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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用途

Philips Respironics DreamStation Go 系統適用於體重超過 30 公斤、有自主呼吸的阻塞型睡眠
呼吸中止患者，提供正壓呼吸道通氣治療。居家環境或醫院/醫療機構都適用。

重要事項

CPAP 治療僅應遵循持照醫師指示使用。 

DreamStation Go 系統有多種配件可用，可讓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 (OSA) 治療方便又舒適。為確
保您的治療安全有效，僅限使用 Philips Respironics 配件。 

  警告

警告表示使用者或操作員可能受傷。

設備用途 本設備不適用於維生。 

人員資格 本手冊僅供參考，手冊內說明的用途，不可取代醫療專業人員就使用設備提
供的指示。 

操作員必須先閱讀並理解整本手冊，才可使用設備。 

操作及貯藏溫度 如果室溫高於 35˚C，請勿使用本設備，因為氣流溫度可能超過 43˚C，可能
導致患者呼吸道受到熱刺激或受傷。 

在高溫地點例如陽光直接照射或暖氣附近，請勿使用本設備，這些狀況會增
加氣流溫度，可能導致患者呼吸道受到熱刺激或受傷。 

細菌濾網 如果多人共用設備，設備與迴路呼吸管之間內必須安裝低阻力主氣流細菌濾
網，避免污染。

如果多名使用者共用設備，換人使用設備時，必須丟棄並更換細菌濾網。

1. 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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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迴路和呼吸管 設備僅限搭配 Philips Respironics 或醫療專業人員或呼吸治療師建議的面
罩與接頭。設備必須開啟且正常運作，否則不得使用面罩。不得阻塞面罩的
呼氣端。 
警告說明：設備僅限搭配附呼氣端的特殊面罩或接頭，空氣才能持續從面罩
流出。設備開啟且運作順暢時，設備的新空氣會將呼出的氣從面罩呼氣端排
出。然而，設備未操作時，無法經由面罩提供足夠的新鮮空氣，呼出的氣可
能再被吸入。 

如果使用全面罩 (同時蓋住口鼻的面罩)，面罩必須配備安全閥 (引入型)。 

請勿拉扯或拉長呼吸管，以免迴路外洩。

檢查呼吸管是否損壞或磨損，視需要丟棄或更換呼吸管。

設備未正常運作 如果發現本設備效能出現原因不明的改變、發出異常聲音、水滲入外殼、 
外殼出現裂痕或破裂，請立即停用並聯絡供應商。

電源線 電源線到插座的佈線方式，必須避免絆倒他人或糾纏到椅子或其他家具。

電源線連接時本設備即會啟動。

本設備僅限使用 Philips Respironics 電源線。使用非由 
Philips Respironics 供應的電源線可能使設備過熱或造成損壞。

為避免勒頸窒息的風險，請確保所有連接至設備和電池組的電線皆妥善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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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請勿使用 Philips Respironics 未建議使用的配件、可拆卸零件及材料；不
相容的零件或配件可能降低效能。

USB 充電連接埠的設計僅供行動裝置充電使用，例如行動電話。請確認行動
裝置連接到此充電連接埠時，未連接任何額外配件。

使用非本設備製造商提供的配件、轉換器和連接線，可能會導致本設備的電
磁發射增加，或電磁抗擾性降低，並導致無法正常運作。

氧氣 本系統使用氧氣時，供氧必須符合當地的醫用氧氣法規。

請勿將設備連接至未受管制或高壓氧氣來源。

本系統使用氧氣時，必須將 Philips Respironics 壓力閥置入設備與氧氣來
源之間的患者迴路。壓力閥有助於避免設備關閉時氧氣從患者迴路回流至設
備。未能使用壓力閥可能導致火災。

氧氣助燃，抽菸時或在有明火的環境中，禁止使用氧氣。

在有易燃麻醉劑與氧氣或空氣混合的環境中，有笑氣的環境中，或在富含氧
氣的環境中，請勿使用本設備。

在有毒或有害氣霧來源附近，請勿使用本設備。

本系統使用氧氣時，請先開啟設備再開氧氣。先關氧氣再關閉設備，這樣可
以防止氧氣在設備中聚集。 
警告說明：設備未操作且氧氣流量未關閉時，送進呼吸管的氧氣可能在設備
外殼內聚集，聚集在呼吸器外殼內的氧氣有釀起火災的風險。

EMC 應避免在鄰近或堆疊在其他設備上時使用本設備，因為可能會導致無法正常
運作。

Health Indust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醫療設備產業協會) 建議無
線電話和心律調節器之間應維持至少 15.25 cm 的間隔距離，以避免對心律
調節器的可能干擾。就這一點而言，DreamStation Go 內建的 Bluetooth 
通訊應視為無線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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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與維護 請定期檢查電線、導線、呼吸管、配件有無損壞或磨損跡象，如果損壞請停
用並更換。

維修調整僅限由 Philips Respironics 授權保養維修人員進行，未經授權而
進行維修可能導致受傷、保固失效或是高額的設備損壞。聯絡供應商進行
維護。

請勿自行改裝設備或電池組。

定期檢查電池組電量，若電量不足請充電。 

為避免觸電，請務必先從牆壁插座拔下電源線，再保養設備。請勿將設備浸
入任何液體中。

請勿將電池組浸入水中，或是其他任何液體中。

窒息 本設備包含小零件，可能導致窒息危險。

噴霧 噴霧或加濕會增加呼吸系統濾網的阻力，操作人員必須頻繁監控呼吸系統濾
網阻力增加和阻塞情況，以確保提供治療壓力。

一般 如果再發生睡眠呼吸中止，請聯絡醫療專業人員。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表示設備可能損壞。

EMC 醫療電氣設備需要 EMC 方面的特殊防護措施，而且必須按照 EMC 資訊安
裝。如需 EMC 安裝資訊，請聯絡供應商。

行動射頻通訊 使用攜帶型射頻通訊設備 (包括周邊，例如天線連接線及外接天線) 時，與 
[ME 設備或 ME 系統] 的任何部分 (包括製造商指定的連接線) 之間的距離不
得少於 30 cm。否則可能導致此設備效能減退。

設備用途 操作設備前，未安裝電池組這類配件時，一律確保兩邊的端蓋均已接上。

行動使用時，需確認治療設備穩固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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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放電 (ESD) 沒有特殊防護措施，禁止觸碰及連接接頭接腳。防護程序包括避免累積靜電
荷的方法 (例如空調、加濕、導電地板、非合成衣物)，將身體靜電放電至設
備或系統架框或是接地。建議凡是使用本設備的人員，接受訓練時至少都必
須瞭解這些防護程序。

冷凝 水氣凝結可能損壞本設備。如果本設備暴露在極高或極低的溫度下，請先回
復至室溫 (操作溫度) 再開始治療。超出本手冊後面「規格」章節所示的操作
溫度範圍時，請勿操作設備。

濾網 必須先正確安裝未損壞的 Philips Respironics 可重複使用濾網或拋棄式細
孔濾網，才能正常操作。

入口濾網堵塞可能導致操作溫度升高，而影響設備效能。請視需要定期檢查
入口濾網是否完整，並檢查是否有碎屑累積。

請勿將潮濕的濾網裝到設備上，濾網在清洗後必須有充足時間確實風乾。

請確定設備側面的進氣口開孔未被寢具、窗簾或其他物品擋住。設備四周空
氣必須流通，系統才能正常運作。

電池組 請勿將電池組暴露於極端溫度 (溫度規格請參閱「規格」一節)。如果電池組
溫度極高或極低，請先讓它調節到室溫再使用。

電池組內沒有使用者可自行維修的零件，因此請勿自行拆卸或維修。

延長線 本設備請勿使用延長線。

設備放置 請勿將設備放在集水容器內或集水容器上。

請勿將設備直接放在地毯、布料或其他易燃材質上。

吸菸 香菸的煙霧可能導致設備內累積焦油，造成設備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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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禁忌

