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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DIOARM：智能血压监测仪 
 
QardioArm 是一种经过临床验证的便携式血压监测仪，也是测量和跟踪心脏收

缩、舒张压以及心率的明智选择。该设备是与外科医师合作开发的，且临床

试验已经证明了其测量精度。

Qardio 为在日常生活中轻松追踪心脏健康提供了一种更好的方式。我们的设

备功能强大且智能，具有美观的设计和出色的用户体验，因此您可以随时随

地使用。

因其易用性和精度，QardioArm 是您在家中、办公室或任何方便的地方监测血

压的理想之选。

请仔细阅读这些说明，以便您了解所有功能和安全信息。希望您对 QardioArm 
感到满意。如有任何疑问、问题或建议，请通过 support.getqardio.com 联系 
Qardio 客服，或访问网站 www.getqardio.com 了解更多信息。



5

预期用途

QardioArm 是一款全自动非侵入式无线血压监测仪。 

QardioArm 是一个用于测量成年人收缩压、舒张压和

脉搏率的血压测量系统。QardioArm 使用一条缠绕在

上臂的可充气袖带进行测量。该设备并非一种诊断设

备。若显示高血压值，请联系医生。袖带周长范围为 
22-37 厘米。

重要安全信息

请在使用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前仔细阅读使用说明

书。如有怀孕、心律失常或动脉硬化的情况，请在使

用前咨询医生。

包装内容

•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

• 四节 AAA 碱性电池，已预

先安装在 QardioArm 中

• 使用说明书

• 快速指南

要求

QardioArm 需要一台符合以下

要求的设备：

• 蓝牙 4.0

• iOS 7.0 或更高版本 

• 安卓 4.4“KitKat”（或更高

版本） 

可配合以下设备使用：

• iPhone、iPod、iPad 及 Apple 
Watch

• 安卓手机和平板电脑

若要使用 QardioArm 血压监测

仪，则必须从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载免费的 
Qardio 应用，或访问  
www.getqardio.com



6

1. 下载免费的 Qardio 应用：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访问 
www.getqardio.com，并在出现提示时下载该应用。此

外，也可以访问 iTunes 应用商店或 Google Play。

2. 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打开 Qardio 应用。若出现提示，则

应启用设备上的蓝牙功能。您可以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

脑的“设置”菜单中启用蓝牙。

3. 创建新账户，或使用现有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按照屏

幕上的说明进行注册并设置个人账户。

4. 将 QardioArm 穿戴在上臂。

5. 当 Qardio 应用打开时，轻触设备以便让 QardioArm 与手

机或平板电脑配对。出现提示时，请接受配对请求。

6. 在 Qardio 应用中，按下绿色的“开始”按钮来启动

血压测量。血压值可能会受袖带位置和个人生理状

态的影响。因此，正确穿戴袖带非常重要。请非常

仔细地阅读使用说明书上“袖带正确使用的详细说

明”和“正确并精准测量血压的方法”部分。

首次使用 QardioArm

如何打开/关闭 QARDIOARM

QardioArm 的袖带内有一块小磁铁。解开袖带时，设备

会自动打开，当将袖带重新卷起时，设备会关闭。在

袖带解绑的状态下，QardioArm 会在几分钟后自动关

闭，以保存电量。若要检查设备是否已打开，请在解

开袖带时查看设备侧面短暂闪烁的绿色指示灯。保管

时，应始终将袖带缠绕在 QardioArm 上。

任何时候都可以在 Qardio 应用中按下“取消”按钮来

停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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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想情况下，应脱下紧贴上臂的衣服。若选择卷起袖

