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氧測量儀 BO-750
基本資料

使用說明書   中文

指定用途
BO-750由高精度光學元件和精密模擬數字電路組成，可快速、輕
易、準確地在指尖上測量%SpO2和脈率。

本產品用於醫療機構之專業用途。

本產品不適用於醫療保健機構或家居保健環境之外，以及專業護送患
者期間。

注意事項及警告
如有以下情況，請勿使用BO-750：
• MRI（MR）、電外科儀器、除顫器、行動電話、RF通訊儀器或高

壓氧治療儀附近
• 爆炸性環境，如易燃麻醉劑旁或氧氣室內
• 嬰兒或新生兒（BO-750為成人專用）

以下情況或可影響測量準度和結果可信度：
• 指尖有乳液、指甲油或髒污
• LED或光電感應器表面有污漬或劃痕
• 陽光或手術燈等強光照射
• 儀器定位不準：指尖未正確放在LED上和光電感應器下方
• 測量過程中指尖移動
• 放射性對比劑、亞甲藍、吲哚菁綠、靛藍胭脂紅或血管染色劑
• 曾接受心肺復蘇治療
• 正鐵血紅蛋白或碳氧血紅蛋白過高
• 低幅度強度或低PI值
• 血液循環障礙或充血

BO-750不適合長時間在同一處皮膚使用。如果測量超過30分鐘，請
輪換測量手指。高燒或周圍循環缺血時，也需要改變施用部位，因為
貼近儀器可能導致溫度逐漸升高。 請勿用電線或膠帶將BO-750固定
在手指上。

本產品不含對組織有毒性或影響的材料。但是，如果在使用過程中手
指上出現皮疹、炎症或類似情況，請諮詢醫生。

開始測量前，請確保
• LED和光電感應器表面都清潔乾淨。
• 手指乾淨。請勿在受傷或有創口的手指上使用BO-750。
• 電池有足夠電量可供長期測量。如電池耗盡，操作時或會導致測量

意外中斷。
未經專業諮詢，不得根據測量結果作出變更藥物劑量等判斷。請勿拆
卸或修改本機。

運作原理
血液中的血紅蛋白轉化為肺中的氧合血紅蛋白，輸送氧氣到身體細
胞，返回肺部後再轉化為脫氧血紅蛋白。氧合血紅蛋白和脫氧血紅蛋
白分別吸收特定波長的可見紅光和紅外光。BO-750經過校準，顯示
功能氧飽和度、分析脈搏波長，兩條高精度發光二極管（LED）從一
側單獨發射紅外和可見紅光，光波通過指尖後由另一側的光電二極管
接收。

波峰範圍*
紅光: 655~665nm (特定值: 660nm)
紅外光: 880~910nm (特定值: 900nm)

最大光輸出功率
紅光: 29.0mW
紅外光: 10.5mW
(IF=20mA條件下的組件規格)
*波峰範圍資料供專業醫生作光動力療法之參考

標誌簡介

用過的電氣及電子產品不是生活垃圾，請遵循所在國家/地區回
收規例妥善處理。在歐盟國家/地區，請參閱包裝或儀器上標明
的廢物處置標誌。

BF型應用部件

參照說明書/小冊子

無SpO2警報

安裝電池
依箭頭方向所示，滑動掀開血氧儀背
面的電池蓋。

裝入一節AAA鹼性電池(LR03)，闔
上電池蓋。

要裝上或拆下電池，請將電池負極
推向彈簧。

正確裝入電池後，所有提示同時出現，
初始測試開始。
初始測試期間不要測量。
*顯示值可能有所不同。

產品組成
檢查包裝盒內是否包含以下配件。 如有遺漏，請聯繫經銷商。

血氧儀

光源

光電感應器

顯示屏

顯示切換鍵

電池蓋

光盾

手指夾

請確保掛帶固定在正確位
置。

繩孔

手指插孔

掛帶AAA 鹼性電池
（測試用）

使用說明書

出於安全考慮，掛帶受到強力拉扯
會自動鬆開。如掛帶鬆開，請將掛
帶插扣重新扣好，如圖所示。

* 隨附電池僅供測試用途。
使用壽命可能短於一般市售電池。

 充電電池使用注意

儘管本儀器也可使用充電電池，但電量提示可能無法正確
顯示.

