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Age
Pocket Sonovit

手提式超聲波治療儀

使用說明

警告:請使用前參閱此說明書



第一章 – 產品介紹

手提式超聲波治療儀是新一代用於物理治療的醫療儀器，它體積小巧、用法簡
易，而多元化，為同類型的產品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1.1 甚麼是Pocket Sonovit手提式超聲波治療儀？
經過醫療儀器界多年堅持不懈的研究，一套超聲波治療系統終於面世，並應用於
這部手提式超聲波治療儀。本儀器嚴格遵守醫療儀器的安全法規，內置電腦
軟件，控制在治理一般健康問題(包括意外受傷、挫傷及持續性病理問題)時所產
生的治療性超聲波，保證給予用家高度安全感及信心。

1.2 為甚麼選用Pocket Sonovit手提式超聲波治療儀？
本儀器一方面具備全方位的超聲波產生科技，另一方面可調校發出的超聲波的治
療參數，只需使用預設的程式，儀器就能依照設定為用家提供有效而針對性的超
聲波治療。

1.3 誰應該使用Pocket Sonovit手提式超聲波治療儀？
本儀器可用於醫學用途(特別是物理治療)及家居治療，只要環境適合，就能發揮
最大功效。由於操作容易，功能多元化，不但醫生和物理治療師可上門操作進行
治療，即使是病人或一般想在家中保養身體的用家，也可輕鬆運用本儀器。

第二章 – 適應症及禁忌症

2.1 適應症
超聲波在醫療病理學中普遍用於治療有關骨肌和肌腱組織的疾病，尤其針對骨膜
炎、腱炎、關節炎、肌肉收縮、閉塞和組織性水腫。時至今日，超聲波已獲認可
為一種對非關節性風濕如肩周炎、手肘的上髁炎及其他病理學疾病的有效支援，
全賴它在治療中發揮鎮痛、纖維蛋白溶解和鬆弛肌肉的效用。需治療的身體部位
會因應活動或運動時所造成的創傷而有所不同，但更常見的是，上述病理學疾病
與年齡增長有關(風濕、肌肉萎縮、缺少運動造成失去平衡感)，隨著人口年齡的
中位數顯著上升，而生活質素卻未有明顯改善，這些例子會一直大量湧現。
運動會造成膝蓋和足踝關節的經常性創傷，只要每天有規律並持續地進行，超聲
波治療也可派上用場，有效用於舒緩痛楚，及作為運動療法的前期醫學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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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禁忌症
超聲波與其他藉著內源性熱能產生進行的物理治療的禁忌症一致：
‧ 退化性骨質疏鬆
‧ 出現金屬異物
‧ 靜脈曲張
‧ 血栓及血栓性靜脈炎
‧ 閉塞性動脈出血
‧ 月經期間
‧ 腫瘤
‧ 肺結核
‧ 治療中的急性發炎
‧ 皮膚病變
‧ 觸覺改變

以下情況不建議接受超聲波治療：
‧ 特殊組織(幹端增生、睾丸、卵巢)，有可能造成傷害
‧ 避免用於心臟範圍，尤其裝有電子儀器(起搏器)的情況下，有可能造成永久性

傷害

注意：
‧ 如病人曾接受頸椎椎板切除，需特別小心運用，否則有可能造成脊髓/骨膸損害
‧ 治療不應用於接近眼球、或在可能懷孕的情況下子宮(腰腹區域)的位置，因在

正確用量下仍有可能造成空洞症
‧ 義肢或金屬合成物會吸收過量的超聲波，有可能造成變形或對附近組織構

成傷害
‧ 同類物理治療不建議用於患有病理學疾病的幼童，特別是嬰兒(例如：可能造成

關節軟骨增生)
‧ 操作治療的人員不應長時間暴露於超聲波下，以免導致特定病變發作(即「超聲

波病」)
‧ 如要棄置，請依照本地法律棄置，或聯絡有關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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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操作方法

1. 液晶顯示屏
2. 輸入鍵：確認選擇
3. 上鍵：前進
4. (+) / (-)：調校強度
5. 開始鍵：啟動程序
6. (I)：開啟 / 關閉
7. 探頭接合點
8. 暫停鍵 / 停止鍵：暫停 / 停止
9. 下鍵：返回
10. 清除鍵：取消 / 回復
11. 連接電源供應