管，请确保它不会压迫上臂的血流。

2. 解开 QardioArm 袖带，然后拉动标签来松开袖带套环 

（如图 1 所示）。 

3. 将手臂穿入袖带套环内（如图 2 所示）。

4. 拉住袖带使其紧贴着手臂。应收紧袖带， 

但不可过紧，保持手臂和袖带之间可以插入一根手指 

（如图 3 所示）。

5. 确保将袖带绑在手肘上方约 2 厘米处，并将 QardioArm 置
于手臂内侧的动脉上。设备上的 Qardio 徽标应位于底

部，朝向手部方向。

6. 支撑住手臂、使其放松，并确保 QardioArm 与心脏保持

相同高度。在测量时手臂应保持适当弯曲。

袖带正确使用的详细说明 

1. 解开袖带并拉动标签 2. 手臂穿过袖带套环内

3. 合上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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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着测量：

1. 就坐时保持双脚平放于地面，不要交叉双腿。

2. 将手放在面前平坦的表面上（如桌子或台子上），

掌心朝上。

3. 袖带中心应与心脏保持相同高度。

躺着测量：

1. 身体平躺。

2. 将手臂伸直放在体侧，掌心朝上。

3. 袖带应与心脏保持相同高度。

测量血压时的正确姿势 
注意：血压值可能会受袖带位置和个人生理状态的影响。 

  



达到正确压力时，袖带会停止充气，并逐渐降低气压。

若未达到要求的压力，设备会自动向袖带内进行额外充

气。

5. 测量结果包括收缩压、舒张压和脉搏率，都将显示在 
Qardio 应用中。

6. 完成测量后，取下袖带并将其卷在 QardioArm 上即可

关闭设备。  
 
若保持袖带解开，QardioArm  
会在几分钟后自动关闭。 

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开 

设备就必须将袖带卷在 
QardioArm 上，然后再 

重新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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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iOS 或安卓设备上打开 Qardio 应用。

2. 从 QardioArm 上解开袖带来打开设备，然后拉动标

签来松开袖带套环。

3. 将 QardioArm 的袖带绑在上臂上。可在任何时候查

看说明，以了解正确的袖带绑法。 

4. 按下 Qardio 应用中的绿色“开始”按钮来开始 

测量。

 袖带会自动充气。可在任

何时候查看说明，以了解

正确的袖带绑法。正常呼

吸、不要说话。

血压测量详细说明

使用 QardioArm 测量血压非常简便，只需以下几个简单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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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在饮食、吸烟或任何活动之后立即进行测量。

✓ 坐下休息几分钟，然后再测量。 

✓ 始终测量同一条手臂（通常为左臂，或按照医生要求 

进行）。

✓ 理想情况下，应脱下紧贴上臂的衣服。若选择卷起袖

管，请确保它不会压迫上臂的血流。切勿将袖带绑在厚

衣服上。

✓ 您应收紧袖带，但不可过紧，保持手臂和袖带之间可以

插入一根手指。

✓ 确保袖带绑在手肘上方约 2 厘米处，并将 QardioArm 置
于手臂内侧的动脉上。

✓ 设备上的 Qardio 徽标应位于底部，朝向手部方向。

✓ 支撑住手臂、使其放松，并确保 QardioArm 与心脏保持

相同高度。在测量时手臂应保持适当弯曲。

✓ 任何时候都可以在 Qardio 应用中按下“取消”按钮来

停止测量血压。

符号指示器

血压测量显示屏会显示血压值的范围。根据测量到的血压

值，条纹的颜色分为绿色（数值最佳）、黄色（数值高）

或红色（数值危险）。正如“如何评估您的血压”中所

述，该分类方法对应的四种范围是根据国际准则（欧洲高

血压学会、美国心脏协会和日本高血压学会）而定义的。

正确精准地测量血压的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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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多重测量功能”

血压会持续波动，因此相比于单次测量，多次测量所得出的结果更为可

靠和准确。

“多重测量功能”也有助于发现心律不齐，要激活该功能，请按下 Q 
菜单按钮（屏幕左上角），然后按下“设置”按钮。

在“设置”界面中，可以选择测量次数和每次测量的间隔时间（默认为 
30 秒）。

如果启用了“多重测量功能”，则单次测量的结果将不会显示。所有测

量完成之后才会显示您的血压。倒计时将显示下次测量前的剩余间隔时

间。请勿在两次测量的间隔过程中解开袖带。

可视化血压历史数据

在“血压”页面按下“历史”按钮可查看您的历史血压和心率数据表格

或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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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dioArm 可以测量您的血压。血压是通过心脏搏动使动

