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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Xltek® EMU40EX™ 放大器是一款功能强大而灵活的 EEG 记录系统。这种结实耐用的设备结合了大量临床
输入，可满足诊断 EEG 和长期监护 (LTM) 的工作流程和应用需求。
EMU40EX 共可记录 46 个通道：40 个参考 EEG 通道；4 个直流输入通道，用于补充信号传感器；以及 2
个 SpO2 和脉率通道，来自其内部的脉搏血氧计。
通过内特斯 NeuroWorks® 工作站可审核、分析和存档 EMU40EX 放大器采集的 EMU40EX 数据流。支持
标准 TCP/IP 或 USB 连接，以便快速轻松地安装。内特斯主机提供 TCP/IP 和 USB 连接，可实现快速轻松
的安装。这种结实耐用的设备结合了大量临床输入，可满足 EEG、LTM 或 PSG 实验室的工作流程和应用
需求。
EMU40EX 的特点包括：
•

40 个参考通道，4 个直流输入通道，2 个脉搏血氧计通道（SpO2 和脉率）

•

能在病房中进行阻抗测试、改变阈值和查看结果

•

行走模式可在断开患者数据线的情况下保持采集数据

•

自动转换为内部存储高精度数据，长达两小时

•

实时显示 EEG 波形，在行走模式下可通过安全的蓝牙连接使用该功能

•

接线盒在行走模式下采集的数据在恢复连线模式操作后可透明、无缝传输到主机

•

®
支持通过标准 TCP/IP 和 USB 接口连接内特斯 NeuroWorks 工作站

•

主机上的直流输入可连接各种辅助信号传感器

•

提供两个患者事件按钮开关接口：一个在接线盒上，用于患者；另一个在主机上，用于家属或工作
人员

•

用于诊断 EEG 的闪光刺激器接口

•

小巧轻便的患者相关接线盒 – 3.9 x 6.2 x 0.9 英寸 (10.0 x 15.8 x 2.3 cm)，0.73 磅 (333 g)

•

结实耐用的设计，在临床和研究环境下均能可靠操作

警告：我们强烈推荐您在操作此放大器前阅读本手册的禁忌事项、警告和注意事项部分。

产品的目标用途
XLTEK EMU40EX EEG 前箱是一台脑电图扫描仪，与 XLTEK NeuroWorks 软件配合使用。
在研究和临床环境下，XLTEK EMU40EX EEG 前箱用于采集、数字化、存储和传输生理信号（例如 EEG、
脉搏和血氧信号）以便于研究 EEG 信息。
XLTEK EMU40EX EEG 前箱需要由合格的用户输入信息，而输出必须由经过培训的医疗专业人员审核和解
释，由他们通过专业判断来使用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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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组件
可选系统组件与 EMU40EX 放大器系统一同提供。计算机用来专门运行 NeuroWorks 软件。相机用来在长
期监护中采集患者的同步视频。隔离变压器用来为所有系统组件提供电力，同时确保操作人员和患者的安
全。推车用来支持、促进 EMU40EX 放大器的使用，同时保持系统的移动性。患者事件开关为手持式按钮
开关，供患者（或附近的护理人员）用来指示重大临床事件（例如癫痫先兆或初症）。

基本性能
EMU40EX 放大器的基本性能符合标准 IEC 60601-2-26:2012。基本性能与放大器记录的信号质量有关。
具体的基本性能包括 (1) 信号复制的准确性、(2) 动态范围和差分补偿电压、(3) 输入噪声水平、(4) 频率响
应和 (5) 共模抑制。这些基本性能的定义可在该标准中找到。
由于放大器被视为不带警报系统的脉搏血氧计设备，标准 ISO 80601-2-61 也适用。该标准中阐述的其他基
本性能要求包括 SpO2 和脉率准确性 - 将由一个电子患者模拟器核验；异常操作指示，包括信号不足和探
头故障通知。将由所使用的脉搏血氧计探头或传感器制造商阐述的受控制去饱和检查所提供的 SpO2 准确
性证据。

基本性能下降
接受过专业保健培训的人员将观察到基本性能下降，包括但不限于：
•
•
•
•
•
•
•

EEG 信号/数据丢失
计算机监视器上的放大器饱和度指示，
随机 EEG 导线上的间歇性噪声突发。
计算机到内特斯主机的通讯丢失
销箱断开连接事件。(Quantum)
导致外部电磁事件的信号发射中断。（例如：电烙术，靠近放大器的无线设备的工作等）
任何形式的随机性或间歇性系统行为。

如果观察到上述任何情况，或如果观察到不寻常系统行为，请联系内特斯技术支持部。

使用手册
本手册提供了基本信息和说明，使您能够设置和操作 EMU40EX 放大器。在执行程序时，我们建议您在开
始顺序之前先阅读整个章节。请严格遵守说明。
除了阅读本手册外，我们还建议您浏览在线帮助以便您充分利用 XLTEK 设计的 EMU40EX 放大器所能执
行的所有功能。在线帮助中提供了有关系统操作和自定义的更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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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惯例
整本手册中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符号和印刷惯例。以下表格描述并阐明了它们的含义和功能。
符号/惯例

说明/功能
此符号表示不应忽略的警告或重要信息。首次启动系统之前，请仔细阅读所有警告
和注意事项。

包含重要补充信息的注释。

粗体

控制键、功能键、选项和标签的名称以粗体显示。粗体文本还用来强调重要名称或
概念。

斜体

说明性文字用斜体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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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40EX 安全和标准符合性
符合性标准和规范参考
多通道睡眠/EEG 放大器系统、EMU40EX 型号、可拆卸连接线、便携式 115/230Vac，50/60Hz，30W。
1.
2.
3.
4.
5.
6.

防触电类型：等级 I
防触电等级：BF 型
防水等级：IPX0
在易燃麻醉剂与空气、氧气或二氧化氮混合的环境中进行应用的安全等级：当存在易燃麻醉剂与
空气、氧气或一氧化二氮的混合物时，设备不适于使用。
操作模式：连续
环境条件：正常：10-40°C，30-75% rH，700-1060hPa

EMU40EX 及其附件的设计符合下列国家和国际标准。

表 1—符合性安全标准和规范参考
CAN /CSA-C22.2 No. 60601-1：
08(R2013) + C2:2011

医疗电气设备—第 1 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总体要求

ANSI/AAMI ES60601-1：2005/(R)2012
+ C1:2009/(R)2012 和 A2:2010/(R)2012
IEC 60601-1:2005 + C1:2006 和
C2:2007 第三版
CENELEC EN 60601-1:2006 + A1:2013
IEC 60601-1-6:2010 第 3.0 版

医疗电气设备—第 1-6 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总体要求
—副标准：可用性

IEC 62366:2007 第 1.0 版

医疗设备—医疗设备的可用性工程应用

IEC 60601-2-26:2012 第 3 版

医疗电气设备—第 2-26 部分：心电图扫描仪的特定安全要求

CENELEC EN 60601-2-26L2003 第 2 版
EN ISO 80601-2-61:2011 第 1 版

医疗电气设备—第 2-61 部分：脉搏血氧计基本安全和基本性
能的特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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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电磁兼容性（EMC）符合性标准和规范参考
IEC 60601-1-2 第 4.0 版，
2014 年 2 月 1 日

医疗电气设备—第 1-2 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要求
- 副标准：电磁兼容性 - 要求和测试

IEC 61000-4-2:2008 第 2.0 版

电磁兼容性 (EMC) 第 4-2 部分：检测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
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4-3 第 3.0 版和
A1:2007+A2:2010

电磁兼容性 (EMC) 第 4-3 部分：检测和测量技术—辐射、射
频和电磁场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4-4:2012 第 3.0 版

电磁兼容性 (EMC) 第 4-4 部分：检测和测量技术—电快速瞬
变/脉冲群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4-5:2014 第 3.0 版

电磁兼容性 (EMC) 第 4-5 部分：检测和测量技术—浪涌抗扰
性试验

IEC 61000-4-6 第 2.0 版和 A1:2004 +
A2:2006

电磁兼容性 (EMC) 第 4-6 部分：检测和测量技术—射频场感
应的传导干扰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4-8:2009 第 2.0 版

电磁兼容性 (EMC) 第 4-8 部分：检测和测量技术—电源频率
磁场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4-11:2004 第 2.0 版

电磁兼容性 (EMC) 第 4-11 部分：检测和测量技术—电压暂
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性试验

IEC 61000-3-2:2014 第 4.0 版

电磁兼容性 (EMC) 第 3-2 部分：限值—谐波电流发射限值

IEC 61000-3-3:2013 第 3.0 版

电磁兼容性 (EMC) 第 3-3 部分：限值—公用低压供电系统电
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值

