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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注意事项

使用本产品之前，请仔
细阅读本说明书

1

●说明书中所表示的警告记号和图例，目的是为了使您能够安全及正确地使用本产品，并防

止对您和他人造成伤害。

●警告记号、图例及其含义如下。

注意

警告记号

错误使用时有发生人员伤害和物品损坏*的可能性。

●符号是表示强制（必须遵守的事情）。

具体的强制内容在●中或在近处用文字或图画表示。左图是表示“一般的强制”。

符号是表示禁止（不允许做的事情）。

具体的禁止内容在 中或在近处用文字或图画表示。左图是表示“一般的禁止”。

△符号是表示注意（包含警告和危险）。

具体的注意内容在△中或在近处用文字或图画表示。左图是表示“注意触电”。

符号含义是B型设备。 符号含义是 II类设备。

注意

患者通过测量结果进行自我判断、自我治疗很危险，所以请遵

从医嘱。

•自我判断会有使病情恶化的可能。

测量时如出现加压不停止等异常情况，请马上按下「紧急停止」

按钮进行排气。

•如不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末梢神经功能障碍。

*物品损坏是表示有关房屋、家产以及家畜、宠物的损害。

图记号例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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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请勿在本产品附近使用手提电话。

•有使本产品产生误动作的危险。

请勿自行拆卸或修理、改造血压计的本体。

•否则不能正确地测量。

请务必使用本产品的专用AC稳压电源。
•否则有引起着火或触电的可能。

专用AC稳压电源请务必使用交流220V。
插座请务必单独使用。

•否则有引起着火或触电的可能。

婴儿和不能自己表达思想的人请勿使用。

•会成为事故或纠纷的原因。

本产品仅用于血压测量。

•用于测量血压以外的目的时，可能会发生事故。

请不要用湿手去拔插座上的AC稳压电源。
•否则有引起触电或受伤的可能。

如果发现臂筒的布套破损，请不要进行血压测量。

•否则有可能会损伤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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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请勿撞击或摔落本体。

请勿在手臂未伸进臂筒的情况下测量血压。

请勿在手臂从臂筒反向伸进的情况下测量血压。

请勿在臂筒未固定的情况下搬动血压计本体。

建议

注意

勿装错电池的 极。

干电池使用完后，请同时更换4节新电池。
长时间（3个月以上）不使用时请取出干电池。
•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漏液、发热、破裂等，损害血压计本体。
•血压计本体发热有可能烫伤皮肤。

新旧电池、种类不同的电池请勿混用。

•否则可能会造成电池漏液、发热、破裂等，损害血压计本体。

万一电池中的电解液不慎进入眼中，请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

•会有造成失明等伤害的危险，需立即到就近医院治疗。

万一电池中的电解液不慎粘在皮肤或衣服上，请立即用大量清

水冲洗。

•否则可能会损伤皮肤。

只允许使用5号碱性干电池（4节）。
•否则有可能会引起火灾。



产品的组成

3. 专用AC稳压电源

4. 使用说明书（附欧姆龙健康产品保证书）

5. 合格证

6. 顾客服务一览表

1. 本体（适用臂周范围17cm～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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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用干电池（5号碱性干电池4节）

因附属的干电池只作试用，

所以很可能用不到250次。

产品全部装在包装箱中。

请打开包装箱，确认产品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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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件名称

（臂筒打开后的状态）

臂筒开启按钮

电源开关按钮 加压按钮

使用者切换按钮

记忆读出按钮

时间设定按钮

臂筒

把手 肘部放置部位

本 体

※上图为按下「臂筒开启」按钮之后臂筒完全打开的状态。

布套

臂筒开启按钮

本产品的臂筒为可动式臂筒。

按下「臂筒开启」按钮可打开臂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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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AC稳压电源插孔

（本体背面）

各部件名称

显示屏

※关于记忆图标、平均值图标请参照第23页。
※关于姿势图标、误动图标、心率不齐图标请参照第18页。

脉搏数显示

使用者显示
（A或B）

姿势图标
测量姿势不正确
时亮起。

紧急停止按钮
需要紧急停止测量时，按下此按钮。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误按了「紧
急停止」按钮，即使电源未接通，
日期、时间也将返回到2004年1
月1日AM12:00。

