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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pettrust is developed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blood pressure of dogs and cats, with 
a high degree of accuracy. In the measurement of blood pressure, the user's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for equipment performance is very important. The user manual is a guide 
designed to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capabilities and operation of your pettrust NIBP 
monitor. Please read this manual thoroughly before using the device and keep it for 
reference. For other questions regarding this system, please contact your local custom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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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Precautions

* Please follow this instructions and use it correctly.
* The following safety precautions are for the prevention of danger and damage.
* Details are as follows : 

Symbol

Absolutely prohibited itemsMandatory complianceDamage content

Before the measurement begins, make sure that the pressure does not cause the dog and the 

dog to worsen.

The accuracy of blood pressure readings may be adversely affected if the animal is moving or 

shivering.

If there is a drug treatment for dogs and cats, may affect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please use 

caution.

Electric shock in the environment, may affect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please use caution.

The pettrust is not intended for use in an MRI environment or in an air transport 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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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Battery, please read the following notes : 

DO NOT operate the unit in a highly flammable environment.

If the measurement site has edema or congestion, please stop measuring.

DO NOT use other cuffs for measurement.

DO NOT use other brands of chargers for charging.

DO NOT operate the unit with wet hands to avoid electric shock or malfunction.

DO NOT press the button with a sharp item. Press the finger pulp.

In case of damage to the battery, replace the product immediately.

Please confirm the safety of the power outlet, it is recommended to use the hospital-level 

outlet.

In case of battery d amage caused by leakage, please rinse with plenty of water and immediately 

to the doctor.

If the appearance of the battery is damaged, please stop using it and contact the dealer 

immediately.

Only 5VDC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voltage, otherwise it will damage the device.

The battery is fully charged to extend the battery life, please develop a good charging habits.

DO NOT use in direct sunlight or below the freezing point to avoid damage to the battery.

DO NOT short-circuit the battery, or high-current discharge results will lead to wire fire.

DO NOT remove the battery during maintenance and measurement.

Battery waste,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local national laws, so as not to 

cau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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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anty

BioCare Corporation warranties new equipment to be free from defects in workmanship 
and materials form a period of one year from date of shipment under normal use and 
service. BioCare’s obligation under this warranty is limited to repairing, at BioCare’s 
option, any part which upon BioCare’s examination proves defective.

Except as describ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BioCare makes no warranties, express 
of implied, including any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of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Exemptions
BioCare’s obligation or liability under this warranty does not include any transportation 
or other charges or liability for direct,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delay resulting form 
the improper use or application of the product; or the substitution upon it of parts 
or accessories not approved by BioCare; or repair by anyone other than a BioCar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This warranty shall not extend to any instrument that has been subjected to misuse, 
negligence, or accident; any instrument from which BioCare’s original serial number tag 
or product identification markings have been altered or removed; or any product of any 
other 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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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ded Use
Introduction
The pettrust offers the advantages over previous veterinary blood pressure. Using 
pettrust, the BP can be measured in awake or anesthetized animals. pettrust use the 
oscillometric method which simplifies the measurement of blood pressure in companion 
animals.
It is useful for monitoring BP and heart rate during surgical procedures on animals 
under anesthesia. pettrust offer seven different size cuff ordered to take the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pressure in dogs and cats.

Operator Controls and Connectors
This section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operator controls and the connectors. It shows 
the location of the controls and connectors and describes each one. It explains the 
control’s purpose and how to use it. Detailed use of each control is described in other 
sections of this ma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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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Controls & Display
・ pettrust  Keypad description

① . SYS
② . MAP
③ . The External AC Indicator
④ . Power key
⑤ . Alarm Silence / Pulse Sound Switch
⑥ . Cycle Time
⑦ . Review
⑧ . LCD Screen
⑨ . DIA
⑩ . BPM
⑪ . NIBP Start / Stop / Stat
⑫ . Up
⑬ . Setup
⑭ .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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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Function

Press to turn power on. Press and hold for 3 seconds to turn 
power off.

Press and hold for 3 seconds to setup the functions and 
parameters.

Press this key to alarm silence.
In the measurement, press the button to open the pulse.

measurement start key. Press the key again to cancel 
measurement.
Press and hold the key to place the monitor in STAT mode.

Press to scroll through the available 10 sec ~ 2 hrs measure 
intervals.

Press this key to review stored data.