注意：進行超聲波治療前，請細讀處方磁療的醫生所說明的副作用與正面作用。

3.1 連接電源
手提式超聲波治療儀可用電池運作，亦可依照圖示，用電線接駁230v插座及位於
本儀器頂端的插入點以主電源運作(電池不可拆下，否則不能運作)。

3.2 連接超聲波探頭
以導線連接器將探頭插入儀器下面的接合點，即可啟動儀器。插入連接器時，請
轉動至完全插入接合點，並以螺絲緊緊固定連接器和儀器。

3.3 使用超聲波導電啫喱
進行探頭會與皮膚有直接接觸的治療時，請在該位置塗抹足夠的超聲波導電啫喱
(隨儀器配備)，如想認識使用技巧，請細閱使用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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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啟動儀器
按下開啟 / 關閉鍵(I)，就能啟動本儀器，啟動後顯示屏會出現歡迎使用字句、內
置軟件的名稱和版本，程式選擇版面接著會自動出現在第一個預設程式。

3.5 程式選擇
請按上鍵 / 下鍵選擇想要的程式：
‧ 預設程式
‧ 自訂程式(你可透過個人化設定建立新的程式)
按輸入鍵來確定輸入下一個畫面

3.5.1 自訂程式
選擇自訂程式(Free Prog.)進入自訂程式畫面；在“------”按輸入鍵即可執行一系列
多元化治療，用家並能根據需要自設治療參數。接著顯示屏會出現階段畫面供用
家設定階段(1至4)，按上鍵 / 下鍵選擇所需階段(由階段1開始)，按確定鍵輸入每
個階段所設定的治療參數，按上鍵 / 下鍵選取所需項目，並按(+)(-)設定數值，下
列圖表顯示可選擇的程度：

在程式釋放(Prog. Lib.)的畫面可同時找到用家已儲存的自訂程式(如有儲存的
話)，在該畫面選取其中一個已儲存程式，然後按確定鍵，顯示屏會出現以下字
詞：
‧ 開啟 + 輸入(啟動程式)；
‧ 修改(Edit) + 輸入(改變治療參數及 / 或階段)；
‧ 取消(Delete) + 輸入(取消程式和清空記憶體)；

3.6 準備開始
要開始治療程序，看見 >開始< 在顯示屏出現，按開始鍵。
注意：假如探頭的導線未連接，“插入(INS. HEAD)”這個詞會在顯示屏出現；只要
插好引線本儀器會自動重啟，要重返目錄請按暫停 / 停止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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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屏所示名稱
Freq.(頻率)
Mod.(調節)
Inten(強度)
Timer(計時)
Stop(停頓)

參數類型
輸出頻率
調節頻率
輸出強度
階段長度
階段停頓

設定數值
1/3兆赫

持續, 1/2, 1/5, 1/10
1-30(0, 1-3瓦特/厘米2)

1-60分鐘
是/否



3.7 設定輸出強度
每個程式的輸出強度都會根據一個預定數值預設，按頻道1的(+)(-)鍵可作出修
改，最低的上調強度是0.1瓦特 / 厘米2，而最高上調強度是2.5瓦特 / 厘米2，一般
而言強度都保持在穩定水平，一但在治療區域感到痛楚或過熱，應立即按(-)下調
或暫停治療。

3.8 暫停 / 中止治療
如果用家並非想中止只想暫停治療，按暫停 / 停止鍵：按一下暫停(想重啟按開始
鍵)；按兩下中止程式及返回選擇階段。

3.9 關閉儀器
一直按下(I)開啟 / 關閉鍵維持數秒，就可關掉儀器，如果儀器並非依照以下程式
中止，儀器會在數分鐘後自動關閉。拔出儀器的所有導線，並確保探頭已清潔妥
當：以紙巾抺清啫喱，以濕布清理探頭，完全抺乾，將各部件重新放入手提箱，
存放在乾燥清涼的地方

第四章 – 程式

手提式超聲波治療儀具備30個預設的可用程式，及10個自訂程式，所有程式如下
表所列

程式號碼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P.10
P.11
P.12
P.13
P.14

顯示名稱
Os.Atroph
Oss.Callu
Ossificat.
Osteitis
Arthritis
Stiffness
Sprains

Lumbago
Myalgia
Pangs

Musc.tear
Contract.
Contusio.

