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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号号

请参阅说明手册

操作说明/查阅使用说明

常规警告

注意

警告！小心挤手

警告！小心挤脚

请勿插入起重杆

床头板和床尾板方向

请勿将物品存放在床下

曲膝部分定位

目录号

 序列号

欧洲医疗器械

欧洲共同体授权代表

CE标志

制造商

具有安全工作负荷的设备重量

安全工作负载

患者最大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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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患者

直流

~ 交流

危险电压

产品提供电位均衡导体连接的端子。电位均衡导体提供产品和电气设备的电位均衡总线之间的直
接连接。

保护接地端子

IIPPXX44 防止液体飞溅

B类触身部件

遵照经修订的欧盟废弃电气电子设备指令 2012/19/EU (WEEE)，本符号表明此产品应分开收集以
进行回收。切勿作为未分类城市废弃物处置。请联系当地分销商，了解处置信息。确保受污染的
设备在回收之前进行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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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警告告//注注意意//备备注注的的定定义义
警警告告、注注意意和备备注注这些词语含有特殊的意义，应认真阅读。

警警告告

提醒读者注意某种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可能会造成死亡或严重伤害。它可能也会描述潜在的严重不良反应和安全危
险。

注注意意

提醒读者注意某种具有潜在危险的情况，如果不加以避免，可能会对使用者或患者造成轻微或中度伤害或者损坏本产品或
其他财产。这包括安全和有效使用装置必须遵循的特别注意事项，以及为在正常使用或误用时避免可能损坏装置必须遵循
的注意事项。

注注解解 -- 提供特殊信息以便使维护更轻松或使重要说明更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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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全全防防范范措措施施小小结结
务必阅读并严格遵循此页上所列的警告和注意事项。只能由合格人员维修。

警警告告
• 只能使用本产品上额定的输入电压和频率。
• 在进行任何设置或测试功能操作之前，务必使本产品达到室温以预防永久性产品损坏。
• 如果存在可识别的故障、缺陷、失灵或损坏，请勿使用本产品。
• 请勿在任何会导致操作者或患者受伤的情况下使用本产品。
• 务必在所有操作者离开机械装置后再操作产品。
• 为了避免触电风险，该设备必须连接至具有接地保护功能的市电电源。
• 务必正确存放电源线以避免缠绕风险、电源线损坏或潜在的电击风险。如果电源线受损，请立即停用本产品并联系适当

的维护人员。
• 务必在产品的头端和相邻的墙壁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从而使您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从墙上的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
• 在转运本产品之前，请务必存放电源线。
• 请勿将电源线连接到本产品的任何部分。
• 如果出现意外移动，请务必拔下电源线并打电话维修。
• 请勿将物品存放在床下。
• 请勿使用没有担架床外罩的病床。
• 为了避免触电风险，该设备仅可连接至具有接地保护功能的市电电源。
• 如果检测到电池、控制电缆或手控盒过热，务必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未经授权维护人员的检查、维修和确认如预

期工作，请勿再次使用本产品。
• 请勿打开电量耗尽的电池。
• 请勿将电池扔到火中。
• 请勿将液体溅到电池上或将电池浸入液体中。
• 长时间存放本产品之前，务必从控制箱上拔下电池电缆。
• 当您在转运患者时，务必在睡眠支撑面呈水平放置且位于最低位置的情况下，使侧护栏在完全升高的位置锁定。
• 务必让四肢、双手、手指和其他身体部位时刻远离机械装置和间隙。
• 务必确保本产品附近没有障碍物。如果撞到障碍物，可能导致患者、操作者或或旁观者受伤或床架或周围的设备损坏。
• 请勿试图横向移动本产品。这可能导致产品翻倒。
• 使用制动器后请勿移动本产品。
• 在患者进出本产品时，务必使用制动器以防止不稳定。
• 患者无人照看时，务必使用制动器。
• 在激活CPR释放机构之前，务必确保所有人员和设备远离靠背下方和周围区域。CPR释放机构仅限用于紧急用途。
• 放回床头板时，务必保持床头板正确朝向以避免卡住。
• 放回床尾板时，务必保持床尾板正确朝向以避免卡住。
• 在放下小腿部分之前，务必确保所有人员和设备远离腿托下方和周围区域。
• 除非患者的情况需要额外的安全措施，否则务必锁定侧护栏。
• 患者无人照看时，务必将侧护栏在完全升高的位置锁定。
• 请勿将侧护栏用作患者约束装置，以免患者从产品上掉下。操作者必须确定需要约束的程度以确保患者安全。
• 请勿坐在侧护栏上。
• 患者无人照看时，务必锁定病床移动控制装置。
• 请勿将护士控制面板存放在患者可及的范围内。
• 请勿坐在病床延长件上。这可能导致产品翻倒。
• 在病床延长件承重之前，务必锁定病床延长件。
• 在移动本产品之前，务必缩回床单和枕套托盘（选件）。
• 不用时务必缩回床单和枕套托盘（选件）。
• 如果没有可透射线的靠背（选件），请勿在 X射线检查中使用本产品。
• 请勿使用附件来支撑患肢或其他身体部位。
• 请勿在担架使用中时清洁、维修或执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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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洁、维修或进行维护之前，务必关闭电源并拔下电源线。
• 当在电路板、电缆和电机旁边有大量液体溢出时，务必关闭电源并将电源插头从电源插座拔出。将患者移走，清理液

体，并让维修人员检查产品。液体可导致任一电气产品不可预测的操作及功能降低。在完全干燥并进行了全面安全操作
测试之前，禁止将产品再次投入使用。

• 请勿将清洁剂直接喷到电池、控制箱、执行器、电缆或其他电气设备上。
• 请勿使用可能损坏产品表面的研磨粉、钢丝绒或类似材料。
• 请勿使用 VViirreexx®® TB 进行产品消毒。
• 清洁时，请勿使用酸性化学品或易燃化学品，如汽油、柴油或丙酮。
• 请勿用清洁剂直接喷洒或浸透侧护栏控制面板、患者手控盒或护士手控盒。
• 清洁剂和消毒剂不能是强碱性或强酸性（pH值 6-8）。
• 请勿使用尖锐物体清洁侧护栏控制面板。
• 请勿使用 VViirreexx®® TTBB 进行产品清洁。

注注意意
• 不当使用本产品可能会导致患者或操作者受伤。只能按照此手册中的说明操作本产品。
• 禁止改装产品或本产品的任何组件。改装本产品可能造成不可预测的操作情况而导致患者或操作者受伤。改装本产品也

使保修无效。
• 为了尽量减少电磁干扰的风险，产品设计遵循标准 IEC 60601-1-2。为避免出现问题，请按照本操作手册 EMC部分中的

EMC / EMI 要求使用病床。
• 便携式射频通信设备（包括天线电缆和外部天线等外围设备）距离SV2 系统的任何部件（包括制造商指定的电缆）不得

小于 30 cm（12 英寸）。否则，可能会导致此设备的性能下降。
• 应避免与其他设备相邻或与其他设备堆叠来使用本设备，否则可能导致操作不正常。如果这种使用是必要的，应观察本

