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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之前
使用您的 DreamStarTM 装置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使你完全了解此设备的限制。

安全注意事项
警告:





















这表明在本手册中对您或他人有人身伤害或意外的风险。

梦之星产品系列设备无医生处方不能使用。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医疗小组同意你不可尝试调整设定的设置。
使用本设备只依手册中描述推荐使用。本手册中包含的建议不能取代您的健康专业人士的指示。
此设备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生命援助的功能。
梦之星产品系列设备只能用于由医生或提供您的健康护理提供者推荐的管路，口罩，配件及零件。确保仔
细阅读每个附件的使用说明。
如果您怀疑该设备及其配件之一是有缺陷或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请联系您的健康护理提供者。
不要试图打开或修改设备，有触电的危险。此设备仅可由技术熟练的人员进行维护。请联系您的健康护理
提供者。
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将设备的插头从电源上拔出以断电。请给电源插头留下足够空间，以便于拔出。 如
果设备连接在一个接线板插座上，那么不应在系统上再连接附加的接线板插座或延长线。
在治疗过程中，本设备的 USB 接口只能连接由您的专业家庭护理人员提供的设备。
将设备放置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表面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如果放置于另一台设备上，不要使用设备。
要小心，不要有意或无意阻碍空气出口，或任何通道或呼吸管路。避免用物体覆盖在本机上，或将其置于
太靠近墙壁的地方。不要让液体进入空气出口。
设备和电源线远离任何水源（触电危险）。只可在干燥的和要求的工作环境内使用的设备及其配件
（电源线）。
请将电源线远离加热表面。
如果需要补充氧气，仔细按照说明和安全注意事项使用氧气。
不要将设备用于易燃蒸气的附近，特别是在易燃性麻醉剂的附近使用加热加湿器，无论它们是单独或与其
它气体组合（爆炸危险）。
一旦装上面具，请确保该设备能产生的空气流动。切勿堵塞面具的呼气通风口，它是让空气不断被驱出。
当设备运行时，呼气的空气通过面罩通风孔驱出。当设备不运行时，新鲜空气充满面具中，出现再呼吸呼
出的空气风险，在某些风险情况下，可使患者在几分钟内安全。
如果设备运行有缺陷或患者使用鼻罩，该装置的阻力足够低使病人可以通过本机或张开嘴呼出。如果一个
完整的面罩，面罩必须有防窒息阀。
在停电或故障的情况下，取下面罩。
不要在床上留下很长的管。它们可能在你沉睡时，缠绕你的头或你的脖子。
将设备置于远离儿童、宠物或害虫的地方。

如果您的设备配备一个水杯










当使用水杯，采取预防措施，以消除该设备将水引入的风险，因为这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该设备
必须被放置在一个稳定的水平表面，并且不能倾斜。
加湿器像水杯座的板，有可能在正常操作期间被加热。避免接触它们。
第一次使用前必须清洗水杯，并在此后定期，按照所提供的说明 “清洁和维护 ”进行清洗。
在移动或运输设备时保持水杯是空的。
水杯移开设备再充水，以防止水流进设备。
如果发现水杯漏水不要使用设备，例如垫片恶化。
加热加湿功能不能使用在环境温度高于 35˚C（95˚F），因为输送给病人的空气温度超过 43˚C（109.4°F）时
可能造成上呼吸道烫伤的风险。
附加一个加湿器可能改变该设备的性能。
如果水杯或盖没有正确重新组装，这可能导致偏离设定的压力，有一漏气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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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这表明在本手册中有重大损坏该设备或任何其他设备的可能性。

如果您的设备配备有盖子，则禁用加热加湿功能。否则，该设备的加热组件可以继续提供的热量的装置，
虽然它不会达到危险温度。但是，如果启用，设置耐热等级的最低值，并提醒您的家庭护理提供者。
请务必固定此设备，以防止任何人绊脚或绊倒电源线。
如果该设备被放置在地面上，确保它是在一个没有灰尘，被褥，衣服或其他物体，可以阻止进气口的地方。
像所有的医疗设备，梦之星产品系列设备很容易被移动和便携式射频通信设备（移动电话， Wi-Fi 的...）干
扰。
当 DreamStar 产品系列设备靠近 AM、FM 或广播天线时，必须对其进行调控，以检查是否运行正常。

推荐使用
The DreamStar™产品系列用于治疗患有睡眠窒息症的人士。病人体重超过 30 公斤(66 磅)，而且能自
主呼吸。它们可在家庭保健环境或睡眠中心使用。
DreamStar™设备不适合与 CT 扫描仪、MRT 设备、射频外科设备或运输船（陆上，海上或空中）近距
离使用。

禁忌
有研究表明，正压力的使用有以下禁忌：


严重的大泡性肺气肿或肺气肿并发气胸。



气脑症，创伤或最近鼻咽癌颅瘘手术后遗症。



失代偿性心功能不全，低血压，特别是在血容量减少或心律不齐的情况下。



脱水。



大规模鼻出血或大量鼻出血史。急性鼻窦炎，中耳炎或鼓膜穿孔。



气管切开术。

不良反应
请联系您的健康护理专业人士，如果同时使用这 DreamStar™产品系列设备，会出现以下症状：干气
道或鼻子，皮肤敏感，流鼻涕或流鼻血，耳部疼痛，不适窦，白天嗜睡，情绪变化，定向力障碍，易
怒，记忆丧失。

