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健康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

深圳市美的连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石社区华联工业区2号4层5层
全国服务热线：400-058-0755

客服邮箱：kefu@medxing.com
官方网站：www.medxing.com

健康管理套装
使用说明书

移动健康管理解决方案

美心护士APP

操作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

注：产品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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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APP需同时满足蓝牙4.0，Android 4.3/iOS8.0 的智能设备才可运行，
安装后请确认各项功能是否正常。

臂式血压计警告

◆ 切勿通过测量结果进行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请遵医嘱。

◆ 患有严重的血液循环障碍、血液疾病的患者，请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 当袖带在持久过度充气状态下，可能存在风险，如手臂轻度麻木等。
◆ 此设备不适合新生儿使用，婴幼儿和不能表达思想的人请勿使用。
◆ 不要用于测量人体血压以外的目的。

◆ 请勿在强电磁场的环境使用本产品，使用本产品时请勿使用移动电话。

◆ 当有普通心律失常（如：房早、室早及房颤等）出现时，测量值可能不准确或血压无法测量。

注 意

◆ 请按照本说明书记载的使用及保存温湿度标准使用，否则可能无法正确测量。

注意

◆ 请勿自行拆卸或修理、改造血压计的主机和袖带，避免摔落或剧烈震动机体。
◆ 请勿用力拉伸和弯曲袖带，避免在袖带没有卷在手臂的状态下加压。

◆ 如需更换袖带，请务必使用标配的专用袖带；如果以非原厂提供的部件更换原有部件可能会引起测量错误。

◆ 此血压计精度已经过严格的测试，推荐每年对血压计进行一次检查和校准，以确保血压计功能正常和测量精确。
◆ 此设备所测的血压值和听诊法的测量值等价，其误差符合YY 0670-2008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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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耳温计警告

14

◆ 禁止将红外体温计浸入任何液体中。

◆ 使用前应对本产品进行检查，确保没有会影响安全或检测性能的明显损坏。
若发现明显破损，应停止使用。
◆ 禁止将红外体温计长时间置于低温或高温环境中。

◆ 禁止用手指触摸探头顶部，不要用嘴吹红外传感器。
◆ 禁止自行拆卸、修理或改造红外体温计。

◆ 请使用本厂配件。如果以非厂家提供的部件更换原有部件可能会引起测量错误。
◆ 运动、吃饭、洗浴后30分钟内不要测量体温，此时体温与正常体温存在偏差。

◆ 当环境温度变化很大时（例如从室内到室外），请等待约2小时后再进行测量。
◆ 测量间隔建议在10秒以上。

◆ 请将红外体温计放置在小孩接触不到的位置。

◆ 当您把测量的体温告诉您的医生时，请说明您的测量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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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APP安装及使用

脉搏血氧仪警告

运行硬件环境：Android系统手机或平板电脑，带蓝牙功能
运行软件环境：Android系统2.3以上版本

◆ 小心爆炸。有易燃的麻醉剂或气体存在时，不要使用此血氧仪。

网络条件：2/3/4G网络或Wiﬁ均可

◆ 请不要将任何液体喷溅、倾倒、洒落到手指血氧仪及附件、连接器和开关上。

◆ 持续使用血氧探头必须每4小时换一个新的位置测试。由于皮肤差异，这可能会影响皮肤上的夹持、附

移动端软件安装

着效果，因此某些患者可能需要更频繁地改变探头的位置。若皮肤经夹持、附着有变化，请将血氧探头
移动到另一部分。

◆ 随着环境温度的升高，如果长时间应用传感器的部位未得到良好灌注，会严重灼伤使用者皮肤。为了防

登录官网www.medxing.com，或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移动端软件，并根据提示进