设备和其他设备，以确认它们正常运行。
• 使用非由本设备制造商所指定或提供的附件、换能器和电缆可能造成本身电磁辐射增加或电磁抗干扰性减少并导致操作

不正常。
• 请勿将物体放入本产品的任何间隙中。
• 当不使用时，务必将电源插头插入电源插座（稳定的交流电源）以维持充足的电池电量并在靠电池供电工作时使产品性

能最大化。
• 如果电池在端子处发生腐蚀，在侧面开裂、膨胀或鼓起，或不再能维持满电量，务必更换电池。
• 更换电池时仅使用授权的电池。使用未经授权的电池可能会导致无法预测的系统性能。
• 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或存放重物。
• 请勿夹挤或挤压床架中的电源线。
• 请勿将侧护栏用作推/拉装置。务必使用床头板和床尾板上的集成把手来移动本产品。
• 转运本产品前，务必卸下患者起重杆。
• 请勿将静脉输液架用作推/拉装置。
• 在转运过程中，务必确保静脉输液架位于较低的高度。
• 务必使用制动器，防止发生意外移动。
• 不要使用制动踏板来停止产品的移动。
• 在移除床尾板前，务必将护士手控盒悬挂在足端侧护栏或床单和枕套托盘上（选件）。
• 在使用病床延长件时，请勿抬起小腿部分。这是为了避免产品不支持身高较高的患者小腿的情况。
• 请勿使用侧护栏移动本产品。务必使用床头板和床尾板上的集成把手来移动本产品。
• 在使用手控盒期间，务必将患者手控盒安全地放在床垫上。
• 当手控盒不使用时，务必将患者手控盒悬挂在侧护栏上。
• 请勿夹挤或挤压床架中的手控盒线。
• 务必将护士手控盒放在床尾板上。
• 在移除床尾板前，务必将护士手控盒悬挂在足端侧护栏或存放床单和枕套托盘上（选件）。
• 请勿夹挤或挤压床架中的手控盒电缆。
• 在延长病床延长件后，请勿移除床尾板。
• 床单和枕套托盘的安全工作负荷为 15 kg。
• 仅可使用本产品的授权附件。使用未经授权的附件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或操作者或患者受伤。Stryker 对因误用产品或使

用未经授权的附件可能导致的任何损坏或伤害概不负责。
• 务必确保附件锁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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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让附件干扰产品的机械或电气机构。
• 转运本产品前，务必卸下起重杆。
• 请勿将起重杆用作推/拉装置。
• 请勿将氧气瓶固定架用作推/拉装置。
• 转运患者之前，务必将氧气瓶固定架转到朝向病床。
• 转运患者时，请勿碰撞氧气瓶固定架。
• 请勿使氧气瓶固定架负载超过 7.5 kg 的安全工作负荷。
• 每个福氏袋状导尿管挂钩的安全工作负荷为 2 kg。
• 请勿用蒸汽清洁、高压清洗、超声清洁或将产品任何部分浸在水中。接触水可能会损坏内部电气部件。不建议使用这些

清洁方法，否则可能会使产品保修失效。
• 务必确保您使用洁净的清水擦拭每个产品，并在清洁后彻底干燥每个产品。某些清洁产品有腐蚀性，使用不当可能会损

坏本产品。如果您没有正确地漂洗并擦干本产品，可能会将腐蚀性残留物留在产品表面，这可能会导致关键组件的过早
腐蚀。如果不遵循上述清洁说明可能会导致保修失效。

夹夹点点

图图11 –– SSVV22 夹夹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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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简介介
本手册协助您操作或维护您的Stryker 产品。在操作或维护本产品之前，请阅读本手册。订定方法和程序，以针对此产品的
安全操作或维护，教育和培训您的工作人员。

注注意意
• 使用本产品不当可能会导致患者或操作者受伤。只能按照此手册中的说明操作本产品。
• 禁止改装产品或本产品的任何组件。改装本产品可能造成不可预测的操作情况而导致患者或操作者受伤。改装本产品也

使保修无效。

注注解解
• 本手册为此产品的永久组成部分，即使本产品已售出，也应附属于产品。
• Stryker 在产品设计和质量上精益求精。本手册包含打印时可用的最新产品信息。在您的产品和本手册之间可能有轻微的

差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1-800-327-0770 联系 Stryker 客户服务或技术支持。

产产品品说说明明

SSVV22 是一种带电池备用系统的交流电供电病床。SSVV22 适用于患者在医院和护理中心长期接受治疗。SSVV22 有四个电动执行
器，可以将其调整到许多位置，包括CPR、头低卧位、头高卧位和椅子位置。SSVV22 配有可伸缩侧护栏、可拆卸的床头板和
床尾板，以及可协助患者护理的选件和附件。

SSVV22 是一个机电MedSurg 和 ICU病床，带有直流垫供电的执行器和控制装置，用于调整患者睡眠支撑面。患者睡眠支撑面
由四部分组成：靠背、座椅、大腿部分和小腿部分。侧护栏是分开的，头端有两个侧护栏，足端有两个侧护栏。侧护栏在完
全升高的位置固定。当解锁时，侧护栏向外打开并移到最低位置。

您可以通过侧护栏控制面板、患者手控盒和护士手控盒启动机电功能。控制箱由逻辑控制装置和电源组成，通过配电箱向所
有四个执行器供电和提供控制信号。侧护栏控制面板、患者手控盒和护士手控盒控制装置还通过配电箱受到控制箱的控制。

病床配有两对执行器（总共四个执行器）。担架床支撑面下面的第一对控制靠背向下和向上功能，以及大腿部分向下和向上
功能。底盘下面的第二对执行器控制担架床向下和向上功能，头低卧位和头高卧位。

额外的病床机构可供手动CPR、膝盖曲膝部分运动和病床长度延长。病床还配有脚轮的制动器和转向控制装置。脚轮有助
于急症或非急症医院内转运躺在病床上的患者。

适适用用范范围围

SSVV22 适用于需要医院病床支持的MedSurg 和 ICU环境中的成人患者。将本产品与患者睡眠支撑面一起使用。

病床的操作者包括医护人员（如护士、护士助理和医生）、服务或维护人员、患者以及可以使用病床移动功能的旁观者。

SSVV22 适用于医疗、外科和重症监护医疗环境，包括医院、机构和诊所。

SSVV22 床架、担架床安装附件和床垫可以与人体皮肤接触。

SSVV22 床架不适合与氧气帐篷配合使用、在存在易燃麻醉剂的情形下使用或一次支撑多人。

临临床床获获益益

患者治疗、患者摆位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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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禁忌忌症症

未知。

预预期期使使用用寿寿命命

在正常使用条件及适当定期维护的情况下，SSVV22 有十年的预期使用寿命。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电池具有一年的预期使用寿命。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脚轮具有两年的预期使用寿命。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可选的第五脚轮具有两年的预期使用寿命。

处处置置//回回收收

在设备使用寿命结束时，务必遵循现行的当地建议和/或法规，以管理与设备回收或处置相关的环保事宜和风险。

规规格格

安全工作负载

注注解解 -- 安全工作负荷是指患者、床垫和附件的总
重量

250 kg

患者最大体重 215 kg

产品重量 160 kg

产品整体尺寸

长度 2200 mm (±10 mm)

长度（带病床延长件 - 选件） 2510 mm (±10 mm)

宽度 990 mm (±10 mm)

产品高度（不含
床垫）

低 375 mm (+15 / -25 mm)

高 755 mm (±10 mm)

产品下净空 150 mm

脚轮尺寸（单轮脚轮和可选双轮脚轮） 150 mm

产品角度指示器 0° - 15°

靠背角度指示器 0° - 90°

靠背角度 0° - 60°

头低卧位/头高卧位 0° - 12°

曲膝部分角度 0° - 30°

电电气气要要求求

电池 直流电 24 V，10 安，型号 BA1812

控制箱 交流电 100-240 V，50 Hz - 60 Hz 标称值，输入功率：370 - 456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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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电气气要要求求

电气分类
当本产品插入市电电源时为 1类

当本产品未插入市电电源时为内部供电

工作循环 2分钟致动，18 分钟空闲

II 类类设设备备：：设备可以防止触电，并且不完全依赖于基本绝缘，还包括一种额外的安全预防措施，用于将设备连接到安装的
固定布线中的保护接地导体，使可触及的金属部件在基本绝缘失效的情况下不会变为带电。