验证系统的元素
DreamStar™产品系列设备交付与以下组件：


携带包



可拆卸电源线



管路



记忆卡



可重复使用的过滤器



病人手册



盖（选配）



水杯（选配）

可以使用以下可选配件 DreamStar™产品系列设备。请联系您的家庭护理提供配件供货商的其他信息
。在使用过程中，按照说明提供的配件。


电池电缆



点烟线



过滤器支架组件



选配的高能效过滤器（一次性）



直径 22 毫米、旋转 70°的出气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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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描述
这 DreamStar™产品系列设备配有定制的配件，包括一个内键的电力供应。

该设备的图说
图 1-正面

1
2
4

3
5

1

显示屏

允许查看的信息。

2

左侧控制按钮

这使得选择的符号显示在显示屏的左下角。

3

右键控制按钮

这允许显示在显示屏的右下角的符号的选择。

4

斜坡和选择按钮

5

开/关按钮

提供斜坡功能它也可以用来选择另一参数的目录设定。
打开或关闭设备 ,它也用于退出设定目录。

图二-右视图

图 3-后视图·无水杯

8
11
9

10

7 6
6

电源端口

电源线连接口。

7

外部电池端口

允许通过一个外部电池或点烟电源线供电的设备。

8

空气进气过滤器

防止灰尘的气流进入设备。

9

加热座

加热加湿器座用来加热水杯。

10

串行数据线 / USB 连接器

11

记忆卡连接器

信息和自动机种配备，供你的医生或家庭护理提供者使用。
您可以连接记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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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有盖子的后视图

图 5-有水杯的后视图

12
2
13

12
2
14
2
15

2

15
2

2
12

管路连接器指示器

出风口，连接管路。

13

水杯（如有）

水杯，在加湿的情况下，这标记显示最大填充水位。

14

盖子（如有）

15

进气口（指示图

）

设备上的符号
符号

说明

符号

说明

开/关按钮符号。

斜坡和选择按钮的符号。

左侧控制按钮的符号。

右侧控制按钮的符号。

本设备带有保护装置，以防止大于
固态物体进入，并预防水珠的垂直
滴落。

废旧设备分别从家庭废弃物被淘汰欲
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装置在寿命末
期时的处理”，第 35 页。

II 类设备。

BF 型设备。

直流电源。

记录音和播放。

请参阅使用说明。

特殊警告。

设备符合欧盟指令 93/42/EC 设备。

在包装上，该标志表示：气压限制。

在包装上：这表明“储存温度限制”。
温度范围：-20°C 到+60°C（-4°F 到
+140°F）。
在包装上：这表明“易碎”，需要小心
处理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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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装上，该标志表示：相对湿度限
制。
在包装上：这表明“保持干燥”，表明该
包裹需要避免湿度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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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设备标准安装
本设备配备一个盖子（配置 A）或水杯（配置 B）。
1 : 安装盖子或水杯
A. 设备与盖子

B. 设备与盖子

盖子倾斜着卡在设备后面的基座后，向前卡住， 盖子倾斜着卡在设备后面的基座后，向前卡住，
以锁定。
以锁定。

2 : 连接病人的管路
A. 设备与盖子

B. 设备与水杯

管路一端连接设备的后盖。

水杯管路一端连接设备的。

3 : 准备口罩，根据所提供的说明连接管路的另一端。
4 : 电源线接到该设备的电源输入，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
5 : 在第一次接通电源时，显示屏亮起，显示语言设置画面：

DreamStar Intro, Info,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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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右侧的控制按钮
示所需的语言。

或左边的控制按钮

选择语言后，按开/关按钮
录。

根据需要多次显

返回到首页，然后按下第二次退出目

6 : 显示屏上显示时间和日期。该设备是已经准备就绪。
警告:
有一个漏气风险如水杯或盖子没安装正确，会导致所施加的压力偏离设定的压力。

安装使用电池供电或者（选配）点烟电缆
DreamStar™产品系列设备可以采用可充电的 12 伏选配的特殊电池被连接电池电缆连接至外部电池端
（第 7 项，第 6 页的图 2）。
该设备也可以使用来自香烟点火器插座一个选配的电缆专门为此目的设计,退回步骤 4 的标准安装过程
与下面的步骤：


将电源线连接到外部电池输入端（第 6 页图 2 第 7 项），另一端的电缆直接连接到点烟器插座。

继续执行步骤 5 至 6 的标准安装程序。
注意:





不要使用附带电池以外的电池电源线。
请勿将电池电源线连接到 24 伏点烟电缆。
不要使用 24 伏的电池。
不要将 DreamStar™产品系列设备连接到一个 12 伏的电源。

注意：
当设备是电池供电，不能使用加热加湿功能（如有），按下下面的显示屏设置按钮被，页面会显示：

显示加湿器不能使用因使用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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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加水杯（如有）
1 : 关闭设备并取下病人管路。用手指按
在设备顶部上的标记“推”将水杯取出
。