误动图标
测量过程中检测到
身体移动时亮起。

更换电池图标

血压值的单位图标
（指当前使用的血压值单
位是mmHg还是kPa）

记忆图标
读出存储的测量
结果时亮起。

平均值图标
显示最近3次测
量结果的平均值
时亮起。

排气图标

日期/时间显示

心率不齐图标
检测到心率不齐
时亮起。

高压显示

低压显示

心跳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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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电源
请使用专用AC稳压电源。为了保留设定的日期和时间，
首先需在血压计本体中装入电池。

仅用电池也可进行测量。

专用AC稳压电源用插孔

专用AC稳压电源

本体用插头

专用AC稳压电源的连接方法
※请不要使用非本产品专用的AC稳压电源。

1 装入电池

依照下页的“电池安装方法”装入电池。

※使用专用AC稳压电源时，也需在本体中装入电池。
如果使用时未装电池，从电源插座上拔下专用AC稳压电源后，日期、
时间将返回到2004年1月1日AM12:00。

2 将专用AC稳压电源的本体用插头插入血
压计背面的专用AC稳压电源用插孔

3 将专用AC稳压电源的
电源插头插入电源插座

电源插头



连接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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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臂筒固定在血压计本体上之后，
将本体翻过来。

卸下电池盖

将电池盖中央锯齿部沿箭头方向推。

将电池按图所示装入
有弹簧端为 极。

关上电池盖
按照与打开时相反的程序操作，直到听到“喀嗒”一声，表明电池盖已关上。

电池的使用寿命和更换

电池安装方法

■更换电池的注意事项

·更换电池时请关闭本体电源，并在30秒之内更换完毕。

※如果在开机状态下取出电池，或者关机时取下电池时间过长，日期、时间将

返回到2004年1月1日AM12:00，但是已记忆的测量值不会消失。

·使用后电池的废弃方法依照城市有关环境保护规定进行处理。

·可测量约250次。[在室温23˚C，臂周为25cm，每日2次，加压至170mmHg
（22.7kPa）的条件下]
※如果手臂较细的话电池消耗会很快，建议同时使用专用AC稳压电源。
※因附属的干电池只作试用，所以很可能用不到250次。

· 更换电池图标闪烁显示时，表示电池电量耗尽，请同时更换4节新电池（相
同种类）。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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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日期
和时间

接通电源之后，需设定日期和时间。

※如果不进行正确的日期和时间设定，测量血压时将无法记

忆正确的测量日期和时间。为了持续进行血压管理，请正

确设定日期和时间。

※如果卸下电池时间过长或者按了「紧急停止」按钮，日期、

时间将返回到2004年1月1日AM12:00，此时需重新进行
设定。

操作按钮

日期和时间的设定

该步骤需使用以下按钮。

按年、月、日、时、分的顺序进行设定。

电源开关按钮

记忆读出按钮
·持续按住时，可快
速循环切换。

时间设定按钮

1 按下「开/关」按钮

接通电源。

※右图为臂筒合拢状态下首次打

开电源时显示屏的待测显示画

面。

2 按住「时间设定」按钮1秒以上

显示屏将显示闪烁的「年」。

■当日期和时间设定出现错误时...

请从步骤1开始重新设定。

显示屏全显后，日期/

时间闪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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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定正确的「年」