兼兼容容的的床床垫垫

7002-2-012 2000 mm x 860 mm x 120 mm

7002-2-014 2000 mm x 860 mm x 140 mm

7002-2-512 2000 mm x 860 mm x 120 mm

7002-2-514 2000 mm x 860 mm x 140 mm

7002-4-018 330 mm x 710 mm x 180 mm

7002-4-518 330 mm x 710 mm x 180 mm

7002-4-520 330 mm x 710 mm x 200 mm

7002-4-020 330 mm x 710 mm x 200 mm

7002-5-012 2000 mm x 860 mm x 120 mm

7002-5-014 2000 mm x 860 mm x 140 mm

7002-5-512 2000 mm x 860 mm x 120 mm

7002-5-514 2000 mm x 860 mm x 140 mm

7002-5-712 2000 mm x 860 mm x 120 mm

2871-000-003 2200 mm x 900 mm x 200 mm

2872-000-007 2000 mm x 902 mm x 241 mm

2872-000-008 2000 mm x 902 mm x 241 mm

2872-000-017 2000 mm x 902 mm x 241 mm

2872-000-018 2000 mm x 902 mm x 241 mm

环环境境条条件件 操操作作 存存放放与与运运输输

温度
(38 °C)

(5 °C)

(50 °C)

(-10 °C)

相对湿度

90%

20%

90%

20%

气压

1060 hPa

800 hPa

1060 hPa

800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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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出的规格是近似值，各个产品之间或因供电波动可能略有不同。

Stryker 保留修改规格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采采用用的的标标准准

IEC 60601-1:2012 医疗电气设备 -第 1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一般要求

IEC 60601-1-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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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性 -要求和试验

IEC 60601-2-52:2009 + A1:2015 医疗电气设备 -第 2-52 部分：医用病床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
特殊要求

IEC 60601-2-54:2009 + A1:2015*

*仅在产品配备射线可透过的靠背选件时适用
医疗电气设备 -第 2-54 部分：用于放射摄影和放射线透视的 X
射线设备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特殊要求。

警警告告 -- 只能使用本产品上额定的输入电压和频率。

注注意意
• 为了尽量减少电磁干扰的风险，产品设计遵循标准 IEC 60601-1-2。为避免出现问题，请按照本操作手册 EMC部分中的

EMC / EMI 要求使用病床。
• 便携式射频通信设备（包括天线电缆和外部天线等外围设备）距离SV2 系统的任何部件（包括制造商指定的电缆）不得

小于 30 cm（12 英寸）。否则，可能会导致此设备的性能下降。
• 应避免与其他设备相邻或与其他设备堆叠来使用本设备，否则可能导致操作不正常。如果这种使用是必要的，应观察本

设备和其他设备，以确认它们正常运行。
• 使用非由本设备制造商所指定或提供的附件、换能器和电缆可能造成本身电磁辐射增加或电磁抗干扰性减少并导致操作

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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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产品品图图解解

A

BC

D

E

F
G

H

I

J

K

L

M

P
O

R

S

T

Q

N
U

V

A 附件套管 L 床单和枕套托盘（选件）

B 靠背 M 小腿部分

C 靠背指示器 N 滚轮保险杠

D 病床角度指示器 O 座位部分

E 病床延长件（选件） P 侧护栏

F 制动/转向踏板 Q 侧护栏控制面板（侧护栏内）（选件）

G 脚轮（双轮脚轮可选） R 侧护栏控制面板（侧护栏外）（选件）

H CPR释放机构 S 侧护栏插闩

I 福氏袋状导尿管挂钩 T 大腿部分

J 床尾板 U 护士手控盒（选件）

K 床头板 V 患者手控盒（侧护栏内）（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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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触身身部部件件

图图22 –– BB 类类触触身身部部件件

联联系系信信息息

请拨打以下电话联系 Stryker 客户服务部门或技术支持部门：+1 800-327-0770。

Stryker Medical International
Kayseri Serbest Bölge Şubesi
2. Cad. No:17 38070
Kayseri, 土耳其
电子邮箱：infosmi@stryker.com
电话：+ 90 (352) 321 43 00 (用户级交换机)
传真：+ 90 (352) 321 43 03
网站：www.stryker.com

注注解解 -- 用户和/或患者应向制造商及用户和/或患者所在的欧洲成员国的主管当局报告任何与产品有关的严重事故。

要在线查看您的操作或维护手册，请访问 https://techweb.stryker.com/。

致电 Stryker 客户服务部时，请提供您的 Stryker 产品的可用序列号（A）。在所有书面通信中，请列明产品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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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列列号号位位置置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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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设置置
警警告告
• 在进行任何设置或测试功能操作之前，务必使本产品达到室温以预防永久性产品损坏。
• 如果存在可识别的故障、缺陷、失灵或损坏，请勿使用本产品。
• 请勿在任何会导致操作者或患者受伤的情况下使用本产品。
• 务必在所有操作者离开机械装置后再操作产品。
• 为了避免触电风险，该设备必须连接至具有接地保护功能的市电电源。
• 务必正确存放电源线以避免缠绕风险、电源线损坏或潜在的电击危险。如果电源线受损，请立即停用本产品并联系适当

的维护人员。
• 务必在产品的头端和相邻的墙壁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从而使您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从墙上的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
• 在转运本产品之前，请务必存放电源线。
• 请勿将电源线连接到本产品的任何部分。
• 如果出现意外移动，请务必拔下电源线并打电话维修。
• 请勿将物品存放在床下。
• 请勿使用没有担架床外罩的病床。

注注意意 -- 请勿将物体放入本产品的任何间隙中。

注注解解 -- 本产品具有合适的电源，可以同时在所有电极上将其电路与供电电源隔离开来。

在本产品投入使用前，确保这些组件正常工作：

1. 目测检查本产品是否有任何运输损坏的迹象。

2. 确保本产品和所有组件和附件均已运达。

3. 踩下制动踏板并确保制动、转向和空档位置正常工作。

4. 升高和降低侧护栏以确保它们可移动、收起并在完全升高的位置牢固地锁定。

5. 将电池电缆插入控制箱（将电池电缆插入或拔出电源插座 (页面 14)）。

6. 将电源线插入保护性接地插座（将产品插入或拔出电源插座 (页面 15)）。

7. 按下护栏控制面板、护士手控盒和患者手控盒（选件）上的每个按钮，确保每个功能均正常工作（护士手控盒 (页面
27)）。

8. 确保电池已充满电。

9. 确保 CPR释放机构把手正常工作。

10.确定已安装可选附件且如本手册中所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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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操作作

将将电电池池电电缆缆插插入入或或拔拔出出电电源源插插座座

要将电池电缆插入控制箱：

1. 取下上腿托外罩（A）（图 3）。

2. 找到控制箱(图 4）。

3. 将电池电缆与控制箱连接。

4. 按电池电缆锁将电池电缆锁定到控制箱（A）（图 4）。

A

图图 33 –– 取取下下上上腿腿托托外外罩罩

要将电池电缆从控制箱中拔出：

1. 取下上腿托外罩（A）（图 3）。

2. 找到控制箱(图 4）。

3. 将电池控制电缆与控制箱（A）解锁（图 4）。

4. 将电池与控制箱断开连接。

5. 使用胶带，将电池线锁固定在担架床框上（图 5）。

A

图图 44 –– 锁锁定定或或解解锁锁电电池池电电缆缆

图图 55 –– 要要将将电电池池电电缆缆从从控控制制箱箱中中拔拔出出

ZH 14 KK-7500-ZH REV 08



将将产产品品插插入入或或拔拔出出电电源源插插座座
警警告告
• 为了避免触电风险，该设备仅可连接至具有接地保护功能的市电电源。
• 务必正确存放电源线以避免缠绕风险、电源线损坏或潜在的电击危险。如果电源线受损，请立即停用本产品并联系适当

