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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DIOARM：智慧型血壓計 
 
QardioArm 是一款經過臨床驗證的方便攜帶血壓計。該智慧型血壓計可測量和

跟蹤您的收縮壓、舒張壓和心率。該血壓計是與醫生共同開發，並進行臨床測

試證明其測量的準確性。

Qardio 讓您以更佳的方法在生活中輕鬆追蹤心臟健康。我們的血壓計功能強

大，採用智慧科技與精美設計，讓使用者透過輕鬆愉快的體驗，隨時隨地了 

解自己的血壓狀況。

使用便利、測量精確，讓 QardioArm 成為您在家裡、辦公室或任何合適地方測

量血壓的不二之選。

基於使用上的安全，使用前請務必詳閱產品使用說明書。我們希望 QardioArm
能讓您稱心滿意。如有任何疑問、問題或建議，請透過 support.getqardio.com 聯
絡 Qardio 客戶服務，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getqardio.com 獲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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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用途

QardioArm 是一款全自動、非侵入式無線血壓

計。QardioArm 測量血壓系統是專用於測量成人收縮

壓、舒張壓和脈搏率。QardioArm 使用包覆在手臂的

充氣臂帶。本產品不屬於診斷裝置。如果出現高血壓

測定值，請連絡您的醫生。臂帶周長為 8.7 英吋 
- 14.6 英吋（22 釐米-37 釐米）。

重要安全資訊

請在使用 QardioArm 血壓計前仔細閱讀使用說明書。

如果閣下懷孕、心律不整或動脈硬化，請在使用前先

向醫生諮詢。

包裝內容

• QardioArm 血壓計

• 四顆 AAA 鹼性電池 

（已預先安裝在 
QardioArm 中）

• 使用說明書

• 快速指南

需求裝置

QardioArm 需搭配具備以下功

能的裝置：

• 藍牙 4.0

• iOS 7.0 或以上 

• Android 4.4 「KitKat」 

（或以上） 

適用於：

• iPhone、iPod、iPad 和
Apple Watch

• Android 手機和平板電腦

為了正常使用 QardioArm 血壓

計，您須在 Apple App 
Store、Google Play 或瀏覽 
www.getqardio.com下載免費的 
Qardio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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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載免費的 Qardio 應用程式：在您的智慧型手機或平

板電腦上登入 www.getqardio.com，根據提示下載應用

程式。或者登入 iTunes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2. 開啟您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的 Qardio 應用程式。如有需

要，請開啟行動裝置上的藍牙。您可以在智慧型手機

或平板電腦的設定功能下開啟藍牙。

3. 建立一個新的使用者登入帳戶，或使用現有使用者名

稱和密碼登入。按照螢幕說明完成註冊並設定您的個

人帳戶。

4. 將 QardioArm 穿戴至上臂。

5. 開啟 Qardio 應用程式後，將裝置與 QardioArm 連接，

讓 QardioArm 與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進行配對。跳出

提示時，接受配對請求。

6. 在 Qardio 應用程式上輕按綠色的「開始」按鈕，然

後開始測量血壓。臂帶的穿戴位置和您的身體狀況

可能會影響血壓。請務必將臂帶放置於正確的位

置。請仔細閱讀「正確穿戴臂帶的方法」和「準確

測量血壓的注意事項」。

首次使用 QardioArm

如何開啟/關閉 QARDIOARM

QardioArm 臂帶中有一小塊磁鐵。臂帶展開時裝置將自

動開啟，捲起時會自動關閉。如在未使用時處於展開

狀態，QardioArm 會在幾分鐘後自動關閉，以維持電池

壽命。如需檢查裝置是否開啟，打開臂帶後，檢查裝

置一側的綠色指示燈是否閃爍即可。收納 QardioArm 
時，應將臂帶完整捲住裝置。

輕按 Qardio 應用程式中的「取消」按鈕即可隨時停止

測量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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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測量時，最好能先脫掉厚重的衣物。如果將袖子捲起，

應確保捲起的袖子不會引致上手臂血液流動收縮。

2. 展開 QardioArm 臂帶，然後拉開標籤，鬆開臂帶套。 

（如圖 1 所示。） 

3. 將手臂伸進臂帶套。（如圖 2 所示。）

4. 收緊臂帶，將其緊貼在手臂上。應將臂帶束緊，但須保

留適當空隙，手臂與臂帶之間可插入一個手指即可。 

（如圖 3 所示。）

5. 確保將臂帶穿戴在肘部以上 2 釐米的位置，QardioArm 
放置在手臂內側的動脈上。此時 Qardio 商標位於底部，

朝向您的手掌心。

6. 將手肘放在桌子或平台上，使其放鬆，以確保 
QardioArm 與心臟在同一高度。測量時，手臂應略微 

彎曲。

正確穿戴臂帶的方法 

1. 展開臂帶，拉動標籤 2. 將手臂伸進臂帶內

3. 貼緊臂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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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著測量：