CISPR 11 第 5.0 版和 A1:2010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电磁干扰特性—限值
和测量方法

9

®

Xltek EMU40EX™

用户和服务手册

IEC 60601-1-2 符合性声明
表 1—电磁辐射
指引和生产厂商声明—电磁辐射
EMU40EX 适用于以下指定的电磁环境。EMU40EX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该设备的使用环境能够达到这些要求。
辐射试验
射频辐射

符合性
1级

EMU40EX 的射频能量仅用于实现其内部功能。因此，
其射频辐射非常低，对周围的电子设备造成干扰的可能
性也很低。

A类

EMU40EX 适用于所有场所，但不得在家庭中使用，
也不能与民用建筑的低压公共供电网直接连接。

CISPR 11
射频辐射
CISPR 11
谐波辐射 IEC 61000-3-2

A类

电压波动/闪烁辐射

符合

IEC 61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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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电磁抗扰性
指引和生产厂商声明—电磁抗扰性

EMU40EX 适用于以下指定的电磁环境。EMU40EX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该设备的使用环境能够达到这些要求。
抗扰性试验

静电放电（ESD）
IEC 61000-4-2

IEC 60601

符合性

试验等级

级别

±8 kV
（接触放电）

符合

地板应为木地板、水泥地板或瓷砖地板。如果
地板上铺有合成材料，则相对湿度至少为
30%。

符合

主电源的技术规格应达到商用或医用环境的通
用标准。

符合

主电源的技术规格应达到商用或医用环境的通
用标准。

符合

主电源的技术规格应达到商用或医用环境的通
用标准。如果用户要求 EMU40EX 在主电源中
断时仍能继续工作，则推荐采用不间断电源或
蓄电池为 EMU40EX 供电。

符合

电源频率磁场的等级特性应符合商用或医用环
境的通用要求。

±15 kV
（空气放电）
静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IEC 61000-4-4

±2 kV, 100Khz
（电源线）

电磁环境—指引

±1 kV, 100Khz
（输入/输出线）
浪涌

±1 kV（差模）

IEC 61000-4-5

±2 kV（共模）

电源输入线电压暂
降、短时中断和电压
变化的抗扰性试验

<100% 电压降，
0/5 个周期，0°，
45°，90°，
135°，180°，
225°，270°，
315°

IEC 61000-4-11

100% 电压暂降，
1 个周期
30% 电压暂降，
25/30 个周期
暂降 40%，持续时
间为 5 个周期
电源频率

30 A/m

（50/60 Hz）磁场
IEC 61000-4-8

注意：UT 是在施用各试验等级的电压之前，主交流电源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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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电磁抗扰性—非生命支持设备和系统
指引和生产厂商声明—电磁抗扰性
EMU40EX 适用于以下指定的电磁环境。EMU40EX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该设备的使用环境能够达到这些要求
抗扰性试验

传导射频
IEC 61000-4-6
辐射射频
IEC 61000-4-3

IEC 60601
试验等级

符合性

电磁环境—指引

级别

3 Vrms

3V

150 kHz 至
80 MHz

3 V/m

3 V/m
80 MHz 至
2.7 GHz

便携式和移动式射频通讯设备距任何
EMU40EX 部件（包括电缆）的使用距离均不
得小于推荐间距，推荐间距可根据该发射器频
率的适用公式计算得出。
推荐间距
d = 1.2√P

150 kHz 至 80 MHz

d = 1.2√P

80 MHz 至 800 MHz

d = 2.3√P

800 MHz 至 2.5 GHz

其中，P 是发射器生产厂商提供的发射器最大
额定输出功率，单位为瓦（W）；d 为推荐间
距，单位为米（m）。
固定射频发射器产生的场强可通过电磁场 1来
确定，所测得的场强不应超过各频率范围内的
符合性等级 2。
如果设备标有以下符号，则该设备附近可能会
发生干扰：

注意 1：对于 80 MHz 和 800 MHz，应采用较高的频率范围。
注意 2：上述指引并非在所有的应用环境中都适用。电磁波在传播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建筑、物体和人体吸收和反
射作用的影响。

1

固定发射器，如无线（移动/无绳）电话、陆地移动无线电台、业余电台、AM 和 FM 无线广播和 TV 广播所产生的场强通常都无法通
过理论计算而获得精确的结果。如果要评估固定射频发射器的电磁环境，则可考虑进行电磁场测量。如果 EMU40EX 所在位置的场强
测量值超过上述适用的射频符合性等级，则应确认 EMU40EX 能否正常工作。如果设备操作异常，则有必要采取其它措施（如调整
EMU40EX 的方向和位置）。
2

在 150 kHz－80 MHz 的频率范围内，场强不得超过 3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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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外壳端口对射频无线通讯设备的抗扰性测试规范
测试
频率
(MHz)

频带

a)

服务

a)

调制 b)

(MHz)
脉冲
b)
调制
18 Hz
FM c)
± 5 kHz 偏差
1 kHz 正弦

最大值
电源
(W)

距离
(m)

抗扰性
试验等级
(V/m)

1.8

0.3

27

2

0.3

28

385

380 -390

TETRA 400

450

430 – 470

GMRS 460,
FRS 460

704 – 787

LTE 频带 13,
17

脉冲
b)
调制
217 Hz

0.2

0.3

9

800 – 960

GSM 800/900,
TETRA 800,
iDEN 820,
CDMA
850,LTE
频带 5

脉冲
b)
调制
18 Hz

2

0.3

28

1,700 –
1,990

GSM 1800;
CDMA 1900;
GSM 1900;
DECT; LTE 频
带 1, 3, 4, 25;
UMTS

脉冲
b)
调制
217 Hz

2

0.3

28

2,400 –
2,570

蓝牙，WLAN,
802.11 b/g/n,
RFID 2450,
LTE 频带 7

脉冲
调制 b) 217 Hz

2

0.3

28

5,100 –
5,800

WLAN 802.11
a/n

脉冲
调制 b)
217 Hz

0.2

0.3

9

710
745
780
810
870
930
1,720
1,845
1,970

2,450
5,240
5,500

5,785
注意：如有必要实现抗扰性试验等级，发射天线和医疗电气设备或医疗电气系统之间的距离可缩短至 1 米。1 米的试验
距离是 IEC 61000-4-3 所允许的。
a)
对于某些服务，仅包含上行链路频率。
b)
应使用 50% 工作周期方波信号调制载波器。
c)
作为 FM 调制的备选方案，可在 18 Hz 条件下使用 50% 脉冲调制，因为它虽然不代表实际调制，但将是最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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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符合性声明
注意：

根据 FCC 规则第 15 部分，本设备已按照 A 类数字装置的限值进行了检测，并符合标准。
这些限值的设计目的是，当此设备在商业环境中操作时，针对有害干扰提供合理保护。本
设备产生、使用并会辐射无线电射频能量；如果未按照说明手册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
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住宅区操作本设备可能会导致有害干扰，这种情况下用户
必须自费排除干扰。

警告：

生产厂商未明确认可的改动或修改可能会使用户操作此设备的权限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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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事项、警告和注意事项
禁忌事项
Xltek EMU40EX（带内特斯主机）不应用于下列条件下：
请勿在存在易燃麻醉剂的环境中操作系统。

