
全深型 518.7 20.42 596.1 23.47 142 5.59 43,901.0 2,679

三倍深矩陣 
緊湊型 366.3 14.42 596.1 23.47 225.8 8.89 49,308.8 3,009

三倍深矩陣 
全深型 518.7 20.42 596.1 23.47 225.8 8.89 69,825.4 4,261

系統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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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額外的容量以安全儲存大量耗材或其
他大型藥品。 

medDispense®® CS 系列可與以下系列集成：

C 系列、F 系列、L 系列和。

多種尺寸靈活搭配以滿足您的儲

存需求

• 多種尺寸的產品提供安全性和各

種容量：

• 全高和半高

• 全深度或緊深度

保護您的大型或批量供應藥品

• 可設定的儲箱和位置適合儲存各種各

樣的批量藥品。

• 與 medGuardTM 軟體結合使用，以安

全地儲存管制藥品。

• 金屬門選項進一步提高了隱蔽性和安

全性。

照明偏好設定

• 內部照明有三個亮度等級。 

透明藥全高 CS 系列 金藥藥全高 CS 系列

透明藥半高 CS 系列

配藥解決方案

抗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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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Dispense® 系統
CS 系列

系統規格

最大裝置 
容量 600 600 1,200 1,200

裝置尺寸

全深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711mm (28in)
高度：1,118mm (44in)*
緊湊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558.8mm (22in)
高度：1,118mm (44in)*

全深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711mm (28in)
高度：1,118mm (44in) *
緊湊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558.8mm (22in)
高度：1,118mm (44in) *

全深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711mm (28in)
高度：1,981mm (78in)
緊湊型：

寬度：685.8mm (27in)
深度：558.8mm (22in)
高度：1,981mm (78in)

全深型：

寬度：685.8mm (27in)
Depth: 711mm (28in)
Height: 1,981mm (78in)
緊湊型：

寬度：685.8mm (27in)
Depth: 558.8mm (22in)
Height: 1,981mm (78in)

重量
73.5-84.8kgs
(162-187lbs)

73.5-84.8kgs
(162-187lbs)

119.7-136.1kgs 
(264-300lbs)

119.7-136.1kgs 
(264-300lbs)

材料 
結構

鋼製框架，塑鋼門。 鋼製框架和金屬門。 鋼製框架，塑鋼門。 鋼製框架和金屬門。

* 高度以到工作面為準。  頂板選件會導致額外增加 431.8mm (17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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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Dispense®® 配件。

設備會隨著時間而變化，我們的配件系列可以添加或移除，以滿足您的應用需求。

配件

遠程鎖

為非 medDispense® 儲存
櫃增加存取控制功能。藍
牙功能選配。

溫度監控遠程鎖

帶溫度監控的外部冰箱存
取控制鎖，與 medLogic® 
軟體集成。藍牙功能選配。 

外部退藥箱

使用可以安裝到頂板上的外
部退藥箱來管理退藥。適用
於 L、C、和 F 系列。

退藥抽屜

抽屜系統內集成的退藥抽屜
使退藥流程更加安全。適
用於單寬或倍寬 C 和 CT 
系列藥櫃。

頂板

增加所有裝置的儲存空
間。適用於 C、CS 和 CT 
系列，有全高和標準高度
可選。

條碼掃描器

使用集成的無線條碼掃描
器改善工作流程。L、F 和 
C 系列上提供。

儲存盒

適用於 C、CS 和 CT 系
列，不同尺寸以供使用。

熱感式印表機

可列印交易收據用於 L、F 
和 C 系列。

標籤印表機

可列印藥物和病人的標籤用
於 L、F 和 C 系列。

CSA 測試已獲批准，以滿足全球監管要求。

在經 ISO 認證的設施中製造。

指紋掃描器

安全的生物辨識系統存取。
為所有 medDispense 系列
主藥櫃標配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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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您的 TouchPoint Medical 代表聯絡，以瞭解更多資訊並商定適合您的藥物管理應用的其他配件。請造
訪 touchpointmed.com/contact 聯絡您當地的代表。

快速·敏捷·周到的服務
我們致力於在整個合作期間為您提供快速響應的諮詢支
援服務。 

服務與技術支援

設計和 

佈局

經驗豐富的業務代表將
幫助您設計適合您的特
定藥物儲存和工作流程

需求的系統配置。 

安裝與培訓

在立項、安裝、
培訓和部署過程
中，TouchPoint 

Medical Professional 
Services 團隊將全程為

您提供服務。

技術

 支援

TouchPoint Medical 
技術支援團隊提供
內部全球電話支

援。

補充性軟體更新

提供補充性軟體增強
功能，並在發佈時通

知客戶。

保固

每個藥櫃均提供 5 
年標準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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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本地特色的全球業務
TouchPoint Medical 的全球製造、品質和工程設計網絡處於醫療行業的最前沿。從品質
和性能，到美學和人機工程學，我們知道，微小的改動將對我們的客戶造成巨大的影響。我
們為全球數千家醫院和醫療機構提供以客戶為導向的醫療技術和服務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