1. 坐著時，雙腳應平放在地面上，不要雙腿交叉。

2. 手心朝上，並放在自己前方的平面上，例如桌子。

3. 臂帶中間應與心臟位在同一水平線上。

躺臥測量：

1. 平躺。

2. 手臂順著身體伸直，手心朝上。

3. 臂帶應與心臟位在同一水平線上。

測量血壓時的姿勢 
注意：臂帶的穿戴位置和您的身體狀況可能會影響血壓。 

  



達到正常血壓後，臂帶將停止膨脹，血壓開始慢慢下

降。如果未達到正常血壓，該裝置將自動為臂帶充氣。

5. 測量結果，收縮壓、舒張壓和脈搏率將立即顯示在 
Qardio 應用程式上。

6. 測量結束後，脫下臂帶，然後捲在 QardioArm 上， 

以關閉裝置。  
 
如果臂帶處於展開狀態，QardioArm 會在幾分鐘後自

動關閉。在此種情況下，需將臂帶捲在 QardioArm 
上，重新展開以開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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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iOS 或 Android 裝置上開啟 Qardio 應用程式。

2. 展開捲在 QardioArm 上的臂帶以開啟裝置，然後拉

動標籤來打開臂帶套。

3. 將 QardioArm 臂帶束在您的上臂。您可隨時查看臂

帶的正確穿戴部位說明。 

4. 按 Qardio 應用程式上的綠色「開始」按鈕即可開始

測量。

 臂帶將自動充氣。在顯示

測量結果前請保持放鬆， 
不要晃動身體並且 
放鬆手臂肌肉。正常呼

吸，且不要說話。

正確的血壓測量步驟

QardioArm 血壓計簡單好操作，測量方法包括以下幾個簡

單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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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測量前，避免飲食、吸煙或其他活動。

✓ 測量前，坐下放鬆幾分鐘。 

✓ 每次在同一手臂上測量（通常為左手臂，或遵從醫生 

吩咐）。

✓ 最好脫掉上臂的緊身衣袖。如果將袖子捲起，應確保捲

起的袖子不會引致上手臂血液流動收縮。請勿隔著厚重

衣物束緊臂帶。

✓ 應將臂帶束緊，但須保留適當空隙，手臂與臂帶之間可

插入一個手指即可。

✓ 確保將臂帶穿戴在肘部以上 2 釐米的位置，QardioArm 
放置在手臂內側的動脈上。

✓ 此時 Qardio 商標位於底部，朝向您的手掌心。

✓ 將手肘放在桌子或平台上，使其放鬆，以確保 
QardioArm 與心臟在同一高度。測量時，手臂應略微 

彎曲。

✓ 輕按 Qardio 應用程式中的「取消」按鈕即可隨時停止

測量血壓。

測定結果標誌

測量血壓螢幕將顯示測量血壓值的所在範圍。根據測定血

壓值，條狀圖顏色分別為綠色（適當、正常）、黃色（偏

高 ）、或紅色（危險的高數值）。在「如何評估您的血壓

測定值」中所述，表格列出的等級分類符合國際指引

（ESH、AHA、JSH）所確定的4個範圍。

準確測量血壓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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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多次測量功能

由於血壓波動較頻繁，因此多次測量後所確定的血壓值會比單一測量所

得出的結果更可靠和準確。

如需開啟多次測量功能（該功能也適用於脈博不規律的使用者），

按 Q 功能表按鈕（見螢幕左上方），然後輕按「設定」按鈕。

您可以在「設定」中選擇測量次數和測量停頓時間（預設時間為 
30 秒）。

多次測量功能開啟後，測量時螢幕上將不再顯示每次測量的結果。僅在

完成所有測量後才顯示您的血壓值。倒數計時表示距離下一次測量的剩

餘時間。請勿在測量停頓期間脫下臂帶。

顯示血壓測量紀錄

輕按「血壓」頁面上的「紀錄」按鈕即可查看您的血壓測量紀錄和心率

資料（以表格或圖表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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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dioArm 專為測量血壓而設計。血壓是因心臟律動使血