評估使用本設備的相關風險和優點時，臨床醫師必須瞭解，本設備可提供高達 20 cmH2O 的壓力。
在若干故障狀況中，最大壓力可能高達 40 cmH2O。研究顯示，某些以下既有病況的患者可能禁用 
CPAP 治療：

• 大泡性肺疾病

• 病理性低血壓

• 上呼吸道繞道

• 氣胸

• 一位使用鼻式持續正壓呼吸道通氣治療的患者曾經提報氣腦。為罹患以下疾病的易發病患者處
方 CPAP 時應格外謹慎：腦脊髓液 (CSF) 滲漏、篩板異常、頭部創傷病史和/或氣腦。 
(Chest 1989; 96:1425-1426)

如果出現鼻竇或中耳感染的徵兆，可能暫時禁用正壓呼吸道通氣治療。上呼吸道繞道患者不適用。
如果有任何治療方面的問題，請聯絡醫療專業人員。

安全符號說明

設備和配件上可能出現下列符號：

符號 名稱與含義

操作手冊；操作說明
請參考使用說明。

飛航用。符合 RTCA/DO-160G 第 21 條 M 類規範。

AC 電源 (交流電)
在額定標示中，指出裝置僅適用交流電；指出相關端子。

依歐盟第 2012/19/EU 號指令分類收集電氣及電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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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名稱與含義

鋰電池

Bluetooth® 符號
表示設備具有 Bluetooth 能力。

IP22 防滴設備
可防護直徑 ≥ 12.5 mm 的固體異物進入。
可防護會造成危害 (傾斜 15°) 的水進入。

非游離電磁輻射
表示設備含有射頻發射器。

注意，參閱隨附文件。

靜電敏感設備 (ESD 警告符號)
注意 – 遵循處理靜電敏感設備的注意事項。

序列連接

第 II 級設備 (雙重絕緣)
表示符合第 II 級設備之安全性規定的設備。

遠離陽光
表示醫療設備需要防止光照。

BF 型觸身部件
表示 BF 型觸身部件符合 IEC 60601-1。

請勿拆卸。

僅限室內使用
設備的設計主要供室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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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Station Go CPAP 是針對治療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 (OSA) 設計的連續正壓呼吸道通氣治療
設備。 

本設備還提供多種配件。若要購買系統未隨附的配件，請聯絡供應商。

系統內容物

DreamStation Go 系統可能包括下列物品： 

• 設備 • microSD 卡 (選配)

• 使用者手冊 • 拋棄式細孔濾網 (選配)

• 可重複使用的濾網 • 電池組 (選配)

• 12 mm Micro-flexible 呼吸管 
(12 型)

• 1.83 m 電源線

備註

如果缺少其中任何物品，請聯絡供應商。

配件

下列配件可用於 DreamStation Go 系統：

• 1.83 m 序列通訊連接線 (含磁環) • 3.04 m 電源線

• 小型旅行套件 • 中型旅行套件

• 15 mm 標準呼吸管 (15 型) • 22 mm 效能呼吸管 (22 型)

• 細菌濾網 • 壓力閥 (用於補充氧氣)

備註

行動裝置充電線長度不應超過 1.83 m。

2. 系統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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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圖

上圖顯示設備的某些組成部分，如下表所述。

# 組成部分 說明

1 治療開/關按鈕 開始及停止治療氣流。

2 顯示器觸控螢幕 這是治療設備的使用者介面。

3 環境光線感測器 偵測室內亮度，並調整顯示畫面的亮度。

4 出風口 呼吸管連接到此處。

5 序列接頭 在此存取序列接頭。 

6 交流電源插孔 在此連接電源線。

7 電池組艙門 這個端蓋可滑開，用於存取電池組連接。

8 microSD 卡 在此插入 microSD 卡。

9 行動充電連接埠 在此存取供行動裝置使用的 USB 充電連接埠。

10 濾網艙門 在此插入濾網。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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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放置處

將設備放在您使用時輕鬆可及的穩固平面上。設備應置於低於就寢位置的高度。務必遠離冷暖氣設
備 (例如，強制排氣口、暖氣爐、冷氣機)。

備註 

放置設備時，必須方便觸及電源線，因為拔掉電源是關閉設備的唯一方式。

為設備提供交流電

完成下列步驟，將 AC 電源線插入供電插座以操作設備。

1. 將電源線接頭插入設備背面的電源插孔。

2. 將交流電源線的叉腳端插入非由牆壁開關控制的供電插座。

3. 確保所有連接牢固。

3. 治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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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設備

1. 設備確實接上電源，點擊顯示器畫面上任意位置以喚醒設備。

# 組成部分

1 治療開/關按鈕

2 顯示器觸控螢幕

2. 戴上面罩組件，請參閱面罩隨附的說明。

3. 點擊設備上方的治療按鈕 ，開啟氣流並開始治療。目前送出的壓力會顯示在畫面上。 
治療按鈕 僅限用於治療。

4. 面罩有少量的外洩屬於正常可接受的情況，透過調整面罩頭帶，修正面罩大量外洩或眼睛刺
激。詳細資訊請參閱面罩隨附說明，或參閱檢查面罩鬆緊度章節。

5. 再次點擊治療按鈕以關閉治療。要在顯示器畫面關閉時關閉治療，將一根手指放在顯示器
畫面上三秒鐘。也可點擊顯示器畫面上的任意位置喚醒顯示器，然後點擊治療按鈕以關閉
治療。

備註

• 如果在有床頭板的床上使用，請儘可能將呼吸管繞到床頭板上方，可以減少面罩繃緊的情
況。 

• 治療期間如果電源中斷，在電力回復後設備會返回主畫面，可以視需要恢復治療。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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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設備畫面

設備上的使用者介面 (UI) 可以調整設定值，以及檢視治療相關資訊。使用者介面包含顯示畫面和
觸控面板。在觸控面板上向左或向右滑動，可在顯示畫面上的功能表選項之間捲動。

調整設定：

1. 滑動觸控螢幕，直到找到所需的功能表選項。

2. 點擊所需的功能表選項。

3. 滑動觸控螢幕，直到找到子功能表選項，並點擊以選取該設定。

4. 滑動觸控螢幕以變更設定。

5. 點擊圖示或點擊顯示器左上角的向上箭頭  以儲存設定，並返回前一個功能表選項。

備註

• 畫面上的滑動圖示 ，表示向左或向右滑動顯示器可執行動作。

• 畫面上的點擊圖示 ，表示按一下顯示器可執行動作。

• 畫面上出現向下箭頭  時，點擊顯示器上的向下箭頭，可進入子功能表看到更多功能表選項。
子功能表上出現向上箭頭  時，點擊向上箭頭可返回主功能表。

• 本手冊中顯示的畫面均為範例，僅供參考。實際畫面可能隨設備型號及供應商設定而異。



3. 治療設備

13

治療開啟功能表瀏覽設定

設備正在提供治療時，可調整或檢視下列設定。 

# 組成部分 說明

1 治療壓力 顯示目前提供的壓力。

2 漸進式加壓功能 如果啟用漸進式加壓功能，按下漸進式加壓圖示會讓設備回到漸進式
加壓設定壓力。

3 MyStart
重新啟動

如果啟用 MyStart，按下重新啟動圖示會讓設備回到 MyStart 設定
壓力。

 