脉中的血液流动而产生的压力。每次测量两个数值，即收

缩压（较高值）数值和舒张压（较低值）数值。

QardioArm 还可以测量您的脉搏率。脉搏率是指每分钟心

脏跳动的次数。

高血压，特别是持续或周期性高血压可能会损害您的健

康，必须接受医生治疗。

始终与您的医生讨论测量读数，如有任何异常情况或感觉

身体不适，请立即告知医生。不可单凭一次血压读数来做

判断。

引起高血压的原因有好几种。医生会更为详细地解释这些

原因，并为您酌情提供治疗。除了药物之外，减肥和运动

对降低血压也会有所帮助。

请勿更改任何医生所开药物的服用剂量。

受到体力活动、身体状况等各种潜在因素的影响，血压在

一天内可能会出现较大的波动。您通常应在安静、能让自

己放松的环境下测量血压。理想情况下，您每天应在上午

和晚上各测一次血压，且每次要读取两次读数或遵医嘱。

您在医生、药店或在家中测出的血压读数可能存在偏差，

这很正常，因为测量时的情况完全不同。

建议两次测量之间至少间隔 30 秒。

若您已经怀孕，请在使用前咨询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您

应在整个怀孕期内定期监控血压，因为在此期间血压可能

会大幅波动。  

有关血压和自我监测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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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在怀孕期间发现血压读数异常偏高，则应间隔至 

少四小时，然后再次测量。若读数仍然过高，请咨询 

医生。

饮食、饮水、吸烟等物理活动以及兴奋、压力和许多其

他因素都可能会影响血压测量结果。

如何评估您的血压

世界卫生组织 （WHO）为评估高血压编写了下述指南

（不论年龄或性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糖尿病、肥

胖、吸烟等多种因素也需要加以考虑。要精确评估和诊

断您的健康状况，请咨询医生。

血压分类图表 收缩压

毫米汞柱

舒张压 

毫米汞柱

颜色指标

理想 ＜ 120 ＜ 80 绿色

正常 120 - 129 80 - 84 绿色

正常高值 130 - 139 85 - 89 黄色

1 级高血压 140 - 159 90 - 99 黄色

2 级高血压 160 - 179 100 - 109 紅色

3 级高血压 ＞ 180 ＞ 100 红色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高血压学会 (WHO/ISH) 定义和分类的血压水平 
资料来源：Chalmers J 等；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高血压学会准则委员
会；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 - 国际高血压学会高血压管理准则；J Hypertens, 
1999, 17:151-185

此图表并非为任何类型的诊断或紧急状况评估提供一

个基准，它仅仅是描述了血压的不同分类。请咨询医

生以根据个人血压测量结果进行解读和诊断。



14

更换电池

当电池电量约为 25% 时，Qardio 应用的血

压测量屏幕上会显示电池符号。虽然 
QardioArm 仍可继续可靠地测量，但请准

备好更换电池。

若 Qardio 应用中显示空电池符号，则说明 
QardioArm 的电池电量已经耗尽，需要更

换。此时您将无法再次进行测量，必须更

换电池。

您应同时更换所有四节 AAA 碱性电池。 

使用四节新的长效 1.5 伏 AAA 电池。请 

勿使用已过有效期的电池，以及可充电 

电池。

更换电池步骤：

1.  如图所示，按下袖带下方的按钮，打开电

池仓盖。

2.  将四节 AAA 碱性电池全部更换成新电

池，确保正确对齐电池正负极：+（正）

和 -（负）极应与 AAA 碱性电池仓上的

极性相对应。

3.  将电池仓盖推回原位，直至其卡入到位。

4.  透过电池仓盖，可看到绿色的指示灯 

亮起。

按下此按钮打开
仓盖



蓝牙 QardioARM

忽略该设备

设置 蓝牙

蓝牙

QardioArm 未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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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OS 上重置配对

