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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定制机订单模式 

验配师取耳样并
填写纸质订单 

邮寄耳样及订单 快递 

工厂定制 邮寄回验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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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过程印模的 

●压迫变形或缩水 

 

 

传统订单流程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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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订单流程中的一些问题 

能不能更快一点？ 

我更快，日行万里！ 

没有更快，只有最
快，我秒行十万！ 

专业快递，日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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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订单流程中的一些问题 

我戴这个定制机好几年了, 

外壳非常舒适贴合, 

我要按这个机器克隆! 

 

嗯~~~,我们再给你取个耳样,  

让制作人员尽量按这个外形制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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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过程印模的压迫变形或缩水 

印模无法长期保存和重复利用 

老用户升级验配，外壳不能完全“复制”原机 

邮寄时间和邮寄成本无法控制 

紧急订单不能及时处理 

订单跟踪不方便 

订单填写质量不高，信息不够精确 

制作沟通不形象 

 

 

 

传统订单流程中的一些问题 



Forinternaluseonly/©力斯顿2009。Allrightsreserved。 
Restricted 

印模扫描仪- 颠覆您的定制机订购流程 

快 

iScan的3D数码扫描技术 

快速扫描耳印模 

网上即时传送订单 

精 

iScan的数字化精准扫描 

数据图像的准确 

贴耳的外壳使精巧的定制机更舒适 

升 

直接外壳扫描，完美复制 

老用户升级制作100%成功率 

省 

iScan的永久保留耳印模图像 

节省再次验配定制机的时间 

降低耗材使用，更低碳和更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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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can 的功能：  

● 扫描耳印模 

● 直接扫描原定制机外壳 

● 显示三维扫描结果  

● 数据保存 

● 注释添加 

● 通过Internet上传订单 

印模扫描仪-  i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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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机流程的革新 

验配师取耳样并
填写电子订单 

扫描耳样 上传订单 

工厂定制 邮寄回验配中心 

“光速”传
订单，秒杀
任何快递 

订单状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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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印模扫描仪 

转盘盖 

(扫描时必须关闭) 

LED 状态指示灯 

LED 熄灭:  

电源关闭 

LED 绿色:  

电源开, 不在扫描 

LED 绿色闪烁: 

扫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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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印模流程 

●扫描过程 

 

将印模放在支撑
块上，关闭盖子 

在iScan软件中
点击 „开始扫描

“  

扫描准备(5秒) 

iScan 拍摄 30-40 幅图像, 计
算三维分割并传送到计算机 

(3min) 

计算机匹配所有的图
像并且创建一个点状

云 (30sec) 

计算机三角测量点状云并且显
示结果于三维观察器 (5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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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1-印模的预处理 

● 扫描前请将堵耳棉球与棉线从顶部拉出，并将线的痕迹用印模膏或蜡补上；顶部的棉
花要清除干净。 

请将棉线印用印
模膏或蜡补平，
千万不要突出表
面 

请将棉花
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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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2-印模的预处理 

● 切割问题：尽量不要切割印模的底部而改变印模高度，如果底部不平，无法扫描，只
要将底部切平即可；印模边角多余的部分请切除。 

 

 

 

 

原始印模 正确的切割，
去除了边角 

不正确的切割
，底部高度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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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3-检查印模扫描质量（1） 

● 棉花没有去掉，扫描后的效果 

     无法确定多出

来的部分是棉

花还是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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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3-检查印模扫描质量（2） 

● 棉线拉出来后，没有用印模膏或者蜡补起来后的效果： 

     由于有凹痕，

后续工序无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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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3-检查印模扫描质量（3） 

● 出现了类似图中的空洞，请重新扫描印模； 

     有空洞，请重

新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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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4-标记印模 

用户的耳道结构比较复杂，或耳道或耳甲腔处有痦子之类的，应标记以知会外壳设计人

员，避免制作时以为是耳样没取完整，制作时将此凹点填充满而造成用户配戴不适。 

● 1，选中“                   

” 