所有提示
（約持續2秒）

初始測試*

突起
凹槽

拆下電池蓋時
掀開手指插孔，將電池蓋突起插入儀器雙
側的凹槽。
首先將突起插入一側，然後稍微打開電池
蓋以插入另一側。小心不要用力撬開電池
蓋或強行插入凹槽。



關於電池

• 
•
 

•
 

出現低電量提示時(        )，請更換電池。當電
池標誌從閃爍變為剩餘電量提示時，無法進行
測量。

初始測試中，電量提示會隨其他所有提示一起出現，
無需更換電池。

請遵照當地法規以適當方式處理廢舊電池。
請檢查電池有效期，使用過期電池會導致產品故障或
失效。
長時間不使用本產品時請取出電池，否則電池液可能
洩漏並損壞產品。

進行測量

如有以下情況，可能無法正確測量：
手部及儀器冰冷
當手或儀器處於冰冷狀態，血管收縮、阻礙血流，從而
干擾測量。
• 如果手指冰冷，請按摩或搓暖手指，以便在測量前增

加血流。
• 如果儀器冰冷，測量時也會令手指變涼。稍微使儀器

變暖，再在溫暖處測量。
移動
如果無法檢測到脈搏，測量無法完成。
• 測量期間請勿移動指尖或身體。
• 心理壓力、行走等身體或精神狀況會影響脈搏，因此

測量之前請休息片刻。
光線未到達手指
如果手指未觸及儀器內部的光源和光電感應器，則無法
測量。
• 請確保手指已插入儀器末端，指尖位於光源和光電感

應器中間。請注意，如果指甲過長，手指可能無法觸
及光源和光電感應器。

血氧儀夾住手指之後，
測量自動開始。

幅度強度

指背側（指甲側） 屏幕側

握緊打開

如圖所示，握住血氧儀打開手指插孔位，屏幕朝上（指背側），塞入
手指。
手指觸到末端，使其正好處於光源和光電感應器中間。

脈搏檢測和幅度強度指示將很快在屏幕上顯示。
測量結果在測量開始後約8秒顯示。數值穩定後，請讀取並記錄測量
值。（顯示測量結果後約8次脈搏）
有關測量結果顯示，參見下圖說明。
若為BO-750BT型號，一旦出現測量結果，藍牙提示將開始閃爍，切
換至通訊模式。（注：本機型號為BO-750，無通訊功能及藍牙提
示。）
有關藍牙通訊的詳情，參見英文說明書第12頁”Performing data 
communication (BO-750BT)”。

/min（分）
脈搏率單位 (bpm)
藍牙提示
* 本型號不適用

連接ID
連接ID (例：0123)

脈搏率

顯示約30秒

本型號不適用

長按3秒PI 值
(PI:血流灌注指數   單位:%)

幅度強度

電量提示

表示電池電量耗盡。

穩定度提示
表示測量條件良好

血氧飽和度
當水平低於90％時，
背光變為橙色。

%SpO2

血氧飽和度單位

脈搏幅度的強度分
為4個等級表示。

按顯示切換鍵，切換至脈搏
率提示或PI值提示。
約30秒後將從PI值自動變回
脈搏率提示。

測量結果出現時，按住顯示
切換鍵3秒以上，會顯示連接
ID。
如果未執行數據通訊，將在約60秒後自動返
回測量結果畫面。
*藍牙通訊模式僅適用於BO-750BT。本機型
號為BO-750，無藍牙功能。