检查使用区域，避免在存在可燃气体的环境中操作系统。

为确保信号的有效性，不要在任何电磁干扰源附近操作本设备。

内特斯系统未经 AP 或 APG 评定。不要在易燃麻醉剂与空气、氧气或二氧化氮混合的环境中
使用内特斯系统。
Xltek EMU40EX（带内特斯主机）不适合与除颤器结合使用。与此设备一同工作时，系统可
能会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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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和注意事项
一般警告
注意：推荐使用充裕的存储容量来存储所有数据。在主驱动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这有
助于使数据丢失的风险降至最低。
任何本设备的正确使用均取决于仔细阅读随附系统提供的或系统上标示的所有说明和标签。
错误应用或使用可能导致测量不准确。
设备/系统由接受过培训的用户使用。请在安装任何硬件之前阅读手册，当操作、存放或重新安
装系统时，请参考相应的章节。
EMU40EX 系统仅与认可的设备及附件一起使用。
使用不同于设备生产厂商指明或销售电缆，可能会增加辐射或降低设备的抗扰性，并可能造成
系统不符合 IEC 60601-1-2:2007 的要求。
放大器主机防水等级为 IPX0—根据 IEC 60529，防水等级为普通。
放大器接线器归类为人体佩戴型，在模块袋 (-61) 内的防水等级为 IPx1，无模块袋时符合
IEC 60601-2-26 泄漏要求。
根据 IEC 60601-1，EMU40EX 系统归类为 I 类设备。
结合 EMU40EX 系统使用的计算机必须得到 XLTEK 的核准，且作为 IEC 60601 核准系统的一
部分提供，或者它必须达到 IEC 60950 或类似标准，并远离患者环境（也就是说，与患者的横
向距离至少为 1.5 米，距离患者所在区域的地板的高度要超过 2.5 米）。
警告：在采集计算机上安装的第三方软件可能会对内特斯软件的操作形成干扰。在采集计算机
上安装第三方软件时，请咨询内特斯技术支持。
切勿使用零件缺失或内部（指设备的封闭部分）零件可能松动的设备。如果您怀疑一台设备零
件缺失或松动，请联系内特斯。对于正常磨损的系统电缆和部件，请定期开展检查。
请开展建议的维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维护、清洁和处置部分。
在尝试清洁设备之前，关闭所有系统电源，并将电源线从系统和墙壁插座断开。清洁时必须非
常小心。不要让任何液体渗入系统的任何连接器或内部电子元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维护、清洁和处置部分。
EMU40EX 上的生物污物无法清洁。尝试清洁生物污物会损坏设备。
设备附件可能包括多种一次性无菌针形电极。这些针形电极被标示为无菌，且消毒方法在包装
上有说明。如果无菌包装受损，则不应使用这些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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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向医师销售本设备，且只能由医师经销或使用本设备，或凭医嘱销售本设备。
配合 XLTEK 设备使用的打印机和/或外围设备应根据所用国家/地区的法规进行标记并获准用于
相应的医疗环境。
请勿尝试向患者接线盒连接任何第三方设备，除非经过 XLTEK 核准。
请勿将本医疗产品作为未分类的城市废物处置。在 EMU40EX 使用寿命结束时，请联系 XLTEK
安排寄回 EMU40EX 放大器，联系电话：1-800-303-0306。
警告：不允许对本设备进行任何改装。

在输入信号超出 +/- 10mV 范围的情况下操作本设备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结果。
重复应力性损伤风险：如果不考虑人体工程学持续使用本产品，可能会导致重复应力性损伤。

放置医疗电气设备时不要妨碍断连设备的操作。

电气警告和注意事项
XLTEK 系统仅限于连接到正确接地的电插座。确保将 EMU40EX 放大器系统单独连接到一个医
疗级的三相接地插线板上。
确保将 EMU40EX 放大器系统单独连接到一个医疗级的三相接地插线板上。

电极的导电部件及其连接器不得接触其它导电物体，也不得接地。

请不要将复合移动插座（MPSO）置于地面。

请勿将其它复合移动插座（MPSO）或延长线连接到 EMU40EX 放大器系统上。
触电危险：在连接好所有电缆并确认和目视检查有无任何损坏之前，不要开启系统电源。不检
查电缆可能导致触电死亡。应当定期进行电气安全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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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电危险：不要维修系统。请将维修工作交由合格人员完成。不要使用未经恰当测试的修复组件。
在使用 EMU40EX 放大器系统时，不要使用复合移动插座 (MPSO) 为任何不属于此系统部件的设备
供电。
触电危险：不要将电极输入端接地。患者接线盒标有重要的警示符号，向您提醒连接装置仅能用于
隔离的患者连接。接地可能导致触电死亡。
触电危险：不要维修系统。请将维修工作交由合格人员完成。不要使用未经恰当测试的修复组件。

为了在不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使用脑电图扫描仪以防灼伤患者，电极的位置信息已标明。
当通过复合移动插座 (MPSO) 用一个独立的变压器为系统供电时，不得将作为系统一部分的非
医疗设备直接连接到墙上插座。
为了避免系统所有部件互连时的总泄漏电流可能造成的危害，隔离变压器只可为连接到
EMU40EX 放大器系统上的设备供电。
隔离变压器的额定电流必须足以操作由其供电的所有设备。请参看隔离变压器和连接的每个单
独设备的额定电流。
当更换 EMU40EX 放大器的保险丝时，必须确保新保险丝与原有的型号和额定值相同。替换保
险丝应当从内特斯直接购买。

根据 IEC 60601-1，EMU40EX 放大器系统归类为 I 类设备。

警告：触电危险：在连接好所有电缆并确认和目视检查有无任何损坏之前，不要开启系统电
源。不检查电缆可能导致触电死亡。应当定期进行电气安全性检查。

患者环境警告和注意事项
注意：患者环境被定义为距离患者的横向距离在 1.5 米以内、距离患者所在区域的地面高度在
2.5 米以内的区域。
所有患者电极只能与充分得到电气隔离的设备相连接。如果将患者电极与任何其它设备或与外
部插座连接，则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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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接线盒仅接受防接触式电极输入。不要尝试使用任何其他形式的患者电极输入。

连接到主机或接线盒的患者事件开关不适用于重大患者安全相关事件。

如果患者环境内有一台联网的计算机，则必须要使用网络隔离器。

在接触系统任何 EMU40EX 系统可触及金属部件时，不要同时接触患者。

在接触 EMU40EX 系统任何接地组件时，不要同时接触患者。
将患者同时连接到高频手术设备和脑电图设备可能会使生物电位输入电极部位灼伤，并可能损
坏生物电放大器。要了解正确用法说明，请参阅手术设备的用户文档。
如所有的医疗设备一样，如果在未确保将背带/腰带和模块袋正确固定在患者身上的情况下就使用
这些装备，可能会导致患者受伤。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 EMU40EX 接线盒至背带或腰带部分。
EMU40EX 放大器系统不包含 SpO2 或脉搏率警报。

如果患者环境中存在视频相机，应当通过以太网将其直接连接至计算机，而不应连接至网络。

用户在放置医疗电气设备时不要妨碍断连设备的操作。

当对患者使用医疗电气设备时，不可维修或保养其任何部件。

患者连接不用于直接心脏接触。

使用此仪器时，请小心连接接触患者的导线，降低导线纠结或勒束患者的机率。

不要在 MRI 或 CT 系统附近使用 EMU40EX。

不要让松散的电极接触金属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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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血氧计警告
Masimo SET® 脉搏血氧计只能由合格人员操作。在使用前，应阅读本手册、附件使用说明、所
有安全防范信息和规格。
爆炸隐患。在易燃麻醉剂或其他易燃物质与空气、富氧环境或一氧化二氮的混合物存在的情况
下，请勿使用 MS 电路板脉搏血氧计。
EMU40EX 放大器系统不包含 SpO2 或脉搏率警报。

不应将脉搏血氧计用作呼吸暂停监视器。

应将脉搏血氧计视为一种早期警告装置。由于指示了患者脱氧的趋势，应通过实验室辅助血氧
计分析血液样本以完全了解患者的状况。
显著的血红蛋白（HbCO 或 MetHb）功能失调可能导致测量不准确。

血管内染料（如吲哚菁绿或亚甲蓝）可能导致测量不准确。

过度照明可能导致测量不准确或脉冲信号丢失。

过度的患者移动可能导致测量不准确。

静脉搏动可能导致测量不准确。

碳氧血红蛋白可能错误地增加读数。增加量约等于存在的碳氧血红蛋白量。染料或任何含有染
料的物质会改变通常的动脉色素沉着，可能会导致读数错误。

当患者出现低血压、严重血管收缩、严重贫血或体温过低时，可能会发生脉搏信号丢失。

当传感器附近存在动脉闭塞时，可能发生脉冲信号丢失。

当患者处于心脏骤停或休克时，可能发生脉搏信号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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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组织损伤。

请勿将患者电缆浸入水、溶剂或清洁溶液中（患者电缆连接器不防水）。不要通过辐射、蒸汽
或环氧乙烷对患者电缆进行灭菌。

脉搏血氧计传感器警告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 LNOP® 传感器使用说明。
只能使用 Masimo 血氧传感器进行 SpO2 测量。其他氧传感器（感应器）可能导致脉搏血氧计
工作不正常。
不正确的应用或使用 LNOP® 传感器（例如将传感器包裹得太紧）可能导致组织损伤。按照传感
器方向指示检查传感器位置，以确保皮肤完整性并正确定位和粘附传感器。
在 MRI 扫描期间不要使用 Masimo 脉搏血氧传感器，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灼伤。Masimo 脉搏血
氧计可能影响 MRI 图像，并且 MRI 单元可能影响血氧测量的准确度。
将传感器放置在带有血压袖带、动脉导管或血管内线的四肢上可能会导致测量不准确。

当传感器太紧时，可能会发生脉冲信号丢失。

请参阅可重复使用的 Masimo LNOP® 传感器的使用说明中的清洁说明。
请勿使用损坏的患者电缆。请勿将患者电缆浸入水、溶剂或清洁溶液中（患者电缆连接器不防
水）。不要通过辐射、蒸汽或环氧乙烷对其进行灭菌。请参阅可重复使用的 Masimo 患者电缆
的使用说明中的清洁说明。