的维护人员。
• 务必在产品的头端和相邻的墙壁之间留出足够的空间，从而使您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从墙上的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
• 在转运本产品之前，请务必存放电源线。

要将本产品插入电源插座，将电源线插入保护接地插座。

要将本产品拔出电源插座，抓住插座附近的模具，然后将电源线以平行于地面的方向（而不是以一定角度）拉出。

电电池池充充电电
警警告告
• 如果检测到电池、控制电缆或手控盒过热，务必从电源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未经授权维护人员的检查、维修和确认如预

期工作，请勿再次使用本产品。
• 请勿打开电量耗尽的电池。
• 请勿将电池扔到火中。
• 请勿将液体溅到电池上或将电池浸入液体中。

注注意意
• 当不使用时，务必将电源插头插入电源插座（稳定的交流电源）以维持充足的电池电量并在靠电池供电工作时使产品性

能最大化。
• 如果电池在端子处发生腐蚀，在侧面开裂、膨胀或鼓起，或不再能维持满电量，务必更换电池。
• 更换电池时仅使用授权的电池。使用未经授权的电池可能会导致无法预测的系统性能。

SSVV22 配备了电池备用系统，可在本产品插入电源插座时进行充电。电池备用系统允许操作者在本产品断开电源、电源故障
期间或转运患者时使用本产品。当本产品断开电源时，电池备用功能激活。

务必根据预防性维护检查清单检查电池备用功能（请参见预防性维护 (页面 39)）。在预防性维护期间，如果电池没有如预
期运行，务必更换电池。

要给电池充电，请将本产品连接到电源插座。电池在 10到 12 小时内充满电。

长长期期存存放放电电池池
警警告告 -- 长时间存放本产品之前，务必从控制箱上拔下电池电缆。

注注意意 -- 请勿在本产品上放置或存放重物。

按照规格部分列出的环境条件存放电池（请参见规格 (页面 7)）。

要存放电池：

1. 请参见将产品插入或拔出电源插座 (页面 15)。

2. 请参见将电池电缆插入或拔出电源插座 (页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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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储储电电源源线线
警警告告
• 在转运本产品之前，请务必存放电源线。
• 务必正确存放电源线以避免缠绕风险、电源线损坏或潜在的电击危险。如果电源线受损，请立即停用本产品并联系适当

的维护人员。

注注意意 -- 请勿夹挤或挤压床架中的电源线。

要存放电源线，请将电源线缠绕在本产品头端下方的电源线（A）上（图 6）。

图图 66 –– 存存储储电电源源线线

搬搬运运产产品品
警警告告
• 在转运本产品之前，请务必存放电源线。
• 当您在转运患者时，务必在睡眠支撑面呈水平放置且位于最低位置的情况下，使侧护栏在完全升高的位置锁定。
• 务必让四肢、双手、手指和其他身体部位时刻远离机械装置和间隙。
• 务必确保本产品附近没有障碍物。如果撞到障碍物，可能导致患者、操作者或或旁观者受伤或床架或周围的设备损坏。
• 请勿试图横向移动本产品。这可能导致产品翻倒。

注注意意
• 请勿将侧护栏用作推/拉装置。务必使用床头板和床尾板上的集成把手来移动本产品。
• 转运本产品前，务必卸下患者起重杆。
• 请勿将静脉输液架用作推/拉装置。
• 在转运过程中，务必确保静脉输液架位于较低的高度。

要转运产品：

1. 锁定侧护栏控制面板和患者手控盒的功能（请参见护士手控盒 (页面 27)）。

2. 将插头从墙上插座拔出。

3. 请参见存储电源线 (页面 16)。

4. 存放手控盒。

5. 缩回床单和枕套托盘（请参见延长或缩回床单和枕套托盘（选件） (页面 29)）。

6. 降低静脉输液架。

7. 务必将氧气瓶固定架转到朝向本产品。

8. 升高并在完全升高的位置锁定侧护栏（请参见升高或降低侧护栏 (页面 23)）。

9. 释放制动器（请参见施用或松开制动器 (页面 17)）。

10.从床头板或床尾板推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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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用用或或松松开开制制动动器器
警警告告
• 使用制动器后请勿移动本产品。
• 在患者进出本产品时，务必使用制动器以防止不稳定。
• 患者无人照看时，务必使用制动器。

注注意意
• 务必使用制动器，防止发生意外移动。
• 不要使用制动踏板来停止产品的移动。

制动踏板位于每个脚轮上。

要使用制动器，踩下红色踏板。制动踏板全部四个脚轮。这
将本产品固定在位（图 7）。

图图 77 –– 使使用用制制动动器器

要释放制动器，踩下绿色踏板，直到踏板处于空档（图
8）。这将释放全部四个脚轮，允许您自由移动本产品。

图图 88 –– 释释放放制制动动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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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用用或或松松开开转转向向锁锁

转向踏板位于每个脚轮上。

要应用转向脚轮，踩下绿色踏板（图 9）。这一操作可供您
在直线路径上向前和向后操纵本产品。

图图 99 –– 应应用用转转向向踏踏板板

要释放转向脚轮，踩下红色踏板，直到踏板处于空档（图
10）。这一操作释放足端的右侧脚轮，并允许您自由移动
本产品

图图 1100 –– 释释放放转转向向踏踏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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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施用用或或松松开开第第五五脚脚轮轮（（选选件件））

转向踏板位于每个脚轮上。

要应用第五脚轮，踩下绿色踏板（图 11）。这一操作降低
第五脚轮，并可供您在直线路径上向前和向后操纵本产品。

图图 1111 –– 应应用用第第五五脚脚轮轮

要释放第五脚轮，踩下红色踏板，直到踏板处于空档（图
12）。这一操作缩回第五脚轮，并可供您自由地将产品向
前、向后以及从一侧到另一侧移动。

图图 1122 –– 释释放放第第五五脚脚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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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激活活并并重重置置CCPPRR释释放放机机构构
警警告告 -- 在激活 CPR释放机构之前，务必确保所有人员和设备远离靠背下方和周围区域。CPR释放机构仅限用于紧急用途。

如果靠背升高并且您需要快速接近患者，则可以通过激活CPR释放机构将本产品定位到 0°。

您可以在靠背的左右两侧的头端部分找到即时CPR释放拉杆。

要激活CPR释放机构：

1. 抓住任一拉杆（A）并向外拉（图 13）。

2. 向下引导靠背至平摊位置。

要在激活CPR释放机构后重置靠背电机，按下控制面板上的靠背向下按钮或护士控制面板上的CPR按钮。

图图 1133 –– CCPPRR释释放放机机构构

移移除除或或放放回回床床头头板板
警警告告 -- 放回床头板时，务必保持床头板正确朝向以避免卡住。

您可以移除床头板以便患者上下和清洁。

要移除床头板：

1. 将护士手控盒悬挂在头端侧护栏上。

2. 抓住把手并将床头板一直抬起，然后从本产品上取下（图 15）。

要放回床头板：

1. 将弯曲的床头板边角与病床的足端对齐（图 14）。

2. 将床尾板支柱（A）与本产品的头端处的塑料套管（B）对齐（图 15）。

3. 降低床头板直至进入塑料套管（B）中（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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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144 –– 床床头头板板方方向向 A