"Push (推推)"印记

2 : 倾斜将水杯取出。

3 : 填充水（通过上部孔）到最大级别标记。

4 : 重新装回水杯。。

注意:





请小心不要超过最大填充水位。
不可在水杯的水中添加任何其他的产品。
不要使用碱性溶液（生理盐水溶液）。
只能使用常温水，不要用热水或冷水注满水杯。

开始治疗
1 : 如使用说明中所描述的方法戴上你的面罩。如果您的家庭护理提供者已经启动 Auto ON 功能，设
备将从您在面罩内开始呼吸之时启动（但梦幻之星初级/初级进阶设备除-DreamStarTM Intro/Intro
Evolve）。
2 : 否则，请按开/关按钮

开始治疗。该设备屏幕上显示所交付的压力。

3 : 如果屏幕出现“MASK UNPLUGGED”，这意味着，面罩连接不正确。正确地重新定位你的面具，以
消除漏气，按开/关按钮
或斜坡按钮
， 设 备 将 恢 复 设 定 压 力 ， 消 息 “MASK
UNPLUGGED”将消失，否则，该设备将在 30 分钟后停止。
4 : 躺下来，将管路摆好，以便它可以顺应你的动作，让你入睡。
5 : 可被显示在显示屏上的符号总结表定名为“
DreamStar Intro, Info,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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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显示屏上的符号说明”。
7 : 如果您的设备已配备有一个水杯，且有启动加热加湿功能时，加热加湿器将自动启动。您您可透
过右边的控制按钮或左边的控制按钮，移动条形图的箭头，以增大
或减小
加热功率，
如下图所示。

警告:
断电后，设备将继续断电前的运行模式（开机/待机）。

停止治疗
1 : 取下面罩。
2 : DreamStar™产品系列设备，按开/关按钮

几秒钟。

面罩断开功能
如果您取下面罩，设备将自动转入低速工作状态。当您重新接上面罩或如果您按下开关按钮

或斜

坡按钮
时，设备将重新转入正常工作状态。否则，设备将在 30 分钟后停机。此功能可在夜间当
您需要起床时使用。

进入设备目录
在设备前面的四个按钮允许您进入设定目录，滚动浏览不同页面或可能修改某些参数值。
当机器处于待机或运作模式时，这些参数都可以更改。
参数更改根据几个显示屏页面显示：


设备设定有关规定处理。



一般设备的设定，如日期和时间



记录使用数据



提醒

显示屏页面说明
每个显示屏页面包括：


第一行或页头



多达 4 个参数相关联的值



最后一行显示的各种符号用于改变参数值，移动
或移动了一个页面，从页面到页面



（请参阅表题为“



显示屏上的符号说明”）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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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屏上的符号说明
符号

C

LEAK

说明

符号

说明

进入设备信息

进入设备设定

在屏幕上显示进入到下一个页面。

在屏幕上显示进入到上一个页面。

允许提高屏上显示的参数值

允许降低屏上显示的参数值

加热加湿功能启用，但没有热或未连
接到一个电池上。

热加热加湿功能启用符号闪烁，加热
加湿器有问题

在显示屏上显示的参数是可以改变的

在显示屏上显示的参数是不可以改变
的

启用功能。

功能已关闭

可以.

不可以

定时斜坡功能（T.Ramp）;如果选择斜
坡功能，则符号开始闪烁，但仍未启
动

指数斜坡功能（I .Ramp）

自 动 Ç 的 CPAP 操 作 模 式 在
DreamStar™Auto / Auto Evolve.

如果选择斜坡功能，则符号开始闪烁
，但仍未启动。

A

A 自 动 CPAP 的 操 作 模 式 ， 在
DreamStar™自动或 DreamStar™ Auto/
Auto Evolve.

表示正在记录。

符号闪烁时，一个或几个病人提醒即
将到期。

舒适度校准功能启用，在 DreamStar™
Info /Info Evolve).

记忆卡存在。如果存储卡无法操作，
符号闪烁

漏气情况指示器
（但梦幻之星初级/初级
进阶设备除外-DreamStar™ Intro/Intro
DD/MM/YYYY L 设备显示的日期，格式为日/月/年。
Evolve）。显示 OK、+、++、+++、
++++。
表示连接电池。

表示遥控控制连接

该设备已检测到的错误操作
符号交替显示错误代码。

设定梦之星初级或梦之星初级进阶设备，
设定梦之星信息或梦之星信息进阶设备，
设定梦之星自动或梦之星自动进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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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功能
梦之星初级和梦之星信息设备（和等效在进阶的配置）工作在连续模式（CPAP），即整个晚上，该设
备可提供恒定的压力水平。梦之星自动或梦之星自动进阶设备工作在任一固定模式（CPAP）或自动模
式（自动 CPAP），设备会监视你的呼吸，而你的睡眠和调整的压力, 以满足您的需求。该设备包括一
个内键的电源供应和可配有加湿功能（进阶的配置），使用或不使用家庭护理提供者。
病人的提醒功能可以帮助你记住事件，如过滤器和面罩的更换，设备检查和记忆卡使用数据下载于记
忆卡。这个功能在同一产品系列内，说明在“即将到期的提醒”页 25。