備註：MyStart 和漸進式加壓功能無法同時使用。供應商只會啟用一項。

漸進式加壓功能

漸進式加壓是一項舒適功能，可以在您要入睡時降低您接受的空氣壓力，然後逐漸增加 (漸進式加
壓) 至處方設定值，幫助您更舒適入睡。

如果您的設備啟用漸進式加壓，開啟氣流後請點擊顯示器上的漸進式加壓 ( ) 圖示。您可以視需
要隨時使用漸進式加壓功能。

點擊漸進式加壓圖示時，治療畫面會隨漸進式加壓壓力而改變，藍色圓圈內的數字表示逐漸增加的
壓力。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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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設備有兩種漸進式加壓模式，標準的漸進式加壓模式會以穩定速率增加壓力，而 SmartRamp 
模式會維持固定的低壓，直到設備偵測到您需要更大壓力為止。

MyStart 功能

MyStart 功能可讓您選擇最能夠舒適入睡的自動 CPAP 啟動壓力。如果嘗試入睡時覺得壓力過低
或過高，可從「我的舒適」功能表將 MyStart 壓力調高或調低。 

如果啟用 MyStart，在 MyStart 時間到期之前，MyStart 壓力會是您開啟氣流時接受的壓力。 
您可以在夜間點擊重新啟動圖示 ，隨時回到您的 MyStart 壓力。

開啟氣流或點擊重新啟動圖示時，顯示器畫面上的藍色圓圈將變化，表示啟動此功能的時間逐漸趨
近 MyStart 時間。藍色圓圈內的數字一開始會表示 MyStart 壓力。隨著夜間時間經過，此數字將
更新以表示 MyStart 壓力和設備最大壓力之間的任何必要治療壓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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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關閉功能表瀏覽設定

從主畫面，可以在下列五個選項之間捲動： 

電池 我的資訊 我的舒適 我的設備 我的支援

電池 連接電池組時，可看到這個功能表。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7 章，電池組。

我的資訊 這個功能表會顯示您的治療使用情況之摘要統計。

我的舒適 這個功能表包含您可以視需要調整的舒適設定。

我的設備 這個功能表包含您可以變更的設備設定。

我的支援 這個功能表包含供應商可能指示您閱讀的資訊，以便在電話中為您提供更好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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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資訊

選擇我的資訊，可以檢視下列畫面。您無法變更「我的資訊」功能表內的設定。這些畫面僅供參
考，供應商可能會定期請您提供這類資訊。如果看不到下列任一選項，則表示供應商未啟用這些
選項。

圖示 文字 說明

Last 
Session  
(上一個療程)

這個畫面顯示最近 1 天內，使用者在本設備上實際接受治療的時
數、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 (AHI) 數值和「100% minus Large 
Leak」(100% 減掉大量外洩) 數值。

Therapy 
Hours  
(治療時數)

這個畫面顯示最近 1 天內，使用者在本設備上實際接受治療的時
數。也會顯示過去 7 天和 30 天內，患者實際接受治療的平均時數。

AHI AHI 這個畫面顯示最近 1 天內的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 (AHI) 數值。
也會顯示過去 7 天和 30 天範圍內，這些個別 AHI 數值的平均。

Mask Fit  
(面罩鬆緊度)

顯示「100% minus Large Leak」(100% 減掉大量外洩) 數值。大量
外洩是指面罩外洩過高、設備無法在統計上準確偵測呼吸事件的時間
百分比。會顯示最近 1 天的數值，以及過去 7 天和 30 天的數值。

CSR Periodic 
Breathing  
(間歇呼吸)

顯示使用者發生間歇呼吸的 時間百分比。會顯示最近 1 天 的數值，
以及過去 7 天和 30 天的數值。如果 觀察到此處顯示的間歇呼吸時
間百分比 大幅增加，請聯絡供應商取得協助。

90% 90% 
Pressure 
(90% 壓力)

這個畫面顯示最近 1 天內 的 90% 壓力數值，以及過去 7 天和 
30 天的數值。

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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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舒適 

選擇我的舒適，可以檢視下列畫面。可以變更設定功能表內的設定。這些畫面必須在您的設備上可
用且啟用時才會顯示。如果看不到下列任一選項，則表示供應商未啟用這些選項。如果畫面上顯示
鎖定圖示 ，表示供應商已鎖住這項設定，您無法改變。

圖示 文字 說明

Ramp  
(漸進式加壓)

這個畫面會顯示漸進式加壓的啟動壓力。您可以用 0.5 cmH2O 
幅度，增加或減少漸進式加壓啟動壓力。 

Ramp Time  
(漸進式加壓時間)

設定漸進式加壓時間時，設備會在此處指定的時間長度內， 
將壓力從漸進式加壓畫面設定的數值，增加到治療壓力設定值。

MyStart Pressure 
(MyStart 壓力)

這個畫面會顯示目前的 MyStart 壓力。可以手動調整壓力， 
範圍從 4.0 到 20.0 cmH2O，每次增減幅度 0.5 cmH2O。

MyStart Time 
(MyStart 時間)

設定 MyStart 時間時，設備將在此處指定的時間長度內，超控
您的最小治療壓力。

Flex (Type)  
(Flex 類型)

可以從設備上可用的 Flex 類型，選擇治療期間呼氣時的空氣
減壓類型。也可以關閉此功能。

Flex (Level)  
(Flex 等級)

可以調整治療期間的呼氣時，感受到的空氣減壓程度，供應商
可以啟用或停用這項功能。供應商啟用 Flex 時，設備上已為
您設定一個級別，設定範圍從 1 到 3，可以增加或減少，「1」
的設定提供少量減壓，數字越高，減壓越多。

Mask Type  
(面罩類型)

如果 DreamStation Go 搭配使用 Philips Respironics 面罩，
請查閱面罩使用說明中的「System One」阻力控制數值  
(如，X1、X2)。如果有這項數值，為 Philips Respironics 面罩
設定「System One」阻力控制數值以提供最佳減壓 (Flex)。
如果找不到面罩的這項阻力設定，請聯絡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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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文字 說明

Tube Type  
(呼吸管類型)

這項設定可選擇搭配設備使用的正確呼吸管類型。可以選
擇 (12) 使用 Philips Respironics 12 型呼吸管、選擇 (15) 
使用 Philips Respironics 15 型呼吸管，或選擇 (22) 使用 
Philips Respironics 22 型呼吸管。 
備註：12 型和 15 型呼吸管可透過管頭上的呼吸管識別符號識
別：「12」或「15」。22 型呼吸管的管頭沒有任何識別符號。

Check Mask Fit  
(檢查面罩鬆緊度)

這項功能可以在開始治療前檢查面罩的鬆緊度，方式是測量外
洩量來檢查。

我的設備 

選擇我的設備，可以檢視下列畫面。可以變更設定功能表內的設定。這些畫面必須在您的設備上可
用且啟用時才會顯示。如果看不到下列任一選項，則表示供應商未啟用這些選項。

圖示 文字 說明

Therapy 
Ring  
(治療環)

這項設定控制治療期間的治療按鈕 LED 燈環。如果選擇 Light On  
(燈光開啟)，治療期間 LED 燈環將保持開啟。如果選擇 Light Dims  
(燈光漸暗)，LED 燈環將隨顯示器背光一起變暗。

Language 
(語言)

這項功能可以選擇介面上顯示的語言。

Bluetooth 這項功能可以開啟並關閉 Bluetooth，也可以將相容 Bluetooth 設備
的配對清除。

Time  
(時間)

這項設定可以調整時間，預設設定為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但也可以根
據本地時區調整，每次增加 30 分鐘。
備註：時間設定不應用來做為設備上的時鐘功能，而是用於讓治療資
料和供應商的資料報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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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支援