液流過動脈時所產生的壓力。測量血壓時通常需要測量兩

個值，即收縮壓（高壓）和舒張壓（低壓）。

QardioArm 也可用於測量脈搏率。脈搏率是心臟在一分鐘

內的跳動次數。

永久性高血壓或復發性高血壓有害健康，必須接受治療。

經常與醫生討論測量數值，如果發現任何異狀或感覺不

適，請儘速告知醫生。請勿相信單一血壓測定值。

高血壓有幾個潛在原因。醫生會詳細解釋，並在需要時給

予治療。除了借助於藥物治療，減輕體重和運動將有助於

降低血壓。

藥物劑量應遵從醫生吩咐，不得隨意更改。

一天之內，血壓的波動範圍非常大，這取決於各種潛在因

素，例如當天體力和身體狀況。應經常在安靜的環境中，

以及身體放鬆的狀態下測量血壓。最好是每次取兩個測定

值（早晚各一次）或遵從醫生吩咐。

因所處情景完全不同，所以在醫院、藥局以及自己在家所

測血壓值之間有所偏差是非常正常的。

建議您測量之間相隔至少為 30 秒。

若您在懷孕期間，使用前請咨詢醫療保健人員。懷孕期間

血壓變化幅度較大，請在此期間定期測量血壓。  

有關血壓和自我測量的重要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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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懷孕期間發現血壓異常高，應至少在四個小時後

再次測量。如果血壓測定值仍過高，應諮詢醫生或產科

醫生。

身體活動（包括飲食、喝水、吸煙）、興奮、壓力以及

其他許多因素皆會影響血壓測量結果。

如何評估您的血壓測定值

世界衛生組織（WHO）訂立以下評估高血壓（不區分年

齡與性別）的指引內容。還需要特別注意及考慮各種因

素（例如，糖尿病、肥胖症、吸煙等）。諮詢醫生，取

得對您健康狀況的準確評估和診斷。

血壓分類表 收縮壓

mmHg
舒張壓 
mmHg

顏色

指標

適當 < 120 < 80 綠色

正常 120 - 129 80 - 84 綠色

偏高 130 - 139 85 - 89 黃色

第一期高血壓 140 - 159  90 - 99 黃色

第二期高血壓 160 - 179  100 - 109 紅色

第三期高血壓 > 180 > 100 紅色

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高血壓學會的血壓等級定義和分類 
資料來源：Chalmers J 等人。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高血壓學會準則委員
會。1999 世界衛生組織 – 關於治療高血壓的國際高血壓學會準
則。J Hypertens 1999, 17：151-185

該表格內容不能作為任何診斷或急診評估的基礎；僅

說明了不同血壓測定值的分類。根據您的血壓測量結

果向醫生諮詢分析和診斷。



14

更換電池

當電池只剩下大約 25% 的電量時，電池符

號就會出現在 Qardio 應用程式的測量血壓

螢幕上。雖然 QardioArm 仍可繼續準確測

量血壓，但應準備好替換電池。

如果 Qardio 應用程式上出現空電池符號，

這表示 QardioArm 電池電量已耗盡，需更

換電池。此時不能進行任何測量，必須先

更換電池。

應同時全部更換四顆 AAA 鹼性電池。 

使用四顆全新壽命較長的 1.5V AAA 鹼性電

池。請勿使用過期電池和充電電池。

電池更換方法：

1. 按臂帶下方的按鈕（如圖所示），開啟電

池蓋。

2. 用四顆全新的 AAA 鹼性電池替換原來的

電池，確保極性正確一致：+（正）

和–（負）極應與 AAA 鹼性電池盒上的

極性符合。

3. 用力按下電池盒蓋至原位。

4. 您將看到電池盒蓋上的綠燈閃爍。

按此按鈕打開電
池盒蓋



藍牙 QardioARM

忘記此裝置設置

設定藍牙

藍牙

QardioArm 未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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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 iOS 配對

重置配對時，展開捲在 QardioArm 上的臂帶以開啟裝置，

然後使用迴紋針按下電池盒蓋上針孔中的按鈕。此時您可

以看見綠燈閃爍。

使用迴紋針按下 

「重設」按鈕

需要時，在手機或平板電腦的「設定」功能中選擇 
QardioArm 和「忘記此裝置設置」。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忘記裝置

取消

藍牙 QardioARM

忘記此裝置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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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 ANDROID 配對

重置配對時，展開捲在 QardioArm 上的臂帶以開啟裝置，

然後使用迴紋針按下電池盒蓋上針孔中的按鈕。此時您可

以看見綠燈閃爍。

使用迴紋針按下 

「重設」按鈕

需要時，在手機或平板電腦的「設定」功能中選擇 
QardioArm 和「忘記此裝置設置」。

第 1 步 第 2 步

Bluetooth

QardioArm

Paired devices

On

Availavle devices
No nearby Bluetooth devices were found.

Bluetooth

QardioArm

Paired devices

On

Availavle devices
No nearby Bluetooth devices were found.