如果按下「记忆读出」按钮 的

「+」按钮一下，前进一年；

「-」按钮一下，后退一年。

※设定范围：2004年～2030年。
前进到2030年之后将返回2004年。

按下「时间设定」按钮确定「年」的设定值后，变为「月」闪烁显示。

设定日期和时间

4

5

设定正确的「月」

如果按下「记忆读出」按钮 的

「+」按钮一下，前进一月；

「-」按钮一下，后退一月。

设定正确的「日」

如果按下「记忆读出」按钮 的

「+」按钮一下，前进一日；

「-」按钮一下，后退一日。

同样操作设定「时」「分」

使用「记忆读出」按钮 的

「+」和「-」，重复上述操作步骤进行

「时」「分」的设定。

上午用AM、下午用PM表示。

「分」设定完成后按下「时间设定」按钮，将开始显示时间。

至此，日期与时间的设定结束。

此时血压计处于待测状态，可进行血压测量。

如果不测量，请按下「开/关」按钮，切断电源。

设定为「11月」时
显示屏的显示画面。

设定为「20日」时
显示屏的显示画面。

开始显示时间之

后，「:」将闪烁。

6

设定为「2005年」时
显示屏的显示画面。

按下「时间设定」按钮确定「月」的设定值后，变为「日」闪烁显示。

按下「时间设定」按钮确定「日」的设定值后，变为「时」闪烁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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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身坐直不要弯

腰

如果测量时姿势不正确，将不能

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

脱去毛衣等较
厚的衣服进行
测量

裸露手臂或仅穿贴

身薄衣进行测量

正确的测量姿势

如图所示将血

压计靠近身体

臂筒中心处与

心脏保持在同

一高度

25cm～
30cm



12

身体放松坐直
如果感到紧张，可做深呼吸进行调整。

正确的测量姿势

不正确的测量姿势

弯腰、盘腿坐、在沙发或低矮的桌

子上弯下身体测量等

·因为产生腹压或手臂的位置低于

心脏的情况而使血压升高。

臂肘放置在此
凹陷处

将臂肘置于肘部放置部位的凹陷处

桌面

桌子和椅子的理想高

度差是25cm～30cm

家庭中桌子和椅子的高度差一般

是20cm～35cm



如何使用
臂筒

穿着较厚的衣服将手臂伸进臂筒，测量结果可能不准

确。

※测量时请裸露手臂或者仅穿贴身薄衣。

※穿着毛衣、外套时不要将袖子挽起测量，而要脱下后

再测量。

预先上好厕所

测量时请在温度适宜的房间进行

13

1 按下「臂筒开启」按钮，

打开臂筒

臂筒活动范围见右图。

臂筒开启按钮

2 将左手手臂伸进臂筒

请不要取下臂筒的布套。

万一布套脱落，请与欧姆

龙健康咨询室联系

（ 参照第38页）。



如何使用臂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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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右臂时

参照步骤2～4，按照右图所示将右

臂伸进臂筒。 右臂

准备就绪之后，开始测量血压！（ 参照第15页）

4 确认姿势是否正确
是否与11页插图中的姿势相同？

3 将臂肘置于肘部放置
部位的凹陷处

臂肘放置在此凹陷处



测量血压
手臂伸进臂筒之后，只需按下按钮就可测量血压了。为

了有效进行血压管理，请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段测量。

※高压值超过220mmHg (29.3kPa) 的用户请参照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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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测量时弯着腰未坐直，腹部受压，测量值可能产生误差。在下列情况下
测量结果可能不准确。

确认是否坐直？

1 身体放松坐直
如果感到紧张，可做深呼吸进行调整。

血压计放置在

低于心脏高度

的沙发或矮桌

上

血压计离自己

身体过远

2 接通电源
按下「开/关」按钮，电源接

通，显示屏显示以下画面。

※使用者显示的 亮起。通过「使用者切换」按钮可切换到 。

（ 参照第21页）

测量值单位的选择：
本品有毫米汞柱（mmHg）、千帕（kPa）2种血压显示单位，具体方法：
·开机时按住开关按钮6秒以上，则可转换显示单位，并自动保存此设置，
以后正常开机（按下开关即放开）使用时，都是以此单位值显示血压。

适用范围：用于测量人体血压及脉搏

以下讲解以mmHg值显示为例

全显示 待测状态

当前时间

当天日期



测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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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认姿势是否正确
如果姿势不正确，显示屏中的 图标会亮起。

改变坐姿，使臂筒处于正确的角度。

姿势调整正确后， 图标会消失。

※在测量过程中 图标一旦亮起，测量结束后将显示 图标。

桌面与臂筒的角度过小

桌面与臂筒的角度过大

15°

45°

角度正确

15°

45°

15°

45°

姿势图标亮起

姿势图标亮起

姿势图标不亮



测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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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开始」按钮
测量过程中身体不要移动，