Press this key to scroll up through sub selections.

Press this key to scroll down through sub selections.

Power key

Setup

Alarm Silence
Pulse sound

NIBP Start / 
Stop / Stat

Cycle time

Review

Up

Down

④

⑤

⑪

⑦

⑥

⑬

⑫

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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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 Panel  
1. Reset : return default situation.
2. NIBP connector : NIBP cuff hose connects.
3. Battery charge connector : Connect the charger.
4. Mini USB port: Data can be transferred onto 
    PC through exclusive connection devices.

・ Data Transmission  
1. Please use the dedicated connection device.
2. When the connection device gets connected with the 
    pettrust unit, the " " symbol is displayed on the LCD screen. 
3. Only its dedicated connection device can be connected.
4. Please contact your distributor if the dedicated software is needed.

Note:
1. pettrust plus (with blue keypad): with undetachable BT dongle ONLY
2. pettrust (with orange keypad): with USB cable ONLY
3. Two connection devices MUSTN'T get interchanged fo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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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ternal AC Indicator

                       Indicators                                                         Explan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battery power is too low, if not charged, 
the device will automatically shut down.

Connecting the battery charger with the device and the 
batteries are charging.

The batteries are fully charged.

Red

Orange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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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Setup Procedures

・ Placing the Unit into Service
１．Remove the pettrust from the shipping container.
2．Connect the battery charger as described
3．Ensure the external AC Indicator is on.
4．Allow the monitor’s battery to charge for 8 hours.

・ Charging the Battery
1．Please use the original configuration of the charger to charge.
2．Place the battery charger on a flat, stable surface. 
3．Do not place anything on or against the battery charger.
4．The battery should be charged whenever the low battery indicator is illu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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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CD Drawing

 Press the  button, will enter the initial screen :

 

Wait a few seconds then entering the standby screen :
 

 
                     Number of stored data

Time system
Time 

Date

Cycle time

Review

Alarm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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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ting the Monitor

Press the  and hold for 3 seconds, will enter the setup mode. You can setting the 

date, time, units, alarm limits, button beep and memory deletion can be set in the monitor.

 ☑ Note one : Press up   or down  button to make changes. Press the setup  button to confirm and 

     next setting.

 ☑ Note two : Number can be advanced faster by holding the up   or down  button.

 ☑ Note three : If you’d like to skip the setting procedure, press the or start    button to escape it.

 ☑ Note four : Standby in setup mode for 5 minutes, it will automatically back to the main screen.

１．Year Setting
    The year could be set from 2000 to 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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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nth Setting
The month could be set from 1 to 12.

3. Day Setting
The day could be set from 1 to 31 depend on month and year. It had been preset by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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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our Setting
The hour could be set from 0 to 23.　　　　　　　　　　　　
 

5. Minute Setting
The minute could be set from 0 to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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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H/24H (AM/PM) Setting
The time format could be changed automatically between 12H or 24H by user.

24 H to 00: 00 ~ 23: 59 display.
12 H to 12: 00 ~ 11: 59AM or PM display.　　　　　　　　　　　
 

7. Unit of Blood Pressure Setting
The unit could be changed automatically between “ ” and “ ” by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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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larm Limit Settings

A.   Alarm will activate when a high alarm limit is exceeded or the measured valve drops 

      below a low alarm limit. The monitor provides visible and audible alarms on 

      the interface display screen.

B.Preset and Adjustable Range :

                                                                             Preset                                  Adjustable Range

                                                                               Preset                                  Adjustable Range

240 mmHg(32.0 Kpa)

50 mmHg(6.6 Kpa)

180 mmHg(24.0 Kpa)

30 mmHg(4.0 Kpa)

200 mmHg(26.6 Kpa)

30 mmHg(4.0 Kpa)

250beats/min

30beats/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Max

Min

   SYS

   DIA

MAP

BPM

75~240 mmHg(10.0~32.0 Kpa)

50~150 mmHg(6.6~20.0 Kpa)

50~180 mmHg(6.6~24.0 Kpa)

30~50 mmHg(4.0~6.6 Kpa)

70~200 mmHg(9.3~26.6 Kpa)

30~125 mmHg(4.0~16.6 Kpa)

80~250  beats/min

30~150  beats/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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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ystolic_High Setting
The alarm limit for Systolic_High could be set as shown on the right.
　　　　　　　　　　　　　　　　　　　　
 