Tenosynov.

程式所針對的病理學疾病
骨萎縮

骨痂
軟組織鈣化

骨炎及骨膜炎
關節炎/關節病

關節硬化
扭傷(膝蓋/足踝)
腰痛/坐骨神經痛

肌痛
陣痛

肌肉撕裂/肌肉痛楚
攣縮

挫傷/瘀傷/浮腫
腱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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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
P.16
P.17
P.18
P.19
P.20

Tenovagin.
Tedoniti
Periarth.
Bursitis

Acute pai
Chron.pai

腱鞘炎
肌腱炎/滑囊炎/外上髁炎

肩膀的肩周炎
滑囊炎

所有急性疼痛
所有慢性疼痛

本儀器也具備10項預設程式作美容用途(空穴效應)，其輸出強度為3兆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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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
P.22
P.23
P.24
P.25
P.26
P.27
P.28
P.29
P.30

局部蜂窩性組織炎水腫
局部蜂窩性組織炎軟化
局部蜂窩性組織炎硬化

擴散性蜂窩性組織炎水腫
擴散性蜂窩性組織炎軟化
擴散性蜂窩性組織炎硬化

局部淋巴引流
擴散式淋巴引流

局部瘦身
擴散式瘦身



程式介紹表

骨組織問題的程式
這些程式覆蓋特定的治療參數，治理有關骨結構及相關結構的病理學疾病，

在痊癒前必須每天使用

顯示名稱
Bone Atrophy(骨萎縮)

10分鐘 – 3瓦特
Callus(骨痂)

8分鐘 – 2瓦特
Osteitis and Periostitis(骨炎和骨膜炎)

8分鐘 – 1瓦特
Ossification Lag(軟組織鈣化)

10分鐘 – 2.5瓦特

程式用途
透過刺激鈣的新陳代謝和自身

循環，幫助骨骼再生
阻止骨折後結痂的生長，
幫助生理學上的骨骼再生
治理影響骨組織的炎症及

包圍骨組織的圍骨膜
刺激局部新陳代謝，促進骨骼重生，

治理循環系統的延緩及其他問題

關節問題的程式
這些程式治理影響關節和軟骨的病理學疾病，

在痊癒前必須每天使用

顯示名稱
Arthritis-Arthrosis(關節炎、關節病)

10分鐘 - 2瓦特
Articular Stiffness(關節硬化)

15分鐘 – 1瓦特
Sprains(扭傷)

10分鐘 – 2.5瓦特
Lumbago(腰痛)
10分鐘 – 2瓦特

程式用途
治理影響關節軟骨的炎症，

穩定局部新陳代謝，促進血液運行
治理影響關節軟骨的硬化，

恢復促進關節靈活的軟骨的向性
治理扭傷，

減輕疼痛及活動限制
治理影響腰脊骨的痛楚，

減輕疼痛及活動限制

4.1 程式說明
下表詳細介紹預設程式的細節：第一欄是顯示屏上顯示的程式名稱，讓用家容易
辨別，還附上程式運作需要多少分鐘，與及預設輸出率(可調較)；第二欄解釋程
式內容和相關應用。

注意：程式運作時可操作上鍵 / 下鍵調整計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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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問題的程式
這些程式治療不同種類的肌肉問題，

在痊癒前必須每天使用

顯示名稱
Myalgia(肌痛)

10分鐘 – 1瓦特
Pangs(陣痛)

6分鐘 – 2瓦特
Strains(勞損)

10分鐘 – 2.3瓦特
Contractures(攣縮)

8分鐘 – 1.5瓦特
Bruises(挫傷)

10分鐘 – 1.5瓦特

程式用途
治理肌肉疼痛，令相關位置產生

溫暖感覺，促進血液運行
治理影響關節肌肉的炎症，穩定局部

新陳代謝，促進血液運行
治理影響關節肌肉的炎症，穩定局部

新陳代謝，促進血液運行
治理肌肉攣縮，令相關位置產生溫暖

感覺，促進血液運行藉此消除代謝產物
治理挫傷後引起的肌肉浮腫，令相關
位置產生溫暖感覺，有助消除浮腫

肌腱問題的程式
這些程式治療肌腱結構的炎症，包括滑囊發炎，

在痊癒前必須每天使用

顯示名稱
Tenosynovitis(腱鞘炎)