保持安静状态。

※在测量过程中如果姿势不对，

图标会亮起。

图标亮起后还可继续进行测量（但测量结果可能不准确）。

收紧臂筒 臂筒收紧结束后，加压 加压到必要的数值

显示部的部分
横道 绕圈
循环显示

开始减压同时进行测量 测量结束后开始排气 排气结束

至此，测量结束。

※如果加压不足，会自动再加压约30mmHg (4kPa)。（自动再加压只进行
一次）

■如果希望中止测量...

按下「开/关」按钮，加压停止，臂筒的空气排出。

■如果按下「开/关」按钮加压也不停止...

请按下本体背面的「紧急停止」按钮。

※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后，日期、时间

将返回到2004年1月1日AM12:00。
这时，需重新设定日期

和时间。

根据手臂的
粗细收紧臂
筒

紧急停止
按钮



■当显示屏上出现错误显示「E」或「EE」时⋯

请使用手动加压方式测量。（ 参照第19页）

※持续反复测量时⋯

反复多次的测量会使手臂出现瘀血，每次的测量结果可能都不相同。

（ 参照第26页）

测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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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量值的确认
测量值被自动存储。

（记忆读出 参照第22页）

存储记忆是自动进行的，无法设定

为不存储的方式。

7 按下「开/关」按钮，切断电源
※即使忘记关掉电源，5分钟后会自动切断电源。

6 将臂筒复原
从臂筒中抽出手臂，将臂筒恢复到原来位置。

听到“喀嗒”一声，表明臂筒已固定到本体上。

高压值

低压值

脉搏数

■当 图标亮起时⋯

如果测量过程中姿势不正确，测量结果中

图标会亮起。

请调整姿势，重新测量。（ 参照第16页）

■当 图标亮起时⋯

如果测量过程中身体发生移动，测量结果中

图标会亮起。

请保持身体不动，重新测量。

■当 图标亮起时⋯

测量过程中检测到心率不齐时，测量结果

中 图标会亮起。

（ 参照第32页）

※反复测量时，测量结果可能会不一样。（ 参照第26页）

※根据测量结果进行自我判断、治疗是很危险的，请务必接受医生的指导。



手动加压
的方法

预测血压值可能超过220mmHg (29.3kPa) 时，请采用手动
加压方式。

自动测量不顺利时（多次出现EE图标），请用手动加压方
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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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臂筒（ 参照第13页）

·测量血压（ 参照第15页）

测前准备是否做好

1 将手臂伸进臂筒，

按下「开/关」按钮

2 确认 图标未亮起，

按一下「开始」
按钮

3 开始加压后，按住
「开始」按钮

收紧臂筒 开始加压同时
数值上升

持续按住「开始」按钮

请持续按住按钮，直到显示的压力
值高于预计高压值约 30mmHg～
40mmHg (4.0kPa～5.3kPa)。

※手动加压可加到299mmHg (39.9kPa)。如果加压
到299mmHg (39.9kPa) 以上将出现错误。



手动加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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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到目标值后即松开
「开始」按钮

开始减压。

测量结果如右图显示。

测量值被自动存储。

（记忆读出 参照第22页）

5 测量值的确认

7 按下「开/关」按钮，切断电源
※即使忘记关掉电源，5分钟后会自动切断电源。

高压值

低压值

脉搏数

6 将臂筒复原
从臂筒中抽出手臂，将臂筒恢复到原来位置。

听到“喀嗒”一声，表明臂筒已固定到本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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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血压计可分别保存2人的血压测量值（每人90次×2人）。

两人交替使用（使用者切换： / ）

在电源接通的情况下，测量之前请按下

「使用者切换」按钮，使 或 亮起。

※如果仅一人使用，请固定使用 或 中的

一个。

使用者切换按钮

〈使用者A亮起〉 〈使用者B亮起〉

A B

反复按下「使用者切换」按钮可在两使用者之间随意切换

使用者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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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记忆值（记忆读出）