如果背光變為橙色並出現       ，則無法進行測量。
有關出錯提示的詳情，請參見出錯提示章節。

移除儀器後，測量自動結束，約8秒後電源關閉。

顯示1.5秒 顯示1.5秒

Up

Down

自動切換畫面

反轉儀器，畫面自動切換。
如果無法確定屏幕顯示是否上
下倒轉，請從可正確讀取SpO2

的方向讀取。

記憶功能

血氧儀關機時按下顯示切換鍵，會顯示最後一次測量結
果。

取出電池會清除所有記憶。
顯示出錯提示        的測量結果不會記錄。



出錯提示及疑難排解

顯示 原因 措施

無顯示

未檢測到信號*。

手指插孔有物體卡住。 移開卡住的物體。

重新安裝儀器，使手指與光源和
光電感應器接觸。

可測量脈搏率但無法測
量血氧飽和度*。

需要從測得的脈搏波中獲取更多
信息以測量血氧飽和度。
測量前，請檢查以確保再次測量
正確。如果脈衝幅度強度小且信
號弱，請用另一隻手指測量。

未安裝電池。 安裝電池。
電池正負極放錯。 重新正確安裝電池。
電池電量耗盡。 更換新電池。

感應器無法正常運作。 請聯繫經銷商。

電池端（連接部分）髒
污。

使用乾布清潔。

初始測試：
插入電池後會運行初始
測試。

這並非故障。
（顯示的數值可能有所不同。）
 

初 始 測 試 期 間 插 入 手
指，或有物體卡在手指
插孔中。

確認插孔中沒有任何物體，待出
錯提示消失後開始測量。

*當20秒內無法測量%SpO2或脈搏率時，會顯示Err。脈搏率測量錯誤
時，%SpO2也會自動變為錯誤。

保養及維護
校準
本產品不需校準或調整。

清潔
用沾有中性洗滌劑或消毒火酒的軟布擦拭污漬或污垢。清潔前請取出
電池。

消毒
不可高壓滅菌。

防水性
BO-750的防水性有限。請勿將本儀器浸入液體中，或暴露在濕度過
高之處。

處理和儲存
本儀器含精密部件，因此應注意避免極端溫度變化、濕度、衝擊、灰
塵和陽光直射。請勿使血氧儀掉落或受到強烈衝擊。請使用掛帶以防
止意外跌落。請勿將BO-750存放在充滿化學氣體的環境、使用化學
品或空氣中有化學物的地方。長時間不使用BO-750時，請取出電池
以防止電池漏液。請將電池放在兒童無法觸及之處。 本產品自購買日起享有兩年保養，在保養期間可獲產品功能及準

確度的免費檢查、調整及維修。如要保養，須出示列有購買日期
之證明。保養範圍不包括由磨損或不當使用、未經授權的修理或
改動、自然災害、暴力行為或戰爭而造成的損壞或瑕疵。買方應
承擔運輸或運輸相關費用。對於因BO-750而產生的任何直接或
間接、經濟或生物方面造成的損害，NISSEI概不負責。

保修服務

 

Manufacturer: NIHON SEIMITSU SOKKI CO., LTD.
2508-13 Nakago Shibukawa Gunma 377-0293 Japan

EC-Representative: Nissei Healthcare (UK) Ltd. Henfield, BN5 9SJ UK
web site: http://www.nisseihealthcare.com

NSEI-00010_1

電子產品網上保養登記請到：
Online Warranty Registration for Electrical Product at：

http://www.healthcarehk.com

服務熱線 Service Hotline：(852) 2810 4868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工業街23-31號美聯工業大廈21樓B室
Address：Unit B, 21/F, Mai Luen Industrial Building,

23-31 Kung Yip Street, Kwai Chung, N.T., H.K.

2014/53/EU指令聲明：

NIHON SEIMITSU SOKKI CO., LTD. 在此聲明BO-750BT符合
2014/53/EU指令。歐盟符合性聲明書全文可在以下網址獲取：
http://www.nissei-kk.co.jp/english/medical/pulse/

本儀器符合ISO 80601-2-61: 2011醫療電氣儀器特定標準-第
2-61部分：脈搏血氧儀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特殊要求。
為提高產品性能及質量，規格可能有所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1 %SpO2測量值在統計學上呈機率分佈，相對於%SaO2數值，

預計約三分之二的測量結果會落在指定的測量精度範圍內。
 測量準確度經過臨床試驗驗證，並與健康成年男性黃種人的

%SaO2比較。
 功能測試儀不能用於評估本儀器的%SpO2準確度。
*2 已使用電子脈衝模擬器驗證脈搏率準確度。
如需了解詳情，請聯繫Nissei Healthcare (UK) Ltd.的EC代表。

運作原理 雙波長光吸收法

一節AAA鹼性（LR03）電池
DC 1.5V
0.09W
藍牙低功耗4.1 （本型號不適用）
+10°C至+40°C，30%至85%RH（無冷凝）
 -20°C至+60°C，10%至95%RH（無冷凝）
約60 (高) × 35 (闊) × 32 (深) mm
約37克（不含電池）
內部供電儀器，BF型應用部件

連續運作

%SpO2 
脈搏率
%SpO2

脈搏率

0 – 100%
30 – 240bpm

2±3%/±1數位（30 – 240bpm）

測量結果顯示

測量範圍

準確度

電源
額定電壓
額定功耗

藍牙兼容標準
運作條件

運輸/儲存條件
尺寸
重量

防觸電保護

IP防護等級

運作模式

4次脈搏平均值（每次脈搏後自動更新）

1±2%（70%    SpO2    100%）

IP22：防止直徑超過12.5mm的固體侵
入，傾斜15度時防止水滴侵入。

產品規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