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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外觀

A. 開關鍵
按一次打開主機。再按一次關閉主

機。

1. 開機呈現穩定綠燈。
2. 低電量需更換電池時，亮燈會呈
現橘綠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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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C 電源插座

C. 37 針連接線插槽(連接病人) 

D. 麥克風插槽

E. USB 插槽(電腦傳輸線) 

F. 遙控器傳輸線插槽
避免與其他主機干擾時可使用連接

線。

HG. 血壓測量袖氣線連接頭

H. 電池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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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外觀

I. 液晶面板顯示: 
顯示生理參數的訊息及執行的功能項

目如 ECG、聲音、血壓、
Scenarios、Lo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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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快捷鍵: 
使用快捷鍵快速改變參數值，如心

率、音量、PEA、心律波形等。

K. 搜尋鍵: 
使用搜尋鍵進入選單並選擇選項。

L. OK 鍵: 
執行、確認所選功能或設定。

M. 清除/重設鍵: 
使用此鍵清輸入或設定。

N. 數字鍵: 
使用數字鍵進行學員名字，log 編號等
編輯動作。或是調整音量時的音量設

定。

O. 選單/設定鍵: 
使用此鍵設定配合使用的假人種類：

男/女性成人、小孩或嬰兒，及做基本
設定如顯示項目等。

P. Scenario 鍵：
使用此鍵執行預設的劇情。

Q. 倒退鍵(首頁鍵): 
使用此鍵做倒退的執行。

R. 開關鍵: 
按一次打開遙控器。再按一次關閉遙

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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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功能

ECG/Defibrillation/Pacing 
同步的各種心律，波形及心率。

可預設波形(Waiting)及劇情
可做 3 或 4 導 ECG，節律及電擊。

心音,肺音,腸胃音及口語
與 ECG 同步的心音。
肺音與呼吸次率同步。

可設定單邊或雙邊的肺音。

可設定正常或異常的腸胃音。

口語包括：咳嗽、呻吟、嘔吐、尖叫、喘息、YES 和 NO。
血壓測量

聽診及觸診的血壓模擬器,可聽到與 ECG 同步的聽診音。
舒張壓及收縮壓可以單獨設定。

脈衝模擬器

橈動脈及臂動脈和雙邊頸動脈脈衝 (針對特定模擬假人)。
脈衝只有在手觸動脈博時才會啟動。

脈衝與 ECG 同步且脈衝強度與血壓值高低成正比。
PC/ USB 連接線

USB 連接線可以用來連接主機及電腦。
作為下載事件紀錄及上傳預編劇情。

劇情功能

使用電腦中預先安裝的 Scenario editor 編輯軟體編寫劇情，再上傳劇情到主機
中執行劇情。

一次可以上傳最多 10 個預編的劇情。
事件記錄

可以儲存對多 25 筆的事件記錄以提供事後回顧。
事件紀錄可以經由電腦列印及儲存。

VitalSim內含: 
攜行袋

含電池之主機

含電池之遙控器

遙控器及主機的訊號傳輸線

電腦與主機的 USB 訊號傳輸線
AC 電源線
英文使用手冊

操作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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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當假人已經與主機連接後

打開主機及遙控器

遙控器上的液晶螢幕會顯示如右之圖示，

表示連線正常。

假如液晶螢幕出現錯誤訊息如右，

“Unable to establish contact with control 
unit”，拔除資料連接線重新再連接一次。

按Menu/Setup 鍵並按照指示操作

Note: VitalSim™ 會自動選擇所連接的假
人種類。假如要自行設定所連接的模擬假

人種類，可以從 Setup Mode 模式中手動
設定。

使用搜尋鍵選擇適當的選項再按 ok 即可
儲存所改變的設定。

清除/重設鍵可以清除前次所設定的功能。

防干擾設定

為避免遙控器與其他主機相互干擾，可選

擇 com. Channel 設定頻率(設定時要用所
附的 Cable 將主機和遙控器連線)。

用上下鍵設定 1~5 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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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顯示畫面