通过使用「记忆读出」按钮 ，可进行以下功能。

记忆读出按钮

·将计算出最近的三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可记忆及读取90次的测量值。

※若已在内存中保存了90组测量值，当您在保
存第91组测量值时，最旧的一组测量值将被
删除。

※如果持续按下「记忆读出」按扭 的

「+」或「-」，可快速循环切换。

1 按下「开/关」按钮，接通电源

进入待测状态。

2 按下「使用者切换」按钮，选择要读出哪

个使用者（ / ）的记忆值

此血压计把测量的血压值和脉搏值连同测量日期和时间自

动存储。

※如果未设定日期和时间，将无法记忆测量日期和时间。

使用记忆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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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记忆功能

4 再按一下「记忆读出」按钮 的「－」

将显示保存的最新一次测量结果。

5 按下「开/关」按钮，切断电源

交替显示测量日期和

时间

每重复按下「记忆读出」按钮 的

「－」，将按由新到旧的顺序显示保存的测

量结果

※记忆值全部读出之后，进入待测状态。

※如果测量时 / /

图标亮起，那么读出该记忆值时

/ / 图标也将亮起。

重复按下「记忆读出」按钮 的「+」，将按由

旧到新的顺序显示保存的测量结果。

记忆图标亮起

■当出现右图所示的显示画面时...
表示没有保存的

测量结果

3 按一下「记忆读出」按钮 的「－」

将显示保存的最近3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高压平均值

低压平均值

脉搏数平均值

记忆图标和平

均值图标亮起



使用记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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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值的消去

1 按下「开/关」按钮，接通电源

进入待测状态。

2 按下「使用者切换」按钮，选择要删除
哪个使用者（ / ）的记忆值

此处选择了使用者 。

3 按住「记忆读出」按扭 的「－」

的同时，持续按下「开始」按钮2秒
钟以上

※如果先按了「开始」按钮，将会开始测量。

显示屏上的血压值和脉搏数显示部将显示「 」。

※当前时间亮起。

进入待测状态。

至此，使用者 的记忆值全部被删除。

4 按下「开/关」按钮，切断电源

持续按下2秒钟以上

使用者可以消去全部的记忆值。

（不能逐个消除特定的记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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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测量Q&A

Q 为什么在家测得的血压值比在医院测得的血压值低？

A 在医院测量血压时，常会感到紧张

因为在自己家里测量时心情稳定，有时会比在医院测量的血压值低 20mmHg～

30mmHg (2.7kPa～4.0kPa)。了解自己在家里平静时的血压平常值是很重要的。

A 测量时臂筒的位置高于心脏时

如果放置血压计的桌子或平台过高，导致臂筒的位置高于心脏，则测出的血压值

偏低。

Q 为什么在家测得的血压值比在医院测得的血压值高？

A 是否服用降压药？

服用降压药的人，失去药效时会引起血压值偏高。请接受医生的指导。

A 臂肘放置位置是否正确？

臂筒位置错位则捕捉不到动脉信号，测出的血压值偏高。

请确认臂肘放置位置正确。（ 参照第14页）

A 测量时姿势是否正确？

弯腰、盘腿坐、在沙发或低矮的桌子上弯下身体测量等的测量姿势，会因为产生

腹压或手臂的位置低于心脏的情况而使血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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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测量Q&A

Q 为什么每次测得的血压值都不一样？

A 心脏每次收缩时血压都有所变化

一天中，即使每隔10秒测量一次血压也有变化

上臂血压的数据（横滨市立大学医学部 枥久保 修先生提供）

为了正确进行血压管理，每天请在同一时间段测量。

上厕所 早餐 午餐

高压

低压

晚餐 就寝

血
压(  )mmHg

时间

A 血压会因各种原因的影响而波动

即使是在自家测量，下列情况下测量结果也将出现变化。

·饭后1小时之内 ·饮酒、喝咖啡、红茶之后

·吸烟之后 ·沐浴之后

·运动之后 ·大、小便之后

·测量过程中谈话 ·因紧张、不安引起心情烦躁时

·室温突然变化时 ·测量场地或环境与往日不同时

A 持续测量时，是否引起淤血？

测量时由于手臂受压迫使手指尖部血液流通不畅而引起淤血的情况。在淤血时，

离开臂筒，把手举过头顶，反复进行15次左右手掌的握紧和伸展运动，就能疏

通淤血。



血压测量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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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为什么臂筒布套缠绕手臂会感到疼痛和麻木？