選擇我的支援，可以檢視下列畫面。您無法變更支援功能表內的設定。這些畫面僅供參考，供應商
可能會定期請您提供這類資訊。如果看不到下列任一選項，則表示供應商未啟用這些選項。

圖示 文字 說明

Device (Info) 
(設備資訊)

這個畫面顯示治療設備的資訊：序號、型號、軟體版本。

Therapy 
(Info)  
(治療資訊)

這個畫面顯示供應商可能要求您提供的治療資訊，以便為您提供 
支援。

Phone-In  
(接聽電話)

這個畫面顯示設備的總治療時數和總風箱時數，以及一個遵循度檢
查號碼，讓供應商用於驗證您提供的資料是從這個畫面取得。

Performance 
(Check)  
(效能檢查)

您的設備配有稱為「Performance Check」(效能檢查) 的自我檢測
工具，可評估設備是否發生特定錯誤，也可以提供設備的重要設定
給供應商。在供應商指示時使用效能檢查。 
掃描結束時，如果未偵測到問題，畫面會顯示綠色打勾標記。如果
設備顯示紅色「X」，請聯絡供應商以獲得協助。

A-Trial A-Trial  
(自動試驗)

如果可使用 Auto-Trial (自動試驗) 模式，這個畫面會顯示 Days  
(天數)：xx/xx (其中 xx/xx 是完成試驗天數/選擇試驗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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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面罩鬆緊度

選配的檢查面罩鬆緊度功能可由供應商啟用或停用。這項功能可以在開始治療前檢查面罩的鬆緊度， 

1. 戴上面罩組件，必要時請參考面罩使用說明。 

2. 瀏覽到「我的舒適」下的檢查面罩鬆緊度畫面，並點擊顯示器以開始檢查。

3. 設備將送出測試壓力，同時畫面倒數 40 秒。 

4. 測試完成後，畫面會顯示綠色打勾標記或紅色「X」。綠色打勾標記表示外洩量適當。紅色
「X」表示外洩可能會影響設備效能，不過設備仍可運轉並提供治療。

備註

若要改善面罩鬆緊度，可以暫停治療，調整面罩鬆緊度，再重新執行檢查面罩鬆緊度功能。適當鬆
緊度的調整程序，請參見面罩及頭具隨附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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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治療設備和啟用 Bluetooth® 的行動裝置配對

設備可能具有 Bluetooth 無線技術，這種方法可以將治療設備資料傳送到 
DreamMapper。DreamMapper 是行動及網頁系統，可協助提升睡眠治療體驗。

備註

• 治療設備同一時間只能和一組行動裝置配對。

• 治療設備和行動裝置位於同一個房間時，最容易完成配對。

• 最新版本的 DreamMapper 將透過這些操作說明引導您。

• 開始配對後，有 30 秒的時間可以完成設定，超過時間即會自動取消。

請遵循下列步驟，與行動電話或平板手動配對。

1. 在行動裝置上安裝 DreamMapper。

2. 請將治療設備電源開啟，風箱關閉，從 DreamMapper 行動應用程式開始 Bluetooth 設
定。

3. 治療設備將以 PR BT XXXX 名稱出現 (XXXX 會是治療設備底部或我的支援設定列出之序號
的最後四位數)。

4. 行動裝置會要求您透過下列任一種方式確認配對：

 — 輸入 PIN 碼

治療設備畫面上會出現下列圖示及 Pair? (配對？)： 

向左或向右滑動以選擇「yes」(是)，然後點擊顯示器以確認設定。治療設備將顯示 6 位數 
PIN 碼。在您的行動裝置上輸入這個 PIN 碼，以完成配對。

 — 確認 PIN 碼

治療設備畫面上會出現下列圖示，以及 6 位數 PIN 碼及 Pair? (配對？)：

  

確認治療設備和行動裝置上的 PIN 碼相同。如果相同，滑動治療設備顯示器以選擇
「yes」(是)，並點擊顯示器選擇。然後在行動裝置上接受，以完成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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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彈出訊息

設備彈出訊息是在使用者介面畫面上出現的訊息。每章均包含額外彈出訊息。

下列摘要表概要說明訊息：

狀況 圖示 說明 可能原因 動作

Time (時間) 提示設定時間。 不適用 設定設備上的時間。

MyStart 
Pressure 
Adjust 
(MyStart 壓力
調整)

設定 MyStart 壓力設
定。

不適用 調整 MyStart 壓力，然後點
擊畫面儲存並清除訊息。

Sleep 
Progress  
(睡眠進度)

不適用 顯示三晚治療摘要。 不適用 點擊顯示器確認並清除訊息。

Change 
Accepted  
(變更已接受)

確認接受處方變更或設備
升級。

不適用 點擊顯示器確認並清除訊息。

EZ-Start 
Pressure 
Incremented 
to xx.x  
(EZ-Start 壓力
增加至 xx.x)

啟用 EZ-Start 時顯示，
設備正在增加下一個療程
的治療壓力治療設定。

不適用 無需採取行動。

Pair?  
(配對？)： 
123456
Yes/No  
(是/否)

提示接受或拒絕與 
Bluetooth 相容設備配
對，這個設備可由顯示的
數字識別。

不適用 滑動顯示器以接受配對 (Yes 
(是)) 或拒絕 (No(否))，然後
點擊顯示器確認選擇。彈出訊
息將在 30 秒後逾時，如果未
選擇 Yes (是)，配對將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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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圖示 說明 可能原因 動作

Bluetooth 
LE Passkey 
(Bluetooth LE 
密碼)

顯示配對密碼前，提示接
受或拒絕和 Bluetooth 
相容裝置配對。

不適用 如果選擇 Yes (是) 接受配對， 
Bluetooth LE 密碼將在畫面上
顯示密碼。在您的行動裝置上
輸入密碼以進行配對。彈出訊
息將在 30 秒後逾時，如果未
使用密碼，配對將取消。

Patient 
Message  
(患者訊息)

來自供應商的訊息。 不適用 點擊顯示器確認並清除訊息。

Change 
Rejected  
(變更已拒絕)

處方或設定變更已拒絕。 無變更或
變更不 
正確。

請聯絡供應商。

Service 
Required  
(需要保養維修)

表示出現錯誤，使設備
進入「安全狀態」。電源
會持續開啟，但氣流會
停用。

設備故障 斷開設備電源。重新接上電源
線以恢復電力。如果警報繼續
出現，請聯絡供應商。

Automatic Off  
(自動關閉)

如果治療因為自動關閉
功能而結束，會顯示此
警報。

已取下 
面罩。

戴上面罩，確認鬆緊度良好，
然後開啟氣流以恢復治療。

Loading 
Language 
and 
Rebooting  
(載入語言並重
新開機)

表示已從功能表選取新的
語言。

不適用 無需採取行動。完成時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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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圖示 說明 可能原因 動作

Busy (忙碌) 表示資料通訊中，設備暫
時無法使用。

不適用 無需採取行動。

Software 
Upgrade (軟體
升級)

提示針對軟體改變更新
設備。

不適用 詢問升級軟體時，選擇
「Yes」(是)/「No」(否)。如
果選擇「yes」(是)，將進行
升級。請勿中斷電源。如果選
擇「no」(否)，將清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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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管類型

DreamStation Go 治療設備可搭配使用三種不同類型的呼吸管。您必須在設備上選擇呼吸管類型。

12 型呼吸管 15 型呼吸管 22 型呼吸管

12 型呼吸管的管頭上會以「12」字樣識別 (如上圖所示)。15 型呼吸管的管頭上會以「15」字樣識
別 (如上圖所示)。22 型呼吸管的管頭上沒有任何數字或符號 (如上圖所示)。