要重置配对，从 QardioArm 上解开袖带来打开设备，然后

用回形针按下电池仓盖上的针孔按钮。此时会看到绿色指

示灯亮起。

使用回形针按下重

置按钮

如有必要，请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进入“设置”，选择 
QardioArm 并选择“忽略此设备”。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忽略设备

取消

蓝牙 QardioARM

忽略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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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卓上重置配对

要重置配对，从 QardioArm 上解开袖带来打开设备，然后

用回形针按下电池仓盖上的针孔按钮。此时会看到绿色指

示灯亮起。

使用回形针按下重

置按钮

如有必要，请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进入“设置”，选择 
QardioArm 并选择“忽略此设备”。

第一步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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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牙 蓝牙

名称

配对设备

可用设备

未在附近找到任何蓝牙设备

配对设备

确定忘记

开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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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测试和维护

QardioArm 内置了灵敏组件，需要小心操作。请查阅 

“技术规格”中所描述的储存和工作条件。

若根据故障排除说明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 Qardio 客
服：support.getqardio.com。

我们建议您每两年或在受到机械冲击（如掉落）后对 
QardioArm 进行精度测试。请联系 Qardio 客服： 

support.getqardio.com 来安排测试。

  禁忌

建议患有严重心律失常者请勿使用此血压监测仪。

  注意事项

根据测量结果进行自我诊断和自我治疗具有潜在危险。您

应始终咨询您的医生。

患有严重血液流动问题或血液病症的患者应在使用此血压

监测仪前咨询医生，因为充气袖带可能会导致内出血。

常见的心律失常、室性早搏、心房颤动、动脉硬化、血流

灌注不足、糖尿病、老龄、怀孕、子痫前期或肾脏疾病等

各种复杂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自动血压计的工作和/或其

血压读数。

若您患有心律不齐，那么用该设备测量出的结果应交由您

的医生进行评估。

该设备只得用于本使用说明书中所述的目的。若由于使用

不当而造成损害或伤害，制造商概不承担任何责任。请始

终按照本使用说明书中描述的操作步骤安全、准确地测量

您的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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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QardioArm 内含磁铁，请在使用前考虑您是否装有植