10分鐘 – 1.5瓦特
Tenovaginitis(腱鞘炎)

10分鐘 – 2瓦特
Epicondylitis(外上髁炎)

10分鐘 – 1瓦特
Periarthritis(肩周炎)
10分鐘 – 0.9瓦特
Bursitis(滑囊炎)

10分鐘 – 1.5瓦特

程式用途
治理長肌腱(例如手指)

的滑膜鞘的炎症
治理闊及扁肌腱(例如跟腱)

的滑膜鞘的炎症
治理外前臂肌肉插入手肘

所引起的炎症(網球肘)
治理肩膀關節肌腱的炎症(回旋

肌腱群)，消除疼痛及回復手臂靈活
治理影響肌腱及

骨骼間滑液囊的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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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程式
這些程式主要治療急性及慢性疼痛，或沒有特定預設程式針對的炎症，

可每天使用直至痊癒

顯示名稱
Acute Pain(急性疼痛)

10分鐘 – 1.5瓦特
Chronic Pain(慢性疼痛)

15分鐘 – 2.5瓦特

程式用途
治理急性疼痛、劇烈疼痛、

創傷及急性炎症等
治理慢性疼痛、

痛楚及急性炎症等

蜂窩性組織炎
這程式治療各種蜂窩性組織炎，

可每天使用直至痊癒

顯示名稱
Cellulitis(蜂窩性組織炎)

上限30分鐘

程式用途
治理擴散性蜂窩性組織炎，分解脂肪，
排出積水，促進局部循環和淋巴引流

淋巴排水
這程式治療積水及大範圍水腫，

可每天使用直至多餘的水全部排出為止

顯示名稱
Lymphatic Draining(淋巴排水)

上限20分鐘

程式用途
治理身體特定部位的擴散性積水，
有助淋巴管和局部循環的再吸收

消脂
這程式治療男性及女性非蜂窩性組織炎的脂肪積聚，

可每天使用直至逹到目標為止

顯示名稱
Thinning(消脂)

上限30分鐘

程式用途
治理不同身體部位的脂肪積聚

(例如男性腰部)，有助溶解脂肪細胞，
及透過局部循環重新吸收脂肪



第五章 – 應用

5.1 直接接觸的運用
這種技術以探頭直接接觸皮膚，透過塗抹在所需位置的物質(例如超聲波啫喱)，
以完美的接觸進行治療，探頭可以：
‧ 固定形式 – 如要治理比較細小的表面，用手將探頭在該位置保持固定，或以機

械臂(需自備)協助，容許操作者可同時治理其他病人直至療程完成
‧ 流動形式 – 如要治理比較廣闊的表面，可在該位置進行一連串輕微的向前 / 向

後或打圈動作，這技術適用於較闊而平滑的皮膚

5.1.1 應用示範 (重要 : 以下圖片僅供參考，探頭與實物或有不符）

圖1 – 手部的關節炎 圖2 – 手腕的關節炎
(請將探頭準確固定在所需的位置)

圖3 - 外上髁炎 圖4 - 肱骨形成延遲
(請將探頭準確固定在所需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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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 肩膀的肩周炎 圖6 – 肋骨挫傷

圖7 – 腰痛 圖8 – 臀部的關節病

圖9 – 股四頭肌撕裂 / 收縮 圖10 - 腿筋撕裂 / 收縮



圖11 – 膝蓋的關節病
(內部和 / 或外部)

圖12 - 髕滑囊炎
(請將探頭準確固定在所需的位置)

圖13 –骨膜炎 圖14 –脛骨的骨胼胝
(請將探頭準確固定在所需的位置)

圖15 – 跟腱 圖16 –腳踝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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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非直接接觸的運用 (購買時需要選擇另一探頭)
以探頭和皮膚的非直接接觸(透過水)，限制超聲波到皮膚的傳動，這種方法適用
於治療不平滑的位置(手部或腳部)，而直接接觸難以令兩者完美配合(探頭和皮
膚)。使用這種治療方法時，需準備一大盆清水，將治療的部位和探頭一起放入
水中，探頭與需治療的位置保持10-15厘米的距離，以平的一面朝向該位置。