D. Systolic_Low Setting
The alarm limit for Systolic_Low could be set as shown on the right.

E.Diastolic_High Setting
The alarm limit for Diastolic_High could be set as shown on the right.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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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iastolic_Low Setting
The alarm limit for Diastolic_Low could be set as shown on the right.

G. Mean Arterial Pressure_High Setting
The alarm limit for Mean Arterial Pressure_High could be set as shown on the right.

　　　　　　　　　　　　　　　　　　　　
 

H. Mean Arterial Pressure_Low Setting
The alarm limit for Mean Arterial Pressure_High could be set as shown on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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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Pulse Rate_High Setting
The alarm limit for Pulse Rate_High could be set as shown on the right.　　　　　　　　
 

J. Pulse Rate_Low Setting
The alarm limit for Pulse Rate_High could be set as shown on the right.

Attention : The auditory and visual alarm manifestations shall active immediately once 
beyond limit range. The alarm delay time less than 0.5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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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utton Sound ON/OFF Setting

10. Communication Selection Setting

The button communication selection could be changed 
between “H (high speed)” and “L (low speed)” by user.

Attention : This function is used with dedicated software, 
please contact the dealer.

The button sound (beep) could be changed between “Yes 
(ON)” and “No (OFF)” by user.

Attention : If select the “No” option. It will not affect the 
original setting of alarm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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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ulse sound ON/OFF Setting

12. Delete Memory (Review)
　　　　　　　 The delete memory button could be changed between 

“Yes” and “No” by user.

Attention : If select the “Yes” option. It means to delete “all 
data in memory”.

The button pulse sound could be changed between “Yes 
(ON)” and “No (OFF)” by user.

In the measurement, press the button can also open 

the pulse sound.

Attention : If select the “Yes”, the auditory and visual 
manifestations shall active immediately once pulse is 
detected. However, irregular flash is not pu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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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 Silence Key Function :  

Review Memory Data Mode : 　　　　　　　　　　　　　　　　　　　　
 1. Press the review button to review the memory data.   

   Press up or down button to recall the rest results stored
   in the monitor consecutively.
2. The information about date, time, sequence, measure
    mode and BP unit show in the LCD. It corresponds 
    result to show in the LED window.
3. If you’d like to skip the review procedure, press the stop
    button to escape it.
Attention : The maximum number of data stored is 999.
The 1000th information will cover the 1th.
The 1001th information will cover the 2th, and so on.

1. Pressing this alarm silence button momentarily will to
    alarm silence.
2. A bell icon with a“X”indicates that an alarm limit has
    been turned to “OFF” when the icon appears in the
    LCD screen.
3. pressing the silence key a second time will end the 
    silence condition and normal alarms will resume.
Attention : Visual alarms will continue to be displayed as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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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Operating Instructions 
In order to accurately measure the blood pressure of dogs and dogs, you must choose 
the appropriate cuff size and measurement sites. pettrust in order to respond to different 
use of the situation, also ha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easurement mode. This section will 
be for the cuff winding method, the measurement of the precautions and a variety of 
measurement models to do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Be sure to review this section before using pettrust to measure dog blood pressure.

・ Selecting the NIBP Cuff
1. pettrust have seven different sizes (2.05~5.55cm) cuffs, differentiated in different
    colors.
2. ACVIM recommended, select the cuff width for the measurement part of the 
    circumference of 30 to 40%, the most accurate measurement of blood pressure, as 
    shown in the upper left.
3. Can use the product accessories in the scale, winding the measured parts, observe
    the color at the mouth, you can find the corresponding color size 
    of the cuff, as shown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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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 the measurement position
As shown on the right

Ａ・ Front legs
Ｂ・ Hind legs
Ｃ・ Tail
Best choice : A > B > C

・ Placing the NIBP Cuff
As shown on the right
1. The end of the cuff   should fall 
    inside the range on the inside of 
    the cuff.
2. After the crimp tape is wound, 
    connect it to the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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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 precautions
1. For optimum accuracy, the patient should remain still during
    blood pressure measurement.
2. The right size cuff applied to the limb.
3. The animal should be in a comfortable position. No weight bearing
    on the test sites with cuff is used.
4. Using the pettrust with other brands of cuffs may cause
    inaccurate measurements.
5. Before connecting the cuff to the device, turn on the device first.
6. When inserting the connector into the NIBP connector, do not 
    force excessive or swivel joints, as shown in the upper right.
7. So that the measurement position and the heart position at the
    same height, to ensure numerical accuracy, as shown in the lower
    right.
8. Hair too much dog and cat, not suitable for selection of tail root
    as a measurement site.
9. When measuring ca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lect front legs for
   measuring position.
10. If the test dog cat over excited, it is recommended to stop, to 
     appease 5 to 10 minutes and then measured.
11. The hose should not be twisted or kinked.
12. If the first measurement can not grasp the blood pressure signal, 
     the system will automatically carry out the second measurement.