Paired devices

QardioArm

Name

FORGET OK

藍牙 蓝牙

名稱

配對裝置

可用的裝置

附近找不到可使用的藍牙裝置。

已配對的裝置

確定忘記

開啟 开



17

準確性測試與維護

QardioArm 由敏感零件構成，使用時必須謹慎。注意「技

術規格」部分所述的收納和使用條件。

如果您未能在疑難挑解說明找到您需要的答案，請透過 
support.getqardio.com 網站連絡 Qardio 客戶服務。

我們建議每兩年或在設備受到撞擊（例如，掉落）後進行

一次準確性測試。請透過 support.getqardio.com 網站聯絡 
Qardio 客戶服務，以安排測試。

  禁忌

不建議嚴重心律不整者使用此血壓計。

  注意事項

自我診斷測量結果與進行自我治療可能有潛在風險。請諮

詢醫生。

由於臂帶膨脹可能會引起內出血，因此有血液流通問題或

血液異常的使用者應在使用此血壓計前向諮詢醫生。

常見心律不整、心室早期收縮、心房顫動、動脈硬化、血

液灌流不良、糖尿病、年老、懷孕、子間前症或腎臟疾病

等複雜因素可能會影響自動血壓計的性能和/或血壓讀數。

如果您心律不整，應與醫生一起評估使用該血壓計測量的

結果。

本血壓計的使用目的僅限本使用說明書所介紹之內容。製

造廠商不對因使用不當而造成的損壞或傷害負責。請按照

本使用說明書的操作程序準確安全地測量您的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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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QardioArm 中含有磁鐵，請在使用前查閱您的植入式

心律調節器、電擊器或其他裝置。一般情況下， 

QardioArm 與植入性裝置之間至少保持 15 釐米的距離，或

遵從植入性裝置製造廠商的規定，保持更遠距離。 

使用、安全及防範、清潔須知

• 除測量血壓外，QardioArm 血壓計不得用於其他用途。

• 請勿在飲食、吸煙、喝酒、沐浴或運動後立刻測量血

壓。 

• 請勿在操作機械車輛或在車輛行駛（例如，乘坐飛

機）中使用 QardioArm 血壓計。

• 請勿將 QardioArm 血壓計放置在兒童或非血壓計使用

者能夠觸及的地方。

• 臂帶如未束在手臂上，請勿使臂帶充氣。

• 請勿由內向外捲起臂帶。

• 請勿使 QardioArm 血壓計受到強烈撞擊和震動，否則

可能會造成裝置損壞。

• 請勿將 QardioArm 血壓計掉落在地。

• 請勿將臂帶和/或 QardioArm 血壓計置於超出存放或操

作溫度範圍之外的地方。

• 請勿將臂帶和/或 QardioArm 血壓計置於日光直射的 

地方。

• 請勿將臂帶和/或 QardioArm 血壓計置於水中、液體或

潮濕的地方。

• 請勿將臂帶和/或 QardioArm 血壓計置於易生灰塵或微

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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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勿拆開 QardioArm 血壓計。

• 請勿使用含有酒精或溶劑清洗該血壓計。僅使用柔軟的

乾布清潔血壓計。使用帶有肥皂的濕抹布小心清洗臂

帶。請勿將 QardioArm 的任何部件浸泡在水中。

AAA 鹼性電池的使用壽命與更換

• 如果 AAA 鹼性電池液滴在皮膚或衣服上，應使用大量

清水徹底沖洗乾淨。

• QardioArm 血壓計只能使用 AAA 鹼性電池。請勿使 

用其他任何類型的 AAA 電池，也不要使用任何充 

電電池。

• 更換電池時，新的 AAA 鹼性電池的極性應與 
QardioArm 血壓計所標示的極性一致。

• 電池電量耗盡時，應立即更換 AAA 鹼性電池。

• 同時更換四顆全新的 AAA 鹼性電池：請勿同時使用新

和舊的 AAA 鹼性電池。

• 如果長期不使用 QardioArm 血壓計，應取出電池。

• 將血壓計及其零件存放在清潔、乾燥、安全的地方。

心律不整訊息

如果在測量過程中偵測到心律不整，將會顯示一條訊息。

一小時後再次進行測量。如果在一天或一個星期內偵測出

幾次心律不整，我們建議您就此情況諮詢醫生。

在此種情況下，仍可繼續使用無線血壓計，但結果可能會

不太準確。在兩種情況下，將發出心律不整的訊號：

1.  脈搏週期的變異係數（CV）>25%。

2.  相鄰脈搏週期的差異 ≥0.14 秒，此脈搏次數在總脈搏

次數中的比例大於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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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客服

可在 support.getqardio.com。找到 Qardio 客戶服務聯絡資

訊。

保證書
該款血壓計有三年的有條件保固期限，自購買日起生效。
臂帶的功能保固期（氣囊密封度）為兩年或一千（1000）
次測量（以時間較長者為準），但是電池和其它零件不在
此擔保之內。