A 此为暂时性现象，不必担心

测量血压时，需要紧缩臂筒使动脉的血液流动暂时停止，因此可能会感到手臂有

些疼痛和麻木。当手臂从臂筒抽出后，稍事休息即可缓解。

Q 什么时候是测量血压的最佳时间？

A 测量血压的最佳时间为早晨起床后1小时之内*，或者晚上就寝之前

*如果早晨测量，请在起床后1小时之内、排尿后、早餐前（如果正服用降压药，

那么在服药之前）进行。

如果晚上测量建议在就寝前进行。

如果是其他时间，在身体和心情都处于稳定状态时测量为好。

另外，建议每天在同一时间段进行测量。

Q 家庭血压管理有何诀窍？

A 除了记录血压值之外，将服药情况和生活状况也一并记录下来

每天记录血压值，可熟知自己的血压变化趋势，有助于健康管理。而且在接受医

生诊断时也很有帮助。为了正确判断，请不要只记录血压值，而是将测量条件

（降压剂的服用、生活状态）一起记录下来。



血压测量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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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小知识

血压与健康

血压受日常生活的影响时刻在变化。如

果血压高的状态长久持续，会加速动脉

硬化，容易引起中风或心肌梗塞等危险

疾病。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自己的血

压状况。请保持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

生活习惯

高血压

·盐分摄入过量

·饮酒过量

·肥胖

·运动不足⋯等等

动脉硬化
·中风

·心肌梗塞
⋯等危险疾病

血压是什么

血液由于心脏的跳动（收缩或舒张）向动脉送出。心脏收缩时血液由心脏送出至动

脉的压力称为「高压」；循环全身后，血液返回、心脏舒张时的压力称为「低压」。

动脉

对血管壁 

的压力增加

血管壁

血液送出

收缩

高压

静脉

对血管壁 
的压力降低

血管壁

低压

血液返回

舒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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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Hg)

※参照WHO/ISH*的血压分类（1999年改订）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Hypertension

最适当血压
（目标值）

正常血压

正常高压值

轻度高血压

中度高血压

重度高血压

(mmHg)
80 85 90 100 110

120

130

140

160

180

低压

高
压

血压状况的分类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高血压学会（ISH）制订了如下图所示的血压分类。此

表以不同年龄、在医院坐在椅子上、测上臂血压为基准。

※低血压还没有定义，一般认为高压值不满100mmHg (13.3kPa) 的人为低血压。



血压测量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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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塞和脑中风的关系

心肌梗塞和脑中风等危险病例，在清晨至中午时段发病情况较常见。这种情况被

认为是与由清晨起床后血压升高（清晨高血压）引起血管收缩使血液难以流动、

容易凝固有关系。

因此，现在医生们不仅重视在医院内测量血压，清晨在家中的血压测量值也被重

视起来。

关于清晨高血压

■清晨高血压

人体的血压在一天内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变化

的方式及幅度也因人而异。正常的情况下清晨

起床后血压渐渐升高，到中午达到最高，随后

渐渐下降，在傍晚时会再次升高后并再次下降，

深夜时会降至最低。

但是，血压的这种变化规律也会有所变化，也

会有清晨血压急剧上升的情况，这种情况被称

为「清晨高血压」并被人们所关注。

服用降压药的人请注意，早饭后服用降压药会

使血压降低，日间在医院测量血压时很可能得

到正常的血压测量结果。

高压

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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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心肌梗塞的增加与血压的上升时间

(mmHg)