无线选项警告和注意事项
本放大器/前箱的无线功能可无源显示 EEG 信号。此功能不能替代其他患者监测和监督手段。
与其他无线设备一样，此功能在操作范围方面受到限制。如果主机和接线盒之间存在任何物理
干扰，则范围也会大幅缩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采集计算机都不会接收无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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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40EX 包含 FCC ID：R47F2M03GX，符合 FCC 法规第 15 节的规定。操作应符合以下两
个条件：
(1) 此设备不得造成有害干扰，和
(2) 此设备须接受任何干扰，
包括可能造成非正常工作的干扰。
未经合规责任方明确认可的改动或修改可能会使用户操作此设备的权限失效。
EMU40EX 包含 F2M03GXA，后者已通过蓝牙规范中规定和 PRD 2.0 中要求的蓝牙资格/认证
流程。
QDID：B012540。
未知有任何设备会干扰本设备的无线射频性能。不过，应注意要让 EEG 设备与任何其他无线产
品保持安全距离。请参阅 IEC 60601-1-2 部分“符合性声明”中的表 4。
如果本设备的无线射频受到干扰，请调整造成问题的设备的位置或联系内特斯技术支持，联系
电话：1-800-303-0306，或邮箱：OTS@Natus.com。

电磁干扰 (EMI) 警告
医疗电气设备需要针对 EMC 采取专门的预防措施。安装和使用此类设备时，必须遵照本手册和
任何其他随附文档中提供的 EMC 信息要求。
使用非指定附件、传感器和/或电缆（设备生产厂商作为内部组件的替换部件销售的产品除
外），可能会增加设备或系统的辐射或降低其抗扰性，并可能造成系统不符合
IEC 60601-1-2:2007 的要求。
使用时，设备或系统不应与其它设备过于靠近或堆叠在一起。如果必须如此，用户应注意检查
设备或系统在该使用条件下能否正常工作。

便携式和移动式射频通信设备可能会影响医疗电气设备。

传导抗扰性警告
在操作、运输或暂时性或永久性存储系统及其组件时，要确保使用的任何平台、桌子、推车或其
它平面都要合规、稳定且安全。对于因不合规、粗制滥造或未经认可的运输工具、推车或操作平
面引起的任何受伤或损失，内特斯概不负责。对于在运输中因不恰当的电缆存储引起的任何受伤
或损失，内特斯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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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警告
在操作、运输或暂时性或永久性存储系统及其组件时，要确保使用的任何平台、桌子、推车或其
它平面都要合规、稳定且安全。对于因不合规、粗制滥造或未经认可的运输工具、推车或操作平
面引起的任何受伤或损失，内特斯概不负责。对于在运输中因不恰当的电缆存储引起的任何受伤
或损失，内特斯概不负责。
倾倒隐患：在运输时，用户应当使用双手操纵推车，确保所有轮子朝一个方向，使得一个脚轮就
能引导推车的运动方向。如果不用一个轮子控制推车，在上下台阶或门槛时会造成倾倒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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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和警告
静电放电（ESD）处理
在开展任何安装或放置过程前，请阅读本节概述的预防措施。

警告：请确保采取恰当的静电放电（ESD）预防措施。在移动、接线或进行任何安装程序前请
断开电缆。
有些半导体（固态）设备很容易遭到静电的破坏。这种组件通常被称为静电敏感设备
（ESD）。对于标有 ESD 标志的连接器，不要接触其可触及的导电部件。
遵照这些技巧，有助于减少由静电造成的组件损坏事件：
•

即将对任何产品组件进行组装前，接触一个已知的接地点，以排除身体静电。

•

在置换未封装静电敏感设备（ESD）时，尽量减少身体的动作。刷衣服或将脚从铺设地毯的地面上
抬高，类似动作产生的静电足以对产品组件造成破坏。

•

在温度较低、较为干燥的区域不要铺设地毯。在准备安装产品组件前，将其置于防静电包装（如果
有的话）中。

•

在连接或断开电缆时务必要小心。每次断开电缆时都要确保拉动的是电缆连接器或应力消除环，而
不是电缆本身。

警告：电缆损坏会导致电路短路。连接电缆前将连接器插脚对齐，这样可以防止损坏连接器。

警告：未对齐的连接器插脚会导致系统组件在通电时损坏。

传导抗扰性过程和警告
传导抗扰性被定义为一件电子产品对其它电子产品或电磁现象产生的电能影响的承受力。
位于附近设备上的其它电子设备产生的电能通常通过连接电缆进行传播。某些半导体设备的功能和高灵敏
放大器（EEG、EMG、ECG）可能会受到引发的寄生信号的影响。
这种影响被称为 EEG 波形上的噪音和/或通道饱和，同时辅助传感器会出现超标数值。

遵循这些技巧，有助于识别噪音源，并提升对寄生噪音的抗扰性：o
确认电源和所有复合移动插座不接触地面，且位于一个干燥的位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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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 EEG 波形上存在寄生噪音，则将附近设备从常见电源上切开，以此判断可能的肇因。
使互连的电缆尽可能地远离附近设备正在使用的电缆。
检查电源线的完整性。不要使用未正确接地的复合移动插座。
不要使用无保护接地的电源插座。
当使用隔离变压器时，确保此医疗系统正确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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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符号

说明
注意：
请参阅随附的文档
请参阅随附的文档
请参阅操作说明

按压禁止

保护接地（接地）

BF 型设备

危险电压

交流电

直流电

打开电源

关闭电源

仅限欧盟：不得作为未分类城市垃圾加以处理

CE 标志

25

®

Xltek EMU40EX™
符号

用户和服务手册
说明
II 类设备（非接地外壳）
ESD 敏感性
或
静态敏感性

直流输入 13-16 接线盒电缆连接器

患者事件按钮连接器

等电位螺柱

非防水设备

LAN 连接

USB 接口
制造商信息

易碎

26

IPX0

根据 IEC 60529，不防水。

IPX1

根据 IEC 60529，防止从设备上方滴水至少 1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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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EMU40EX 放大器
规格

值

模拟规格通道
参考通道

40

差分输入阻抗

> 50 MOhms

共模输入阻抗

> 25 MOhms

共模抑制比

116 dB @ 60 Hz

输入噪声（峰-峰）

3.9 µV @ 0.1~70 Hz 带宽

输入噪声 (RMS)

0.65 μV @ 0.1~70 Hz 带宽

EEG 通道硬件增益

250

剪切之前的最大差分交流输入（参考）

± 10 mV 峰-峰

最大工作直流输入电压电极偏差

± 200 mV

输入偏流

< 20 pA

通道串扰

-87 dB

模拟规格 – 直流通道
直流通道（主机，DC1 – DC4）

4 个隔离通道

直流输入范围

±5V

主机接口
网络接口

TCP/IP（固定 IP 地址或 DHCP）

有线

千兆以太网（1000BASE-T、IEEE 802.3ab）

直接连接接口

USB 2.0

用户界面
前面板控件

主机 LCD 触摸屏

患者事件按钮接口

1 个在主机上，1 个在接线盒上

闪光刺激器接口

1 个内特斯闪光刺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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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数字规格
采样频率

256 Hz、512 Hz、1024 Hz

采样分辨率—EEG 通道

16 位

采样量化—EEG 通道

300 nV

采样分辨率—直流通道

16 位

采样量化—直流通道

150 μV

操作模式
主机保险丝型号和额定值

T 1.5 A / 250 V

主机电源

100 – 230 V，50/60 Hz

存储容量

4 GB 内置袖珍闪存卡

主电源要求（主机）

100-230 VAC；50-60 Hz 70 VA

功耗（EMU40EX 接线盒）

1 W @12 V

电池

2 节 AAA 镍-金属氢化物可充电电池

电池续航时间

1 至 1.5 小时（取决于启用的功能：无线、血氧计）

阻抗检查

< 2.5, < 5, < 10, < 25 kOhms

通道测试信号

可编程
正弦：5–20 Hz，50–200 μV 峰-峰
平方：0.25-1 Hz，50–200 μV 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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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值

无线规格
工作频率

2.400 – 2.4835 GHz

射频输出功率

6 mW (+8dBm)
64 mW (+18dBm) 3

发射器/接收器之间的最大距离范围（根据 EMC
环境条件）。

最长 30 米

使用环境条件
操作环境限制

温度：10°至 30°C
相对湿度：30%–75%
大气压：700 hPa 至 1060 hPa

运输和存储温度范围

-25°C 至 60°C

运输和存储湿度范围

10%-95%

运输和存储大气压力范围

500 hPa 至 1060 hPa

外形尺寸
尺寸（长 x 宽 x 高）

内特斯主机

292.5mm x 266.6mm x 51.5mm
(11.52”x 10.5”x 2.03”)