保固條件在能出示確認購買日期的購買收據時方可生效。
打開或更換產品裝置將使該保固條件失效。

保固範圍不包括因操作不當、電池電量耗盡、意外或未遵
循操作說明而造成的損壞和常見零件。

如果在保固期內出現問題，Qardio 將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
提供（1）使用新零件或與新零件性能及可靠性同等的零件
進行免費維修；（2）以同一個功能等同該產品的新產品

或性能及可靠性與新產品一樣的產品替換該產品，或 
（3）全額退款。該保固不包括因濫用、意外、改造或其
他非材料和製品問題的原因而引起的損壞。

除了您具有的消費者法律權利外，本保證書中未提及的所
有保固、條件與其他條款均不在此有條件式保固之列。有
些國家不允許對該保固、條件和/或默示條款的時間進行限
制，因此上述限制也可能並不適用於您。

Qardio 將不對（a）因我們違反該有條件式保固條例而導致
的任何損失；（b）您的任何業務損失、利潤損失、資料
遺失或錯失機會承擔任何責任。除根據法律不得加以限制
或不保事項的責任，該保固條款不適用於其他責任。上述
限制或不保事項可能不適用於您，這主要取決於您的居住
地。如需使用保固服務，請登入 www.getqardio.com 與 
Qardio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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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訊息和疑難排解

可能的解決方案：

1）捲起 QardioArm 臂帶以關閉裝置後

再重新開啟。 
2）確保您的手機或平板電腦上的藍牙

已啟用，以及 QardioArm 位於手機或平

板電腦附近。 
3）更換 QardioArm 的電池。 
4）重置配對。

無法測量血壓。

「開始」按鈕為灰色，而不是綠色。

在測量過程中，裝置自動檢測到錯誤

訊號，或臂帶上的脈搏訊號太弱。

QardioArm 無法連接到您的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電腦。

重新穿戴臂帶，再次測量，手臂不要

晃動，也不要說話。檢查臂帶上的標

記和 Qardio 應用程式上的說明影片，

確認 QardioArm 的擺放位置是否正

確。如果問題仍存在，請聯絡客服。

解決方法原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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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檢查臂帶是否束在正確位置以及是

否緊貼在手臂上。 
2）必要時更換電池。重複測量。 

如果問題仍存在，請聯絡客服。

結果異常。

臂帶上無壓力。

測量訊號錯誤，無法顯示結果。原因

可能是測量之前，臂帶充氣不足、噪

音干擾、使用者說話、身體晃動、未

正確束緊臂帶、臂帶損壞、打氣筒或

閥門故障、壓力溢流或使用者的其他

特性。

臂帶壓力不足。可能出現漏氣。

1）閱讀說明書以進行可靠測量。重新

穿戴臂帶，再次測量，手臂不要晃

動，也不要說話。如果問題仍存在，

請連絡客服。 
2）如果使用者身體狀況特殊，請與醫

生連絡。

解決方法原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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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時後再次進行測量。如果在一天或

一個星期內監測出幾次心律不整，我們

建議您就此情況向醫生諮詢。

如果在測量過程中偵測到心律不整，將

會顯示一條訊息。在此種情況下，仍可

繼續使用無線血壓計，但結果可能會不

太準確。請諮詢醫生，獲取正確評估。

雖然已安裝電池，但「開始」按鈕

仍為灰色。

心律不整

電池安裝不正確。電量不足。

在測量過程中監測到脈律不整，

且測量血壓結果可能不太準確。

1）關閉裝置，等候五秒。展開捲在 
QardioArm 上的臂帶，然後重試。 
2）必要時檢查 AAA 鹼性電池的極

性，如不對，請修正。

3）更換 AAA 鹼性電池。 

解決方法原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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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測量環境中，在家裡的測量結

果與診所的結果有所差異。差異由不

同的環境所致。

血壓會隨人體生理或心理狀況變化而

變動。

1）每次測量前，先放鬆幾分鐘。盡量

每次在同一時間和地點測量血壓。將

自己的血壓測定值告訴醫生。

2）如果問題仍存在，請登入 
support.getqardio.com 聯絡客戶服務。

按照說明更換電池。如果問題仍存

在，請登入 support.getqardio.com 聯絡

客戶服務。

臂帶大小不適合。

電池電量耗盡。 

每次測量結果差異較大。

臂帶周長為 22 釐米 - 37 釐米，而且

測量時須緊繞上臂中心。

電量不足。

請登入 support.getqardio.com 聯絡客

戶服務。

解決方法原因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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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臂帶尺寸