● 2，选中“     ” 

● 3，使用铅笔将所需
要注解处画圈。 

● 4，在下方       空白
处进行备注。 

● 5，如有需要可以再
次选中“      ”增加
新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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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 始终下载最新版本使用 

●2. 传递给制作人员的信息必须完整、准确, 越多越好。 

●3. 如果是老用户，必须说明。 

●3. 对有特殊情况的，可要求外壳设计直通车流程。 

 

电子订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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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iScan网站，订单上传 

●查询订单状态 

●通过外壳直通车和设计师沟通制作要求 

 

订单上传与后续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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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真还原用户的定制机外型 

不用再取耳样 

竞争品牌的定制机外壳也可以扫描 

最大可能争取竞争品牌用户 

老用户升级制作100%成功率 

外壳扫描 - 克隆现有定制机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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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用户升级，对原外壳很满意的 

升级制作的外壳类型与原机相同的 

已有竞争品牌定制机，对西门子有兴趣的 

已有原机的且不方便重取耳样的用户 

外壳扫描-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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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壳扫描 – 步骤 

1.  清洁准备扫描的定制机表面。 

 

2.  将扫描支架的电池腔插口插入电池腔内（电池门打开
即可，不用取下电池门）。 

 

3.  将扫描支架的底座放入ISCAN扫描盘插孔上，开始扫
描。 

 

4.  扫描好后，仔细查看扫描的文件，无空洞、无失真。 

 

5.  外壳扫描文件名与订单文件名相同（用户名拼音＋经
销商代码，例zhangshan_14000001.easc）。如果同
时扫描并上传新取的印模文件，则用户拼音后加1以区

别与外壳文件不同。例如，
zhangshan1_14000001.ea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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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元素，提升店面形象 

销量和实力体现，促成用户快速下单 

唯一提供3D扫描设备的品牌，提升竞争优势 

唯一能直接克隆原机的品牌，争取更多市场份额 

减少2天的邮寄时间，订单直达厂家 

加急订单能及时跟踪、处理 

原始印模的影象可以永久保存 

老用户升级制作快速、简便，成功率高 

节省邮寄成本 

避免了印模变形 

订单精确，无异议 

iScan带给验配中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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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赖的验配实力，专业服务保障 

减少2天的邮寄时间，订单直达厂家 

立体复印技术可以让我的外壳可以分毫不差地复制 

升级制作快速、简便，成功率高 

终于不用一次次地打耳样了 

更深入地参与选配互动 

面对面地选项选择 

获得更多增值服务 

更快地得到产品 

更多的心理满足  

 

iScan带给用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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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an不仅仅是扫描印模和外壳的

工具，更是验配中心专业、科技、

实力的展示。 

应尽可能利用iScan的优势促成订

单。 

iScan海报及仪器应展示在用户能

一眼看到的位置，建议放置在接待

室或测听室，在向用户介绍定制机

时，应同时向用户演示并解释iScan

的优势。 

 

iScan的店内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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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斯顿定制机 – 您的最佳选择 

iScan 的优势 - 行业领先的订单处理流程  

快 - 快速扫描、网上即时传送订单 

精 - 数字化精准扫描 

升 - 直接外壳扫描，老用户升级制作100%成功率 

省 - iScan的永久保留耳印模图像，节省再次验配定制机的时间 

高端定制机工作室 - 国内首创的服务理念 

精益求精的资深专家 

量身定制的一流产品 

一对一的专业服务 

外壳直通车 - 全球独创的定制化体验 

直接联系外壳设计师，确保准确无误的订单要求 

满足个性化定制要求 

完善的产品系列 - 总有一款适合您  

各种功能档次，从手动要无线遥控系列 

中度到重度听力损失均有适用产品 

从耳甲腔式到完全隐蔽的幻影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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