入式心脏起搏器、除颤器或其他设备。一般原则

是，QardioArm 与您的植入式设备之间应至少保持 15 厘米

或的距离。若植入式设备制造商指明需要保持更大距离，

请遵循其要求。 

一般使用、安全和预防措施、清洁

• 请勿将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用于血压测量以外的任

何其他目的。

• 请勿在饮食、吸烟、饮酒、洗澡或运动后立即测量血

压。 

• 请勿在操作机械车辆时或在移动载具中（如航空旅行

途中）使用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

• 请勿将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单独放在儿童或无法表

达同意使用意愿的人周围。

• 请勿在手臂袖带没有绑在手臂上时对其进行充气。

• 请勿由内向外绑袖带。

• 请勿让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受到强烈撞击和震动，

否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

• 请勿让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跌落。

• 请勿将袖带和/或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暴露在超出贮

存或操作温度范围的温度中。

• 请勿将袖带和/或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长时间直接暴

露在阳光下。

• 请勿将袖带和/或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暴露在水、液

体或潮湿的环境中。

• 请勿将袖带和/或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暴露在灰尘或

粉尘中。



19

• 请勿拆解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

• 请勿使用含有酒精的洗剂或溶剂来清洁。只能使用柔软

的干布来清洁设备。用湿布和肥皂仔细清洁袖带。任何

时候都不得将 QardioArm 的任何部分浸入水中。

AAA 碱性电池的使用和储备量

• 若 AAA 碱性电池的电解液沾到皮肤或衣服上，应立即

用大量清水彻底冲洗干净。

•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只能使用四节 AAA 碱性电池。

请勿使用任何其他类型的 AAA 电池，也不得使用任何

类型的充电电池。

• 更换电池时，请根据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上的极性指

示，对应装入四节新的 AAA 碱性电池。

• 电池耗尽时，请立即更换 AAA 碱性电池。

• 始终同时更换所有四节 AAA 碱性电池：请勿将新旧 
AAA 碱性电池混装。

• 若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长时间不使用，则应将电池取

出。

• 将设备和配件储存在清洁、干燥且安全的地方。

心律不齐消息

若在测量过程中检测到心律不齐，则会显示一条消息。请

在一小时之后再次进行测量。若一天或一周中多次检测到

心律不齐，我们建议您告知医生。

在这种情况下，无线血压监测仪可以保持工作，但测量结

果可能并不准确。下列两种情况会显示心律不齐的信号：

1.  脉搏周期的变化系数 (CV) ＞ 25%。

2.  两个相邻脉搏周期相差的时间 ≥ 0.14 秒，且此类脉搏

的数量超过总脉搏数的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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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联系方式

欲知 Qardio 客服联系方式，请访问 support.getqardio.com。

有限保修
该设备享有三年有限保修服务，自购买之日起开始计算。
袖带享有两年或一千次测量的功能性保修（紧固气囊），
以先到者为准，而电池及其他易损件不在有限保修范围
内。

只有在出示可确认购买日期的购买凭证后，有限保修方可
生效。拆解或改装设备将使有限保修失效。

保修不包括使用不当、电池放电、意外或不遵守操作说明
及配件正常磨损而造成的损坏。

若在保修期内出现缺陷，Qardio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权
选择：(1) 使用新配件或性能和可靠性相当的配件免费维修
产品；(2) 将产品更换为功能相当，且拥有全新或相当于全
新性能和可靠性的产品；或 (3) 按照原购买价退款。该保
修不包括滥用、意外、改装或其他非材料和工艺缺陷而造
成的损坏。

除了您享有的法定消费者权益外，任何没有在本保修文档
内记载的保修条款和条件都不包含在有限保修范围内。部
分国家不允许限制此类保修条件和/或隐含条款的有效时
间，因此上述限制可能对您并不适用。

任何情况下，Qardio 都不应对以下损失负责：(a) 并非由于
我方违反本有限保修而造成的任何损失；(b) 任何有关您业
务的损失、利润损失、数据丢失或机会丧失。除法律规定
不得限制或排除的事项外，本有限保修的条款不应适用于
任何其他法律责任。根据您居住地的不同，上述某些限制
或排除可能对您并不适用。欲获得保修服务，请联系 
Qardio：www.getqardi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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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和故障诊断

可能的解决方法：

1) 合上 QardioArm 袖带并重新解开。 
2) 请确保手机或平板电脑已启用蓝

牙，且 QardioArm 在您的手机或平板电

脑附近。 
3) 更换 QardioArm 的电池。 
4) 重置配对。

无法进行测量。

“开始”按钮显示为灰色而不是

绿色。

测量时，设备自动检测到错误信号，

或袖带上的脉搏信号过于微弱。

QardioArm 未连接到您的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

重绑袖带，手臂保持静止，不要说

话，然后再次测量。检查袖带上的标

记并观看 Qardio 应用中的教学视频，

确认 QardioArm 是否安放正确。若再

次出现该问题，请联系客服。

解决方法原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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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袖带位置是否正确且紧贴手臂。 
2) 如有必要，请更换电池。再次测量。

若再次出现该问题，请联系客服。

测量结果异常。

袖带内无压力。

测量信号不准确，因此无法显示结

果。这可能是因为测量前袖带没有完

全放气、噪音干扰、用户说话、用户

移动、袖带固定不正确、袖带断裂、

泵或阀故障、压力溢出或其他特殊的

使用情况。

袖带内无法产生适当的压力。可能发

生了漏气。

1) 阅读说明以便进行可靠的测量。重

绑袖带，手臂保持静止，不要说话，

然后再次测量。若再次出现该问题，

请联系客服。 
2) 若用户出现特殊状况，请联系您的

医生。

解决方法原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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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一小时之后再次进行测量。若一天

