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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指南

通电LED指示
STAT* - 开始或停止STAT模式

欢 迎 使 用 Tango M2!

Measurement View（测量视图）屏幕以数值读数形式显示当
前或最近的病人测量值。
血压测量结果

袖带压力

平均动脉压
（MAP）*

心率

UP - 翻看菜单和列表
SELECT - 选择主菜单屏幕和选择菜单
选项
DOWN - 翻看菜单和列表
DKATM/OSC - 选择听诊DKATM模式或示波
OSC模式（详见本指南的DKA vs OSC模
式部分）

START/STOP - 开始或停止一项测量。

* 在要求时效以及紧急情况下，可按下STAT按
钮重复血压测量。

感谢您选择使用此Tango M2 血压监护仪。

波形指示器和显示

间隔指示器和计
时器

SpO2

二重积

一个绿色的“跑步人”图标代表监护仪被设置成在听诊（运动）
DKA™模式下采集血压读数。
一个橙色的“跑步人”图标（带斜线圆）表示监护仪被设置成在
示波（非运动）OSC模式下采集血压读数。病人此时必须保
持不动。

SunTech Medical® 作为领先科技与创新产品的主导供应商
的历史已超过二十五年，这些产品帮助用户在人工读数不可
靠或不可行时获得血压测量值。
如今，我们依然专注于临床级别的血压科技的持续创新工
作。
Tango M2 是我们Tango压力测试血压监护仪系列的最新产
品，专门设计成与您的压力系统配合工作。

Stress BP

* 并非在所有国家都可用，详见用户手册。

后面板配置

图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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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Tech Medical, Inc.
507 Airport Boulevard, Suite 117
Morrisville, NC 27560-8200 USA
Tel: + 1.919.654.2300
1.800.421.8626
Fax: +1.919.654.2301
SunTechMed.com

Graph View （图形视图）屏显示了最近血压测量的图形式摘
要，同时还显示其它数值式读数。

内部ECG
病人电缆（麦克风）

告警设置

血压

心率 / 二重积

下载本产品的用户手册，请使用 Adobe Acrobat Reader 或
其他支持PDF浏览的软件打开手册

病人电缆（气动）

EMERGO Europe
Prinsessegracht 20
2514 AP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接通电源

SunTech Medical (Shenzhen) Co., Ltd.
105 HuanGuan South Road, Suite 15 2~3/F
DaHe Community Guanlan,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PRC 518110
Tel.: + 86.755.29588810
+ 86.755.29588986 (Sales)
+ 86.755.29588665 (Service)
Fax: + 86.755.29588829
SunTechMed.com.CN

USB-B
USB-A
RS-232
BNC 外部 ECG
头戴式耳机
直流电源连接
0413
82-0124-05 MA Rev. F

您可以在设备附带的光盘中找到相关的操作说明 您可以从
suntechmed.com/library.

高亮显示的血
压和心率

间隔指示器
和计时器

SpO2

首次设置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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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 Tango M2开包

步骤2 - 连接压力系统

确认所有的部件都完好。请参考内托盘上包装标签内容，该
标签列出了根据您的订单所发出的具体部件。

请使用BNC外部ECG电缆和RS-232电缆或UBS电缆连接压
力系统。

将电源接头连接到电源电缆，然后插接到交流电插座上。再
将电源接头插接到监护仪背部的直流输入接口上。

连接压力系统时，请访问www.SunTechMed.com，并从
中选择：客户技术支持 > 下载数据库 > 压力血压监护仪 >
Tango M2 > 界面注释，在此列出了所有可用界面注释。

使用监护仪背部的ON/OFF (1)按钮，打开监护仪。Tango
M2监护仪通电后，顶部的蓝色LED灯(2)将点亮。

您也可以参考Tango M2监护仪的电子数据库（E-Library）
，选择：主菜单 > 监护仪设置 > 电子数
据库 > 界面注释，在此列出了所有可用的界面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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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 进行测量

步骤5 - 下载数据

病人正在运动时，Tango M2要求ECG信号来采集血压测量
读数，并且必须设置到DKA模式。压力测试开始后，压力系
统将提示监护仪开始采集血压读数。每次测量时，袖带将自
动充气。将显示一条消息“放松手臂，正在测量BP”，直到测
量完成，之后将显示读数。您也可以按下START/STOP（开
始/停止）按钮，手动地触发监护仪采集血压读数。此按钮
也可用于在需要时退出读数。

1. 将USB-A闪存卡插入Tango M2监护仪(1)。
2. 使用箭头和选择键导航至主菜单 > 测量表，然后按下
Select（选择）键。
3. 导航至Download Data（下载数据）选项，然后按
Select（选择）键。
4. 将弹出一条消息，说明下载正在进行中；完成后，
按下Select（选择）键退出。现在可以移除USB-A闪存卡。
5. 将USB-A闪存卡连接到个人电脑（PC）上。窗口打
开时，会看到一个名为“Results”的文件。打开此文件。
6. 此文件内，有需要识别的文档。其识别格式为年-月-日其它识别符：
YYYYMMDD########。
对于每一个从Tango M2提取的
新血压数据，都有一个唯一识别
符。

(2)

(1)

(1)

更多详细指导请参考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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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 放置将连接血压袖带
使用一个SunTech Orbit-K™袖带，或一个SunTech一次性病人用（SPU）套件（含一次性袖带和麦克风垫）。本节将指导您选择正确尺寸的袖带以及执行正确的袖带放置。保证袖带与病人臂径相匹配并且麦克风放置在肱动脉上方（二头肌和三头肌之间），这一点很重要。不正确的袖带尺寸和
错误的麦克风放置可导致读数丢失、错误或不准确。

一次性病人用套件

Orbit-K袖带
a.
b.
c.
d.
e.
f.

找到左臂的肱动脉位置。
将袖带滑到病人上臂，注意 “ARTERY”（动脉）标记朝向手臂。
“ARTERY”（动脉）标记下方有一个麦克风。确保麦克风位于手臂的内侧部分，直接处于肱动脉上方
（二头肌和三头肌之间）。袖带的边缘与肘之间应约有3至5 cm的宽度（两指宽）。
将3针式话筒接头通过袖带插入病人电缆的相应接口上。接头可正反面插入。
将袖带软管连接到病人电缆的相应接口上，扭动接头锁好。
将袖带绕手臂缠好并固定。使用腕带将电缆固定到病人腕部。

a.

b.

c.

d.

e.

f.

a.
找到左臂的肱动脉位置。
b.
将麦克风放到麦克风垫上。揭下麦克风垫上的保护膜。
		注：一次性病人用套件使用Orbit-K袖带中的麦克风。
c.
将麦克风放在病人臂上，确保麦克风置于手臂的内侧部， 直接处于肱动脉上方（二头肌和三头肌之间）。
麦克风垫与肘之间应约有3至5 cm的宽度（两指宽）。					
d.
将袖带绕手臂缠好并固定。
e.
将3针式话筒接头通过袖带插入病人电缆的相应接口上。接头可正反面插入。
将袖带软管连接到病人电缆的相应接口上，扭动接头锁好。					
f.
使用腕带将电缆固定到病人腕部。

a.

b.

c.

d.

e.

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