止出现这种情况，请务必频繁地检查使用者的应用部位。如果最初皮肤温度不超过35℃，则所有列出

行安装。

的感应器在操作时不会导致皮肤温度超过41℃

◆ 探头在从患者身上取下后，因为有外界光干扰，血氧仪可能仍会有显示数据和波形，这并不代表探头
故障，但此时显示的数值不能作为临床诊断依据。

◆ 便携式电子产品和移动通讯设备会影响本产品的使用。

◆ 废气的温度和脉搏血氧仪不可以以普通垃圾处理，须分类管理。请联系制造商授权的代表，获取正确处
理此废弃设备的信息。

◆ 本设备不适用于治疗，请参考相关临床限制文献和注意事项。

◆ 本设备的LCD面板含有有毒化学物质，请不要将损坏的LCD面板含在嘴里或吞下。
◆ 未经本公司授权请勿修改此产品。

血糖分析仪警告

◆ 不可将分析仪弄湿，分析仪插口处及内部不能有液体污染；如分析仪表面有污渍请用软布擦拭；
在干燥常温下存放，不要放在强电磁环境中；请勿摔碰。

美心护士APP

◆ 血糖分析仪若长期不用，请取出电池。

◆ 使用肥皂盒清水洗手，使用医用酒精棉进行消毒，需待清水或酒精干后才能采血。
◆ 确保采血针是首次使用，避免多次使用交叉感染。

读心宝警告

◆ 使用前应对检测仪进行检查，确保设备没有会影响安全或检测性能的明显损坏。
若有明显损坏，应停止使用。
◆ 本检测仪的检测结果仅供医生做进一步诊断的参考，不能直接作为诊断结果。
◆ 使用者不可将测量结果用于自行诊断，或由此自行采取治疗手段。

◆ 如果本检测仪测出经常性的异常结果，请及时向有关医师咨询或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 本检测仪不是一种治疗装置。

◆ 不可在浴室或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检测仪。

2

3

移动端软件使用

了解健康管理套装功能

用户设置

1. 进入“美心护士”,点击无用户图标（图1）→登录账号→注册→输入手机号，点击发送，系统将推送一条短信，
填写验证码 →下一步→将“姓名、性别、账号、密码”填写后，按注册→登录→修改信息，将“身份证、身高、体重

、所在地址、电话”等信息填写并保存（图2）。

图1

图2

5. 通过点击“新增本地用户”可以添加多个用户（图3）；点击“新增组”，可以添加多个用户组；
长按用户，可以对用户进行修改、删除用户和移至分组（图4）。

6. 点击“设为活动”可选择将该用户设为“当前用户”，即测量的数据为该用户的数据。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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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式血压计操作方法

红外耳温计操作方法

1. 安装好电池（4节5号电池）
，长按血压计【开/关】键，直到显示屏显示

“连接设备”
，并开启蓝牙搜索设备连接。

1. 安装好电池（2节7号电池）
，按【START】扫描键开机。

蓝牙开启，点击APP界面

2. 智能终端开启蓝牙后，进入APP主界面点击“连接设备”搜索红外体温计并连接（图11）。

3. 点击“进入”
（如图12）→，点击“开始”→打开耳温计探头保护套，将探头放入耳道，约1秒后测量结束→

2. 点击APP主界面“血压测量”
，点击“臂式血压计”
，点击“点测”
，进入点测界面。
（如图5）

对测量状态进行选择（图13）→读取本次测量数据，查看近期测量结果（如图14）。

3. 绑好袖带，按照（图6）正确的测量姿势准备好，点击“开始”
（如图7）
，血压计开始加压测量（如图8）。

4. 测量完毕，选择测量状态（如图9）
，数据进行存储，并显示和播报本次测量结果，数据自动存储至云端。
（如图10）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用户可按分享键将测量结果用短信或社交软件发至好友

6

7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耳温计在每次使用前，请清洁探头

脉搏血氧仪操作方法

读心宝操作方法（如欲了解心电吸球配套用法，请查阅本品单本说明书）

1. 安装好电池（2节7号电池）
，按设备开机键开机。

1. 按读心宝开机键，黄灯闪烁进入快速模式即开机。
智能设备开启蓝牙→点击APP“连接设备”搜索

3. 将血氧探头夹在用户左食指或左中指，APP界面自动跳转至血氧测量界面（如图15）。

2. 连接读心宝后，自动进入心电主界面。
点击“点测”进入点测界面→选择导联模式→开始测量。
（如图22）；

“心电检测仪”并连接。

2. 智能设备开启蓝牙，打开APP搜索“脉搏血氧仪”并连接。

点击“持续”进入持续监测界面→选择导联模式→开始测量（导联线按照APP指引使用）。
如感觉有不适，可

4. 点击“点测”→“开始”
（如图16）→选择当前测量状态（如图17）→30秒后测量完成，读取数据（如图18）

点击右上角的大红圆点对当前时段的波形图进行标记。
（如图23）

3. 离线测量：
读心宝切换到快速模式（关机状态短按开机键或同步状态下短按开机键）→“嘀”声后开始→
再次“嘀”声后结束测量。

4. 读取离线测量数据：
蓝牙连接读心宝后，主界面点击“读取”→“设备数据”显示离线存储数据→点击
“导入”
，可将数据导入APP（如图24）

5. 测量记录及分享：
点测/持续界面，点击“菜单”→点击“历史记录”可查看近期记录(如图25）→“查看”
、
“分享”
（可短信或者微信、
邮件等方式分享数据）。
(如图26）