EMU40EX 接线器

100mm x 158mm x 23mm
(3.94”x 6.22”x 0.91”)

重量

3

内特斯主机

2.14 kg (4.72 lb)

EMU40EX 接线器

333 g (0.73 lb)

使用提供的软件实用程序可以调整每台 EMU40EX 设备的最大射频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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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图片
EMU40EX 系统

图 1：EMU40EX 系统：主机、接线盒和电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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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

1

电源按钮。标记为

2

保留备用。标记为

3

可用来将主机直接连接至 PC 和/或笔记本。标记为

4

可用来将主机连接至 TCP/IP 网络。标记为

5

接地等电位端子。

6

将主机连接至主电源。

7

保险丝盒。标记为：

保险丝：T 0.5A/250V；100-230VAC；50-60Hz 70VA

8

保留备用。标记为

。

9

可用于连接来自外部设备的直流信号。标记为 DC1-DC12。连接 EMU40EX 接线盒时只能使用
DC1-DC4。

10

内特斯闪光刺激器连接器。标记为 。

11

患者事件按钮连接器。标记为 。

12

用来将主机连接至 Quantum 患者接线盒。连接 EMU40EX 接线盒时不可用。

13

用来连接 EMU40EX 的患者接线盒。标记为

。
。
。

。

注意：只能在给定的时间使用一种类型的接线盒。不可将 EMU40EX 接线盒与其他接线盒结合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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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40EX 接线盒

图 5：EMU40EX 接线盒
1

标准 10-20 通道输入

2

患者事件接口（侧边）

3

主机或外部电池组接口（侧边）

4

状态 LED

5

8 个其他通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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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箱
当您打开 EMU40EX 的包装时，确保内含以下项目：
•

内特斯主机

•

EMU40EX 接线盒

•

EMU40EX 接线电缆

•

以太网电缆

•

电源线

•

患者事件开关

可选附件：
•

EMU40EX 电池组

•

EEG 附件包
注意：EMU40EX 系统只能结合内特斯提供或核准的电缆、传感器、电极、传感器和开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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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EMU40EX 放大器可与运行 Natus Database 和 NeuroWorks EEG 软件的 XLTEK 计算机系统搭配使用。

连接计算机
USB 连接方式
将 EMU40EX 连接到 XLTEK 计算机：

1.
2.
3.
4.

使用提供的 USB 2.0 线缆将内特斯主机连接到计算机。
将患者事件开关插入主机或接线器上的患者事件接口。
如需闪光刺激器，则将闪光刺激器插入主机上的闪光刺激器接口。
当您准备好运行一项检查时，请将患者导线和传感器连接到 EMU40EX 接线盒。

图 6：EMU40EX 系统的 USB 硬件连接方式

以太网连接方式
1.
2.
3.
4.
5.

将计算机连接到 LAN（局域网）。
将内特斯主机连接到 LAN。
将患者事件开关插入主机或接线器上的患者事件接口。
如需闪光刺激器，则将闪光刺激器电缆插入主机上的闪光刺激器接口。
当您准备好运行一项检查时，请将患者导线和传感器连接到 EMU40EX。

图 7：EMU40EX 系统的以太网硬件连接方式
注意：XLTEK 设计的 EMU40EX 放大器旨在用于 EEG/LTM 检查。有关运行检查的更多信息，
请参阅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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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的连接设置
1. 请确认主机通过快速分离支架安装至系统推车或墙壁安装轨上。
2. 使用网络或通过 USB 将放大器主机连接至采集计算机。可将主机连接至采集计算机的标准千兆交
换网络插孔（推荐）或辅助千兆网络接口卡。
3. 将电源线、主机连接至 EMU40EX 接线盒电缆、患者事件开关和其它任何所需附件。

注意：EMU40EX 放大器系统的设置和安装只应由内特斯合格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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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IP 地址
1. 要为主机通电，请按住电源键

2. 按触摸屏上的 Settings（设置）

3 秒。此时会出现以下用户界面。

按钮，访问 IP 配置。

注意：放大器支持 DHCP 和静态 TCP/IP 地址配置。选择 DHCP 可以让放大器从
DHCP 服务器上自动获得 TCP/IP 地址。
NeuroWorks 软件可扫描和发现可用的放大器来进行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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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 Audio Alerts（声音警报）选择 On（开）或 Off（关）。
4. 或者，在 Network Settings（网络设置）下选择 DHCP，DNS 服务器将为主机启用手动输入
IP address（IP 地址）和 DNS server（DNS 服务器）。

5. 按 Save（保存），完成对 IP 配置的更改。
6. 按 Close（关闭），返回到主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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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认系统设置，查看信息屏幕。

8. 在信息屏幕，确保 IP address（IP 地址）按预期设置，并确保与接线器相关的连接信息显示系统已识
别所有组件。
注意：如果未使用 DHCP（DHCP），DHCP/STATIC（DHCP/静态）项目将会指示
STATIC（静态）。
9. 按 Close（关闭），退出信息屏幕。
此时，放大器已经设置完成，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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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图标
在正确安装并与 PC 连接后，内特斯主机将在触摸屏底部显示数个图标，指示接线盒、前箱和主机的连接
状态。下表展示了不同的连接状态指示符。
图标

说明
显示连接至主机的接线盒数量 (1)。
指示前箱已通过 USB 与 PC 连接，并已与软件建立连接。
指示前箱已通过以太网网线连接至 PC。如果颜色为蓝色，说明 PC 软件已连接至前箱，
且通常正在执行检查。
如果颜色为黑色，则说明以太网网线已连接，但软件未与前箱建立连接。
如果为透明，则说明未插入网线。
注意：如果使用 USB 连接，则上述连接将一直显示，直至软件与前箱建立直连，此时其
将变为
。硬件无法检测到与 USB 电缆的实体连接。
显示内特斯主机设置。
显示关于所连接的接线盒的信息。
关闭 LCD 屏幕。
关闭内特斯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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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使用和特性
新手入门
注意：如果发生断电，在恢复供电后使用上一次编程设置可以恢复当前记录。

操作员和患者的位置
系统操作员应当站或坐在计算机前，但不用持续这样做。患者通常躺在系统推车或放大器旁边的床上，
但绝不能用设备支撑身体。

放大器设备是戴在患者身上的。有关患者接线盒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 EMU40EX 接线盒至背带或
腰带部分。
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斜靠或者坐在系统上。要了解不同推车运输选择的位置、详细信息和注意事项，请参阅
运输系统规格和维护。
要在使用前了解所有系统组件，请参阅相应的使用说明。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相机、计算机、刺激器和软
件。

开始检查
在内特斯授权代表安装完设备并且患者连接到 EMU40EX 系统后，可开始进行新的 EEG 检查。要了解开
始新 EEG 检查的详细信息，请查阅 NeuroWorks 手册。
注意：要记录检查，必须将主机连接至 PC 和 EMU40EX 接线盒至主机数据链路中所述
的接线盒。

切断系统电源
遵照以下步骤，确保彻底、安全地切断您的系统电源。
1.
2.
3.
4.

在 NeuroWorks 软件中关闭所有活动检查。
关闭计算机：确保遵照正确的关闭步骤。
在主机 LCD 上按住 Shutdown（关闭）按钮 3 秒。
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源线。将 EMU40EX 接线盒添加至腰带或背带。

将 EMU40EX 接线盒置于患者身上，可通过使用腰带或背带设置来完成。
模块袋、腰带和背带系统必须穿戴于患者的衣物或病服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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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EMU40EX 接线盒至背带或腰带
腰带设置
使用腰带设置：
1. 将腰带穿过模块袋背面，将模块袋固定到腰带上。
2. 将电极固定到患者身上后，按要求将接线盒放入模块袋中，使电极导线从顶部或侧面伸出。如果使用外
部电池组，请将其插入接线盒旁边的模块袋中。
3. 尽可能地拉上拉链，以便将接线盒固定。
4. 将接线盒封装在模块袋中后，将腰带贴合在患者中间部位周围。确保腰带既不太紧也不太松，患者感觉
舒适。
5. 将患者事件开关插入模块袋前面的固定器，并将电极聚成马尾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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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带设置
使用背带设置：
1. 将系索固定到模块袋背面的两 (2) 个圆环上。
2. 将电极固定到患者身上后，按要求将接线盒放入模块袋中，使电极导线从顶部或侧面伸出。如果使用外
部电池组，请将其插入接线盒旁边的模块袋中。
3. 尽可能地拉上拉链，以便将接线盒固定在模块袋中。
4. 一旦将接线盒封闭在模块袋中，将系索缠绕在患者颈部或肩部周围，或将其挂在床边的柱子上。
5. 将患者事件开关插入模块袋前面的固定器，并将电极聚成马尾辫。