尺寸

測量

測量範圍

技術測量精確度

測量解析度

電源

使用條件 

收納條件 

適用裝置

QardioArm 技術規格

310g 包括電池

周長 22 公分 – 37 公分

關閉時：140 x 68 x 38 公分

電子式示波法，採用自動充氣和可控洩壓閥

血壓：40~250 毫米汞柱脈搏：40~200 次/分鐘

血壓讀數誤差：±3毫米汞柱 或 ±2%脈搏讀數誤差：±5%

血壓：1毫米汞柱脈搏：1 次/分鐘

4 顆 1.5V AAA 鹼性電池；產品已附電池

溫度：50~104F（10~40C）；最高相對濕度：15~90%；大氣壓：86kpa~106kpa；最高海

拔：2000公尺

溫度：-25~70C；最高相對濕度：10~95%；大氣壓：86kpa~106kpa； 

最高高度：2000公尺

需要一台配備藍牙 4.0 和 iOS 7.0（或以上）或 Android 4.4「KitKat」（或以上）的智慧型手機或

平板電腦。相容性裝置的詳細清單可在 getqardio.com/devices 瀏覽。  
免費的 Qardio 應用程式（可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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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可能會有所更改，恕不提前通知，且製造廠商不對此承擔任何責任。某

些特性可能需要單獨購買服務。

棄置處理

徹底執行歐洲規範 2002/95/EC、2002/96/EC 和 2003/108/
EC，以減少在電氣和電子裝置中使用危險物質和棄置。裝置或

包裝上的符號表示產品使用年限到期後，不得與家庭垃圾一起棄

置這些產品。

產品使用年限到期後，使用者必須將其送到收購電氣和電子垃圾的

資源回收中心，或在購買新裝置時將其還給零售商處理。單獨處理這些產品

可避免因處理不當對環境和健康造成可能的負面影響。這樣還能回收產品的

製作材料，從而節省重要能源和資源，避免對環境和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如

果使用者未謹慎處理棄置產品，將根據當前標準施行行政管理。如適用，根

據國家或地區規範棄置裝置及其零件。

認證

該裝置符合下列規範性文件：

關於醫療裝置的 1993 年 6 月 14 日理事會指令 93/42/EEC（依據指令 
2007/47/EC 進行修訂）

EN ISO 13485：2003/AC：2009：醫療裝置 – 品質管理 
系統 – 管理要求（ISO 13485：2003）參考標準（續）

EN ISO14971：2012：醫療裝置 – 醫療裝置風險管理（ISO 14971：2007，修

訂版 2007-10-01）

IEC60601-1：2005 + CORR。1（2006）+ CORR。2（2007）；EN 60601-1
：2006+AC（2010）：醫療電氣設備 – 第 1 部分：基本安全與主要性能的

一般要求

EN1060-3：1997+A1：2005+A2：2009：非侵入式血壓計，第 3 部分：機電

血壓測量系統的補充要求

EN1060-4：2004：非侵入式血壓計。確定自動非侵入式血壓計整個系統準

確性的測試程序

IEC/EN 60601-1-11：基本安全與主要性能的一般要求 –輔助標準：在家用醫

療環境中使用醫療電氣設備和系統的要求

IEC 80601-2-30：2009（第一版）與 IEC 60601-1：2005 結合使用

EN 80601-2-30：2010/ANSI/AAMI 80601-2-30：2009：自動非侵入式血壓

計基本安全和主要性能的特殊要求

EN300328 V1.7.1：2006：使用 2,4 GHz ISM頻段無線技術和寬頻調製技術的

電磁相容性與無線電頻譜標準（ERM）；寬頻傳輸系統；資料傳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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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R&TTE指令第 3.2 條基本要求的歐洲協調標準

EN301489-1-3 V1.9.2：2011 電磁相容性與無線電頻譜標準（ERM）；無

線電設備與服務的電磁相容性（EMC）標準；第1部分：通用技術要求

EN301489-1-17 V2.2.1：2012 電磁相容性與無線電頻譜標準（ERM）；無

線電設備與服務的電磁相容性（EMC）標準；第 1 部分：通用技術要求

EN60601-1-2：2007/AC 2010：醫療電氣設備：第 1-2 部分：基本安全

和主要性能的一般要求 –電磁相容性輔助標準

EN 55011 第 1 組，B 類：2009+A1：2010：工業、科學和醫療設備射頻

干擾特性 – 測量限值和方法

FCC B部分 15B：2013 電磁相容性 

FCC規則部分：15.247 Cat：DSS（藍牙）FCC 規則部分：15.247 
Cat：DTS（BT4.0）

EN ISO 10993-1：2009 醫療裝置的生物學評估 第 1 部分：風險管理過程

中的評估和測試（ISO 10993-1：2009）

ANSI/AAMI SP10：2002/A1 2003（R）2008：手動、電子或自動型血 

壓計

ANSI/AAMI/ISO 81060-2：2009 非侵入式血壓計 第 2 部分：自動測量類

型的臨床驗證

FCC STATEMENT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Statement 15.21

You are cautioned that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15.105(b)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uses and can radiate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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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Industry Canada 
license-exempt RSS standard(s).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of the device.