150

100

50

0

（人）

患
者
数

血
压
值

50

30

40

20

10

0
1 6 12 18 24（时）

Muller JE, et al : New Eng. J. Med. 313, 1315-1322, 1985

心肌梗塞的发生被认为与此时间段的血压上升有关

心肌梗塞发生的时间带

n=703

血压值在一天内的变化

n=5（正常血压）

■清晨血压的测量

为了更准确的了解清晨高血压，请在起床

后1小时内、排尿后、早餐前、服用降压

药前，测量您的血压。

※由于人体的血压不断的变化，因此不仅在

清晨，请在中午、晚间就寝前等固定的时

间测量你的血压并作记录，提供给医生以

便参考。

（多次测量时，请记录下每一次的测量结

果。）



何谓心律失常？

心脏受到生物电信号刺激收缩从而产

生的心跳。

心律失常是一种由于驱动心脏的生物

电系统缺陷而导致心跳节奏异常的状

况。

典型的症状是间隔心跳、提前收缩、

异常快或异常慢的脉搏。心脏疾病、

衰老、体质虚弱、压力、缺乏睡眠、

疲劳等都会导致这种状况。只能由医

生通过专业检查才能诊断心律失常。

32

关于心率不齐

何谓心率不齐？

当本血压计测量收缩血压和舒张血压时，检测到的瞬时心跳节奏超过平均心跳节奏

上下25%的范围。

在测量过程中，若检测到两次以上这种心率不齐，在显示测量结果时，将出现心率

不齐图标 。

（参考）脉搏是指血液由心脏送出时，通过血管震动形成的波形称为脉搏。

正常心跳

心率不齐

脉搏

血压

脉搏

血压

间隔短 间隔长

图标如果经常出现，有必要到医院进行检查。

根据测量结果进行自我判断、治疗是很危险的，请务必遵从医嘱。

图标亮起是否意味着心律失常，需经医

生检查和诊断后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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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显示出错时 测量不能正常进行时，会出现以下出错显

示。

出错显示记号 原因 处理方法

高压显示部出现2个「 」

并列显示

高压显示部仅出现1个「 」

手臂或身体运动引起加压

不当

确认一下「 」图标，手臂、身体

保持不动，请再测量一次

「 」记号再次出现时，请采用手动

加压（ 参照第19页）

请正确使用臂筒（ 参照第13页）臂筒使用方法不正确

将压迫手臂的衣服脱去后测量

（ 参照第13页）
卷起的衣服压迫手臂

请与欧姆龙健康咨询室联系

（ 参照第38页）
臂筒漏气

确认一下「 」图标，手臂、身体

保持不动，请再测量一次
测量中手臂或身体移动

出现纵向排列的2个「 」

手动加压请不要高于299mmHg
(39.9kPa) 以上

采用手动加压，把压力加

到 299mmHg (39.9kPa)
以上

※测量中，如有姿势不正确、身体移动时，在上述画面显示的同时， 和 图标将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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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错显示记号 原因 处理方法

更换电池图标闪烁

请同时更换4节新的电池
（ 参照第8页）电池能量不足

请向欧姆龙健康咨询室咨询

（ 参照第38页）
功能异常的障碍

出现「 」图标

画面显示出错时



有疑问时

35

异常现象 原因 处理方法

不加压 臂筒漏气
请向欧姆龙健康咨询室咨询

（ 参照第38页）

测出的血压值异常

高（低）

臂筒没有正确使用
正确使用臂筒

（ 参照第13页）

测量中说话或移动手臂

静静的测量

请参照血压测量Q&A

（ 请参照25～26页）

卷起的衣服压迫了手臂
将压迫手臂的衣服脱去后测量

（ 参照第13页）

臂筒的布套破损
中止测量，请与欧姆龙健康咨询室联

系（ 参照第38页）

血压计正常工作，也按照正确的测量方法进行了测量

·但是比在医院测量的血压值高（低）

·每次测量的值不同

请参照血压测量Q&A

（ 请参照25～26页）

加压过程突然断电

时钟显示复位

长时间不使用，由于温度

变化干电池能量耗尽
更换新电池（ 参照第8页）

已经设定了时钟，

但打开电源之后，

日期/时间显示部闪

烁

按下了「紧急停止」按钮

重新设定时钟（ 参照第9页）

即使电源未接通，按下「紧急停止」

按钮之后，日期、时间也将返回到

2004年1月1日AM12:00。因此，在

保存或搬动时注意不要触碰「紧急停

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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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述方法依然不能正常测量时，血压计可能出现故障。产品出现故障需要修理时，请

