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說明

本geko™裝置是利用電流刺激神經肌肉的醫療裝置，它的用途包括:
• 增加血液循環 。

• 防止靜脈血栓形成 。
• 防止及治療水腫 。

本裝置透過刺激腓總神經來提高血液的循環。

它僅供單一患者在醫院、診所或家中使用。按保健專業人員（如護士或醫生）的指示，將其佩戴在其中一條腿或兩條腿上。病患應學
習放置和操作此裝置的方法。
本geko裝置的持續使用時間可達��小時，直到不再需要。需要洗澡或進行其他測試（請參閱「警告」和「注意事項」
）時，可暫時
取下。裝置僅可單次使用，並需要每��小時更換一次，而裝置有額外�小時的運行時間。
使用前請詳細閱讀本說明書, 並遵守使用指示。

不適當使用可能會有危險. 除非已正確佩戴在患者身上，否則切勿啟動。
如需援助或通報困難、意外操作或事件，請聯絡製造商。欲知更多指引
和使用提示，請瀏覽產品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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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說明



位置: 使用時, geko裝置的對準記號
與腓骨小頭（即是小腿外側近膝蓋處的圓凸
塊）對齊。如果您需要援助，請向您的保健
專業人員（如護士或醫生）尋求幫助。

啟動: 稍微按著
動。

按鈕即可啟

5

2 清潔: 佩戴本產品前，確保該部位的皮膚是

清潔且乾爽的。如果佩戴部位的毛髮太多，
需用體毛修剪器或理髮器修剪。切勿剃毛，
因為剃毛可能導致皮膚出現刺激症狀。佩
戴前，用溫和的肥皂水清洗該部位，接著用
水沖乾淨並徹底擦乾。不可在佩戴部位搽
潤膚霜。

設定: 本裝置共有��種設定，燈光
閃爍的次數對應不同設定。需增加
強度請按 按鈕，降低強度按 按
鈕。如果geko裝置正常運作，小腿肌
肉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會有明顯的抽
動，小腿亦會向外向上動。

6 關閉: 按著

如果未能達到刺激效果，可以更改 geko 儀器的佩戴位置，請參閲以下指示説明。

  

與腓骨小頭
（圓形凸塊）對齊。將裝置較短的部分往小腿的前方貼，較
長的部分往小腿後方貼。
本geko裝置應服貼在皮膚上，若貼
不緊或太緊，揭開其中一邊進行調整即可。如果佩戴正確,
按鈕應在小腿的前方。

3 佩戴: 揭開geko裝置的薄膜，將對準記號

按鈕�秒即可關
閉裝置。
按著按鈕時，燈光會快
速閃爍，關閉後燈光將不再閃
爍。

7 取下: 為避免傷害皮膚，請小心地將整個
裝置從皮膚上撕下。

  
   

如何找到腓骨頭以及不同的佩戴位置



腓骨頭：





於腿的外側膝蓋之下，用手指
觸摸時可感覺到圓形的凸出
塊，這就是腓骨頭 A ，即腓骨
的上端 �。

尋找腓骨頭的方法：手指從膝
蓋（膝蓋骨 �）前方向下慢慢觸
摸，首先會摸到脛骨上端的凸出
骨塊（脛骨結節 �）。

從該位置，將手指往外側移動會
摸到脛骨的另一個凸出骨塊（外髁
�）
，繼續往外側並稍微往下移動，
您會找到比外髁更大且圓的凸 
出骨塊，既是腓骨頭。



�.佩戴位置：

可成功刺激腓總神經（背屈）的位置有三個。
位置 A 需與腓骨
頭對齊，而位置 B 及 C 需與凸出的外側膕繩肌腱對齊。
選擇
不同位置佩戴的原因包括：皮膚敏感或其他部位有損傷；配合
骨骼的情況以更好地刺激該神經；更舒適或
方便佩戴，或因綳帶位置需改變佩戴的位置。

�.清潔：



將佩戴位
置部位的
皮膚清洗
及擦乾。

尋找腓骨頭的另一個方法：將手指
放於踝骨，從您的足踝（外踝 �）
外側，既是腓骨下端去感受。

手指從小腿肌肉與前腿肌肉之
間的凹處慢慢往上移動，直至您感
覺到圓形的凸出骨塊，就是腓骨頭。

您可以用永久性馬克筆標記腓骨頭的位置。

請到 gekodevices.com 網站觀看如何準確找
到位置及佩戴的影片。

  

�A.佩戴：

將 geko 儀器的薄
膜揭開，將記號線位
置於腓骨頭之
上。

�B.
佩戴：

將記號線位
置於膝
蓋關節彎曲
處之下的外
側膕繩肌腱/
外肌腱/股二
頭肌腱。

�C.
佩戴：

將記號線位
置於膝
蓋關節彎曲
處之上的外
側膕繩肌腱/
外肌腱/股二
頭肌腱。

  
   



副作用

皮膚發炎或刺激症狀:

在某些情況下，接觸部位可能出現皮膚發炎或刺激症狀：取
下裝置或重新貼在其他合適位置上。若情況持續或復發，須
取得專科醫生意見後才可恢復使用。

警告

如果患者有以下情況，請諮詢專科醫生的意見：

• 在體內置入電子裝置（如心臟起搏器）。
• 近期診斷出或懷疑患有深層靜脈栓塞 (DVT)。
• 懷孕或餵哺中。
• 診斷患有心臟疾病。
• 腦癇症。
• 最近進行過手術，而肌肉收縮動作對復原可能有影響。
• 已連續��日使用本裝置。
• 對聚丙烯酸有過敏反應（膠層含丙烯酸聚合物）。