5.2.1 應用例子

圖17 –浸水治療手部關節炎                      圖18 – 浸水治療腳部關節炎

5.3 輸出強度限制
震動強度限制是根據超聲波治療程式定出的最佳標準，為達至最理想效果，因
應不同程式、不同應用技術、及病人的治理特色標準也有所不同。按下開始鍵
後，預設的輸出強度將跟上表顯示的一樣，然而，在執行程式進行治療時可為
提升效果而調高，或因感到皮膚灼熱、感到痛楚而調低。

     如果預設的輸出強度及有關限制令治療位置感到灼熱或痛楚，請立即調低強
度，或中斷相關程式。

5.4 治療過程的姿勢
在接受超聲波治療時，病人需保持放鬆的姿勢，視乎治療位置既可仰臥亦可俯
臥，但必須在整個治療期間保持不變，有助震動造成的影響，尤其是血管膨脹
導致血流增多，及治療位置出現的發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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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電源供應

6.1 採用電池和主電源
治療儀可由230瓦特 ~ 50赫茲的主電源發電，由配備的外置電源組合(請參閱技
術特點一章)發電，或由內置的6瓦特 – 1.8安培可充電電池Ni-Mh發電，在正常
情況下，可自行運作數小時。電池自行運作時間則取決於設定電流和電池的損
耗情況。

    如要確認電池和能源供應組合，請參考「技術特點」一章，無論是能源供
應組合或電池，都不應由不合資格的人員更換，或以非生產商供應的裝置替
換。

6.1.1 電池水平顯示
如治療儀以電池發電，電池標誌會在顯示屏出現。
圖例：              已充電               低電量
當電池量低的圖示出現，應完全充電，治療儀配有自動關機系統，若果電池量
非常低(低電量的圖示已閃動數分鐘)，會自動關閉儀器，藉此保護電池。

       電池標誌只會在儀器切斷主電源時出現，否則電力        標誌會出現。

6.1.2 電池充電
如要將治療儀的電池充電：
1. 關閉治療儀；
2. 移走所有儀器的導線和重置電極；
3. 連接充電器至主電源和儀器；
4. 讓儀器充電(電池標誌會以充電 / 低電量一直閃動)直至電池標誌回復完全充電
狀態(完全充電時間大約為三小時)；我們建議用家讓儀器一直充電8 – 10小時或
充電超過一個夜晚；
5. 將充電器從主電源和儀器拔除。

警告：當電池完全放電(例如：儀器有一段長時間未被使用)，在剛剛開始充電時
顯示屏未必立刻能顯示內容，請先讓儀器充電2–3小時，拔除後再插入充電器，
如果RECHARGE(充電)一字沒有出現，隔30分鐘後再試一次，要是仍沒出現，
則電池可能已損壞，需更換新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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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電池保護建議
充電池的壽命會受限於充電的次數 / 低電量週期的處理，以下是一些有助延長
充電池壽命的建議：
1. 即使治療儀並非常常使用，亦應每月至少充電一次
2. 只有在低電量圖示閃動時才充電
3. 為避免過多充電 / 低電量週期，盡量使用主電源

6.2 更換電池
如果以下情況發生，儀器的自動運作完成一個充電循環，電池無法維持超過一
小時，欲中止程式運作而無法中止時，顯示電池的壽命已完結，需更換新的電
池。有關更換電池，請聯絡代理商，由他們更換電池，確保儀器在更換過程的
安全，及保證正確棄置舊電池。

      請勿顛倒電極之連接，因為有機會導致電路受損。

6.3 電池用家安全措施
1. 請勿將舊電池棄置在普通垃圾收集場，應直接交予授權的收集場或棄置中心
2. 請勿打開電池，或將之扔到火中
3. 請勿令電池終端短路
4. 避免讓火花、火焰接近和接觸電池
5. 萬一電池內部的電解質接觸到皮膚或衣物，請立即以清水沖洗
6. 萬一電池內部的電解質接觸到眼睛，請立即以大量清水沖洗並向醫生求診