电位均衡导线
主机提供一种供选择性使用的电位均衡导线。要安装，请将总线电缆从电位均衡导线连接至使用
EMU40EX 系统所在房间内的电气绝缘的电位均衡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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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40EX 放大器系统说明
此部分介绍 EMU40EX 放大器系统及其工作模式。
EMU40EX EEG 放大器系统包含患者电极组、接线盒和主机。EMU40EX 放大器系统可与运行 Natus
Database 和 NeuroWorks 数据审核和分析软件的 XLTEK 主机计算机系统搭配使用。
EMU40EX 接线盒为一款 40 通道 EEG 放大器，配备用于 EEG 电极导线的防接触插孔。该设备可将患者
的脑电活动转换为数字数据流。此外，还可在床边集成来自内置 Masimo SET® 脉搏血氧计的 SpO2 和脉
率通道，以及来自坠饰型按钮开关的患者事件标记。
数字 EEG 波形数据将传输到主机，以便进一步处理和存储信号。主机支持通过以太网或 USB 将这些数据
传输到 XLTEK NeuroWorks 工作站，以便实时显示波形，以后审核及提供波形临床解释。主机还提供四
个直流输入通道、闪光刺激器控件、其他事件标记输入，并可在患者房间控制 EEG 电极阻抗测试。
EMU40EX 接线盒可以通过电缆连接到主机，也可以通过安全的蓝牙链接进行无线连接。下面详细介绍了
EMU40EX 放大器系统在各种工作模式下的使用信息。

EMU40EX 接线盒至主机数据链路
EMU40EX 接线盒通过双向 4 Mb/s 的线缆连接与主机进行通信。此连接用来向主机发送实时高精度数字化
EEG 波形和相关信号。
此外，接线盒和主机也可以通过可选的单向 230.4 Kb/s 无线接口进行无线连接。使用此选项，接线盒会将
数据存储到闪存并向主机发送降采样的 EEG 波形数据，然后由主机将数据转发到 NeuroWork 计算机以实
时显示 EEG 波形。
请注意，主机只能通过电缆连接发送配置和控制 EMU40EX 接线盒的数据/命令。
可选无线功能按照客户要求提供。要使用此选项，需执行两步。首先，按照客户要求在工厂内启用此功能。
其次，用户必须在 NeuroWorks 软件中启用此功能，然后才能使用蓝牙无线模式。
下面两部分介绍无线选项被禁用和启用的情况下如何使用 EMU40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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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选项被禁用的 EMU40EX 功能说明
当主机与接线盒建立物理连接（即使用接线盒数据线）后，EMU40EX 将进入物理连接模式。在此模式下，
数据通过电线连接传输至主机，然后由主机将数据传输至计算机。
计算机软件将显示并储存此数据（请参见图 8）。

图 8： 不带无线选项的物理连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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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机与接线盒的物理连接断开时，EMU40EX 将处于物理断开连接模式。在此模式下，接线盒使用袖珍
闪存来存储检查数据（请参见图 9）。

图 9 - 不带无线选项的物理断开连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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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机与接线盒重新建立物理连接后，EMU40EX 将进入物理重新连接模式。在此模式下，接线盒中存储
的任何数据通过主机传输到计算机，并与检查记录合并（请参见图 10）。

图 10 - 不带无线选项的物理重新连接模式

在接线盒闪存中存储的所有数据都传输到计算机后，接线盒将恢复物理连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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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无线选项的 EMU40EX 功能说明
无线选项不影响连线操作。
在物理连接模式下，数据先通过电线连接传输至主机，接着再传输至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将显示并储存此
数据（请参见图 11）。

图 11 - 带无线选项的物理连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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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机与接线盒的物理连接断开后，接线盒将使用袖珍闪存来存储检查数据，同时通过无线连接传输降采
样版本的数据（请参见图 12）。

图 12 - 带无线选项的物理断开连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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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euroWorks 软件可使用无线连接传输的数据来无源显示 EEG 信号。不过，不能对软件展示的信号
执行任何操作（信号无源展示形式）。不会存储无线连接发送的数据。
重新连接后，接线盒中存储的任何数据将通过主机传输到计算机，并与检查记录合并（请参见图 13）。

图 13 - 带无线选项的物理重新连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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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无线功率限制
EMU40EX 蓝牙射频模块的功率等级可以调整。该模块可以配置为允许标准或扩展的无线范围，也可以完
全禁用。每个 EMU40EX 前箱均可使用 NeuroWorks CD 中的实用程序单独配置。所选配置将保留在非易
失性存储器中，直到明确变更。
要调整无线功率，请从 NeuroWorks CD 中运行 EMU40EX.exe。此时将出现以下窗口：

图 14：使用 EMU40Ex.exe 实用程序调整无线功率
单击[Open（打开）]以便与放大器建立连接。如果通过以太网 (IP) 连接 EMU40EX 放大器，请输入该放大
器的 IP 地址（与 NeuroWorks 放大器设置中所示的地址相同）。连接 EMU40EX 后，日志将指示连接成
功，用户则可以单击[Extended（扩展）]或[Standard（标准）]来调整无线功率。

测试 EMU40EX 放大器
在发运给您之前，EMU40EX 放大器已经过完全组装、测试和校准。不过，下列部分说明了为验证
EMU40EX 放大器的性能您可以执行的某些测试。

校准和验证
无需校准软件或 EMU40EX 放大器。所有校准均在发运系统之前于工厂内完成。要确认已正确校准
EMU40EX 放大器，请执行下列程序：

1.
2.
3.
4.
5.
6.
7.

将主机连接到 XLTEK 计算机并开启系统。
启动 Natus Database。
要开始新检查，请点击 New EEG（新 EEG）或 Sleep（睡眠）。
选择 Edit（编辑） > Settings（设置） > Acquisition（采集）。
在 Acquisition（采集）选项卡中，将 Reference Electrode（参考电极）设置为 Common（共用）。
设计四个双极导联，使它们能够得出每个相邻通道的差值，例如：C3 CZ、C4 T4、T5 P3 等。
使用信号发生器，对该组内的所有通道应用 50 微伏，峰间振幅，10 Hz 的正弦波。确保发生器输
出端有 50 欧姆的负载（如果发生器设计为向此负载传输指定强度的信号）。
8. 将 LFF 滤波器设置为 0.1，将 HFF 滤波器和 Notch 滤波器关闭。
9. 确认没有正弦波大于 50 微伏峰间值。50 微伏代表增益匹配 1%。
注意：要获取关于设置导联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在线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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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测试
在采集模式下，可以执行通道测试以检查从放大器到显示器的信号处理是否正确。通道测试将测试信号应
用到所有通道。这使您能够检查屏幕上的波形，以查看是否所有通道都在工作。

注意：通道测试并不验证从患者电极到放大器输入端的连接。

运行通道测试

1. 选择 Controls（控制）->Channel Test Signal（通道测试信号）。Channel Test（通道测试）
工具栏显示在波形窗口上方。

2. 使用 Channel Test（通道测试）工具栏，选择想要的波形、波幅和频率。
3. 要停止通道测试，并保存当前设置，请点击 Done（完成）。
通道测试信号控件
“通道测试信号”控件可根据上次保存的设置打开通道测试信号，并显示一个 Channel Test Signa（通道
测试信号）工具栏。Channel Test Signal（通道测试信号）工具栏位于轨迹显示上方。该工具栏提供测试
信号的形状、波幅和频率控件。

图 15 - 通道测试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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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检查
执行阻抗检查的目的是确保电极与患者的接触令人满意。检查过程中，您可以随时执行阻抗检查。

通过软件运行阻抗检查
当启动一项阻抗检查后，软件扫描所有通道（在自动扫描模式中）。
要…

执行此操作…

开始阻抗检查

选择 Controls（控件） > Impedance Check（阻抗检查）

锁定某个通道

单击 Lock Channel（锁定通道）。而后，您可以调整电极
连接，直至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

继续执行完整的阻抗检查

单击 Release Lock（解锁）

结束阻抗检查

单击 End（结束）

将阻抗检查作为检查的一部分保存

单击 End and Start Recording（结束和开始记录）

阻抗检查显示条形图，该图显示每个电极连接的阻抗。绿条表示读数低于设定的阈值。红条表示读数高于
阈值。要设置阻抗阈值，请单击 Check Impedance（检查阻抗）框右侧 Threshold Group（阈值组）框
中的一个 Threshold（阈值）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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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血氧计
下列主题列出了 FDA 根据 K990966 规定的适用于 EMU40EX 内置 Masimo SET® 电路板的规格。该板连
接到传感器，并通过 NeuroWorks 软件提供氧饱和度、脉冲率、脉冲波形和其他输出信息。EMU40EX 提
供电力，并将电路板与主电源和接地隔离开。NeuroWorks/SleepWorks 软件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 SpO2 数
据：基于先前的四个连续可接受脉率的 4 次搏动平均脉率，以及基于先前搏动计算得出的逐搏脉率值。

Masimo 专利
本设备已获得下面一项或多项美国专利：5,758,644、5,823,950、6,011,986、6,157,850、6,263,222、
6,501,975、国际同等专利，或 www.masimo.com/patents 上引用的一项或多项专利。其他美国和国际专利
待决。

无隐含许可
拥有或购买此设备并不表示获得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许可，以使用具有单独或与该设备任意组合而属于与该
设备相关的一项或多项专利范围的替换部件的设备。

使用说明
脉搏血氧计和附件的目的是持续无创监测动脉血红蛋白的正常氧饱和度 (SpO2) 和脉率（通过 SpO2 传感器
测量）。Masimo SET® 脉搏血氧计和附件适用于医院、医疗类机构、移动和家庭环境下无体动和有体动情
况下的成人、儿童和新生儿患者，以及灌注良好或灌注不佳的患者。

使用说明
通过 Neuroworks 9.0 软件报告 SP02 传感器信号不足和/或探头故障的指示，并显示在计算机显示器上。
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发现异常、信号衰减或探头故障，软件将显示以下信息：
1.
2.
3.
4.
5.