或一周中多次检测到心律不齐，我们建

议您告知医生。

若在测量过程中检测到心律不齐，则会

显示一条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无线血

压监测仪可以保持工作，但测量结果可

能并不准确。要进行精确评估，请咨询

您的医生。

虽然已经安装电池，但 Qardio 应用

中的“开始”按钮仍为灰色。

心律不齐。

电池安装不正确。电池电量过

低。

测量时检测到心律不齐，因此血

压测量结果可能不完全可靠。

1) 关闭设备并等待五秒钟。从 
QardioArm 上解开袖带，然后重试。 
2) 检查 AAA 碱性电池正负极是否安装

正确，并根据情况加以纠正。

3) 更换 AAA 碱性电池。 

解决方法原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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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测量情况下，家中与诊所中

测得的读数会存在差异，这是由于测

量环境不同所致。

血压会根据自身生理和心理状态而发

生变化。

1) 每次测量前休息几分钟。尽量在相

同的时间和地点测量血压。与医生讨

论您的血压值。

2) 若再次出现该问题，请联系客

服：support.getqardio.com。

根据说明更换电池。若再次出现该问

题，请联系客服： 

support.getqardio.com。

袖带没有绑紧。

电池耗尽。 

每次测量的结果差别很大。

袖带周长为 22 - 37 厘米，应绑在上

臂中心位置。

电池电量过低。

请联系客服： 
support.getqardio.com。

解决方法原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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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      

袖带尺寸

尺寸

测量

测量范围

技术测量精度

测量分辨率

电源

工作条件

储存条件

配合使用的设备：

QardioArm 技术规格

310 克（含电池）

22 - 37 厘米

合上时为 140×68×38 毫米

示波法配合自动充气和受控泄压阀

血压为 40 - 250 毫米汞柱 脉搏为 40 - 200 跳/分钟

血压精度为 ±3 毫米汞柱 或 ±2% 读数值 脉搏精度为 ±5% 读数值

血压为 1 毫米汞柱 脉搏为 1 跳/分钟

4 节 1.5 伏 AAA 电池（内含）

10 - 40 摄氏度、相对湿度 15 - 90%、大气压力 86 - 106 千帕、最高海拔 2000 米

-25 - 70 摄氏度、相对湿度 10 - 95%、大气压力 86 - 106 千帕、最高海拔 2000 米

需要一台具有蓝牙 4.0 功能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iOS 7.0（或更高版本）或安卓 
4.4“KitKat”（或更高版本）。兼容设备的详细列表请参见 getqardio.com/devices。  
免费 Qardio 应用（可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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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配件也不例外。部分产品功能需另行购买 

服务。

废弃处置

遵照欧盟 2002/95/EC、2002/96/EC 和 2003/108/EC 指令，减

少危险物质在电气和电子设备中的使用及废弃处置。设备或其包

装上的符号代表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不得与生活垃圾一同废弃

处置。

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用户必须将其送往负责回收电气和电子垃圾

的回收中心，或在购买新设备时将其交还给零售商。单独处置该产品能够避

免因处置不当而对环境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这样还能够回收产品材

料，从而节约能源和原材料，避免对环境和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若用户随意

丢弃，依照现行标准将受到行政处理。该设备及其配件在制造时符合国家或

区域性法规对于废弃处置的要求。

认证

该设备符合下列标准文档：

医疗器械：1993 年 6 月 14 日理事会指令 93/42/EEC，修改指令： 

2007/47/EC

EN ISO 13485:2003 /AC:2009：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管理用途的要求 

 (ISO 13485:2003)，参见后续标准。

EN ISO14971:2012：医疗器械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 (ISO 14971:2007)，
修订版：2007-10-01

IEC60601-1:2005 + CORR.1 (2006) + CORR.2 (2007); EN 60601-1:2006+AC 
(2010)：医用电气设备 - 第一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特定要求

EN1060-3:1997+A1:2005+A2:2009：非侵入式血压计 - 第三部分：对电动机

械式血压测量系统的补充要求

EN1060-4:2004：非侵入式血压计。判断自动非侵入式血压计的整体系统精

度的测试程序

IEC/EN 60601-1-11：通用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要求 - 辅助标准：对家庭医疗