斜坡功能
如果您的家庭护理提供者已经启动该功能,定时斜坡功能（T.Ramp）可使压力逐步上升, 以帮助你睡觉
：治疗开始时采用一个降压，被称为舒适压力, 然后压力逐步提高，直到治疗压力。在自动 CPAP 模
式, 斜坡功能可让您延迟来提高或降低的压力。
梦之星信息/信息进阶和梦之星自动/自动进阶产品中出现的指数斜坡功能（I.Ramp）同样可让您从舒
适压力开始治疗。当设备侦测到表示您已经睡着的呼吸状态时，将在 CPAP 模式下进行压力提升，或
启动自动 CPAP 模式。

压力改变 (Pressure Alter)
如果它是启用的医生或家庭护理提供者，该功能提供的选项来改变规定的 1 公分水柱压力。

注意：
此功能只适用于 CPAP 模式。

舒适校准 +(Comfort Calibration+)
梦之星信息/信息进阶和梦之星自动/自动进阶产品中出现的舒适校准功能（ CC +），是为了在吸气时
提高治疗压力，在呼气时降低压力，让治疗时呼吸更加舒适。该功能可由医生或家庭护理提供者在斜
坡期间启动，或长期启动。

运输这设备
拔下设备和取下配件。将它们存储在手提箱。

梦之星或梦之星进阶含盖子
您必须将盖子与设备分离。从机器上取下盖子，按设备顶部的“推”。然后提起盖子，并从设备中取出
。将盖子和设备分别于携带箱中的单独空间。

梦之星进阶含杯子
您必须取下水杯、倒水。按设备顶部的 “推”，拆下水杯。然后提起水杯，并从设备中取出。以下的说
明根据 “清洁和维护 ”，完全倒空水杯。将杯子和设备分别于携带箱中的单独空间。
注意:
为了避免任何的水引入到设备中，从而导致不可逆的损坏的风险，在移动或运输此设备之前，水杯的水必须被
完全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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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记忆
可以使用一个外部存储介质，也可以存储最近的使用数据于设备中，或更新您设备的参数。请参阅您
的家庭护理提供者的指令，使用此卡。如设备正在运行，关闭它，然后再将记忆卡插入记忆卡连接器
：这符号
出现显示屏表头的右侧。如果此符号闪烁，卡插入不正确，或上下颠倒插入，或它是不
可操作的。重新正确插入，如果符号仍然闪烁，请联系您的家庭护理提供商。

更新设定
如果护理提供者已配置了记忆卡更新设备的设定，设备将自动启动，当记忆卡插入。一旦更新完成后
，会出现一讯息，要求取出该卡。将其取出。此操作只可以执行一次。

信息备份
当卡插入本机时信息备份自动启动。一个指示器，允许对下载的信息进展进行监测。一旦信息已被记
录，显示一讯息，“下载完成，取出记忆卡”,记忆卡可以给您的家庭护理提供商。

注意：



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时才可进行信息备份和更新设定。
如果卡被留在设备内，机器无法开启且不可进入任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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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定梦之星初级或梦之星初级进
阶(DreamStar™ Intro/Intro Evolve)
进入设定目录
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时，进入设定目录，按右边的控制按钮
于设定页：


这符号

在屏幕底部表示，这是不可以改变显示的参数。



这符号

在屏幕底部表示，这是可以改变显示的参数。

o
o

选择要更改的参数，按斜坡按钮多次，因为它是必要的
增加
或减少
参数值按控制钮

返回首页，按页面底部的斜坡按钮

或开/关按钮

选择在屏幕上显显示的符号

。

。

要从设定页面移动到另一个,选择符号

按右边控制钮在屏幕上显示的符号

面，选择符号

。

按左边的控制按钮

显示

要返回到前一个页

或等待 30 秒。

退出设定目录，按开/关按钮

注意：
以下各页，显示的值是示范例子

步骤 1：热级（如果包括水杯）
此页显示，只有当你的家庭护理供货商提供加热加湿功能。

⑥按页面底部的
⑦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注意：
当设备是电池供电，加热加湿功能能不能使用（请参阅上文安装使用电池供电或（选配）香烟点火器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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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设定
此页面显示只有斜坡功能和（或））压力变更功能被家庭护理提供者启动。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舒适度压力：设备产生的压力相当于斜坡功能启动时的水平。
斜坡时间：从开始时的舒适度压力到达设定压力的时间。
设定压力：如果您的家庭护理提供者已经启动压力警报功能，压力等级规定，这可能会改变 +1 公分
水柱。

第 3 步：参数显示设置定

②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第 4 步：设定病人的提提示显示
此页面显示，如家庭护理供货商已经启动一个提醒，提醒你例如更换过滤器或面罩。

②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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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步：时钟设定
仅能在待机状态下设定时间。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步骤 6：“其他设定 ”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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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定梦之星资 信息或梦之星信息
进阶 (DreamStar™ Info/o/Info Evolve)
进入目录设定
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时，进入设定目录，按右边的控制按钮
于设定页：