6. 关机：
长按开关机键显示灯全灭。

图15

图16

图17

图18

5. 点击“持续测量”
（如图19）→“开始”→如要取消可点“停止”→出现提示按确认（如图20）→测量完成，读取数据（如
图21）

图22

图19

图20

图23

图24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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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图26

血糖分析仪操作方法

4. 采血程序：
用清洁棉清洁手指→采血笔对准手指，按动笔身开关→APP显示“请采血”
，语音播报

1. 安装采血针：
打开采血笔保护套→插入新的采血针头，拧掉保护帽→转动笔头选择采血深度（共5档，一般建议选择
中间档）→后拉笔栓（无需太过用力，以防笔栓脱落）
（如图27）

“请滴血进行测试”→将试纸端边缘接触血滴→试纸自动吸血，
“嘟”声后即可测试（如图30）。
●

消毒后待手指晾干再采血（酒精未干会影响测试数值）。

●

请将针头保护帽盖回针头并妥善处理。

●

不要用血糖试纸靠压出血部位或刮血。

图27

图30
※血样必须一次性充满反应区，不能反复加血。
（血糖试纸会以虹吸原理自动吸血）

2. 连接蓝牙：
安装好电池（2节7号电池）
，按电源键开机，手机开启蓝牙，打开App搜索“血糖分析仪”并连接。

（如图28）

3. APP准备：
点击“进入”→点击“开始”
，显示“请插入血糖试纸”→插入试纸，显示“请采血”。

5. 读取数据：
试纸吸血（如图31）5秒倒计时后→APP选择测量状态（如图32）→显示测量结果（如图33）。
（人体血糖正

（如图29-1/2）

常浓度为：
空腹3.9-6.0mmol/L，餐后<7.8 mmol/L）点击“上传”
，可将测量结果上传至健康管理系统，点击“分享”可
以短信或其他社交软件发送给亲人或医生。

图28

图29-1

图29-2

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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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图33

故障排除

臂式血压计故障（或异常情况）

安装好电池，并打开电源键后，
液晶显示屏无任何显示。

开机后在规定时间没达到一定
的加压值或不加压。

1. 检查是否正确佩戴袖带。
（请参照章节4.2）
2. 如袖带漏气，请联系生产厂家。

加压过程袖带在短时间内进行排气。

袖带缠绕太松，请重新缠紧袖带再测量。

1. 血压值会因测量当时的身心状况而变化，所以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
血压值。
2. 记录每天的变化趋势，向医生咨询。

测量的血压值不同于医院测量值，
或者每天测量结果都不同。

血糖分析仪故障（或异常情况）

电池电量低

操作环境温度过低（过高）
测试仪功能异常
未发现设备

红外耳温计故障(或异常情况)

血糖分析仪排除方法

液晶显示屏显示“Lo”。

脉搏血氧仪故障(或异常情况)
脉搏血氧仪不能正常开机（显示
屏和LED发射管不亮）

屏幕无显示，但LED发射管有亮

可能原因

● 推荐每年对血压计、
血氧仪等设备进行一次检查和校准（或按照医院的校准规定执行）
，以确保机器功能正常

与电池接触的金属弹片部分损坏

连接主板与电池的柔性线路板损坏
或焊点断开
显示屏或显示屏的连接点损坏

● 当读心宝测量信号较弱时，建议用医用酒精擦拭金属电极。

● 读心宝表面的清洁方法采用自然风干或用洁净、
干爽的布清洁。

存放注意事项

● 请不要在下列环境中存放：

检查探头是否清洁后，重新测量。

‐有水的地方

‐高温、
潮湿、
不通风、
阳光直射、
灰尘多、
含有盐分的环境。

解决方法

更换电池

电池未正确安装

和测量精确；
请勿自行拆机维修。

● 耳温计探头部位可用棉签或软布沾水或75%的医用酒精轻轻擦拭。

检查探头是否清洁后，重新测量。

电池电量耗尽

未安装电池

保养与存放

● 对血压计进行日常检查，如发现袖带有破损，液晶显示屏有缺陷等，请到本公司指定的售后服务点进行维修。

1.检查电池的正、负极是否放置正确。
2.更换新电池后使用。

重新将电源按键按到位，并保持1-2秒

请充电后使用

● 如血压计袖带上有脏污，可用软布蘸少许肥皂水进行擦拭。

解决方法

按钮未按到位

用肥皂和水清洁皮肤，除去皮
肤屑和油脂，使其滋润无油腻
使用一定力度压紧电极
测量时手部放松

拭，然后用干布擦干。
请勿用稀释剂、
汽油、
挥发油等对机体进行擦拭。

蓝牙未连接，请重新匹配蓝牙

测量的体温低于下限测量
范围（35.0℃）。

设备低电

1.
2.
3.
4.