环境使用的医用电气设备和医用电气系统的要求

IEC 80601-2-30:2009（第一版）与 IEC 60601-1:2005 一起使用

EN 80601-2-30:2010/ANSI/AAMI 80601-2-30:2009：对自动非侵入式血压

计的基础安全和基本性能的特殊要求

EN300328 V1.7.1:2006：电磁兼容性和射频频谱物质 (ERM)；宽带传输系

统；采用宽带调制技术并在 2.4 GHz ISM 波段运行的数据传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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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zed EN 包括 R&TTE 指令第 3.2 条的基本要求

EN301489-1-3 V1.9.2:2011 电磁兼容性和射频频谱物质（ERM）；无线电

设备和服务的电磁兼容性（EMC） 标准；第一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EN301489-1-17 V2.2.1:2012 电磁兼容性和射频频谱物质（ERM）；无线

电设备和服务的电磁兼容性（EMC）标准；第一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EN60601-1-2:2007 /AC 2010：医用电气设备：第 1-2 部分：通用基础安

全和基本性能要求 - 电磁兼容性辅助标准

EN 55011Group 1 Class B:2009+A1:2010：工业、科学和医疗器械 - 射频干

扰特性 - 限值和测量方法

FCC B 部分 15B:2013 电磁兼容性 

FCC 法规部分：15.247 Cat：DSS（蓝牙）FCC 法规部分：15.247 
Cat：DTS (BT4.0)

EN ISO 10993-1:2009 医疗器械的生物学评价 - 第 1 部分：风险管理过程

中的评估与测试 (ISO 10993-1:2009)

ANSI/AAMI SP10:2002/A1 2003(R) 2008：手动、电子或自动血压计

ANSI/AAMI/ISO 81060-2:2009 非侵入式血压计第 2 部分：自动测量型式

的临床验证

FCC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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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频（RF）声明

医用电气设备需要采取特殊的电磁兼容性（EMC）预防措施，并按照下面章

节提供的 EMC 信息来进行安装和交付使用。

标有下述符号的设备附近可能存在干扰 。

便携式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例如手机）可能会对医用电气设备产生影响。

使用规定以外的附件和电缆，可能导致辐射增强或抗干扰性降低。

本设备仅将 RF 能量用于内部功能。因此，其 RF 辐射极低，不大可能对附近

的电子设备造成任何干扰。

本设备适用于所有设施，包括家庭设施和直接连接到为建筑物提供家庭用电

的公用低压供电网的设施。

使用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时，与本设备任何部分（包括电缆）的距离不

得少于根据发射器频率等式计算得出的推荐间距。

本设备设计用于可控辐射 RF 干扰的电磁环境。任何其他附件、换能器和电

缆都可能导致辐射增强或抗干扰性和 EMC 性能降低。

本设备不得在其他设备附近使用或与其堆放在一起，若必须在其他设备附近

使用或与其堆放在一起，则应对本设备进行观察，以验证其在即将使用的配

置下能够正常运作。

医用电气设备需要特殊的 EMC 相关预防措施，并根据下面章节提供的 EMC 
信息来进行安装和交付使用。便携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例如手机）可能会

对医用电气设备造成影响。使用规定以外的附件和电缆，可能导致设备辐射

增强或抗干扰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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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和制造商声明 - 电磁辐射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系统设计用于下述电磁环境。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系统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将其用于此类环境。

辐射测试 合规性 电磁环境 - 指导

CE 辐射 CISPR11 第 1 组 QardioArm 无线血压监测仪仅将 RF 能量用于内部功能。

因此，其 RF 辐射极低，不大可能对附近的电子设备造成任何干扰。

RE 辐射 CISPR11 B 类

谐波辐射

IEC 61000-3-2
不适用

QardioArm 无线血压监测仪适用于所有设施，包括家庭设施和直接连接到为建筑物提供家庭用电的公用

低压供电网的设施。
电压波动/

闪烁辐射

IEC 61000-3-3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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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加州 Qardio, Inc. 设计和生产。