將呼吸管連接至設備

要將呼吸管連接到設備，需要下列 Philips Respironics 配件：

• 內建呼氣端的鼻式面罩或全面罩 (介面)，或連接分離式呼氣設備 (例如 Whisper Swivel II) 
的鼻式面罩或全面罩 (介面)

• 軟管，1.83 m

• 面罩頭帶 

12
15

4. 呼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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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下列步驟，將呼吸管連接至設備：

1. 將 12、15 或 22 型呼吸管管頭插入治療設備的出風口。

2. 將呼吸管連接至面罩。適當放置和調整的方式，請參閱面罩隨附說明。

備註

• 如果面罩無法直接連接至 12 型呼吸管，請使用隨附的面罩轉接頭。

• 您可使用具有細菌濾網的標準呼吸管。需要時，將細菌濾網連接至設備排氣口，然後將軟管
連接至細菌濾網出口。使用細菌濾網時，設備效能可能受影響，不過設備仍會繼續運作， 
提供治療。

• 依據 ISO 5356-1 標準，12、15 和 22 mm 型呼吸管的面罩連接埠 (管頭) 為 2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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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呼吸管類型

瀏覽至 My Comfort -> Tube Type (我的舒適 -> 呼吸管類型) 以變更呼吸管類型。向左或向右滑
動以切換呼吸管類型。

有關瀏覽或選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第 3 章，瀏覽設備畫面或我的舒適。

清潔呼吸管

第一次使用前請先清潔呼吸管，之後每天清潔。

1. 從設備拔下軟管。 

2. 用溫水混合中性清潔劑的溶液，輕輕清洗呼吸管。 

3. 沖洗乾淨。 

4. 風乾。檢查呼吸管是否損壞或磨損，視需要丟棄及更換。

呼吸管設備彈出訊息

設備彈出訊息是在使用者介面畫面上出現的訊息。

狀況 圖示 說明 可能原因 動作

Low leak: 
Check mask 
and tube  
(少量外洩：
檢查面罩和
呼吸管)

呼吸道堵塞 呼吸管或面罩
堵塞

確認呼吸管沒有擠壓或彎折，導致氣流受
限；檢查面罩是否適當連接且沒有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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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網類型

您可以使用能夠清洗的可重複使用濾網，或拋棄式細孔濾網。 

可重複使用的濾網 拋棄式細孔濾網

可重複使用的濾網可濾除一般居家灰塵和花粉。可重複使用的濾網會隨設備提供。 

拋棄式細孔濾網可更全面過濾細微顆粒。對香菸煙霧或其他小顆粒敏感的人，建議使用拋棄式細孔
濾網。拋棄式細孔濾網另售。拋棄式細孔濾網的介質包含 Philips Respironics 品牌 (如上圖所示)。 

請勿沖洗拋棄式細孔濾網。

使用拋棄式細孔濾網時，設備效能可能受影響，不過設備仍會繼續運作，提供治療。

5. 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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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或更換濾網

設備操作時必須一直裝著其中一種濾網。如果設備尚未安裝濾網，必須至少先安裝可重複使用的濾
網，才能使用設備。 

設備具有自動空氣濾網提醒功能。每隔 30 天，設備會顯示一個訊息，提醒您檢查濾網，並視需要
更換濾網。

備註

空氣濾網提醒功能只是一道訊息。設備不會偵測濾網效能，也不會辨識濾網是否已更換。

遵循下列步驟以安裝/更換設備濾網： 

1. 如果要更換現有的濾網，請拉出舊的濾網組。

2. 將乾燥的可重複使用濾網或新的拋棄式細孔濾網，插入到設備的濾網艙門內。 

濾網設備彈出訊息 

設備彈出訊息是在使用者介面畫面上出現的訊息。 

狀況 圖示 說明 可能原因 動作

Inlet blocked. 
Check filter.  
(進氣口堵塞。
檢查濾網。)

呼吸道堵塞 設備進氣口堵塞。 確認設備進氣口未阻塞，檢查空氣濾
網是否適當安裝；需要時請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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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DreamStation Go 系統可以使用數種配件，例如 microSD 卡、旅行套件或電池組。設備也
具有 USB 連接埠和 micro USB 連接埠。帶著您的設備旅行時，可利用旅行套件便利攜帶。如需可
用配件的其他資訊，請聯絡供應商。使用選配配件時，務必遵照配件隨附說明。

使用 USB 連接埠和 Micro USB 連接埠

DreamStation Go 設備具有 USB 連接埠和 micro USB 連接埠。USB 連接埠可用於為您的行動裝
置充電。Micro USB 連接埠可由供應商用於擷取治療資料。取下連接埠的外蓋以插入。

USB 連接埠 Micro USB 連接埠

6.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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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microSD 卡

DreamStation Go 系統可能隨附 microSD 卡，而且已經插入設備側面的 microSD 卡插槽，可讓
供應商記錄資訊。供應商可能會要求您定期取出 microSD 卡，並交給供應商進行評估。

須使用濾網取出 microSD 卡。

關閉治療並遵循下列步驟以取出 microSD 卡： 

1. 從設備取下濾網。請參閱本手冊第 5 章的安裝或更換濾網一節。

2. 使用濾網末端在 microSD 卡上向內推。這會將 microSD 卡推出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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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D 卡設備彈出訊息

設備彈出訊息是在使用者介面畫面上出現的訊息。 

狀況 圖示 說明 可能原因 動作

Data Activity: 
Do not 
remove 
microSD 
card (資料活
動：請勿移除 
microSD 卡)

microSD 卡正在
讀/寫。

不適用 無需採取行動， 
microSD 卡活動結束
時將清除訊息。

microSD card 
removed 
(microSD  
卡已取出)

表示 microSD 卡已
從治療設備取出， 
在開始目前療程之前
未再插入。

microSD 卡未再度插
入設備內。

再度插入 microSD 卡， 
或按下清除警報。

microSD card 
error: Remove 
and reinsert 
(microSD 卡錯
誤：取出並再
次插入)

偵測到 microSD  
卡錯誤。

設備無法讀取 
microSD 卡。microSD 
卡可能發生問題，或在
寫入時彈出，或未正確
插入。

取出 microSD 卡再重
新插入。如果訊息再度
出現，請聯絡供應商更
換卡。

microSD card 
full (microSD 
卡已滿)

microSD 卡已滿。 microSD 卡已滿。 取出 microSD 卡並更
換供應商提供的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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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組上的指示燈和按鈕

# 組成部分

1 按鈕

2 LED 指示燈

3 交流電源插孔

• 按鈕 - 按鈕位於電池組 LED 指示燈旁。

• LED 指示燈 - 電池組使用一個綠色 LED 燈，在未連接到治療設備時 (獨立充電)，指示電池
組正在充電。LED 將處於三種模式之一：

* 恆亮 ，電池組已完全充滿

* 閃爍 ，充電中

* 關閉 ，連接到治療設備時

1

2

3

7. 電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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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期間的電池組電量指示器 - 連接電池組且治療正在進行時，顯示器觸控螢幕會在右下角
顯示目前的電池組電量 (如下所示)。完全充滿的電池組會以四個電量條表示。電池組電量降
低時，白色電量條會消失。完全充滿電的電池組通常可持續 8 小時，依據您的設定、面罩
外洩和環境狀況而有所不同。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供應商。