B
图图 1155 –– 移移除除或或放放回回床床头头板板

移移除除或或放放回回床床尾尾板板
警警告告 -- 放回床尾板时，务必保持床尾板正确朝向以避免卡住。

注注意意 -- 在移除床尾板前，务必将护士手控盒悬挂在足端侧护栏或床单和枕套托盘上（选件）。

您可以移除床尾板以便患者上下和清洁。

要移除床尾板：

1. 将护士手控盒悬挂在足端侧护栏或床单和枕套托盘上（可选）。

2. 抓住把手并将床尾板一直抬起，然后从本产品上取下（图 17）。

要放回床尾板：

1. 将弯曲的床尾板边角与病床的头端对齐（图 16）。

2. 将床尾板支柱与本产品的足端处的塑料套管对齐（图 17）。

3. 往下放床尾板直至进入塑料套管中（图 17）。

KK-7500-ZH REV 08 21 ZH



图图 1166 –– 床床尾尾板板方方向向

图图 1177 –– 移移除除或或放放回回床床尾尾板板

升升高高或或降降低低小小腿腿部部分分
警警告告 -- 在放下小腿部分之前，务必确保所有人员和设备远离腿托下方和周围区域。

注注意意 -- 在使用病床延长件时，请勿抬起小腿部分。这是为了避免产品不支持身高较高的患者小腿的情况。

您可以手动升高或降低小腿托。

要升高小腿部分：

1. 用双手抓住小腿部分。

2. 升高小腿部分到所要高度。

3. 释放小腿部分将该部分锁定到位。

要降低小腿部分：

1. 用双手抓住小腿部分。

2. 将小腿部分一直向上升高以解锁小腿部分。

3. 将小腿部分引导回到担架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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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升高高或或降降低低侧侧护护栏栏
警警告告
• 当您在转运患者时，务必在睡眠支撑面呈水平放置且位于最低位置的情况下，使侧护栏在完全升高的位置锁定。
• 务必让四肢、双手、手指和其他身体部位时刻远离机械装置和间隙。
• 除非患者的情况需要额外的安全措施，否则务必锁定侧护栏。
• 患者无人照看时，务必将侧护栏在完全升高的位置锁定。
• 请勿将侧护栏用作患者约束装置，以免患者从产品上掉下。操作者必须确定需要约束的程度以确保患者安全。
• 请勿坐在侧护栏上。

注注意意 -- 请勿使用侧护栏移动本产品。务必使用床头板和床尾板上的集成把手来移动本产品。

您必须用双手抬高和放下侧护栏。侧护栏仅在完全升高的位置时锁定。

在抬高侧护栏时，若听到“咔嗒”声，则表明侧护栏在升高的位置下锁定。拉动侧护栏以确保其锁定到位。

要抬高侧护栏，抓住并抬起侧护栏。

要降低侧护栏，抬高黄色释放闩锁（A）（图 18）并向下引导侧护栏。

图图 1188 –– 升升高高或或降降低低侧侧护护栏栏

护护士士控控制制面面板板（（侧侧护护栏栏外外））（（选选件件））
警警告告 -- 患者无人照看时，务必锁定病床移动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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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HD E F G I J

K

L
M
N

O P Q

名名称称 功功能能

AA 紧急 CPR 忽略控制面板锁定以实现在低高度下平坦位置。如果关
闭控制面板，也可以实现这一点。

BB 担架床锁定 LED 当您锁定担架床部分时亮起

CC 担架床向上 升高担架床

DD 担架床向下 降低担架床

EE 靠背锁定 LED 当您锁定靠背部分时亮起

FF 靠背向上 升高靠背

GG 靠背向下 降低靠背

HH 大腿锁定 LED 当您锁定大腿部分时亮起

II 大腿向上 升高大腿部分

JJ 大腿向下 降低大腿部分

KK 头低卧位 使本产品处于特伦德伦伯卧位（头低脚高）

LL 头高卧位 使本产品处于反特伦德伦伯卧位（头高脚低）

MM 插头指示灯 当本产品插入电源时亮起

NN 电池充电指示灯
将本产品连接到电源插座并且电池正在充电时，亮起琥
珀色灯。电池在 10到 12 小时内充满电。当电池充满
时，LED不再亮起。

OO 高度低指示灯 当本产品距离其最低高度位置不到 2 cm时绿色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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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名称称 功功能能

PP 检查位置 展平担架床并将担架床升高到最高高度

QQ 一键式血液回流心脏位置 忽略控制面板锁定以实现 12° 头低卧位

患患者者控控制制面面板板（（侧侧护护栏栏内内））（（选选件件））
警警告告 -- 患者无人照看时，务必锁定病床移动控制装置。

专业医务人员必须向患者说明如何操作患者控制装置。

A C ID F G H J K

L MB E

名名称称 功功能能

AA 自动折起 同时升高靠背和大腿部分

BB 自动放平 同时降低靠背和大腿部分

CC 担架床锁定 LED 当您锁定担架床部分时亮起

DD 担架床向上 升高担架床

EE 担架床向下 降低担架床

FF 靠背锁定 LED 当您锁定靠背部分时亮起

GG 靠背向上 升高靠背

HH 靠背向下 降低靠背

II 大腿锁定 LED 当您锁定大腿部分时亮起

JJ 大腿向上 升高大腿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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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名称称 功功能能

KK 大腿向下 降低大腿部分

LL 进出 降低担架床，降低大腿部分，升高靠背，使患者可以进
出本产品

MM 座椅位置 将本产品放入坐椅位置

患患者者手手控控盒盒（（选选件件））
警警告告 -- 患者无人照看时，务必锁定病床移动控制装置。

注注意意
• 在使用手控盒期间，务必将患者手控盒安全地放在床垫上。
• 当手控盒不使用时，务必将患者手控盒悬挂在侧护栏上。
• 请勿夹挤或挤压床架中的手控盒线。

专业医务人员必须向患者说明如何操作患者控制装置。

A B

C D

E F

G H

名名称称 功功能能

AA 靠背向上 升高靠背

BB 靠背向下 降低靠背

CC 大腿向上 升高大腿部分

DD 大腿向下 降低大腿部分

EE 自动折起 同时升高靠背和大腿部分

FF 自动放平 同时降低靠背和大腿部分

GG 担架床向上 升高担架床

HH 担架床向下 降低担架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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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护士士手手控控盒盒
警警告告
• 患者无人照看时，务必锁定病床移动控制装置。
• 请勿将护士控制面板存放在患者可及的范围内。

注注意意
• 务必将护士手控盒放在床尾板上。
• 在移除床尾板前，务必将护士手控盒悬挂在足端侧护栏或存放床单和枕套托盘上（选件）。
• 请勿夹挤或挤压床架中的手控盒电缆。

A B C E F H N O A

G J PD Q S TR

I LK M

名名称称 功功能能

AA 紧急 CPR 忽略控制面板锁定以实现在低高度下平坦位置。如果关
闭控制面板，也可以实现这一点。

BB 担架床锁定/担架床锁定 LED 启用或禁用担架床运动的锁定。当您锁定担架床部分时
亮起。

CC 担架床向上 升高担架床

DD 担架床向下 降低担架床

EE 靠背向上锁定/靠背锁定 LED 启用或禁用靠背锁定。当您锁定靠背时亮起。

FF 靠背向上 升高靠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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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名称称 功功能能