B. This device and its antenna(s) must not be co-located or operating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antenna or transmitter

C.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to this unit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 authority to operate this equipment

IMPORTANT NOTE (for portable device configuration):

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ssion (FCC) Radation Exposure Statement.This EUT 
is in compliance with SAR for general population/uncontrolled exposure limits in 
ANSI/IEEE C95.1-1999 and has been t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procedures specified in OET Bulletin 65 Supplement C.

Le présen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ux CNR d’Industrie Canada applicables aux 
appareils radio exempts de license.L’explotation est autorisée aux deux conditions 
suivantes:

1) il ne doit pas produire de brouillage et

2) L’utilizateur du dispositif doit étre prêt à recepter tout brouillage radioélectrique 
reçu, même si se brouillage est susceptible de compromettre le fonctionnement 
du dispositif.

ICES-003.This Class B digital apparatus complies with Canadian ICES-003.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B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FCC RF Radiation Exposure Statement:

This equipment complies with FCC radiation exposure limits set forth for an 
uncontrolled environment.End users must follow the specific operating instructions for 
satisfying RF exposure compliance.This transmitter must not be co-located or 
operating in conjunction with any other antenna or transmitter.

IC Radiation Exposure Statement / IC Déclaration sur la radioexposition.

This EUT is in compliance with SAR for general population-uncontrolled exposure 
limits in IC RSS-102 and has been t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procedures specified in IEEE 1528.This equipment should be installed 
and operated with minimum distance of 1.5cm between the ratiator and your body.

Cet appareil est conforme avec SAR pour la population générale/limites d’exposition 
abusive IC RSS-102 et a été testé en conformité avec les méthodes et procédures 
spécifiées dans la norme IEEE 1528 mesure.Cet équipement doit être installé et utilisé 
à une distance minimale de 1,5cm entre le radiateur et votre corps.La séparation de 
test SAR de la distance de 10mm pour hotspot.

Under Industry Canada regulations, this radio transmitter may only operate using an 
antenna of a type and maximum (or lesser) gain approved for the transmitter by 
Industry Canada.To reduce potential radio interference to other users, the antenna 
type and its gain should be so chosen that the equivalent isotropically radiated power 
(e.i.r.p.) is not more than that necessary for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En vertu de la 
réglementation de l’Industrie du Canada, cet émetteur de radio ne peuvent 
fonctionner en utilisant une antenne d’un type et maximum (ou moins) gain approuvé 
pour l’émetteur par Industrie du Canada.Pour réduire le risque de brouillage aux autres 
utilisateurs, le type d’antenne et son gain doivent être choisis de sorte qu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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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issance isotrope rayonnée équivalente (p.i.r.e.) ne dépasse pas ce qui est nécessaire 
pour la réussite de comunication.