这符号

在屏幕底部表示，这是不可以改变显示的参数。



这符号

在屏幕底部表示，这是可以改变显示的参数。

o

选择要更改的参数，按斜坡按钮多次，因为它是必要的

o

增加

或减少

选择在屏幕上显显示的符号

显示

。

参数值按控制钮

返回首页，按页面底部的斜坡按钮

或开/关按钮

。

要从设定页面移动到另一个,选择符号

按右边控制钮在屏幕上显示的符号

面，选择符号

。

按左边的控制按钮

要返回到前一个页

或等待 30 秒。

退出设定目录，按开/关按钮

注意：
以下各页，显示的值是示范例子

步骤 1：温度（如果包括水杯）
此页显示，只有当你的家庭护理供应 应商提供加热加湿功能

⑥按页面底部的
⑦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注意：
当设备是电池供电，加热加湿功能能不能使用（请参阅上文安装使用电池供电或（选配）香烟点火器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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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步：设定
此页面显示只有在斜坡功能和（或）压力改变功能和（或）舒适度校正+功能功能被家庭护理提供
者启动。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C.C +：.舒适度校准 +
舒适度压力：设备产生的压力当斜坡功能启动时的水平。
斜坡时间：当已选择定时斜坡功能（T.Ramp）时，从开始时的舒适度压力到达设定压力的时间，未启动此
功能则不显示该参数。
设定压力：如果您的家庭护理提供者已经启动压力警报功能，压力等级规定，这可能会会改变 +1公分水柱。

第 3 步：参数显示设置定

②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④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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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设定病人的提提示显示
此页面显示，如家庭护理供货商已经启动一个提醒，提醒你更换过滤器或面罩。

②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第 5 步：时钟设定
仅能在待机状态下设定时间。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步骤 6：“杂项设定 ”

Auto ON：可使设备自动启动而无需按 按开/关按钮。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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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设定梦之星自动或梦之星自动进
阶 (DreamStar™ Auto/Auto Evolve)
进入目录设定
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时，进入设定目录，按右边的控制按钮

选择在屏幕上显示的符号



这符号

在屏幕底部表示，这是不可以改变显示的参数。



这符号

在屏幕底部表示，这是可以改变显示的参数。

o

选择要更改的参数，按斜坡按钮多次，因为它是必要的

o

增加

或减少

或开/关按钮

要从设定页面移动到另一个,选择符号
按左边的控制按钮

退出设定目录，按开/关按钮

。

参数值按控制钮

返回首页，按页面底部的斜坡按钮

选择符号

显示于设定页：

。

按右边控制钮在屏幕上显示的符号

要返回到前一个页面，

。

或等待30秒。

注意：
以下各页，显示的值是示范例子

步骤 1：热级（如果包括水杯）
此页显示，只有当你的家庭护理供应 应商提供加热加湿功能。

⑥按页面底部的
⑦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注意：
当设备是电池供电，加热加湿功能能不能使用（请参阅上文安装使用电池供电或（选配）香烟点火器电缆）

20  如何设定梦之星自动或梦之星自动进阶 (DreamStar™ Auto/Auto Evolve)

DreamStar Intro, Info, Auto

第 2 步：设定
在 CPAP 模式
此页面显示只有在斜坡功能和（或）压力 力改变功能和（或）舒适度校正+功能被家庭护理提供者启
动。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C.C +：.舒适度校准 +
舒适度压力：设备产生的压力当斜坡功能启动时的水平。
斜坡时间：当选择定时斜坡功能（T.Ramp）时，从开始时的舒适度压力到达设定压力的间，未启动此功能
则不显示该参数。
设定压力：如果您的家庭护理提供者者已经启动压力警报功能，压力等级规定，这可能会改变±1公分水柱。

在 Auto-CPAP 模式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C.C +：.舒适度校准 +
舒适度压力：设备产生的压力当斜坡功能启动时的水平。
斜坡时间：当选择定时斜坡功能（T.Ramp）时，从开始时的舒适度压力到达设定压力的间，未启动此功能
则不显示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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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步：参数显示设置定
在 CPAP 模式

②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④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在 Auto-CPAP 模式

②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④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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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步：设定病人的提提示显示
此页面显示，如家庭护理供货商已经启动一个提醒，提醒你例如更换过滤器或面罩。

②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第 5 步：时钟设定
仅能在待机状态下设定时间。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步骤 6：“杂项设定 ”

Auto ON：可使设备自动启动而无需按开/关按钮。

⑤按页面底部的
⑥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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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数据
一般数据
梦之星初级或梦之星初级进阶 (DreamStar™ Intro/Intro Evolve)
当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按左边的

②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④按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参数设定 “按钮，选择

符号屏幕上出现一般信息目录。

注意:
本页面唯一用于设备在待机状态下和和如果最后一次被记录。

梦之星信息 ,梦之星信息进进阶 ,梦之星自动或梦之星自动进 进阶
(DreamStar™Info/Info Evolve, DreamStStar™ Auto/Auto Evolve)
当设备处于待机状态，按左边的

②按

参数设定 “按钮，选择

符号屏幕上出现一般信息目录。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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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 5个治疗，可以显示从最新到最旧的页面。
④按下右侧的控制按钮
⑤按开/关按钮

进入下一个页面

退出目录

注意:
本页面唯一用于如果最后一次被记录

即将到期的提醒
所有梦之星产品系列具有此相同的功能。当一个或多个提醒即将到期，在左下角的的信息符号
烁的信封符号

。

将变为闪

.