GG 靠背向下 降低靠背

HH 大腿锁定/大腿锁定 LED 启用或禁用大腿部分锁定。当您锁定大腿部分时亮起。

II 大腿向上 升高大腿部分

JJ 大腿向下 降低大腿部分

KK 电池充电指示灯
将本产品连接到电源插座并且电池正在充电时，亮起琥
珀色灯。电池在 10到 12 小时内充满电。当电池充满
时，LED不再亮起。

LL 检查位置 展平担架床并将担架床升高到最高高度

MM 插头指示灯 当本产品插入电源时亮起

NN 座椅位置 将本产品放入坐椅位置

OO 一键式血液回流心脏位置 忽略控制面板锁定以实现 12° 头低卧位

PP 自动折起 同时升高靠背和大腿部分

QQ 自动放平 同时降低靠背和大腿部分

RR 头低卧位 使本产品处于特伦德伦伯卧位（头低脚高）

SS 头高卧位 使本产品处于反特伦德伦伯卧位（头高脚低）

TT 进出 降低担架床，降低大腿部分，升高靠背，使患者可以进
出本产品

延延长长病病床床延延长长件件（（选选件件））
警警告告
• 请勿坐在病床延长件上。这可能导致产品翻倒。
• 在病床延长件承重之前，务必锁定病床延长件。

注注意意
• 在延长病床延长件后，请勿移除床尾板。
• 在使用病床延长件时，请勿抬起小腿部分。这是为了避免产品不支持身高较高的患者小腿的情况。

病床延长件允许您将本产品的长度延长 31 cm。

要延长病床延长件：

1. 拉动并旋转每个旋钮 90°以解锁病床延长件（图 19）。

2. 抓住床尾板把手。

3. 拉动床尾板以延长病床延长件（图 20）。

4. 拉动并旋转每个旋钮 90°以将病床延长件锁定在位。

注注解解 -- 当锁定病床延长件时，若听到“咔嗒”声，则表明病床延长件已锁定。推拉床尾板以确保病床延长件已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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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1199 –– 解解锁锁病病床床延延长长件件

图图 2200 –– 延延长长病病床床延延长长件件

安安装装病病床床延延长长件件支支撑撑床床垫垫

对于床垫规格，请参见MA系列床垫手册。

推荐的安装病床延长件支撑床垫为:

兼兼容容的的支支撑撑床床垫垫：： 尺尺寸寸

7002-4-018 330 mm x 710 mm x 180 mm

7002-4-020 330 mm x 710 mm x 200 mm

7002-4-518 330 mm x 710 mm x 180 mm

7002-4-520 330 mm x 710 mm x 200 mm

要安装病床延长件支撑床垫：

1. 请参见延长病床延长件（选件） (页面 28)。

2. 将病床延长件支撑床垫放置在床垫和床尾板之间。

3. 按下病床延长件支撑床垫将其固定在位。

延延长长或或缩缩回回床床单单和和枕枕套套托托盘盘（（选选件件））

床单和枕套托盘是一个可选的内置存放装置，可存放患者的衣服、待洗衣物或护士手控盒。您可以在产品的足找到床单和枕
套托盘。

警警告告
• 在移动本产品之前，务必缩回床单和枕套托盘（选件）。
• 不用时务必缩回床单和枕套托盘（选件）。

注注意意 -- 床单和枕套托盘的安全工作负荷为 15 kg。

要延长床单和枕套托盘，抓住塑料床单和枕套托盘并将其朝向自己拉出。

要缩回床单和枕套托盘，抓住塑料床单和枕套托盘并将其推向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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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211 –– 存存放放护护士士手手控控盒盒

从从 XX射射线线暗暗盒盒插插入入或或移移除除暗暗盒盒（（选选件件））
警警告告 -- 如果没有可透射线的靠背（选件），请勿在 X射线检查中使用本产品。

SV2 可能包括一个可选的射线可透过的靠背，以便在患者在床上时拍摄X射线图像。

您可以通过将X射线暗盒插入位于靠背后面的外壳中来拍摄 X射线图像。您不需要移动患者即可插入 X射线暗盒或拍摄X
光片。

X射线导轨尺寸：390 mm x 660 mm x 16 mm

推荐的 X射线暗盒尺寸如下：

• 385 mm x 385 mm x 15 mm

• 460 mm x 383 mm x 15 mm

要插入 X射线暗盒：

1. 请参见移除或放回床头板 (页面 20)。

2. 将 X射线暗盒滑入 X射线暗盒固定架。

3. 将患者调整到所需的位置。

要移除X射线暗盒：

1. 将 X射线暗盒滑出 X射线暗盒固定架。

2. 请参见移除或放回床头板 (页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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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件件和和部部件件
可能供应这些附件，供与您的产品配合使用。确认您的配置或区域的供应情况。

注注意意 -- 仅可使用本产品的授权附件。使用未经授权的附件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或操作者或患者受伤。Stryker 对因误用产品
或使用未经授权的附件可能导致的任何损坏或伤害概不负责。

名名称称 编编号号 安安全全工工作作负负荷荷

静脉输液架，弯曲型 MM017 每个静脉输液挂钩：2 kg

静脉输液架，直型 MM060 每个静脉输液挂钩：2 kg

患者起重杆 MM003 75 kg

直立式氧气瓶固定架（直径 120 mm） MM006 7.5 kg

直立式氧气瓶固定架（直径 120 mm，
长度 900 mm） MM061 7.5 kg

直立式氧气瓶固定架（直径 120 mm，
长度 640 mm） MM062 7.5 kg

直立式氧气瓶固定架（直径 140 mm，
长度 640 mm） MM063 7.5 kg

福氏袋状导尿管筐 MM029 4 kg

安安装装静静脉脉输输液液架架
警警告告 -- 请勿使用附件来支撑患肢或其他身体部位。

注注意意
• 务必确保附件锁定到位。
• 在转运过程中，务必确保静脉输液架位于较低的高度。
• 请勿将静脉输液架用作推/拉装置。
• 请勿让附件干扰产品的机械或电气机构。

您可以将静脉输液架安装在病床边角上的四个附件套管中的任何一个上。静脉输液架有一个伸缩架，可延伸提供第二个高度
位置。

要安装静脉输液架：

1. 将静脉输液架插入四个附件套管之一中（图 22）。

2. 将静脉输液架旋转并锁定到附件套管中（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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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222 –– 安安装装静静脉脉输输液液架架

图图 2233 –– 锁锁定定安安装装静静脉脉输输液液架架

调调节节静静脉脉输输液液架架

要调节静脉输液架：

1. 逆时针旋转伸缩旋钮以解锁静脉输液架（图 24）。

2. 抓住静脉输液架。

3. 升高静脉输液架到所要高度。

4. 顺时针旋转伸缩旋钮以锁定静脉输液架（图 24）。

图图 2244 –– 调调节节静静脉脉输输液液架架

安安装装起起重重杆杆

起重杆帮助患者在床上改变姿势。

警警告告 -- 请勿使用附件来支撑患肢或其他身体部位。

注注意意
• 务必确保附件锁定到位。
• 转运本产品前，务必卸下起重杆。
• 请勿将起重杆用作推/拉装置。
• 请勿让附件干扰产品的机械或电气机构。

您可以将起重杆安装到病床头端的两个附件套管的任一个上。

要安装起重杆：

1. 将起重杆插入两个附件套管之一（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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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2255 –– 安安装装起起重重杆杆

2. 将起重杆旋转并锁定到附件套管中。

安安装装起起重重杆杆把把手手

要安装起重杆把手，请将起重杆的黑色把手放在起重杆上的两个挡块之间（图 26）。

图图 2266 –– 安安装装起起重重杆杆把把手手

安安装装氧氧气气瓶瓶固固定定架架

警警告告 -- 请勿使用附件来支撑患肢或其他身体部位。

注注意意
• 务必确保附件锁定到位。
• 请勿将氧气瓶固定架用作推/拉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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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运患者之前，务必将氧气瓶固定架转到朝向病床。
• 转运患者时，请勿碰撞氧气瓶固定架。
• 请勿让附件干扰产品的机械或电气机构。
• 请勿使氧气瓶固定架负载超过 7.5 kg 的安全工作负荷。

要安装氧气瓶固定架：

1. 将氧气瓶固定架插入头端附近的两个附件套管之一 (图 27, 图 28)。

图图 2277 –– 安安装装氧氧气气瓶瓶固固定定架架 ((MMMM000066))
图图 2288 –– 安安装装氧氧气气瓶瓶固固定定架架 ((MMMM006611//MMMM006622//MMMM006633))