血氧计事件，注意事件时间并记录
脉率事件，注意事件时间并记录
“通道关闭”指示
低质量
如果探头未对准或未接收到信号，则指示“-----”

脉搏血氧计工作原理
®

Masimo SET 脉搏血氧计基于三个原理：

1. 氧合血红蛋白和脱氧血红蛋白对红光和红外光的吸光度不同（分光光度法）。
2. 搏动期间，组织中的动脉血容量（因此该血液的吸光度）会发生变化（体积描记法）。
3. 动静脉短路的可变性大，而静脉血的吸光度波动是造成脉动期间噪音的主要成分。
®

Masimo SET 脉搏血氧计以及传统脉搏血氧测定法通过向毛细血管床传送红光和红外光，以及测量搏动周
期的吸光度变化来确定 SpO2。血氧传感器中的红光和红外发光二极管 (LED) 相当于光源，光电二极管相
当于光电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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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脉搏血氧测定法假定，吸光度信号的所有搏动都是由于动脉血容量振动导致。这种观点假定，传感器
区域的血流完全通过毛细血管床，而不经过任何动静脉短路。传统脉搏血氧计计算搏动吸光度 (AC) 与两个
波长（660 nm 和 905 nm）中每个波长的平均吸光度 (DC) 之比：
S(660) = AC(660)/DC(660)
S(905) = AC(905)/DC(905)
然后，血氧计计算这两个动脉搏动增加的吸光度信号之比：
R = S(660)/S(905)
使用此 R 值在血氧计软件内置的查找表中计算 SpO2 饱和度。查找表中的值均基于使用实验室辅助血氧计
在引发的低氧研究中对健康的成年志愿者进行的人体血液研究结果。
Masimo SET® 脉搏血氧计假定，动静脉短路的可变性大，而静脉血的吸光度波动是造成搏动期间噪音的主
要成分。Masimo SET® 脉搏血氧计将 S(660) 和 S(905) 分解为一个动脉信号和一个噪音分量，并计算不含
噪音的动脉信号之比：
S(660) = S1 + N1
S(905) = S2 + N2
R = S1/S2
同样，R 是两个动脉搏动增加的吸光度信号之比，并使用其值在脉搏血氧计软件内置的实证推导公式中计
算 SpO2 饱和度。实证推导公式中的值均基于使用实验室辅助血氧计在引发的低氧研究中对健康的成年志
愿者进行的人体血液研究结果。
结合上述公式，确定噪音参考值 (N’)：
N’ = S(660) - S(905) x R
如果没有噪音，则 N’ = 0：即 S(660) = S(905) x R，这种关系与传统脉搏血氧计的结果相同。
噪音参考值公式基于 R 值，求取该值是为了确定 SpO2。脉搏血氧计的软件会扫描可能与 1% 到 100% 之
间的 SpO2 值对应的 R 值，并为其中每个 R 值生成一个 N’ 值。通过自适应关联消除器 (ACC)，使用每
个可能的 N’ 噪音参考值处理 S(660) 和 S(905) 信号，继而得到每个可能的 R 值（即 1% 到 100% 之间每
个可能的 SpO2 值）的输出功率。结果为相关输出功率与可能的 SpO2 值的离散饱和度变换 (DST™) 图，如
下图所示，其中 R 对应于 SpO2 =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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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饱和度变换 (DST™) 图
该 DST 图包含两个峰值：选择更高饱和度所对应的峰值为 SpO2 值。在最近四秒的原始数据中，整个序列
每两秒重复一次。因此，Masimo SET® 脉搏血氧计的 SpO2 对应的是流动的动脉血红蛋白饱和度平均值，
每两秒更新一次。

脉搏血氧计附件
PC 系列电缆：将脉搏血氧计模块连接到血氧传感器。将 LED 驱动功率从脉搏血氧计传输到血氧传感器。
脉搏血氧计通过 PC 系列电缆接收来自血氧传感器的探测器信号。
LNCS® 系列血氧传感器：低噪声连线传感器 (LNCS) 和集成线缆旨在提供优良的脉搏血氧性能。这些传感
器提高了液体防护能力，改进了防潮性，在体动、低灌注和强环境光条件下能够精确工作。LNCS® 传感器
可搭配所有 Masimo SET® 脉搏血氧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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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血氧计传感器
型号

说明

008775

EMU40EX Masimo LNCS 血氧套件

1006 (PC-12)

MASIMO 患者电缆 12' - 连接至所有 MASIMO 脉搏血氧计传感器

2013

Masimo LNCS 可重复使用的患者电缆，14 英尺

2653

Masimo LNCS DBI 可重复使用的成人传感器，带 3 英尺电缆

1859

Masimo LNCS 一次性成人传感器，带 18” 电缆

1863

Masimo LNCS DCI 可重复使用的成人指夹式传感器，带 3 英尺电缆

1864

Masimo LNCS DCIP 可重复使用的儿童指夹式传感器，带 3 英尺电缆

2258

Masimo LNCS Y1 可重复使用的多位点传感器
需要提供一次性包装型、标准尺寸和娇小型

血氧计规格
光输出功率
50 mA 脉冲时的辐射功率

≤ 15mW

光波长范围
LED

波长

红色

660 nm

红外线

905 nm

显示规格
显示的血氧饱和度范围 (SpO2)

0 至 100%

显示的脉率范围

每分钟搏动 25 至 240 次 (BPM)

在 660nm 到 905nm 的波长范围内，保证最大光输出功率小于或等于 15mW/11.7dBm。
注意：不能使用功能性测试仪确定脉搏血氧计监视器或脉搏血氧计探头的精度。

测量
如果任何测量值的精度看起来不合理，请通过其它方法核查患者的生命体征。然后，确认脉搏血氧计是否
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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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准确的原因
•

传感器应用或使用不正确。

•

显著的血红蛋白（例如碳氧血红蛋白或高铁血红蛋白）功能失调。

•

血管内染料，如吲哚菁绿或亚甲蓝。

•

过度照射，例如手术灯（尤其是氙光源手术灯）、胆红素灯、荧光灯、红外线加热灯或阳光直射。
通过用深色或不透明材料遮盖传感器可解决过度照射问题。

•

患者过度移动。

•

静脉搏动。

•

传感器放置在带有血压袖带、动脉导管或血管内线的四肢上。

脉冲信号丢失原因
•

传感器过紧。

•

光源（例如手术灯、胆红素灯或阳光）过度照射。

•

进行血压袖带充气的四肢为固定 SpO2 传感器的四肢。

•

患者出现低血压、严重血管收缩、严重贫血或体温过低症状。

•

传感器邻近部位出现动脉闭塞。

•

患者处于心脏骤停或休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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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系统规格和维护
要在使用前了解所有系统组件，请参阅相应的使用说明。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相机、计算机、刺激器和软件。

注意：运输系统设置和安装只能由内特斯授权人员完成。

XLTEK 担架车规格

安装位置
A1*
A2*
B
C
D
E
F
G
H

58

默认设备
视频相机
IR 照明灯
监控器安装
工作台
存储仓
键盘托盘
内特斯闪光刺激器安装
DT 采集托盘
隔离变压器

设备重量
[磅]
1
2
10
0
0
3
5
20
22

主机推车重量

100

总重量
*可选项目

163

最大负重[磅]
（包括设备）
3
2
10
10
10
5
5
50
60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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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owand 推车（无 PC）规格