解决方法

正确放置电极
测量时保持安静，避免运动
远离干扰源
换一个测量方法

● 切勿让液体进入主机内部。

血糖分析仪需要维修，请和我们的代理商联络，或联络生产厂家

测量的体温超过上限测量
范围（42.0℃）。

长按开机按键设备无反应

1. 皮肤干燥或有油脂
2. 电极和人体接触不牢靠
3. 肌肉紧张

1.
2.
3.
4.

● 机器如有脏污，请用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对比较顽固的脏污，可用沾有水或75%医用酒精的抹布充分拧干后擦

操作环境温度过低（过高）
，选择在较暖（较冷）的地方
（10℃-40℃）测试。测试仪需要20分钟调温，
请在更换地点20分钟后重新测试

1.电池正负极放置错误；
2.电池没电。

心电波形漂移或杂波大

可能原因

电极与人体未接触良好
测量时有运动
周围有电磁干扰
信号太微弱

● 为保证产品的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平时请注意清洁和保养产品。

请更换新电池

可能原因

测不出心率值

1.
2.
3.
4.

保养方法

请确认试纸是否为正常可用试纸，并插入正确位置

已安装好电池，并按【START】
扫描键后，液晶显示屏无任何
显示。

液晶显示屏显示“Hi”。

读心宝故障(或异常情况)

臂式血压计排除方法

1. 检查电池的正、负极是否放置正确。
2. 如果故障依旧，请重新放置电池或者更换新电池。

1. 重新正确地缠绕袖带。
2. 缠绕袖带的手臂处是否有衣物，若有衣物，请将袖带直接套在裸露
的上臂上，不要把衣服卷在袖带内。
3. 请保持袖带与心脏高度一致，测量时安静放松。

血压值异常偏高或偏低。

插入试纸错误

故障排除

‐能产生倾斜、
振动、
冲击的环境。

‐化学药品保管场所和产生腐蚀性气体的环境。

● 长时间（3个月以上）不使用时，请去除干电池后存放。

安装电池

● 产品使用期限至生产日期后3年。

核实并重新安装电池
联系授权经销商

注：若不遵守以上注意事项及其它正确使用方法，本公司不承担质量责任。

联系授权经销商
联系授权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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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维护卡

客户名称
地 址

产品名称
购买日期

故障描述:

（此联为客户留底，凭此卡维修退换）

电话

产品型号
购买城市

地 址

产品名称
购买日期

故障描述:

1. 保修期：
从购机开具发票之日起1年内。

2. 按使用说明书及注意事项使用，在保修期内发生的故障给予免费修理。
3. 需要免费修理时，请携带并出示产品维护卡和购机发票给服务代理商。

4. 本产品在保修期内凡属制造问题发生的故障，均由本公司各地区服务中心或维修站受理。
5. 在保修期内，下列情况不享受免费修理：
●

因使用者使用不当或自行拆机造成的故障与损坏。

●

因不可抗拒力（如：
地震、火灾、水灾、雷击等）引起的损坏。

●
●
●
●

因保管不当，如：
运输破损、碰撞、电池漏液等原因造成的故障与损坏。
因用于本产品使用说明书以外的场所引起的故障与损坏。
擅自涂改本产品维护卡或发票后保修无效。
本产品维护卡承认以外的其它情况。

6. 本产品维护卡只在中国国内有效，一机一卡，不作补发。

7. 本产品为医疗设备，为确保您使用的准确性，保修期之后本公司愿意继续为您提供有偿服务。

产品维护卡

客户名称

保修规定

（此联为客户留底，凭此卡维修退换）

电话

产品型号
购买城市

保修规定

1. 保修期：
从购机开具发票之日起1年内。

2. 按使用说明书及注意事项使用，在保修期内发生的故障给予免费修理。
3. 需要免费修理时，请携带并出示产品维护卡和购机发票给服务代理商。

4. 本产品在保修期内凡属制造问题发生的故障，均由本公司各地区服务中心或维修站受理。
5. 在保修期内，下列情况不享受免费修理：
●

因使用者使用不当或自行拆机造成的故障与损坏。

●

因不可抗拒力（如：
地震、火灾、水灾、雷击等）引起的损坏。

●
●
●
●

因保管不当，如：
运输破损、碰撞、电池漏液等原因造成的故障与损坏。
因用于本产品使用说明书以外的场所引起的故障与损坏。
擅自涂改本产品维护卡或发票后保修无效。
本产品维护卡承认以外的其它情况。

6. 本产品维护卡只在中国国内有效，一机一卡，不作补发。

7. 本产品为医疗设备，为确保您使用的准确性，保修期之后本公司愿意继续为您提供有偿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