2. 将氧气瓶架旋转并锁定到附件套管中（图 29）。

图图 2299 –– 锁锁定定氧氧气气瓶瓶固固定定架架

安安装装福福氏氏袋袋状状导导尿尿管管筐筐
警警告告 -- 请勿使用附件来支撑患肢或其他身体部位。

注注意意
• 每个福氏袋状导尿管挂钩的安全工作负荷为 2 kg。
• 请勿让附件干扰产品的机械或电气机构。

要安装福氏袋状导尿管筐，将筐挂到福氏袋状导尿管挂钩上（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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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 3300 –– 安安装装福福氏氏袋袋状状导导尿尿管管筐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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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洁洁

准准备备本本产产品品以以进进行行清清洁洁

清洁和消毒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在消毒前清洁，确保清洁剂有效。

要准备产品以进行清洁：

1. 将担架升高至其最高高度。

2. 锁定侧护栏控制面板和患者手控盒的功能（有关如何锁定患者功能的说明，请参阅操作手册）。

3. 将插头从墙上插座拔出。

4. 有关如何存放电源线的说明，请参阅操作手册。

5. 有关如何使用制动器的说明，请参阅操作手册。

6. 移除床垫。

清清洁洁
警警告告
• 请勿在产品使用中时清洁、维修或执行维护。
• 在清洁、维修或进行维护之前，务必关闭电源并拔下电源线。
• 当在电路板、电缆和电机旁边有大量液体溢出时，务必关闭电源并将电源插头从电源插座拔出。将患者移走，清理液

体，并让维修人员检查产品。液体可导致任一电气产品不可预测的操作及功能降低。在完全干燥并进行了全面安全操作
测试之前，禁止将产品再次投入使用。

• 请勿将清洁剂直接喷到电池、控制箱、执行器、电缆或其他电气设备上。
• 请勿使用可能损坏产品表面的研磨粉、钢丝绒或类似材料。
• 请勿使用 VViirreexx®® TB 进行产品消毒。
• 清洁时，请勿使用酸性化学品或易燃化学品，如汽油、柴油或丙酮。
• 请勿用清洁剂直接喷洒或浸透侧护栏控制面板、患者手控盒或护士手控盒。
• 清洁剂和消毒剂不能是强碱性或强酸性（pH值 6-8）。

注注意意
• 请勿用蒸汽清洁、高压清洗、超声清洁或将产品任何部分浸在水中。接触水可能会损坏内部电气部件。不建议使用这些

清洁方法，否则可能会使产品保修失效。
• 务必确保您使用洁净的清水擦拭每个产品，并在清洁后彻底干燥每个产品。某些清洁产品有腐蚀性，使用不当可能会损

坏本产品。如果您没有正确地漂洗并擦干本产品，可能会将腐蚀性残留物留在产品表面，这可能会导致关键组件的过早
腐蚀。如果不遵循上述清洁说明可能会导致保修失效。

要清洁产品支撑面：

1. 使用一块干净、柔软的湿布，用温和的肥皂水擦拭产品表面，以清除异物。

2. 使用干净的干布擦拭产品表面，以清除任何多余的液体或清洁剂。

3. 彻底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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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洁洁侧侧护护栏栏
警警告告
• 请勿用清洁剂直接喷洒或浸透侧护栏控制面板、患者手控盒或护士手控盒。
• 请勿使用尖锐物体清洁侧护栏控制面板。
• 请勿使用可能损坏产品表面的研磨粉、钢丝绒或类似材料。
• 请勿使用 VViirreexx®® TTBB 进行产品清洁。
• 清洁时，请勿使用酸性化学品或易燃化学品，如汽油、柴油或丙酮。

要清洁侧护栏：

1. 升高侧护栏。

2. 闩上侧护栏。

3. 使用干净、柔软的湿布擦拭侧护栏和侧护栏控制面板。

4. 彻底晾干侧护栏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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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消毒毒
建议的消毒剂：

• 不含乙二醇醚的季铵盐类（活性成分 - 氯化铵）

• 氯化漂白液（5.25% - 少于 1份漂白液与 100 份水混合）

• 70%异丙醇

务必按照消毒剂说明了解适当的接触时间和清洗要求。

避免过度饱和，并且为了能正确消毒，应确保产品浸湿时间不超过化学品制造商的正确消毒指南。

要消毒产品：

1. 在使用消毒剂之前彻底清洁和干燥产品。

2. 通过喷洒或预先浸泡擦拭巾施用推荐的消毒液。

注注解解 -- 确保遵循消毒剂说明中的适当接触时间和冲洗要求。

3. 要消毒机械部分，请将靠背和腿托提升到最高位置。

4. 使用干净的干布擦拭产品表面和机械部分，以清除任何多余的液体或清洁剂。

5. 返回投入使用前，完全晾干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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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预防防性性维维护护
至少，应在每年预防性维护期间，对所有Stryker Medical 医疗产品的所有列出项目进行检查。根据您对产品的使用情况，
你可能需要进行更频繁的预防性维护检查。

在进行预防性维护之前，应停用本产品。只应由经过培训或认证的人员执行预防性维护。

检查下列项目：

所有焊缝和所有紧固件都是牢固的

导管或金属板有无弯曲或断裂

脚轮上没有碎屑

脚轮固定并能正常旋转

通过踩下制动踏板牢固锁定脚轮

锁定转向脚轮施用和释放

转向踏板闩锁

靠背正常工作

担架床上下正常工作

头低卧位/头高卧位正常工作

静脉输液架完好无损且正常工作（可选）

附件套管没有损坏或破裂

病床延长件延长和锁定（选件）

床头板、床尾板和侧栏板有无裂纹或裂缝

所有外罩都没有损坏，没有锋利的边缘

辐射可穿透靠背很干净，没有破裂（选件）

暗盒支架干净且没有破裂（选件）

底床灯正常工作

CPR释放机构正常工作

侧护栏移动、闩锁和收起

所有控制面板上的所有功能

备用电池

电池是否在端子处发生腐蚀，在侧面开裂、膨胀或鼓起，或不再能维持满电量

小腿部分移动、闩锁和收起

手控盒有无任何物理损坏

电源线未磨损或磨破

电缆未磨损或短缺

所有电气连接都牢固

所有接地都固定至机架

接地阻抗检查（≤ 0.2 欧姆）

漏电电流：正常极性，无接地，L2活动（≤ 300μA）

漏电电流：正常极性，无接地，无 L2（≤ 600μA）

漏电电流：反极性，无接地，L2 活动（≤ 300μA）

漏电电流：反极性，无接地，无 L2（≤ 600μA）

外壳没有磨损、撕裂、压力和机械损伤

高电压测试 1500 VAC（跳闸电流不超过 10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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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无生锈或腐蚀

控制箱没有损坏或破裂

执行器功能

确认标签是否易读、正确贴合且完整

产品序列号：

填写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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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MMCC信信息息

指指引引及及制制造造商商声声明明 -- 电电磁磁辐辐射射

SSVV22 系统适用于以下规定的电磁环境。SSVV22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系统确实用于此等工作环境。

辐辐射射测测试试 合合规规性性 电电磁磁环环境境

射频辐射

CISPR 11
第 1组

SSVV22 系统的射频能量仅用于内部功
能。因此，其射频辐射非常低，不太可
能对附近的电子设备造成任何干扰。

射频辐射

CISPR 11
A 级

SSVV22 系统适用于各种建筑条件，但不
包括居家建筑以及那些直接连接于为民
用建筑供电的公共低压电源网络的建

筑。

谐波发射

IEC 61000-3-2
A 级

电压波动

闪烁发射

IEC 61000-3-3

符合

注注释释：：该设备的辐射特性使其适合于在工业区域和医院（CISPR 11 A 类）使用。如果在住宅环境（其通常需要CISPR
11 B 类）使用，该设备可能无法对射频通信服务提供足够的保护。用户可能需要采取缓解措施，比如调整该设备的位置
或方向。