安装位置
A1*
A2*
B
C
D

默认设备
视频相机
IR 照明灯
放大器安装
存储仓
隔离变压器

设备重量
[磅]
4
2
5
0
23

主机推车重量

48

总重量
*可选项目

82

最大负重[磅]
（包括设备）
4
2
5
10
4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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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特斯 ErgoJust 推车规格
要了解关于 ErgoJust 推车的规格和详细信息，请参阅内特斯 ErgoJust 安装与功能指南 (p/n: 019667）。

维护
1. 定期检查担架车，确保脚轮、固定栓、设备安装和托架扣件始终紧固。
2. 定期检查所有电线和电缆是否割破和损坏。
3. 定期检查所有电插头，确保它们牢牢地插入匹配插座。

警告和注意事项
警告：仅在担架车/推车上使用 XLTEK 许可的设备。未认可设备可能会对系统的功能和安全
造成损害。
在操作、运输或暂时性或永久性存储系统及其组件时，要确保使用的任何平台、桌子、推车
或其它平面都要合规、稳定且安全。对于因不合规、粗制滥造或未经认可的运输工具、推车
或操作平面引起的任何受伤或损失，内特斯概不负责。对于在运输中因不恰当的电缆存储引
起的任何受伤或损失，内特斯概不负责。
警告：担架车/推车的倾斜角度不要超过 10°，否则会影响其平衡性。
倾倒隐患：在运输时，用户应当使用双手操纵推车，确保所有轮子朝一个方向，使得一个脚
轮就能引导推车的运动方向。如果不用一个轮子控制推车，在上下台阶或门槛时会造成倾倒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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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输入和隔离变压器详细信息
欧盟
电输入

200-240 V AC, 2.24 A @ 50 Hz

隔离变压器

Powervar ABC500-22MED

北美
电输入

120 V AC, 3.10 A @ 60 Hz

隔离变压器

Powervar ABC300-11MED

日本
电输入

100V-120 V AC, 8.0 A, 50/60 Hz

隔离变压器

Powertronix D1CSWFCNO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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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清洁和处理
要使 EMU40EX 放大器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请遵循定期预防性维护计划。定期执行的预防性维护不涉及
检修 EMU40EX 放大器和组件的内部。对于需要纠正性维护和/或内部组件维修的维修问题，请联络内特斯
技术支持，电话：1-800-303-0306，或者联络您当地的 XLTEK 代表。
定期检查电缆连接和电极是否有损坏及磨损。检查电缆是否有弯曲的针脚。更换磨损的电缆。此外，定期
检查和清洁所有系统组件，包括：
•

连接器和插孔端口

•

主机、接线盒和 USB 2.0 线缆

•

电极和附件

同任何设备一样，EMU40EX 的日常磨损会加重。对系统进行基本维护并避免极端物理滥用可延长
EMU40EX 的使用寿命。

建议
擦拭之前断开 EMU40EX 所有的电缆。使用不起毛的布料。不要对任何系统组件使用清洗剂。

小心，不要使任何液体渗入系统的内部电子组件。

运输设备时，不要让放大器连接到计算机。

不要对放大器进行高压消毒、高压灭菌或气体灭菌。无法清洁放大器中的生物污物。

不要将放大器在浸泡在任何液体中。

推荐使用 70% 的异丙醇清洁溶液。

请谨慎使用清洁溶液。过量的溶液会流入放大器中，对内部组件造成损坏。
不要使用研磨性清洁化合物、仪器、刷子、粗面材料接触、按压或摩擦 LCD，也不要让它们接
触可能划伤面板的任何物质。

不要使用汽油或丙酮溶液以及其它苛性溶剂来清洁放大器。这些物质会损坏设备材料，并导致
设备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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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在预期使用期结束时，如果要对 EMU40EX 放大器及其组件进行处置，建议遵照关于如何正确处置印刷电
路板、塑料和金属部件的联邦、州和地方法律。处置非内特斯附件时，请遵照这些物品随附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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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如果遇到问题，请尝试下面列出的解决方案。

故障排除清单
让患者放松。
检查电缆。
确保 EMU40EX 与计算机之间的所有电缆连接正确。如果使用 LAN，确保硬件和软件的配置正确。
请确保患者电极连接至接线盒中的正确通道。
请确保患者电极与接线盒充分适配（不松动）。
请确保患者电极无明显的裂口。
是否有电极正在接触？如果是，它们会导致短路，并形成波形伪迹。
安装一条医疗级地线，确保诊所的电气系统正确接地。
检查阻抗。
拔掉同一电路中的任何其它设备，如打印机、机械台、真空吸尘器或其它可能的干扰源。
检查增益和时间基准设置，确保它们适于当前测试。您也可以查看 LFF、HFF 和 Notch Filter 设
置。选择 Edit（编辑） > Settings（设置） > Montage（导联）。右键单击相应列中的单元格，
然后选择一个值。
关闭再打开主机。这将会重置系统。
关闭至少 10 秒钟。然后，从头开始重新对测试进行设置。有时关闭计算机然后重启可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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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帮助
内特斯致力于为您提供支持，让您可以轻松自如地操作 EMU40EX 放大器。如果您需要帮助，请根据这些
步骤获取解决方案：

步骤 1：记录事件
仔细记录事件。如有可能，记下错误消息、对话框名称，以及您在问题发生之前做过什么。

步骤 2：搜索 NeuroWorks 在线文档
要访问帮助文件，请选择 Help（帮助）> NeuroWorks Database Help（NeuroWorks Database 帮助）
或 Help（帮助）> NeuroWorks EEG Help（NeuroWorks EEG 帮助）（具体取决于应用）。
或者，可使用 Windows 开始菜单找到帮助文档。

1. 单击 Windows 任务栏上的 Start（开始）按钮。
2. 浏览至 Excel Tech | Documentation 文件夹

步骤 3：重启计算机
通常情况下，重启计算机将解决问题。

1.
2.
3.
4.

关闭所有应用程序。
单击 Windows 任务栏上的 Start（开始）按钮。
从 Start（开始）菜单选择 Shut Down（关机）…。
选择 Restart the computer（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单击 Yes（是）。

步骤 4：关闭计算机
有时，您需要彻底关闭计算机以便解决某个问题。

3.
4.
5.
6.

单击 Windows 任务栏上的 Start（开始）按钮。
从 Start（开始）菜单选择 Shut Down（关机）…。
选择 Shut Down（关机），然后单击 Yes（是）。
切断设备电源。等待 10 秒钟。重新打开电源。

步骤 5：联络技术支持
首先，写下您计算机的序列号（位于计算机背面）和 EMU40EX 放大器的序列号。然后联络您当地的
XLTEK 经销商或内特斯技术支持，电话：1-800-303-0306，邮箱：OTS@Natus.com。
我们欢迎您就 EMU40EX 放大器和我们的 SleepWorks 或 NeuroWorks 系统及软件、在线帮助、附件系列
和支持服务的任何方面提供反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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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和替换部件列表
以下为兼容附件：
部件号

说明

016862

内特斯主机（II 相）

006562

EMU40EX 接线盒

请参阅内特斯
Neurology 附件目录

EEG 附件包

W6438H

接线盒至主机的 EMU40EX 患者导联线，10 米

002874

EMU40EX 电池组

W6232H

EMU40EX 患者事件开关，8'

10440

内特斯闪光刺激器

008775

EMU40EX Masimo LNCS 血氧套件 – 有关其他血氧附件，请参阅本手册的可
用血氧计传感器部分。

105295

EMU40EX Cyclops 安装套件

10368

EMU40EX 墙壁安装套件

A1011X

电源线，6’

W8194X

USB 2.0 连接线，6 英尺（高速镀金）

W8128F

网线，15 英尺

004893

EMU40EX 模块袋

103664

接线盒背带，36”

010863

医疗网络隔离器

015162

隔离变压器（欧盟）

015163

隔离变压器（北美）

PSM-22318

隔离变压器 (JA)

015170

替换保险丝，内特斯主机

015170

保险丝，玻璃 1.5A 250VAC 5X20mm 慢熔

在线浏览内特斯 Neuro 附件目录（网址：www.natus.com）或致电内特斯销售和支持（电话：1-800303-0306），了解可与 EMU40EX 放大器系统一起使用的 EEG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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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服务解决方案
内特斯医疗有限公司是一家国际驰名的医疗产品和服务创新公司，其为每一件 XLTEK 产品提供支持。
我们 Neurology 系统的内部支持团队由技术和临床专家组成，通过 WebEx 或 VPN 全天候提供远程支持服务，
是 Neuro/Sleep 最大的一个临床和技术领域支持网络，定制服务合同包括预防性维护回访和计算机升级。

内特斯医疗有限公司
DBA Excel-Tech Ltd. (XLTEK)
2568 Bristol Circle
Oakville, Ontario
L6H 5S1 Canada
电话：+1 905.829.5300
传真：+1 905.829.5304
www.nat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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