呈現目前主要狀況，同時可使用快速調

整鍵作參數之更改。

主要分五個功能區：

1) 呈現開機時間或事件記錄時間
2) ECG 選項
第一行為目前心電圖及心率。

第二行為等待變化之心電圖。

為電擊有效、無效之選擇。

2Pacing 為節律器能量調整及節
律器有效、無效之調整。

3) 肺音、心音、腸音、病患聲音之選項 4及音量大小調節。

4) 血壓設定、脈搏強弱、Korotkoff 聲
大小調整

5) 呼吸速率；可呈現呼吸阻礙及胸部起
伏(ALS Simulator only) 

最底行則隨著以上功能區之轉換而有快

速調整鍵輔助設定。

操作
¾ 使用上下左右之游離選擇鍵選取功

能區(以粗線黑框表示)；
¾ 選取後按 OK 確定鍵，進入該項功
能編輯；

¾ 編輯完成後，再按一次 OK 確定，
並跳回主顯示畫面；

¾ 欲刪除設定，按 c 取消鍵
並可回復至原始畫面。

1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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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ECG 
設定執行心律(Running) 
在主螢幕上，使用左右搜尋鍵，找到

ECG 功能區後再按上下鍵選定欲設項
目，按 ok 鍵進入。

可使用上下鍵移到所欲設定的波型後，

按 ok 鍵即可；亦可按數字後再按 ok。

用左右鍵選擇是否改變 QRS 型態及心
跳數率；可用上下鍵設定，或使用快速

鍵功能改變設定。

波型內容及 QRS 型態，請參閱附註。

使用快速執行鍵可設定 PEA。

設定等待心律(Waiting) 
在主螢幕上，使用左右搜尋鍵，找到

ECG 功能區後，按上下鍵將選項捲到等
待心律處，按 ok 鍵即可進行心律波型的
編輯。

當等待心律功能區塊以黑框顯現，選擇

所要表現的等待心律後，按 ok 設定並儲
存。

在設定好所要表現的等待心律後，把游

標移到心率區塊。

使用快速執行鍵或數字鍵設定所要表現

的心跳次數，再按 ok 作儲存。

注意：回到主螢幕後，可以使用快速執
行鍵 Activate 或 Parox.啟動等待心律。

電擊啟動

當電擊啟動設定被選擇時，ECG 會在接
受到電擊後執行等待心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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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律閾值設定

使用搜尋鍵選定 ECG 功能區，使用上
下鍵選取閾值設定區。

選定所要的閾值後按 ok 鍵儲存設定。

注意: 也可以用快速執行鍵替代使用移
動鍵來改變設定。

聲音項目

設定左/右肺音
在主螢幕中，使用搜尋鍵選擇所要更改

設定的肺音功能區塊。

按 ok 鍵編輯聲音功能。

注意：也可以用快速執行鍵替代使用移
動鍵來改變設定。

當肺音設定完成後,將移標移到音量部
分。

使用外速執行鍵或數字鍵輸入所要的音

量大小

按 ok 鍵儲存/啟動聲音。

設定肺音

在聲音功能區塊下，按快速執行鍵的

“Set Bilat.” 設定雙邊的肺音。使用快速
執行鍵，也可以回到單邊肺音的設定。

設定心音

在主螢幕下，使用搜尋鍵選定心音功能

區塊。

按 ok 鍵進入聲音編輯。
注意：也可以用快速執行鍵替代使用移
動鍵來改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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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欲表現的心音設定已經完成，將游

標移到音量部分作設定。同時也可以使

用快速執行鍵或數字鍵更改所要表現的

音量。

最後按 ok 儲存/啟動聲音。

設定腸胃音

在主螢幕下，使用搜尋鍵選定腸胃音功

能區塊。

按 ok 鍵進入聲音編輯。
注意：也可以用快速執行鍵替代使用移
動鍵來改變設定。

當所欲表現的腸胃音設定已經完成，將

游標移到音量部分作設定。同時也可以

使用快速執行鍵或數字鍵更改所要表現

的音量。

最後按 ok 儲存/啟動聲音。

設定口語音

在主螢幕下，使用搜尋鍵選定口語音功

能區塊。

按 ok 鍵進入聲音編輯。
注意：也可以用快速執行鍵替代使用移
動鍵來改變設定。

當所欲表現的口語音設定已經完成，將

游標移到音量部分作設定。同時也可以

使用快速執行鍵或數字鍵更改所要表現

的音量。

最後按 ok 儲存/啟動聲音。
注意：也可以用快速執行鍵替代使用移
動鍵來改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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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編輯