Gentally insert
the 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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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start
・ Normal Measurement mode
1. Pressing the NIBP key will cause the 
    monitor to take one measurement.
2. Once press the NIBP key again. 
    It will stop to measure and deflate the
    pressure immediately.
3. Measuring time of about 30 to 90 
    seconds,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 cuff.

・ Stat measurement mode
1. Press and hold the key to place 
    the monitor in stat measurement mode. 
    NIBP measurements are then taken 
    repetitively for 5 minutes.
2. The double arrows icon show on the 
    display during Stat NIBP measurements.
3. Once press the NIBP key again. It 
    will stop to measure and deflate the 
    pressure immediately.
4. 5 minutes with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6 to 10 times the measurement.

Arrow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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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cle Time Key Function

1. If an NIBP cycle time has been selected the monitor will automatically take NIBP
    measurements at scheduled intervals.
2. Selectable cycle time range : 10sec, 01,02,03,05,10,15,30,60,90min, 02hours.

3. Press the  button to end the cycle time.

sec



28

Section 4. Maintenance
This section explains cleaning and maintenance, error codes, and troubleshooting in this 
section. If the error code is generated, please check the size of the cuff in detail and refer 
to the precautions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and remove the wrong part

・ Event Codes
1. When a problem occurs, the code is displayed to indicate an operational problem. All 
   codes are displayed in the SYS and DIA fields as "EC-x"
2. If the event code is displayed, note the situation where the code and event are 
    displayed. And contact the agent.

 Event codes 

EC-3

EC-4

Problem

Can not boot

Inflatable abnormality

Screen is frozen

The data is not accurate

The screen can not be displayed

                       Description 

The pulse signal is unstable Cuff or machine leak

Needs to be repaired

Troubleshooting

Charging for eight hours

Check the cuff appearance

Press the reset key

Needs to be repaired

Needs to be repaired

Troublesho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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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tenance and Cleanning
1. Cleaning the Monitor
      ☑  Turn the power off before cleaning the monitor.
      ☑  The exterior surface of the pettrust may be wiped clean using alcohol and then
        dried with a clean, dry cloth.
      ☑ Never immerse the monitor in liquids.
      ☑ If the monitor shows any signs of physical damage which may affect its function,
        please contact your agent.

2. Cleaning NIBP Cuffs
      ☑  Blood pressure cuffs may be cleaned by wiping with a damp cloth or sponge.
      ☑  The cuff may be sterilized in an autoclave or with ethylene oxide (ETO).
      ☑  When the cuffs are stored, do not store them in a curled manner. It is recommended 
        to store them in a flat manner.

3. Battery Maintenance
      ☑  Please charge every day.
      ☑  Please use the original cha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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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5. Specifications
・ Accessories - Standard accessories

          Item description                             Qty

pettrust NIBP

pettrust cuff 2.05 cm + hose 60 cm

pettrust cuff 2.55 cm + hose 60 cm

pettrust cuff 3.05 cm + hose 60 cm

pettrust cuff 3.55 cm + hose 60 cm

pettrust cuff 4.05 cm + hose 60 cm

pettrust cuff 5.55 cm + hose 60 cm

pettrust cuff 5.55 cm + hose 60 cm

Tool - pettrust ruler

Charger set : adaptor + power cord

pettrust bag (black)

1 unit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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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essories - Optional accessories

          Item description                             Qty

pettrust cuff 2.05 cm + hose 200 cm

pettrust cuff 2.55 cm + hose 200 cm

pettrust cuff 3.05 cm + hose 200 cm

pettrust cuff 3.55 cm + hose 200 cm

pettrust cuff 4.05 cm + hose 200 cm

pettrust cuff 5.55 cm + hose 200 cm

pettrust cuff 5.55 cm + hose 200 cm

pettrust management software of 

complete medical records with real-time 

HR display

data transmission accessory：BT dongle 

(*for pettrust plus only) 

data transmission accessory：USB cable 

(*for pettrust only)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1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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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tailed specifications 