按下按钮，位于对面的符号，弹出一个视窗口提醒的列表，如下面所示。

⑥按页面底部的
⑦按

或

返回首页。

移动到下一个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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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添加氧（选配）
警告:






使用氧气时，始终遵循医疗团队或家庭护理提供者的指令。应将氧气源置于距离该设备一米以外的地方。
在氧气现场请勿吸烟。
不要注入氧气进入设备的进气口。
小心遵循指令于启动和停止治疗。
如果您使用制氧机或液氧装置，停止氧流量当该设备不运行时。如果制氧机开着而设备关机，氧气送入病
人管路可以在设备内部积聚，创建火灾的危险。
氧气的最大流量不得超过 12 升/分钟。

注意:
对于一个给氧流量，吸入的氧气浓度变化因压力设定值，你所使用的呼吸面罩和漏气率。这种预防措施适用于
大多数的连续气道正压通气设备。

配有氧气接头的设备安装（选配）
当使用额外的氧气供应，则必须使用配有特殊阀门的防回流活门，以防止设备中氧的屯积。该活门必
须安装在设备与患者回路之间。请参阅制造商说明书了解该活门的安装、清洁和保养信息。

启动和停止治疗
1 : 使用氧气之前开启设备产生空气的流动才不会积聚氧气在设备内。
2 : 同样的，你必须在关闭设备前停止氧气，这样氧气不会积聚在设备内。

26  如何使用添加氧（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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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出气弯管的使用（选配）
直径 22 毫米旋转 70°的出气弯管是 DreamStar™系列设备的一个配件，它用于连接设备以改善使用的
舒适性。它由一个固定在底座上的弯管组成，并可绕一个竖轴（ ① ）旋转。

安装
注意:
在首次使用前按照下段说明清洁旋转出气弯管。

安装时，将底座连接在设备出气接口上，然后将旋转弯管连接在患者回路端（ ② ）。

①

②

弯管

旋转出气弯
管
出气接口

底座

每月清洁
注意:



不要使用具有刺激性的清洁剂。
不要消毒。



将旋转出气弯管从设备和患者回路上拆下。



使用浸入一点水和一滴温和清洁剂的潮湿介质（抹布、卫生纸）清洁旋转出气弯管的外部。



使用一个仅用水轻微浸湿的新介质（抹布、卫生纸）重复这一操作，以清除清洁剂残余。



使用一个干燥介质（抹布、卫生纸）完全擦干旋转出气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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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和保养
请参阅使用说明，详细的维护你的面罩和和管路。
警告:
设备拔下电源和取下前先清洁呼吸回路和和水杯。

注意:



使用于这一目的清洗材料。
不要使用强烈的清洗剂，研磨海绵绵或硬毛刷。

日常
水杯 (如有 )


到空水杯，并用干净的水冲洗。



放置滴干，避免阳光直射。

每周
水杯 (如有 )


拆卸水杯。
o

从设备中取出的水杯。

o

打开盖子，按下中间突出物，然后向后旋转它①。

o

分开水杯上盖与底座。

o

倒空水杯中剩余的水。

o

移除内管②：
1. 轻轻按下短片 (A)使使弯管脱离锁定系统 (B)。
2.

①

28  清洁和保养

小心拉动弯管，使其朝向您，持续向下按住短片以便从上盖取下弯管。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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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清洁的水杯的各个部分用温水和温和的清洁剂（例如 3
滴洗洁精用水稀释）。



以大量清水冲洗，以消除任何一丝的的洗涤剂。



允许自然晾干。



干燥后，重新安装水杯。

④

o

插入内管到孔的垫圈，并确 确保它夹住。

o

将上盖放置到底座上，将将其向前扳动，按住抓握区
锁定水杯。

o

装到设备前注满水。

注意 :



水杯的组件，也可在洗碗机中洗涤（在 60°C（最大值）下洗涤 2 小时）。
为了防止微生物生长，不要让让水杯水停滞。

可水洗过滤器：


①向你方向拉起过滤器支架将其移出②.



取出过滤器③.
①

②

③



清洗过滤器和过滤器支架，用温水和 和温和的清洁剂（例如过滤器和过滤器支架上一滴洗洁精
精，）



用清水冲洗，以消除任何一丝的洗涤剂。



晾干：
o

干燥过滤器，用干净的吸水毛巾擦拭后让它自然彻底燥。

o

允许过滤器支架自然干。



一旦干燥，过滤器放到过滤器支架，然后装回设备。不要使用不完全干燥的过滤器。



重新装回盖子或水杯。

DreamStar Intro, Info,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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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次
设备


外部的使用潮湿的组织（布，纸毛巾），用少量的水和一滴温和的清洁剂清洁。



一个新的薄纸重复这一操作以消除任何痕迹洗涤剂（布，纸巾）只潮湿和水。



用干纸巾，彻底擦拭设备（布，纸巾）。

空气进气过滤器


高效率的过滤器，这是作为选配不能水洗。必须每月更换，如果有明显污秽。



更换过滤器系统化，只要它们撕破或弄脏或设备提醒时，就更换。

水杯（如有）


已拆卸和清洗后水杯，可以 9 份水的溶液 1 份白醋浸泡 15 分钟。



清水冲洗，以消除醋的任何痕迹。



允许自然晾干。
警告:






不要使用喷雾清洁剂。有害产品的残留物可能进入出风口，进气过滤器或设备内部，引起呼吸道刺激。
切勿使用漂白剂的浓度高于 0.1％。例如：倒入 200 毫升的 2.6％漂白冷水 5 升。
未确定安装进气过滤器，切勿使用该设备。
检查加热组件完全干燥后再重新连接设备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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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有用的提示
问题

可能的原因

建议

你的鼻子是冷的。

房间的温度过低。

提高室内温度。

交付的空气太冷了。

将病人管路密封，转变你的身体，以减少热量损失。

流鼻涕。

空气流量和压力等级的
反应。

请联系您的医疗技术团队或您的主治医生。

鼻子或喉咙干燥或刺
激。

空气过于干燥。

使用加湿功能，如果您的设备配有一个水杯。增加温度
量的参数设定按照说明。检查的水杯中的水位。

有没有在水杯中（如果
包括水杯）。

如果有必要，提高水位“加水”说明。

鼻，鼻窦或耳部疼痛。 窦感染或鼻塞。

立即与主诊医生联络。

与面罩接触的皮肤
发红。

可能出现的压疮表示头
带太紧或头带过小。

调整头带。停止使用该面罩。

过敏反应面罩组件。

联系主治医生或家庭保健提供者尝试其他尺寸的面罩。

干燥或刺激眼睛。

四处漏气的面罩。

重戴面罩。问主治医生或家庭保健提供者尝试另一种大
小面罩。

设备送出的空气太热
了。

空气进气过滤器可能脏
了。

清洁或更换过滤器，必要的（参见“清洁与维护”）。

进气口被堵塞。

降低室温。确保产品系列设备是远离任何热源的地方。
患者回路移出棉被。

房间的温度过高。
不适的感觉，压力过
高。

设备的压力。

请移去所有的床上用品和服装。

使用鼻压力，需要一定的时间。当你睡觉时，使用压力
坡道（见“斜坡功能”）。放松身心，慢慢地通过鼻子呼
吸。
如果设备的压力似乎有所改变，联系家庭护理提供者，
以检查设备的压力。
在使用过程中的压力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您不满意的
压力，让您的家庭护理提供商来检查设备。

该设备不显示正确的
压力。

斜坡启用。

确认斜坡指示灯显示。

在 CPAP 模式的压力
变动功能被启用。

禁用斜坡功能，指的是设备的设置步骤。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的症状再次出现。

该设备未设置为正确的
压力或工作不常。

让您的家庭护理提供商以检查设备的运行。

你的身体状况或压力的
需求可能会有所改变。

请联系您的主治医生。

电源线未正确插入电源
端口。

检查设备，电源线，与电源之间的连接。

没有电源。

目前电源连接另一设备（例如，灯，收音机等）以确认
该电源是否正常。

设备内部保险丝有障。

请联系您的家庭护理提供商。

产品系列设备无法开
启（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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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可能的原因

建议

产品系列的设备出
现会遇到干扰，无
法正常工作。

非常高的电磁干扰。

远离干扰源，如卤素灯，无线电话等移动设备。

加湿器似乎并没有
对水进行加热

温度被设定为0。

该设备是电池供电的，加热加湿功能不能使用。

加热组件是有缺陷的。

温度设定在1和10之间，按照参数设定说明。
确认在加热加湿器指示灯显示在屏幕上，不是闪烁。
如指示灯闪烁或不存在，请与您的家庭护理提供商。

水洒入本设备。
过量的水的液滴出
现在病人的管路或
面罩。

白色，粉状沉积物
出现在水杯。

拔下设备的电源，让其干燥至少 24 小时。重新接通
电源，然后检查运行是否正常。
水杯（如果包括）中的
水位过高。

检查水位不高于水室最大填充位，如果是这样，多余
的水倒出来。

少量的水滴是正常的，
尤其是在冬季。

加热功率调整到一个较低的水平， 按照用设备说明。

过量的水蒸汽冷凝。

患者管路放入毯子下面。

自来水的痕迹

用海绵和温和的清洁剂擦拭痕迹。浸泡的水杯中所描
述的“清洁和维护”，第31 页上的白醋1 至9 份水的溶
液。用自来水冲洗干净。
用干净的布擦干外部。

设备的讯息
问题

可能的原因

纠正措施

MASK
UNPLUGGED:

面罩没戴上

检查面罩、患者管路和设备之间的连接。此讯息将在
您的呼吸管路和您的面罩重新连接时，或您按下开/关

面罩没戴上显示在
屏幕上。

按钮
或斜坡按钮
30 分钟后停止。

时消失。否则，该设备将在

LEAK：++ （或+++ 设备侦测到存在严重漏
或++++）显示在屏幕 气
上。

调整您的面罩、无菌罩或面罩带，直至正确调整。漏
气情况必须降低至显示LEAK: OK

这
符号交替
闪烁在显示屏中心
的与错误代码。

该设备已检测到的错误
操作。

拔下设备的电力来源。重新插上并开启。

这
符号交替
闪烁在显示屏中心
的与错误代码。在
加湿器温度页面。

该设备已检测到加湿器
的错误操作。

拔下设备的电力来源。重新插上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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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错误持续显示，请与您的家庭护理提供者联系。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家庭护理提供商。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您的家庭护理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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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性
设备的性能
备压力范围：

4 公分水柱至20 公分水柱
设备可调增量为 0.5 公分水柱

最大限压稳定在病人的连接端口单一故障条件下：

30 公分水柱

可设置的最大压力：

20 公分水柱

斜坡时间：

0分钟到45分钟±1分钟
设备 5 分钟的增量调节。

根据测得的声压水平
ISO 80601-2-70:2015:

含加湿器30 分贝
33 分贝不含加湿器

病人侧连接孔：

直径 22 毫米的锥形接头。

设备设计使用寿命：

5 年（以每天 8 小时标准使用计算）

进气过滤器效率：

选配高效率的过滤器。
一次性HEPA 纸，这是90％，有效颗粒> 3 微米。
高密度泡沫材料（可重复使用）和90％
有效的颗粒> 20 微米。

所厘定的数值在 ATPD（环境的温度和压力，干涸）的条件。

内键的加湿器性能
加湿率：

> 10 毫克水/ L 的最大设定值的泄漏量小于 60
升/分钟

加热时间：

<45 分钟

根据流量的压力损失：

以1 升/秒的0,59 公分水柱
配有旋转出气弯管设备以 1 升/秒的 0.73 公分水
柱

水杯的规格：

14.2 毫升/千帕（空）
12.2 毫升/千帕（满）

最高使用压力：

20 公分水柱

从病人管路交付的最大气体温度：

43°C（109.4°F）

所厘定的数值在 ATPD（环境的温度和压力，干涸）的条件。

操作条件的设备和加湿器
压力范围：

730 百帕至 1060 百帕

温度范围：

+5 °C to + 40 °C (41 ºF to 104 ºF) 没有加湿器
+5° C to + 35 °C (41 ºF to 95 ºF) 有加湿器

相对湿度：

10％和 95％，无冷凝

海拔高度范围：

0-2700 米：（0-9000 英尺）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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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贮存条件
压力范围：

500 百帕至 1060 百帕

温度范围：

-20°C to +60°C (-4 °F to +140 °F)

相对湿度：

高达 95％，无冷凝

设备的电气特性
通用内部电力与可拆卸的电力线（因国家而异）。
输入电压：

100-240 VAC（-15%，+10%），50/ 60 Hz

最大功耗：

100 VA 最大设置。在 20 公分水柱消耗的电流为
4 mm

泄漏：

130 毫安效率。在 230 VAC

直流电源（13 V）

电压允许范围：13V（-15％，+25％）。

消耗功率的基本上依模型的类型。DreamStar™自动进化具有加温加湿启用是消费最高的设备。

物理特性
外形尺寸（长 x 宽 x 高）：

约 200×230×120 毫米（7.8×9.0×4.7 英寸）有水杯

便携箱尺寸（长 x 宽 x 高）：

约 260×350×150 毫米（10.2×13.7×5.9 英寸）

重量：

约 1.5 公斤（3.3 磅）水杯
约 1.4 千克（3.1 磅）盖子

运作容积（水杯中的最小气体体积）：

811 毫升

有效容积：

300 毫升

最大液体填充水位：

水杯上标明

CE 标志
DreamStar™ Intro, DreamStar™ Intro Evolve : 2011
DreamStar™ Info, DreamStar™ Info Evolve : 2011
DreamStar™ Auto, DreamStar™ Auto Evolve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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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的标准
根据 ISO 14971:2012 标准，尤其参考全球剩余风险，已对与本医疗设备相关的风险进行了评估。
DreamStar™产品系列设备符合以下标准。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医疗器械的 93/42/CEE 指令，已修订为 2007/47/CE 欧盟指令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限制在电气电子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 2011/65/EU 指令（RoHS
指令）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关于废弃电子电气设备（WEEE）的 2012/19/EU 指令



CEI 60601-1:2012：医用电气设备。第 1 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通用要求



CEI 60601-1-2:2014：医用电气设备–第 1-2 部分：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的通用要求–并列标准：电
磁干扰–要求和试验



ISO 80601-2-70:2015：医用电气设备 - 第 2-70 部分：睡眠呼吸暂停治疗设备的基本安全和基本
性能专用要求



ISO 80601-2-74:2017：医用电气设备 — 第 2-74 部分：呼吸湿化设备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用
要求

装置在寿命末期时的处理
在欧盟，本装置被视为 2012/19/EU 法令定义的电气和电子设备部件，正如划叉垃圾桶符号所提示的
一样，此类装置必须与家庭废品分开收集和处理（参阅第 6 页“设备上的符号”一段）。
在其他国家，该装置必须依照当地法规进行处理。
对达到寿命末期的本装置处理不当可能危害环境。
请联系您的家庭护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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