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

geko™是一种神经肌肉电刺激医疗器械，预期用途包括：
• 增加血液循环
• 治疗水肿

• 促进伤口愈合

• 治疗静脉功能不全和缺血。

该器械的工作机制是通过刺激腓总神经促进血液循环。

用于在医院、诊所和家庭环境中对一名患者进行治疗。
按照专业医护人员（如护士或医生）医嘱，将其佩戴在单
侧或双侧下肢上。
患者应接受培训以找到器械的合适佩戴位置和使用方法。
geko能提供2 x 12小时的治疗，可分次隔天使用。
可以暂停治疗，在洗浴、开车或进行各种检测时可以暂时（至
多3小时）摘除器械（参见“警告”和“防范措施”）。
geko在两次治疗期间需要至少间隔6小时，如果试图过早开始第
二次治疗，器械会发出一次长闪（0.5秒）
，不会产生刺激作用。
每次使用后，应摘除geko™，安置在随器械提供的衬板上。
使用前仔细阅读本文，严格按照说明操作。
该器械使用
不当，会造成危险后果。
请确认器械正确的佩戴到患者
身上后，再打开器械。
如需帮助或要报告遇到的问题、意外操作或事件，请
联系制造商。
访问网站，获取更多建议和用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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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说明

     

位置: geko上的标记线
应与腓骨头
对齐，腓骨头是一块圆形团块，位于膝盖下
方和下肢外侧。如需帮助，请咨询医护人员
（如护士或医生）。

打开: 短按一下
械。

按钮，打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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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除: 应将其佩戴在洁净干燥的皮肤上。如

果佩戴部位毛发过多，应用修剪器或剪刀去
除。请勿使用剃刀，否则可引起刺激。用温
和的肥皂水清洗将要佩戴器械的部位，然后
彻底冲洗并擦干; 请勿涂抹任何润肤霜 。

设置: 器械共有10个设置，以暂停前
的光源闪烁次数来表示。按 按
钮，调高设置; 按 按钮，降低设置。
当geko器械正常工作时下肢肌肉会
有明显抽动，使足部向外向上抽动，
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应持续这一运动
模式。

倘若未达到刺激作用，也可将 geko 装置佩戴在备用位置，请见下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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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佩戴: 拿起衬板上的 geko 器械，将标记线

置于腓骨头
（圆形团块）上。
将geko器械较短的一端戴在下肢前侧，较
长的一端朝向下肢后侧。
器械不应松脱，如有必要，可将一
端揭开后重新贴紧固定。保留衬板以便在每次使用后放置
器械。
如有必要，将一条随器械提供的粘合条贴在器械上，
增加粘附力。
佩戴正确时， 按钮应
始终位于下肢前侧。

关闭: 长按 按钮3秒钟关闭
器械。
按住按钮时，光源快速闪
烁，关闭设备时停止闪烁。

7 摘除: 为了避免皮肤损伤，请小心的将整
个器械从皮肤上揭下来 。每
次使用后，将器械放在衬
板上。

如果您在第二次治疗结束
后想要打开设备，光源将显
示一次长-短-长的闪烁，表
明所有刺激剂量已完成。

  
   

如何找到腓骨头和备用位置

     



腓骨头：

腓骨头 A 用手触摸时可感觉
为一个圆形的骨块，位于腿部
外侧，膝盖下方，即腓骨 1 的
顶部。






要找到腓骨头，手指可从膝盖
骨前部（髌骨 3）开始，径直向
下行至胫骨顶部的骨块（胫骨
粗隆 2）。

此时，手指再向外行至胫骨上的
另一个骨块（外侧髁 4）
，然后继
续向外并略微向下，直至找到比外
侧髁更大且更圆的骨块，这是腓骨
头。
找到腓骨头的另一种方法是，
将手指放在踝关节上，行至脚
踝外侧（外侧踝 5）
，这是腓骨的
下端。

1.位置：

可成功刺激腓总神经（背屈）的位置有三个。
位置A与腓骨头
对齐，而 位置B 和 C则与突出的外侧腘绳肌腱对齐。
选择备用
佩戴位置的原因包括：其他位置的皮肤敏感或病变、配合个体
生理结构的不同而更好的对神经产生刺激、
更佳的舒适度或佩戴便捷性，或因绷
带的位置需要改变佩戴的位置。

2.
清洁：


将佩戴该
装置的皮
肤部位冲
洗并擦干。

3B.
佩戴

将标志线
置于膝
盖关节弯曲
处之下的外
侧腘绳肌腱/
外侧肌腱/股
二头肌腱上。



然后将手指行至小腿肌肉和腿
前部肌肉之间的凹槽中向上，直至
感受到圆形的骨质突起，这就是腓骨头。

可以使用永久性标记笔来标记腓骨头的位置。
为帮助找出精准位置并正确佩戴，请观看网站
gekodevices.com 上的视频。

3A.
佩戴：

从 geko 装置上取
下薄膜，并将标志线
置于腓骨头
上。

3C.
佩戴

将标志线
置于膝
盖关节弯曲
处正上方的
外侧腘绳肌
腱/外侧肌腱/
股二头肌腱
上。

  
   

     