            Name                                 Specifications content

NIBP

Heart Rate

(Pulse)

Power

Physical

Display type

Range

Max

Resolution

Accuracy

Range

Resolution

Accuracy

Battery type

Operating time

Battery Charger

Dimensions

Weight

LCD

LED

30~300 mmHg

300 mmHg

1 mmHg

± 3 mmHg or 2%

32~240 BPM

1 BPM

± 3 BPM or 2%

Internal rechargeable Lithium ion battery packs 

1600 average 10sec cycles.

100~240 VAC, 47 ~ 63 Hz, 0.18~0.33 A

19.0(H) x 9.0(W) x 5.0(D) cm

475g (with battery)

HTN Type

SYS, DIA, MAP, BPM,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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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Specifications content

Environmental

Keypad

Alarms

Storage environment :

Temperature

Humidity

Atmospheric Pressure

Operating environment :

Temperature

Humidity

Atmospheric Pressure

8 Keys

Alarm mode

Alarm Indication

-10oC to 50oC ( 14oF to 122oF )

15 to 90 % (non-condensing)

619 to 775 mmHg (825 to 1033 hPa)

0℃ to 45℃

15 to 90 % (non-condensing)

619 to 775 mmHg (825 to 1033 hPa)

Power, Alarm Silence, NIBP Start/Stop/Stat, 

Review, Cycle time, Setup, Up, Down

User selectable for high, low

Audible, Vi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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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體
中
⽂

前  ⾔
pettrust 是為了準確測量⽝和貓的⾎壓⽽開發，具備⾼度的精確度。另配置 7 種尺⼨的⽝貓專⽤壓脈帶，
以對應各種量測部位的尺⼨。在測量⾎壓時，使⽤者的經驗和⼿法對於設備的性能表現有很⾼的重要性；
⽽量測過程中的躁動，測量部位選擇與壓脈帶捲繞⽅式等，也可能極⼤地影響測定結果。⽽本說明書中
詳述的設備操作⽅法，其⽬的是為了更⾼的測量精確度。
在使⽤之前，請務必閱讀本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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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注 意 事 項
* 請遵照此安全注意事項，並正確地使⽤與操作設備。
* 以下安全事項是為了預防危險與損害的發⽣。
* 詳細安全規範內容如下 :

     警告標誌                                                                           符          號

此符號表⽰绝對禁⽌的項⽬此符號表⽰強制遵守的項⽬使⽤不當所造成的損害内容

測量開始前，請確認壓脈帶的充氣壓⼒不會造成⽝貓病徵惡化。

在⽝貓保持興奮狀態時，是無法準確量測到⾎壓；請使受測⽝貓保持靜⽌不躁動的情況下進⾏量測。

如果有對⽝貓進⾏藥物治療，可能會影響量測結果，請謹慎使⽤。

電燒電療的環境下，可能會影響量測結果，請謹慎使⽤。

本設備不建議在核磁共振的環境下使⽤。

強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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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體
中
⽂

* 針對本設備所使⽤之鋰電池，請閱讀以下注意事項 : 

為避免⽕災與爆炸⾵險，請不要在有⾼度易燃物的環境下操作本設備。
若連續量測多次⽽造成量測部位有⽔腫或充⾎狀況，請停⽌量測；待量測部位回復到正常狀況後，才可繼續進
⾏量測。
請勿使⽤⾮原廠提供的壓脈帶進⾏量測。
請勿使⽤⾮原廠提供的充電器進⾏充電。
請勿以潮濕的雙⼿操作本設備，以免導致觸電或故障。
請勿試圖以尖銳物品按壓按鍵，請以⼿指指腹按壓。