• 未進行治療期間的電池組電量指示器 - 電池連接至治療設備但未使用時，顯示器觸控螢幕會
顯示電池電量百分比 (如下所示)。主功能表選擇中會出現此畫面。

• 電池組電量狀態警告 - 無法測定電量時，顯示器觸控螢幕會顯示一個中間有問號的電池  
(如下所示)。



7. 電池組

35

• 電池組故障警告 - 檢測到電池故障時，顯示器觸控螢幕會顯示內側有一個 X 的電池 (如下所示)。

準備首次使用電池組以及充電

1. 從包裝中取出電池組。 

2. 將交流電源線的一端插入電池組。 

3. 將交流電源線插入交流電插座。電池組會自動開始充電。 

4. 待電池組充滿電後，即可用於 DreamStation Go 治療設備。

備註

• 如果未經常使用，請定期為電池組充電。

• 請保留包裝，以便需要將電池組退回 Philips Respironics 時使用。

• 第一次使用電池組前，必須插入直到充滿電為止，最多可能需要 5 小時。

將電池組連接至設備

電池組在充電後即可使用，可從交流電插座拔下，做為外接式電池組 (獨立模式)，或者繼續插入交
流電插座，使電池組保持充滿電的狀態 (不斷電系統 (UPS) 模式)。 

要以 UPS 模式使用電池組，請遵循下列步驟： 

1. 讓電池組持續插入電源，並連接到交流電插座。這樣才能持續使用電池組，以免發生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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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下治療設備上的電池組端蓋。 

3. 將電池組滑入設備上原先放置端蓋的位置。確認電池組閂扣到治療設備上。

4. 將交流電源線連接到電池組，然後連接到交流電插座。

要以獨立模式使用電池組，請遵循下列步驟： 

1. 確認電池組已完全充滿。從交流電插座拔下電源線，並從治療設備上拔下電源線。可用於治
療設備，做為外接式電池組。 

2. 取下治療設備上的電池組端蓋。

3. 將電池組滑入設備上原先放置端蓋的位置。確認電池組閂扣到治療設備上。

4. 按一下電池組按鈕以喚醒電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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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第一次為電池組充電時，必須依據準備首次使用電池組以及充電一節完全充滿。完成第一次
充電後，電池組可用 UPS 模式連接進行充電。

• 為了在 UPS 模式中維持電池壽命，電池組電量充滿時會停止充電。電池電量降至 90% 時
會再度開始充電。

• 以獨立模式使用電池組，且治療設備進入待命模式時，治療設備會自動關閉電池組以維持電
池電量。

取下電池組

1. 拔下電源線。

2. 將電池組按鈕按住 5 秒鐘，或者電池組將在 30 分鐘內未使用時關閉。

3. 將出現電源關閉彈出訊息，且治療設備將關閉電源和顯示器。

4. 現在可取下電池組。滑動電池組後方的閂扣，並將電池組拉離治療設備以分離電池組。

5. 將電池組端蓋蓋回治療設備上。



38

保養治療設備或電池組

每使用兩週，請檢查一次設備或電池組是否需要保養。 

1. 為避免觸電，請確定設備和電池組已從所有插座及電源斷開。取下任何連接至設備或電池組
的連接線。

2. 使用略微沾水的布擦拭設備或電池組外側。

3. 讓設備或電池組完全晾乾，再重新接上電源、電池組、設備或連接線。

備註

檢視設備、電池組和所有迴路零件 (濾網、呼吸管和面罩) 是否損壞，例如裂痕、裂開或碎片。 
若有任何零件損壞，請更換。

保養可重複使用的濾網

正常使用情況下，應該至少每兩週沖洗可重複使用的濾網一次，且每六個月更換新的濾網。

拋棄式細孔濾網用過 30 晚就必須更換，如果堵塞則應該提前更換。請勿沖洗細孔濾網。

請依照下列步驟清洗可重複使用的濾網： 

1. 如果設備正在操作，停止氣流。從電源拔下設備插頭。 

2. 從設備取下濾網。請參閱第 5 章的安裝或更換濾網一節。

3. 接著將可重複使用的濾網拿到水槽，上下倒置 (標籤朝下)，以溫熱的自來水沖洗濾網的中間
白色部分，沖掉碎屑。

4. 搖晃濾網，儘量甩掉水分。

5. 等濾網完全風乾再重新安裝。如果濾網損壞，請更換。

6. 將濾網重新安裝到設備的濾網艙門位置。請參閱第 5 章的安裝或更換濾網一節。

8. 保養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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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補充濾網僅限使用 Philips Respironics 供應的濾網。

• 如果損壞或有碎屑累積，請更換拋棄式細孔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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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與技巧

本設備配有自我檢測工具，稱為 Performance Check (效能檢查)。可評估設備是否發生特定錯誤，
也可讓您提供診斷資訊給供應商。在供應商指示時使用效能檢查。

下表列出設備可能發生的一些問題，以及可能的解決方案。

如果下列疑難排解提示無效，請聯絡客服協助。

問題 發生原因 如何處理

設備接通電源時沒有反
應，按鈕背光不亮。

插座沒有電，或是設備
未插電。

• 如果您使用交流電源：檢查插座並確定設
備已正確插入插頭且插座已通電。確認交
流電源線正確連接至設備電源插孔。

• 如果使用電池組：確認電池組已穩固
連接至設備。如果電池組曾暴露至
極端溫度，讓電池組冷卻或回溫到
室溫。檢查確認電池是否需要充電
或更換。

氣流未開啟。 風箱可能有問題。 • 檢查設備是否正確接電。

• 使用者介面上應該出現主畫面。

• 按下設備上方的治療按鈕，開啟氣
流，如果氣流未開啟，表示設備可
能故障。

9. 疑難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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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發生原因 如何處理

設備顯示畫面不穩定。 設備曾摔落或不當使
用，或者設備位於具有
數個電子設備的區域。

拔下設備插頭，重新接通設備電源。如果問
題繼續發生，將設備移到遠離電子設備 (例
如行動電話、無線電話、電腦、電視、電子
遊戲、吹風機等) 的區域。

按下漸進式加壓按鈕
時，漸進式加壓功能沒
有作用。

供應商並未為您啟用漸
進式加壓，或您的治療
壓力已設為最低設定

• 如果沒有為您啟用漸進式加壓，請向
供應商洽詢這項功能。

• 如果供應商已啟用漸進式加壓，但此功
能仍然無法使用，請檢查治療畫面上的
目前壓力設定。如果治療壓力已設為最
低設定 (4.0 cmH2O)，或漸進式加壓的
啟動壓力和治療壓力相同，就無法使用
漸進式加壓功能。確定漸進式加壓時間
設定值 >0。

氣流溫度偏高。 空氣濾網可能太髒，設
備可能直接照射陽光，
或太接近暖氣。

• 沖洗或更換空氣濾網。

• 空氣溫度隨室溫而定。 

• 設備必須通風良好。設備應遠離寢具
或窗簾，避免阻擋設備四周的氣流。 

• 設備必須避免陽光直接照射，並遠離
暖氣設備。

覺得氣流壓力太高 
或太低。

呼吸管類型設定可能不
正確。

確認呼吸管類型設定 (12、15 或 22) 是否與
您使用的呼吸管 (Philips Respironics  
12、15 或 22 mm 型呼吸管) 相符。



9. 疑難排解

42

問題 發生原因 如何處理

我聽到治療設備發出外
洩或呼嘯聲 (和面罩外
洩無關)。

治療設備進氣口可能阻
塞。

• 檢查治療設備進氣口是否阻塞，濾網
是否未累積過量碎屑並正確插入。

• 檢查設備、呼吸管是否適當連接， 
沒有外洩。

充電時電池組 LED 沒有
亮起。

電池組可能已損壞。 如果電池組電力已完全耗盡，請等候幾分鐘
讓 LED 亮起。如果 LED 仍然未亮起，更換
電池組。如果電池組曾暴露至極端溫度， 
讓電池組冷卻或回溫到室溫。

電池組 LED 快速閃爍。 電池組可能已損壞。 如果電池組曾暴露至極端溫度，讓電池組冷
卻或回溫到室溫。將電源線從電池組拔下，
然後再度將電源線插入電池組。如果 LED 
持續快速閃爍，更換電池組。

顯示器上顯示「Service 
Required」(需要維修)。

已發生設備故障，使設
備進入安全狀態。

拔下電源線。重新接上電源線以恢復電力。
如果警報持續，請聯絡供應商。

聯絡客服

若使用設備時發生問題，或需要協助設定、使用或維護設備或配件，請聯絡供應商。如果需要直接
聯絡 Philips Respironics，請洽詢 Philips Respironics 客戶服務部，電話 +1-724-387-4000 或 
+49 8152 93060。您也可以使用下列地址：

Respironics, Inc.