第七章 – 保養及維修

7.1 輸出探頭
輸出探頭及連接導線要定期檢查是否有裂痕會導致液體滲漏(水或啫喱)；探頭在
每次使用過後必須以濕布徹底清潔(啫喱)並完全抺乾。

7.2 儀器及供電裝置
請以濕布清潔儀器和供電裝置，在任何情況下請勿用其他液體清潔，以免液體
滲入(I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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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即時維修
儀器若發生以下狀況，便需進行維修，維修儀器需由代理商或其他獲授權人員
進行：
‧儀器發生機件損壞，例如遭到嚴重撞擊；
‧儀器接觸到過熱情況，例如接近高熱的源頭；
‧懷疑儀器被液體滲入；
‧儀器的外殼或其他部件受損、毁爛或遺失；
‧儀器運作出錯。

      基於安全理由，建議儀器不要與其他非原裝的配件一起運用 (例如手柄或電
源裝置)。

       維修、運作限制及檢查需符合針對醫療儀器的EN60601 – 1安全守則，需每
年以安全測試儀進行一次。請遵守上列的保養步驟及限制，有關方面才需承擔
儀器的壽命保養。

請注意：我們建議有關限制應只由代理商或其他受托的專業人員進行，送往維
修的儀器可能被直接送往公司的支援中心，或轉送往客人購買的經銷商維修。

支援中心：
Unit B, 21/F, Mai Luen Industrial Building, 23-31 Kung Yip Street, Kwai Chung,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el: (852)-2810-4868 Fax: (852)-2810-5389
E-mail: info@healthcare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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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警告

 必須使用序號與儀器一致的探頭
 當使用探頭以增強治療效果時，請特別留意
 請採用法律上符合安全守則的電子裝備儀器
 本儀器具備IP20防護級別(請參閱「技術特點」一章)，使用時建議勿接近液

體，以免出現滲入
 手提電話請勿太過接近使用中的儀器(保持至少2米距離)
 運用儀器時，若太接近短波及微波治療儀器(例如1米)有可能導致刺激物輸出

不穩定
 切勿讓病人同時連接手提式超聲波治療儀和高頻率(HF)手術儀器，避免對病

人造成危險及損壞儀器
 儀器需根據一定的環境規範運作，即溫度介乎5oc至40oc及濕度低於80%，包

括運輸及儲存過程
 如有故障或不能運作，請送至代理商維修
 儀器不宜在使用時接近易燃物質
 請勿使用非原廠配備的啫喱和配件
 病人必須瞭解在治療時將會出現的感覺，由此當病人感到不一樣的感覺時，

能夠中斷治療或移走探頭
 若預設的輸出強度或限制令治療位置過熱、感到痛楚，應立即下調強度甚至

終止治療
 請放在小童不能碰到的地方

第九章 – 技術特點

9.1 電力供應
電力供應 ：L’Arson Nuova mod.KC 135 – 120100
主要速率(PRI) ：230瓦特 ~ 50赫兹 安全速率(SEC)：12瓦特 – 1安培
內置電力供應 ：充電電池Ni – MH 6V-1.8 Ah

9.2 輸出特點
最高能源強度(P) ：3w/cm2

頻率(f)  ：1 / 3MHz
調整級數 ：100%
調整波形 ：持續或脈衝 開啟 / 關閉(1 / 2, 1 / 5, 1 / 10)
調整頻率 ：2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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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其他特點
- 維度：175 x 105 x 40高﹝毫米﹞
- 重量：400﹝克﹞
- 級別：Type II：BF
- 液體滲透分類：IP20
- 易燃麻醉氣體安全性：非AP或APG類型
- 儀器運作模式：持續性
製造標準：
- EN 60601 – 1(1998) – 電子醫療儀器：一般安全守則
- EN 60601 – 1 - 2(1998) – 附加守則：電磁兼容性 – 守則及測試
- EN 60601 – 1 - 4(1997) – 附加守則：可編程式的電子醫療系統
- EN 60601 – 2 - 5(2001) – 電子醫療儀器：超聲波治療儀器安全的特別守則
- EN 980 – 2003及EN 1041 – 電子醫療儀器標誌

第十章 – 標誌

   II級儀器
  

  BF型儀器

  警告，參閱附帶文件

  儀器根據EEC 93 / 42指示，得到CE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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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 標準裝備和配件

11.1 標準裝備
儀器
電源供應組件
探頭1 / 3兆赫Ø 45毫米
超聲波啫喱
使用手冊
手提箱

11.2 配件和消耗性物料
超聲波啫喱
探頭1 / 3兆赫Ø 45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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