RF聲明

醫療電氣設備在電磁相容性（EMC）方面需要特別的預防措施，並且應按照

下文所述EMC資訊安裝和使用。

標有以下符號的設備附近可能會出現干擾 ；

方便攜帶式和行動 RF 通訊設備（例如手機）可能會影響醫療電氣設備。如

未使用規定的附件和電纜可能會增加輻射或降低抗干擾性。

該裝置採用 RF 能量僅供內部功能使用。因此，RF 輻射非常小，幾乎不會對

周圍的電子設備產生任何干擾。

該裝置適用於所有設施，包括家用設施以及直接與公共低壓供電電網連接，

為住宅樓供電的設施。

使用方便攜帶式和行動 RF 通訊設備時，其與任何設備零件（包括纜線）的

距離應小於建議的距離，該距離可通過適用於傳送器頻率的等式進行計算。

該裝置主要用於輻射 RF 干擾受控的電磁環境中。任何其他附件、變換器、

纜線可能會增加輻射或降低抗干擾和 EMC 性能。

使用該裝置時，其不能靠近或與其他設備堆疊，如果必須靠近或堆疊，則應

實時觀察，以確保該裝置的配置能正常運行。

醫療電氣設備在電磁相容性（EMC）方面需要特別的預防措施，而且應按照

下文所述 EMC 資訊安裝和使用。方便攜帶式和行動 RF 通訊設備（例如手

機）可能會影響醫療電氣設備。如未使用規定的附件和纜線可能會增加組建

的輻射或降低抗干擾性。



30

指引與製造廠商聲明 – 電磁輻射

QardioArm 血壓計系統可適用於以下電磁環境。QardioArm 血壓計系統的客戶或使用者應確保在此類環境中使用此設備。

輻射測試 遵循 電磁環境 – 指引

CE 輻射 CISPR11 第 1 組 該 QardioArm 無線血壓計採用 RF 能量僅供內部功能使用。

因此，RF 輻射非常小，幾乎不會對周圍的電子設備產生任何干擾。

RE 輻射 CISPR11 B 類

諧波發射

IEC 61000-3-2
不適用

該 QardioArm 無線血壓計適用於所有設施，包括家用設施以及直接與公共低壓供電電網連接，為住宅

樓供電的設施。
電壓波動/

閃變輻射

IEC 61000-3-3

不適用 



31

由美國加州 Qardio 公司設計和製造。

適用於美國和全球

www.getqardio.com

Kahl Handelsvertretung
地址：Isarstr.33 40699 Erkrath, Germany
Qardio 歐洲有限公司
14-16 Dowgate Hill, London, EC4R 2SU
United Kingdom

BF 型應用部分（臂帶）

WEEE

2016

美國進口商 

亞弘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台南市
廠商：亞電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塘廈鎮平山 188 工業區
郵遞區號：518055

使用前請先閱讀此說明書。

0434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FCC ID：2ABF2-888ARM-1
IC：11885A-888ARM01

Qardio, Inc. 340 S Lemon Ave #1104F,
Walnut, California 91789,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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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加州 Qardio 公司設計和製造。

適用於加拿大

www.getqardio.com

BF 型應用部分（臂帶）

WEEE

2016

美國進口商 

亞弘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台南市安定區沙崙 35 號
廠商：亞電電子（東莞）有限公司

使用前請先閱讀此說明書。

0434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FCC ID：2ABF2-888ARM-1
IC：11885A-888ARM01

Qardio, Inc. 340 S Lemon Ave #1104F,
Walnut, California 91789,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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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 –非維持生命治療且僅適用於屏蔽場景中的設備和系統的電磁輻射和抗干擾性

QardioArm 無線血壓計系統電磁抗干擾性聲明

QardioArm 血壓計系統可適用於以下電磁環境。QardioArm 血壓計系統的客戶或使用者應確保在此類環境中使用此設備。

抗干擾測試 IEC 60601 測試水平 遵循水平 電磁環境 – 指引

執行 RFIEC 61000-4-6
3 Vrms
150 kHz 至 80 MHz 不適用

使用方便攜帶式和行動 RF 通訊設備時，其與設備或系統

零件（包括纜線）的距離應小於建議的距離，該距離可通

過適用於傳送器頻率的等式進行計算。標有以下符號的設

備附近可能會出現干擾  

RF 輻射

IEC 61000-4-3
3 V/m
80 MHz 至 2.5 GHz 3 V/m



聲明 – 電磁抗干擾性

QardioArm 血壓計系統可適用於以下電磁環境。QardioArm 血壓計系統的客戶或使用者應確保在此類環境中使用此設備。

抗干擾測試 IEC 60601 測試水平 遵循水平 電磁環境 – 指引

靜電放電

（ESD）IEC 61000-4-2
6 kV 接觸式

8 kV 非接觸式

6 kV 接觸式

8 kV 非接觸式

地板應為木質、混凝土或瓷磚。如果地板為合成材

料，相對濕度至少應為 30%。

電快速瞬變脈沖群

IEC
61000-4-4

供電線路：2 kV
輸入/輸出線路：1 kV

不適用
電源電力應為一般商用或醫院環境的電力。

電湧

IEC 61000-4-5
1 kV 差模

2 kV 共模

不適用
電源電力應為一般商用或醫院環境的電力。

電源輸入線路中的電壓驟

降、短時間斷和電壓差異 
IEC 61000-4-11

0.5 周為-5%（UT 中驟降 95%）

5 周為-40%（UT 中驟降 60%）

25 周為-70%（UT 中驟降 30%）

5 秒為-5%（UT 中驟降 95%）

不適用

電源電力應為一般商用或醫院環境的電力。如果設

備或系統使用者要求在電源電力中斷時繼續使用，

建議採用不間斷電源或電池供電。

電源頻率 （50/60 Hz） 
磁場 IEC 61000-4-8 3 A/m 3 A/m 電源頻率磁場應具有一般商用或醫療環境中典型位

置的級別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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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dio、QardioArm、QardioBase、QardioCore、Qardi
oMD 及其符號均為美國和/或其他國家 Qardio 公司的

註冊商標或商標。

iPhone、iPad、iPod 是蘋果公司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

註冊商標。Android 和 Google Play 是 Google 公司的商

標。 

Bluetooth® 字標和符號是 Bluetooth SIG 公司的註冊

商標，Qardio 獲有使用此類任何商標的許可。  
其他商標和商標名均歸其各自持有者所有。

Qardio 僅可結合專業醫療建議，用作診斷或治療目

的，但不能取代診斷或治療。

轉讓和待審批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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