1001 Murry Ridge Lane 

Murrysville, PA 15668 美國 

Respironics Deutschland

Gewerbestrasse 17 

82211 Herrsching，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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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系統旅行

旅行時，選配的箱子僅能做為隨身行李。如果放入托運行李，選配的箱子則無法保護系統。

為了在安檢站省去不必要的麻煩，設備底部貼有註解，說明這屬於醫療設備，適合飛航用。隨身攜
帶本手冊或許有幫助，可以協助安檢人員瞭解 DreamStation Go 設備。

如果您要前往的國家，使用的線路電壓不同，可能需要不同的電源線或國際插頭轉接座，電源線才
能與國外的插座相容。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供應商。

航空旅行

使用交流電源或電池組操作設備時，設備可以在航班中使用。

海拔補償

本設備可自動補償最高 2,286 公尺的海拔，不需要手動調整。

添加補充氧氣

氧氣可以添加到患者迴路。

備註

• 如需完整設定資訊，請參閱壓力閥的說明。

• 本系統使用氧氣時，請先開啟設備再開氧氣。先關氧氣再關閉設備，這樣可以防止氧氣在設
備中聚集。

• 請勿將設備連接至未受管制或高壓氧氣來源。

維修

設備不需要定期維修。

10. 其他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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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 Bluetooth® 字標與標誌是 Bluetooth SIG, Inc. 擁有的註冊商標，Philips Respironics 經
授權使用此類標章。其他商標與商業名稱均為其各自所有人所擁有。

• DreamStation Go 治療設備可在治療設備和行動裝置之間傳輸資料。治療設備和行動裝置
之間的連接會加密。

• 本設備包含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認證的 Bluetooth 無線電模組 (位於主機板上)。

• 使用非原廠許可之配件可能違反您當地射頻暴露準則，應該避免。

• 本設備符合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規定第 15 條之規範，操作須符合下列兩項條件：(1) 
本設備不得造成有害干擾，(2) 本設備須接受任何接收到之干擾，包含可能造成非預期操作
之干擾。根據 FCC 規定第 15 條，本設備已經過測試，證明符合 B 類數位設備的限制。這
些限制的設計是為提供合理保護，防止居家裝置之有害干擾。本設備產生、使用並可能發出
無線射頻能量，如果未能遵照相關說明安裝使用，可能對無線電通訊造成有害干擾。但是，
不保證在特定的安裝中不會發生干擾。如果本設備確實對無線電、電視接收或其他裝置造成
有害干擾 (此干擾可由開啟並關閉設備而判定)，則建議使用者嘗試下列措施進行修正： 

 重新定向或重新定位接收天線 (無線電、電視或其他裝置)。

 增加設備與接收器之間的距離。

 將設備連接到與接收器不同的電路插座。

 諮詢設備經銷商的協助。

• 未經 Respironics 明確許可而變更或修改裝置，可能造成使用者操作設備的權限失效。

Respironics Inc. 特此聲明，此第 1 類無線電設備符合 2014/53/EU 號指令。歐盟符合性聲明書全文，
請見以下網址：http://incenter.medical.philips.com/PMS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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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環境

操作溫度 設備：5° 至 35°C

電池組：5° 至 35°C

貯藏溫度 -20° 至 60°C

相對濕度 (操作及貯藏) 15 至 95% (無冷凝)

大氣壓力：  設備：101 至 77 kPa (0-2286 m)

電池組：101 至 77 kPa (0-2286 m)

實體規格

尺寸 設備：150.8 x 150.8 x 58.8 mm (長 x 寬 x 高)

電池組：122 x 150.8 x 58.8 mm（長 x 寬 x 高)

重量 設備：約 854 g

電池組：約 696 g

使用壽命

DreamStation Go 治療設備的預期使用壽命為 5 年。

電池組的預期使用壽命為 3 年。

符合標準 

本設備的設計符合下列標準：

• IEC 60601-1 醫療電氣設備基本安全及必要效能一般規範

• ISO 80601-2-70 睡眠呼吸中止呼吸治療設備

• EN 60601-1-2 電磁相容性

• RTCA/DO-160G 第 21 條 M 類；無線射頻能量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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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601-1 分類

觸電防護類型 第 II 類設備/內置電源

觸電防護程度 BF 型觸身部件

進水防護程度 設備：防滴設備，IP22

第一個特性數字 - 2 - 可防護直徑 ≥ 12.5 mm 的固體異物進入。
說明：防止手指進入危險部位，並防止直徑 12.5 mm 以上的固
體異物進入。

第二個特性數字 - 2 - 可防護會造成危害 (傾斜 15°) 的水進入。
說明：在外箱傾斜 15° 以內時，可防止垂直滴落的水進入。

操作模式 連續

電氣

交流電耗電量 100-240 VAC，50/60 Hz，2.0-1.0 A

保險絲 保險絲無法由使用者更換。

USB 充電連接埠輸出 5 VDC，7.5 W (1.5 A)

電池組電氣特性

運轉時間 > 8 小時

輸出電壓範圍 18-24.6 VDC

電池技術 鋰離子

容量 62 Wh

輸入電壓範圍 100-240 VAC，50/60 Hz，2.0-1.0 A

輸出功率 (最大連續) 50 W

最低循環壽命 500 次循環後額定容量 ≥70%

充電時間 < 5 小時 



10. 其他備註

47

無線規格

操作頻率範圍 2402-2480 MHz

最大輸出功率 < 10 dBm

調變 GFSK、P/4 DQPSK、8DQPSK

進氣口濾網

可重複使用的濾網 100% 聚酯
88% 效率 @ 7-10 微米大小

細孔濾網 混合合成纖維
95% 效率 @ 0.5-0.7 微米大小

公佈雙數字噪音排放值 (符合 ISO 4871) 
呼吸管尺寸 聲音壓力位準 (L) 不確定性 (K) 聲音功率位準 (L) 不確定性 (K)

12 (mm) 型呼吸管 30.4 dB(A) 2 dB(A) 38.4 dB(A) 2 dB(A)

15 (mm) 型呼吸管 29.9 dB(A) 2 dB(A) 37.9 dB(A) 2 dB(A)

22 (mm) 型呼吸管 29.8 dB(A) 2 dB(A) 37.8 dB(A) 2 dB(A)

備註

數值的判定是根據 ISO 80601-2-70:2015 所規定的噪音測試代碼，採用基本標準 ISO 3744 和 
ISO 4871。

壓力準確度

壓力增減量：4.0 至 20.0 cmH2O (每次增減 0.5 cmH2O)