副作用

皮肤炎症或刺激:
在某些情况下，接触区域会发生皮肤炎症或刺激：摘下器
械或重新在其他位置佩戴。
如果情况持续存在或复发，请
在咨询专科医生的治疗意见之后再继续使用。

警告

如果患者有以下情况뙱，请咨询专科医生：
• 植入了电子装置（如心脏起搏器）。
• 近日诊断为或疑似深静脉血栓形成。
• 怀孕或哺乳期。
• 诊断为꼞心脏病。
• 癫痫。
• 近日接受了手术，伤口处的肌肉收缩可干扰其治愈过程。
• 已连续��天使用该设备。
• 丙烯酸过敏（凝胶含有丙烯酸类聚合物）。
以下情况下禁忌使用：
• 肌肉不随意收缩可能使患者或其他人有受伤风险的任何
活动期间（如开车或操作器械）。
• 洗澡或淋浴时⸺暂时关掉并摘除器械。
• 器械因他人原因遭到磨损⸺将带来感染风险。
• 包装已经打开或损坏。
• 器械已损坏。
请勿将器械用于身体以下部位：
• 头部。
• 双眼。
• 嘴部。
• 颈部（尤其是颈动脉窦）。
• 胸部、上背部或经过心脏部位。这可能会增加心脏纤维性
颤动风险。

  
   

不要将器械佩戴在以下病灶上或附近：
• 疮，感染或发炎部位。
• 皮肤破损或皮疹，如静脉炎、血栓性静脉炎、静脉曲张等。
• 癌性病变。
请勿在以下设备/环境周围使用geko器械，否则可能降低
其性能：
• 短波/微波设备（�米内）。
• 便携式射频通信设备（包括天线电缆和外部天线等外部设
备）
（��厘米以内）。
• 火或辐射加热器等热源。
禁忌使用环境：富氧环境。
儿童适用性 - 该器械未对儿童进行安全性测试；我们不建
议儿童使用该器械。

防范措施

• 请将器械放在儿童和宠物接触不到的地方。
• 请勿将 geko 器械放在嘴里。
本器械可引起窒息，并可能
导致过敏。
如果本器械或任何组件被吞下，请立就医。
如果电池被吞下，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 不得改装此器械。
• 过度用力可能会损坏器械。
• 核磁共振成像⸺此器械含有铁磁成分，因此请在
患者进行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前摘下。
• 心电图⸺使用腿部电极进行心电图监测期间应
关闭器械，因为这可能会对心电图腿部电极信号
产生干扰。
与设备有关的任何严重事件均应向用户和/或患者
所在成员国的制造商和主管当局报告。

     

储存geko器械时，将其置于保护性箔袋中保存。可在-��°C至��°C的温度下储存，但建议储存温度最高不超过
��°C。

分类
电池盖

正极

本器械由不可更换的CR����锂离子纽扣电池内部供电。
电池旨在持续运行。
BF型触身部件⸺用于实现与患者的直接电接触，但不直接接触心脏部位。
整个器械都是触身部件。

电磁兼容性声明

负极

请勿在其他电气设备周围使用geko器械, 否则可能导致运行不当。如需使用其它电气设备，应观察geko器械与
其它电气设备的运行状况，确保两者正常工作。
geko器械根据关于电磁兼容性的 EN �����-�-�:���� 标准进行
了认证。
使用医疗电气设备时，需要特别注意电磁兼容性的相关注意事项，并需要根据网站提供的EMC信息并投入使
用。如遇到高强度电磁干扰，geko可能关闭。

输出规格

本器械以�Hz的速率提供电荷平衡的非对称方波刺激脉冲。根据设定的刺激级别，脉冲电流恒定在��mA至
��mA之间，脉冲宽度在��μs至���μs之间。
通过增加每个脉冲中的电荷而逐渐增加刺激强度。
共有��个设置。
访问网站，获取操作技术规格等更多资料。
可通过批号判断软件版本。

输出波形

Output waveforms

脉冲宽度
Pulse width

Pulse width

正极

LED 灯
标记线
型号识别码

关闭/降档按钮

开启/升档按钮

储存和操作

V

I
电压

Voltage

Current
电流

Repetition rate: 1Hz

重复频率：�Hz

  
   

符号

     

医疗器械

BF型触身部件
产品生产过程中未使用乳胶

处置

仅限一次性使用⸺仅限一名患者在一个疗
程中使用

geko器械不包含任何有毒或危害环境的材
料。
使用后，因为已与皮肤接触了几个小时，
器械可能会受到污染或感染，因此需要小心
处置。
必须按照当地法律处置电池。
一些医院
和诊所对废旧医疗器械的处置有具体要求。
如果在家中使用，在法规允许的情况下，geko
器械可以丢弃在日常垃圾中。
为了便于处置，必要时可以用剪刀取下电极。
取出电池时，可以打开外壳并将电池撬出来。
访问网站，获取指导说明。
请勿焚烧此器械。






 

 
 
 

使用包装盒存储和运输的气压范围
批号

产品编号
失效日期 ‒ 切勿在此日期后使用
使用包装盒存储和运输的温度范围

IP22

异物防护等级 ��

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码

使用包装盒存储和运输的湿度范围
制造商
参见使用说明

W-3
1639

CE合规标志
如果包装损坏，请勿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