電池本⾝存在過熱與爆炸等危險，⼀旦發⽣損壞請⽴即更換新品。
請確認電源插座的安全穩固，建議使⽤醫院級的插座。
萬⼀電池損壞產⽣漏液，且接觸到您的眼部，請以⼤量清⽔沖洗並⽴即送醫。
若電池表⾯塗料、產品標⽰或電線等有損壞不全狀況，請停⽌使⽤並⽴即連繫經銷商。
電池完全充飽電可延⻑電池的使⽤壽命，請養成良好的充電習慣。
請勿在陽光直射或冰點以下的環境使⽤，以免造成電池損壞。
請勿使電池短路，否則⾼電流放電結果會導致電線⾛⽕。
請勿⾃⾏將電池取出。
舊電池廢棄，應依照當地國家法律規定，棄置於合法的廢電池回收處，請勿焚燒電池，以免造成環境汙染。

絕對禁⽌

絕對禁⽌

強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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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固 聲 明
喬聯承諾，在依據本說明書的注意事項之正常使⽤下，於購買新設備出貨⽇起算⼀年之內，其產品在材
料及製作上均無任何瑕疵。在此承諾下，喬聯將遵循下列所述條款及限制之規範，⾃⾏選擇修復或更換
其產品之任何零件。喬聯的責任僅限於以喬聯選擇維修，或更換經其檢查⽽認為是故障的元件。除上述段
落陳述的內容外，喬聯不做任何其它保證，包含⽤於某⼀特定⽤途銷售或合格⽅⾯的保證。

喬聯在本保證書下的義務或責任不包含以下狀況 : 
      ㈠對產品的不正確使⽤或應⽤，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損害。
      ㈡使⽤了⾮經喬聯許可的元件或配件，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損害。
      ㈢採⽤了⾮喬聯授權代表的其他⼈員進⾏維修⼯作，所造成的直接或間接損害。
      ㈣延遲⽽發⽣任何運輸或其他費⽤的責任。
      ㈤任何誤⽤、濫⽤、不當安裝拆卸或在不良的環境條件下使⽤設備。
      ㈥任何喬聯原始系列號標籤或商品辨認號碼已更改或清除的儀器。
      ㈦任何其他製造商⽣產的產品。

任何安全性、可靠性或性能，其增設、重新調節、修訂與維修⼯作若經⾮喬聯授權⼈員進⾏，或未按使⽤
說明來使⽤，或使⽤環境電⼒安裝不符合國家電⼒規章或健康看護設備標準，則喬聯對設備之安全性、
可靠性或性能，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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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需 求

需求操作⼈員 : 
本設備預期使⽤者為經認證之獸醫相關從業⼈員。

需求操作環境 : 
本機台應於正常環境下操作，⽬前不適⽤於核磁共振 MRI 環境下使⽤。使⽤的環境限制請參閱本⼿冊規
格部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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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機器介紹
・ pettrust 按鍵⾯板說明

① . SYS 收縮壓
② . MAP 平均動脈壓
③ . 電量指⽰燈
④ . 電源鍵
⑤ . 警報靜⾳鍵 / 脈博聲切換鍵
⑥ . 週期量測設定鍵
⑦ . 數據瀏覽鍵
⑧ . LCD 螢幕顯⽰
⑨ . DIA 舒張壓
⑩ . BPM 脈博數
⑪ . ⾎壓量測鍵 ( 開始量測 / 停⽌量測 / 連續量測 )
⑫ . 上功能鍵
⑬ . ⽬錄設定鍵
⑭ . 下功能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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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鍵圖⽰                                                           功能說明

關機時，按壓⼀下開啓電源；開機時，持續按壓 3~5 秒關閉電源

持續按壓 3~5 秒則進⼊⽬錄功能選單，重覆按壓則跳下⼀個設定，以電
源開關鍵離開

按壓⼀下則警報⾳關閉
於量測中，按壓⼀下則開啓脈博⾳切換

按壓⼀下則開始⼀般量測；於量測中按壓⼀下則停⽌量測
持續按壓 3~5 秒則進⼊ STAT 連續量測模式 : 持續五分鐘連續量測

按壓⼀下則進⼊週期量測模式 : 可設定 10 秒 ~2 ⼩時的循環時間，以電
源開關鍵離開

按壓⼀下即可檢視儲存數據 ( 最多 999 筆 )，以上下功能鍵選擇筆數，以
電源開關鍵離開

選擇上⼀個功能或跳上⼀⾴

選擇下⼀個功能或跳下⼀⾴

電源鍵

⽬錄設定

警報靜⾳鍵 /
脈搏聲切換鍵

⾎壓量測鍵 ( 開
始量測 / 停⽌量
測 / 連續量測 )