美国和国际市场

www.getqardio.com

Kahl Handelsvertretung
地址：Isarstr.33 40699 Erkrath, Germany
Qardio Europe Ltd.
14-16 Dowgate Hill, London, EC4R 2SU
United Kingdom

BF 类型应用部分（袖带）

WEEE

2015

美国进口商 

亚弘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台南市
工厂：亚电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平山 188 工业区 
（邮编：518055）

使用前请阅读此手册。

0434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FCC ID: 2ABF2-888ARM
IC: 11885A-888ARM00

Qardio, Inc. 340 S Lemon Ave #1104F,
Walnut, California 91789,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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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加州 Qardio, Inc. 设计和生产。

加拿大市场

www.getqardio.com

BF 类型应用部分（袖带）

WEEE

2015

美国进口商 

亚弘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省台南市安定区沙仑 35 号
工厂：亚电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使用前请阅读此手册。

0434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0434
FCC ID: 2ABF2-888ARM
IC: 11885A-888ARM00

Qardio, Inc. 340 S Lemon Ave #1104F,
Walnut, California 91789,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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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 电磁辐射和抗干扰性适用于非维持生命的设备和系统，根据规定仅用于屏蔽场所

QardioArm 无线血压监测仪系统声明 - 抗电磁干扰性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系统设计用于下述电磁环境。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系统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将其用于此类环境。

抗干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等级 合规性等级 电磁环境 - 指导

传导 RFIEC 61000-4-6
3 Vrms
150 kHz 至 80 MHz 不适用

使用便携式和移动 RF 通信设备时，应远离设备或系统的

任何一部分（包括电缆），且不得超过建议的分隔距离，

该距离是通过适用于发射器频率的方程式计算得出。标有

下述符号的设备附近可能存在干扰  

RF 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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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 抗电磁干扰性

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系统设计用于下述电磁环境。QardioArm 血压监测仪系统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将其用于此类环境。

抗干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等级 合规性等级 电磁环境 - 指导

静电放电

(ESD)IEC 61000-4-2
6 kV 接触

8 kV 空气

6 kV 接触

8 kV 空气

地板应为木材、混凝土或瓷砖。若地板由合成材料

覆盖，相对湿度至少应为 30%。

电快速

瞬变/电快速脉冲群实验 IEC
61000-4-4

2 kV 用于供电线路

1 kV 用于输入/输出线路

不适用
干线电能质量应为典型商用或医用环境质量。

电涌

IEC 61000-4-5
1 kV 差模

2 kV 共模

不适用
干线电能质量应为典型商用或医用环境质量。

电源输电线的电压骤降，短

时中断和电压波动 IEC 
61000-4-11

0.5 周期 -5% UT（UT 骤降 95%）

5 周期-40% UT（UT 骤降 60%）

25 周期-70% UT（UT 骤降 30%）

持续 5 秒 -5% UT（UT 骤降 95%）

不适用

干线电能质量应为典型商用或医用环境质量。若本

设备或系统的用户需要在电源中断期间继续操作，

建议用不间断电源或电瓶为设备或系统供电。

工频  
(50/60 Hz)  
磁场  
IEC 61000-4-8

3 A/m 3 A/m 工频磁场应维持典型商用或医用环境特有场所的 

特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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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dio、QardioArm、QardioBase、QardioCore、 

QardioMD 及其各自的徽标均为 Qardio, Inc. 在美国和/
或其他国家/地区的注册商标或商标。

iPhone、iPad、iPod 是苹果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
区的注册商标。Android（安卓）和 Google Play 是谷

歌公司的商标。 

Bluetooth® 文字标记和徽标均为 Bluetooth SIG, Inc. 所
有的注册商标，Qardio, Inc. 对此类标记的所有使用均

得到许可。 其他商标和商标名称分别归其各自所有

者拥有。

Qardio 产品应仅结合专业医疗建议用于诊断或治疗，

不能代替或取代专业医疗建议。

已转让和申请中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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