指指引引和和制制造造商商声声明明 -- 抗抗电电磁磁干干扰扰性性

SSVV22 适用于符合以下规定的电磁环境。SSVV22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系统确实用于此等工作环境。

抗抗扰扰性性测测试试 IIEECC 6600660011 测测试试电电平平 合合规规等等级级 电电磁磁环环境境指指引引

静电放电 (ESD)

IEC 61000-4-2

+8 kV 接触

+15 kV 空气

+8 kV 接触

+15 kV 空气

地板应是木质地板、混凝土
或瓷砖。如果地面由合成材
料覆盖，相对湿度至少应为
30%。

静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IEC 61000-4-4

+2 kV 用于电源线路

+1 kV 用于输入/输出线路

+2 kV 用于电源线路

+1 kV 用于输入/输出线路

电源质量应该达到典型商业
或医院环境中的电源质量。

电涌

IEC 61000-4-5

+1 kV 线对线

+2 kV 线接地

+1 kV 线对线

+2 kV 线接地

电源质量为达到典型商业或
医院环境中的电源质量。

电源输入线路的电压骤降、
电压变化和短暂中断

IEC 61000-4-11

在 0°、45°、90°、135°、
180°、225°、270° 和 315°
时，0% UT，0.5 个周期

0% UT，1个周期

70% UT（UT 中 30%的骤
降），持续 25个周期

0% UT，250 个周期

在 0°、45°、90°、135°、
180°、225°、270° 和 315°
时，0% UT，0.5 个周期

0% UT，1 个周期

70% UT（UT 中 30%的骤
降），持续 25 个周期

0% UT，250 个周期

电源质量应该达到典型商业
和/或医院环境中的电源质
量。如果SSVV22 系统的用户在
断电期间需要继续操作，建
议装置从不间断电源或电池
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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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指引引和和制制造造商商声声明明 -- 抗抗电电磁磁干干扰扰性性

电源频率磁场

IEC 61000-4-8
30 A/m 30 A/m

电源频率磁场应为有典型商
用和/或医用环境中典型场所
的特征水平。

注注释释：：UT 是应用测试电平前的交流电源电压。

指引和制造商声明 - 抗抗电电磁磁干干扰扰性性

SSVV22 系统适用于符合以下规定的电磁环境。SSVV22 的客户或用户应确保系统确实用于此等工作环境。

抗扰性测试 IEC 60601 测试电平 合规等级 电磁环境 -指引

传导

射频

IEC 61000-4-6

辐射射频

IEC 61000-4-3

3 Vrms

6 Vrms（在 ISM频段下）

150 kHz 至 80 MHz

3 V/m

80 MHz 至 2.7 GHz

3 Vrms

6 Vrms（在 ISM频段下）

3 V/m

便携式和移动式射频通讯设
备和SSVV22 系统的任何部件
（包括电缆）间的距离应该
不小于根据适用于发射器频
率的方程式计算出的建议间
隔距离。

建议间隔距离

D=(1.2) (√P)

D=(1.2) (√P)

80 MHz 至 800 MHz

D=(2.3) (√P)

800 MHz 至 2.7 GHz

其中 P是发射器制造商规定
的发射器最大输出功率额定
值，以瓦（W）为单位，而
d则是建议的间隔距离，以
米（m）为单位。

固定式射频发射器场强（根
据电磁场测量进行测定a）应
该低于各频率范围的合规等
级b。

在带有以下符号标记的设备
附近，可能会发生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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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 11：：在 80 MHz 和 800 MHz 时，适用较高的频率范围。

注注 22：：这些准则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状况。电磁传播受建筑物、物体和人体的吸收及反射的影响。

注注 33：：0.15 MHz 和 80 MHz 之间的 ISM（工业、科学和医用）频段为 6.765 MHz 至 6.795 MHz；13.553 MHz 至 13.567
MHz；26.957 MHz 至 27.283 MHz 和 40.66 MHz 至 40.70 MHz。

注注 44：：根据 IEC 60601-1-2:2014 表 9，产品符合对射频无线通信设备接近场的抗扰性要求。

a 在理论上，无法准确预测来自固定式发射器的场强，此类发射器包括无线（手机/无绳）电话和陆地移动无线电、业余无
线电、调幅和调频电台广播及电视广播等使用的基站。欲评价固定式射频发射器产生的电磁环境，应该考虑进行电磁场实
地勘察。如果在SSVV22 系统使用地点测得的磁场强度超过了上述适用的射频合规水平，则应该观察 SSVV22 系统的性能，以确
认是否运作正常。如果观察到性能异常，则可能有必要采取额外的措施，比如调整SSVV22 系统的方向或位置。

b 在 150 kHz 至 80 MHz 的频率范围内，场强低于 3 V/m。

表表 99 -- 外外壳壳端端口口对对射射频频无无线线通通信信设设备备抗抗扰扰性性的的测测试试规规范范

测试频率
(MHz)

频段 a)
(MHz) 服务 a) 调制 b)

最大功率
(W)

距离
(m)

抗扰性测试电
平

(V/m)

385 380 - 390 TETRA 400 脉冲调制 a)
18 Hz 1.8 0.3 27

450 430 - 470 GMRS 460，
FRS 460

FM C)
± 5 kHz 偏差
1 kHz 正弦

2 0.3 28

710

704 - 787 LTE 频段 13，
17

脉冲调制 b)
217 Hz 0.2 0.3 9745

780

810

800 - 960

GSM 800/
900，

TETRA 800，
iDEN 820，
CDMA 850，
LTE 频段 5

脉冲调制 b)
18 Hz 2 0.3 28

870

930

1 720

1 700 - 1 990

GSM 1800，
CDMA 1900，
GSM 1900，
DECT；

LTE频段 1，
3，

4，25；UMTS

脉冲调制 b)
217 Hz 2 0.3 28

1 845

1 970

2 450 2 400 - 2 570

蓝牙，
WLAN，

802.11 b/g/n，
RFID 2450，
LTE 频段 7

脉冲调制 b)
217 Hz 2 0.3 28

5 240

5 100 - 5 800 WLAN 802.11
a/n

脉冲调制 b)
217 Hz 0.2 0.3 95 500

5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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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便携携式式和和移移动动式式射射频频通通讯讯设设备备和和 SSVV22 系系统统之之间间的的建建议议间间隔隔距距离离

SSVV22 系统适用于辐射射频干扰受控的电磁环境。根据通讯设备的最大输出功率，SSVV22 系统的客户或用户可以通过保持便
携式和移动式射频通讯设备（发射器）与SSVV22 系统之间的如下建议的最小间距来帮助预防电磁干扰。

发发射射器器的的最最大大额额定定输输出出功功率率

W

按按发发射射器器频频率率而而定定的的间间隔隔距距离离

m

115500 kkHHzz 至至 8800 MMHHzz

DD==((11..22)) ((√√PP))

8800 MMHHzz 至至 880000 MMHHzz

DD==((11..22)) ((√√PP))

880000 MMHHzz 至至 22..77 GGHHzz

DD==((22..33)) ((√√PP))

0.01 1.12 0.12 0.23

0.1 0.38 0.38 0.73

1 1.2 1.2 2.3

10 3.8 3.8 7.3

100 12 12 23

对于最大额定输出功率未列于上方的发射器，可以按照适用于此发射器频率的方程式计算以米（m）为单位的建议间隔距
离 d，其中 P是根据发射器制造商以瓦（W）为单位的发射器最大输出功率额定值。

注注 11：：在 80 MHz 和 800 MHz 时，适用较大频率范围的间隔距离。

注注 22：：这些准则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状况。电磁传播受建筑物、物体和人体的吸收及反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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