与欧姆龙健康咨询室联系。（ 参照第38页）

※极少数的客户可能会由于身体变化而不能进行正常测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请与欧姆

龙健康咨询室联系。（ 参照第38页）

异常现象 原因 处理方法

其它现象

请按下「开/关」按钮，重新操作一遍

请更换电池试试

除此之外仍然无法测量，请向欧姆龙

健康咨询室咨询（ 参照第38页）

按下「开/关」按钮

后，没有任何显示

电池能量完全消耗 更换新电池（ 参照第8页）

电池的 极接反 正确放入电池（ 参照第8页）

未装干电池，AC稳压电
源与血压计连接脱落

AC稳压电源与插座连接
脱落

将AC稳压电源与插座正确连接

（ 参照第7页）

将 AC稳压电源与血压计正确连接

（ 参照第7页）

已经设定了时钟，

但打开电源之后，

日期/时间显示部闪

烁

取下电池时间过长

重新设定时钟（ 参照第9页）

取下电池约 30秒之后，日期、时间

将返回到2004年1月1日AM12:00。

因此，更换电池请在30秒之内完成。

有疑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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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保管

挥
发
油

稀
释
剂

汽油

保养方法

保管方法

请经常清洁血压计。

本体如有脏物，请用干的软布进行擦拭。

如果本体特别脏，则可将软布沾有水或中性洗涤剂，充分拧

干后擦拭本体。

■保养建议

请勿使血压计本体中进水。

请勿取下臂筒的布套。

请勿弄湿臂筒。

请勿用挥发油、稀释剂、汽油等进行擦拭。

请勿将本机放在以下的地方：

·容易溅水的地方。

·阳光直射、高温、潮湿、灰尘多、腐蚀性气体多的地方保管。

·倾斜、会产生震动、撞击的地方。

·存放化学药品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

■保管建议

如果臂筒是打开的，保存前请将臂筒合拢。

在不使用血压计或者搬动血压计时，请不要在臂筒中放

置物品（例如：书写用具或者笔记本等）。

臂筒的布套破损，可能导致无法进行测量。

长期（3个月以上）不使用时，请取出电池保管。

※若您不遵守以上的注意事项及其它正确使用方法，本公司将不承担质量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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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格

*电池的寿命与手臂的粗细及测量结果有关。
※产品规格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智能电子血压计

HEM-1000

数字式显示方法

示波测定法

压力：0～299mmHg (0～39.9kPa)，
脉搏数：40跳/分～180跳/分

压力：±4mmHg（±0.5kPa）以内
脉搏数：读数的±5%以内

压力泵自动加压方式

电子控制方式

自动快速排气方式

静电电容压力传感器

5号碱性干电池4节、AC稳压电源（AC 220V）

在室温23˚C，臂周为25cm，每日2次，加压至170mmHg
（22.7kPa）的条件下，高性能碱性干电池约能使用250次

+10˚C～+40˚C·30%RH～85%RH

–20˚C～+60˚C·10%RH～95%RH

860hPa～1060hPa

500hPa～1060hPa

17cm～32cm

约1500g（不包括电池）

宽230mm×高217mm×厚228mm

内部电源 II类B型设备

专用AC稳压电源、试用干电池（5号碱性干电池4节）、顾客服
务一览表、使用说明书（附欧姆龙健康产品保证书）、合格证

名 称

型 号

显 示 方 法

测 量 方 式

测 量 范 围

精 度

加 压

减 压

排 气

压 力 检 测

电 源

电 池 寿 命

使 用 温 湿 度

运输和保存温湿度

运 行 大 气 压 力

运输和保存大气压力

测 量 臂 周

本 体 重 量

外 形 尺 寸

电 击 保 护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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