最大靜態壓力準確度 (符合 ISO 80601-2-70:2015)：

呼吸管類型 壓力 準確度

12 (mm) 型呼吸管 10 cmH2O ± 1.0 cmH2O

15 (mm) 型呼吸管和 
22 (mm) 型呼吸管

10 cmH2O ± 0.5 cmH2O

靜態壓力準確度的測量不確定性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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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動態壓力變異 (符合 ISO 80601-2-70:2015)：

呼吸管類型 10 BPM 15 BPM 20 BPM

12 (mm) 型呼吸管 ± 0.6 cmH2O ± 0.8 cmH2O ± 1.6 cmH2O

15 (mm) 型呼吸管和 22 (mm) 型呼吸管 ± 0.7 cmH2O ± 0.7 cmH2O ± 1.0 cmH2O

動態壓力準確度的測量不確定性為 3.6%。

最大氣流速率 (典型)

呼吸管類型 流量 測試壓力 (cmH2O)

4.0 8.0 12.0 16.0 20.0

12 (mm) 型呼吸管 在患者連接埠的平均流量  
(l/min)

90 119 112 106 99

15 (mm) 型呼吸管 在患者連接埠的平均流量  
(l/min)

77 115 112 105 106

22 (mm) 型呼吸管 在患者連接埠的平均流量  
(l/min)

80 121 127 121 109

廢棄物處理

依歐盟第 2012/19/EU 號指令分類收集電氣及電子設備。依據當地法規處置本設備。

EMC 資訊

本裝置在使用壽命期間皆可符合 EMC 標準，不需要額外維護。所在環境包含本身 EMC 行為不明
的設備時，可能移動 DreamStation Go 治療設備的位置。如果認為裝置因為太靠近其他裝置而受
到影響，請移開裝置以解決此狀況。

壓力及流速準確度

DreamStation Go 治療設備的設計，可達到使用手冊所列的壓力及流速準確度。如果懷疑壓力/ 
流速準確度受到 EMC 干擾影響，請中斷電源並將設備移到另一個區域。如果效能持續受到影響，
請停止使用並聯絡供應商。

參考原則及製造商聲明－電磁發射－本設備專用於以下指定的電磁環境，使用者須確實遵守使用環
境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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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測試 符合標準 電磁環境－參考原則

射頻發射
CISPR 11 第 1 類

本裝置使用的射頻能量僅供裝置內部運作，因此射頻
發射極低，不太可能對鄰近的電子設備造成干擾。

射頻發射
CISPR 11 B 類

本設備適用於所有設施，包括住宅及直接連接公用
低電壓供電網的建築物。

諧波發射
IEC 61000-3-2 A 類

電壓波動/閃變發射
IEC 61000-3-3

符合規定

無線射頻能量發射
RTCA/DO-160G 第 21 條

M 類 本設備可於商業客機機艙內使用。

參考原則及製造商聲明－電磁抗擾性－本設備專用於以下指定的電磁環境，使用者須確實遵守使用
環境相關要求。

抗擾度測試 IEC 60601  
測試位準

規定位準 電磁環境－參考原則

靜電放電 (ESD)
IEC 61000-4-2

±8 kV 接觸

±15 kV 空氣

±8 kV 接觸

±15 kV 空氣

地板應為木製、水泥或磁磚。如果
地面覆蓋合成材料，則相對濕度至
少應達到 30%。

電快速瞬變/脈衝
IEC 61000-4-4

電源供應線路為 
±2 kV

輸入-輸出線路為 
±1 kV

主電源為 ±2 kV

輸入/輸出線路為 
±1 kV

主電源品質應與一般居家或醫院環
境的品質相同。

突波
IEC 61000-4-5

±1 kV 差模

±2 kV 共模

±1 kV 差模

±2 kV 共模

主電源品質應與一般居家或醫院環
境的品質相同。



10. 其他備註

50

抗擾度測試 IEC 60601  
測試位準

規定位準 電磁環境－參考原則

電源輸入線路的電
壓暫降、瞬斷和電
壓波動
IEC 61000-4-11

<5% UT (UT 暫降 
>95%) 45 度增幅
下 0.5 個循環

<5% UT (UT暫降 
>95%) 1 個循環

70% UT (30% 暫降 
UT) 0.5 秒
 
<5% UT (UT 暫降 
>95%) 5 秒

<5% UT (UT 暫降 
>95%) 45 度增
幅下 0.5 個循環

<5% UT (UT暫降 
>95%) 1 個循環

70% UT (30% 暫
降 UT) 0.5 秒

<5% UT (UT 暫降 
>95%) 5 秒

主電源品質應與一般居家或醫院環
境的品質相同。如果需要在主電源
中斷時繼續操作本設備，建議使用
不斷電系統或電池供電。

電頻 (50/60 Hz) 
磁場
IEC 61000-4-8

30 A/m 30 A/m 電源頻率磁場的位準應與一般醫院
或住家環境的一般地點相同。

備註：UT 是使用測試位準前的交流電主電壓。

參考原則及製造商聲明－電磁抗擾性－本設備專用於以下指定的電磁環境，使用者須確實遵守使用
環境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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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擾度測試 IEC 60601 測試位準 規定位準 電磁環境－參考原則

傳導射頻
IEC 61000-4-6

輻射性射頻
IEC 61000-4-3

3 Vrms
150 kHz 至 80 MHz

6 Vrms
150 kHz 至 80 MHz 
之間的業餘無線電及 
ISM 頻帶

10 V/m
80 MHz 至 2.7 GHz

300 MHz 至 5.6 
GHz 之間的特殊電信
通訊頻帶

3 Vrms
150 kHz 至 
80 MHz

6 Vrms
150 kHz 至 
80 MHz 之間的業
餘無線電及 ISM 
頻帶

10 V/m

最高 28 V/m

使用攜帶型及行動射頻通訊設
備時，與本裝置任何部分 (包
括連接線) 之間的距離不得少
於建議的 30 cm 間距。

鄰近有下列符號標示的設備
時，可能出現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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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ironics, Inc. (Philips 關係企業) 保證系統無工藝和材料瑕疵，治療設備自 Respironics, Inc. 
出售日起兩 (2) 年內，電池組自出售日起一 (1) 年內，性能符合產品規格 (下稱「保固期間」)。 
如果產品效能不符合本項有限保固，並在保固期內送回　Respironics, Inc.，Respironics, Inc.  
會自行酌定維修或更換有瑕疵的材料或零件。此為違反本項有限保固的唯一補救措施。  

保固不可轉讓，僅適用於產品的原始擁有人。因意外、使用不當、濫用、修改、進水、未遵守產品
說明文件使用或維護產品所導致的損害，以及與材料或工藝無關的產品故障，本保固概不適用。
退貨運送途中發生的損害不在保固範圍，建議您在退貨時加購保險。Respironics, Inc. 只會支付從 
Respironics, Inc. 至原購買人的常例運費。 

對於肇因於銷售或使用本產品之經濟損失、利潤損失、經常費用，或間接、衍生、特殊、附帶損害， 
RESPIRONICS, INC. 概不負責。某些國家不允許排除或限制附帶或衍生性損害，因此以上限制或
排除可能對您不適用。
本保固業已排除一切其他明示保固。此外，對於任何默示保固，包括適銷性或特定用途適切性保證， 
概不負責。某些國家不允許默示保固之免責聲明，因此以上免責聲明對您未必適用。 

本保固賦予您特定法律權利，視您所在國家而定，您可能還擁有其他權利。 

如果需要保固服務，請至 www.philips.com，或致電 +1-724-387-4000 或 +49-8152-93060 
取得協助。 

有限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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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ironic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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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rysville, PA 15668 美國

Respironics Deutschland GmbH & Co.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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