切勿在以下情況使用本裝置：

• 不自主肌肉收縮對使用者或周圍的人可能帶來傷害的任何
活動（如駕駛或操作機器）。
• 洗澡或沖涼時，應暫時關閉並取下裝置。
• 該裝置已被其他人使用過，這可能導致交叉感染。
• 包裝在使用前已打開或有損壞。
• 裝置已損壞無法運作。

切勿在以下身體部位使用本裝置：

• 頭部。
• 眼部。
• 口部。
• 頸部（尤其是頸動脈竇）。
• 胸部、後背上部或心臟部位. 否則可能會提高心房顫動的風
險。

  
   

  

切勿在以下部位或其周圍使用本裝置：

• 痠痛。
• 感染或發炎的部位。
• 破損或出疹的皮膚上、例如靜脈炎、血栓性靜脈炎、靜脈曲張等
之部位。
• 癌症病灶。

切勿在以下儀器/環境附近使用本裝置，否 則可
能導致本裝置的功能衰退：
• 短波/微波設備（如�m範圍內）。

• 可攜式射頻通信設備（包括週邊設備如天線電纜和外置天線）
（如��cm範圍內）。

• 熱源（如火或輻射發熱器）。

切勿在以下環境中使用本裝置: 高氧濃度的環
境。
兒童適用性: geko的安全性尚未經過兒童測試。
我們不建議兒童使用此裝置。

注意事項ς

• 遠離兒童和寵物。
• 切勿將裝置放入口中，因為其具有可能導致窒息及過
敏的危險。若吞下裝置或任何組件，立刻尋求醫療援
助。吞下電池亦可能造成嚴重傷害。
• 不得改裝此儀器。
• 過度用力可能損壞裝置。
• MRI - 患者接受磁力共振檢查前應移除裝置，因裝置
含有鐵磁類組件。
• ECG - 接受使用腿部電極的心電圖監測期間應關閉
裝置，因可能干擾心電圖的腿部電極訊號。

儲存與操作

儲存時, geko裝置應保留在保護箔袋中。適宜的儲存溫度範圍為-��°C 至 ��°C, 但我們建議儲存在溫度不超過��°C的環
境中。

電池蓋

正極

類別

裝置採用內置不可更換的 CR���� 鋰離子鈕扣電池作為供電。電池擬供持續操作。
BF 型接觸部分 ‒ 用於直接與患者進行電接觸, 但非直接用於心臟。整個裝置均為接觸部分。

電磁兼容性聲明

避免同時使用geko裝置及其他電子設備，否則可能無法正常操作。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應時刻觀察geko裝置及一同使
用的電子設備，確保一切運作正常。geko 裝置的電磁兼容性已獲 EN �����-�-�:���� 驗證。電子醫療設備需就電磁兼
容性作出特別預防措施，並需根據以下網站提供的電磁兼容性資訊進行安裝及投入服務：若暴露於強烈的電磁干擾
下，geko 裝置可能會關閉。

輸出規格
負極

LED 燈
記號線位

  

裝置以 � 赫的速率放射方波及不對稱的電荷平衡刺激脈衝。根據設定的刺激等級，脈衝具有 ��毫安培與 �� 毫安培之
間的恆定電流，以及 �� 微秒與 ��� 微秒之間的脈衝幅度。透過增加每個脈衝的電荷，可逐漸增加刺激的強度。共有 ��
個設定。請瀏覽網頁了解進一步的詳情，包括操作的規格。查看批號即可知道軟件的版本。

輸出波形

Output waveforms

脈衝寬度
Pulse width

Pulse width

V

I
電壓

Voltage

正極

模型識別號

關機/降低按鈕

開機/增加按鈕



Current
電流

Repetition rate: 1Hz

重復頻率：�Hz

  
   



符號

  

醫療器材

BF 型接觸部分

非乳膠製造產品

棄置

僅供單次使用 ‒ 僅供單一患者在單一療程中
使用

裝置不包含任何有毒或危害環境的物質。由於裝置曾與
皮膚接觸長達數小時，使用後亦可能受到污染或感染，因
此需小心棄置。電池必須按照任何當地法律棄置。某些醫
院和診所會對使用過的醫療裝置有特定的棄置要求。若規
則許可，在家中使用的裝置可當作一般廢物棄置。為了便於
棄置, 如有需要，可用剪刀拆除電極。電池可
打破外殼後撬出移除。若需棄置指南請參閱網頁。切勿焚燒
裝置。

在完整包裝狀態下的儲存及運輸大氣壓力範
圍
批號

目錄編號

歐盟授權代表


  
  
  

Firstkind Limited

失效日期 ‒ 切勿在此日期後使用

在完整包裝狀態下的儲存及運輸溫度範圍
IP22

異物防護等級��
歐盟授權代表




  
   

  

醫療器材單一識別碼

在完整包裝狀態下的儲存及
運輸濕度範圍

製造商

T-3

參閱使用說明
1639

CE 合格標誌

若包裝損壞，切勿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