設定血壓

在主螢幕下，使用搜尋鍵選定血壓功能

區塊。

按 ok 鍵進入編輯。
注意：也可以用快速執行鍵替代使用移
動鍵來改變設定。

當所欲表現的舒張壓及收縮壓值設定已

經完成，將游標移到音量部分作設定。

同時也可以使用快速執行鍵或數字鍵更

改所要表現的音量。

最後按 ok 儲存/啟動聲音，

設定 PEA 
在血壓功能區域中，按快速執行鍵的

“PEA” 啟動無脈博之電性活動模擬狀
況。再按一次快速執行鍵，可以回到原

本的設定。

當 PEA 設定啟動時，將摸不到任何的脈
動。

設定呼吸項目

設定呼吸次數

在主螢幕下，以搜尋鍵選擇呼吸次數功

能區，按 ok 進入編輯。
注意：也可以用快速執行鍵替代使用移
動鍵來改變設定。

使用快速執行鍵或數字鍵設定所要的呼

吸次數再按 Select Key 儲存/啟動。

設定 Apnea 
在呼吸次數功能區塊下按快速執行鍵中

的 “Apnea” 來停止呼吸。
再按一次快速執行鍵，可以回到原本的

設定。

注意：當 Apnea 啟動時，模擬假人不會
有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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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記錄

設定事件記錄

在主螢幕下，以搜尋鍵選擇事件紀錄功

能區，按 ok 進入編輯。
注意：也可以用快速執行鍵替代使用移
動鍵來改變設定。

注意：[log name] 只有在事件紀錄已經
做儲存及命名後才會出現，而且同樣的

事件紀錄會繼續執行。

當進入到所欲編輯的功能區時，使用上

下鍵選取所要的選項做設定的改變。

暫停事件記錄

即使事件紀錄已經開始執行，也可以在

任何時間暫停或重新執行事件記錄。

重新執行事件記錄

使用此功能將會重新紀錄演練過程。

儲存事件紀錄

按“Save” 儲存事件記錄。

使用數字鍵輸入所要儲存的事件紀錄名

稱。

按 OK 鍵儲存設定。

最多可以儲存 25 個事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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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 功能
按照隨機所附上的 VitalSim™ CD 的
‘Help’ 中指示操作。

電池狀態
1. 遙控器電池狀態顯示於螢幕右上方；
當電池呈現空格時，應馬上更換；使用 4 顆 3 號(AA) 鹼性電池。

2. 主機電池狀態並不會持續呈現在遙控器上；當電量少於 20% 時，遙控器上會出
現”Battery Low” 的訊息；當電池電量持續少於 10% 時，”Replace Battery” 

3. 即會出現，主機開關指示燈亦開始交替閃爍綠燈和橘燈。
若不立即更換電池，主機將自動關機。

其他設定(Setup Menu) 
選取遙控器上Menu 鍵，即可進入設定選項。
每項功能皆可使用上下鍵或底行功能鍵選擇。

Display Backlight ：使用背景燈；可選擇開啟
或關閉。建議關閉背景燈可節省電源。

Display Contrast ：螢幕顯示對照；可調整介於
9(較暗)到 1(較亮)的亮度比例。

Autopower off ：自動斷電設定；為節省遙控器電
源，可選擇時間長短。在設定時間內未使用，

遙控器會閃示 1 分鐘提醒、然後關閉；
主機無自動斷電設定，因此所有設定並不會

因省電設定而遺失。

Com. Channel ：共用頻道；遙控器可同時調整
數台主機。使用連接線連接主機與遙控器

可避免互相干擾(參第 5 頁操作說明)。

Calibrate BP ：血壓校正；為確保血壓測量結果
與設定值相符。將壓脈帶打氣至 100mmHg，
並按下底行 Calibrate 鍵完成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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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EKG Rhythms 】

【QRS Type 】

以上 7 種不同的 QRS 變化波型，適用於：Sinus, A-Tach, A-Flutt, A-fib, Junctional, 1o 

AVB, 2o AVB type-1, type-2, 以及 3o AVB。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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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7 種 QRS 變化波型，適用於：Idioventricular, 以及 V Tach 。

說明: 

【心音】

【呼吸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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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腸音】

【Vocal sounds 】

【血壓】

範圍介於：0 ~ 300 mmHg 
原廠設定值：

單位: mmHg 

【脈搏強弱與血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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