週期量測設定鍵

數據瀏覽鍵

上功能鍵

下功能鍵

④

⑤

⑪

⑦

⑥

⑬

⑫

⑭

  注  意 !! 於數據瀏覽或⽬錄功能模式下，待機 5 分鐘後會⾃動跳回主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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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台側⾯圖⽰ 
1. Reset : 返回出廠設定。
2. NIBP 接⼝處 : 連接壓脈帶。
3. 電池充電接⼝處 : 連接充電器。
4. Mini USB 接⼝處 : 可透過連接專⽤的傳輸裝置，
    將數據傳輸到個⼈電腦。

・ 數據傳輸 
1. 如您想傳輸數據時，請使⽤專⽤的傳輸裝置。
2. 當傳輸裝置連接後，LCD 螢幕上會顯⽰『  』的圖⽰。
3. 僅能連接專屬的傳輸裝置，切勿使⽤其他任何機構。
4. 專⽤軟體，若有需求請聯繫您購買的經銷商。

 

注意：
1.pettrust plus ( 藍⾊⾯板 )：僅適⽤ BT Dongle。
2.pettrust ( 橘⾊⾯板 )：僅適⽤ USB 傳輸線。
3. 兩種傳輸裝置嚴禁交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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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電量指⽰
                       燈號顯⽰                                                        說                        明

表⽰電池電量過低，需⽴即充電，若未充電則設備會⾃動關機。
表⽰已連接充電器，並對電池充電中。
表⽰已充電完成，可將充電器拔下。

紅  燈
橘  燈
綠  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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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設 定
・ 初次使⽤
1. 將設備從盒⼦中取出。
2. 依指⽰連接電源充電器。
3. 確保電量指⽰燈亮起。
4. 必須先執⾏充電⾄少⼋⼩時，才可進⾏量測。

・ 充電⽅式
1. 請使⽤原廠配置的充電器進⾏充電。
2. 充電過程中，請放置在平穩的台⾯上。
3. 充電過程中，LED 會亮橘燈，待充電完成，LED 會轉為綠燈，即可拔除充電器。
4. 當電量指⽰燈亮起紅燈時，應⽴即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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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機起始畫⾯
當按壓  後，LCD 螢幕會進⼊開機初始化畫⾯ :

 

待數秒後就會進⼊待機主畫⾯ :
 

 
                     資料儲存筆數

24時制
時間

日期

週期時間

數據瀏覽

警報音

單位



12

・ 操作相關設定

按壓  超過 3 秒，會進⼊⽬錄設定模式，於此模式可進⾏⽇期、時間、單位、警報值、按鍵聲⾳、脈博
聲⾳與資料刪除等功能性設定。
 ☑ 提⽰⼀ : 使⽤向上鍵  與向下鍵  做相關設定變更，再點選設定鍵  做確認，並跳往下⼀個設定。 

 ☑ 提⽰⼆ : 持續按壓向上鍵   或向下鍵  可加快選取的速度。

 ☑ 提⽰三 : 若要取消或跳出⽬錄設定模式，可點選電源鍵 或開始量測鍵    。

 ☑ 提⽰四 : 於此模式下待機 5 分鐘後，會⾃動跳回待機主畫⾯。

１．年份設定   
年份設定範圍可以從⻄元 2000 ⾄⻄元 2099 年，如右圖所⽰。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年份數字。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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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份設定
⽉份設定範圍可以從 1 ⽉⾄ 12 ⽉，如右圖所⽰。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份數字。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3. ⽇期設定
⽇期設定範圍可以從 1 號⾄ 31 號，如左圖所⽰。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期數字。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4. 時間 ( 時 ) 設定
時間 ( 時 ) 設定範圍可以從 00 ⾄ 23 時，如左圖所⽰。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時間 ( 時 ) 數字。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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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時間 ( 分 ) 設定
時間 ( 分 ) 設定範圍可以從 00 ⾄ 59 分，如右圖所⽰。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時間 ( 分 ) 數字。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6. 時制 (12H/24H) 設定
時制設定有兩種選項 : 12 ⼩時制與 24 ⼩時制，如右圖所⽰。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進⾏時制變化。

24 ⼩時制以 00:00~23:59 顯⽰。
12 ⼩時制以 12:00~11:59AM 或 PM 顯⽰。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7. 單位設定
單位設定有兩種選項 :  與 ，如右圖所⽰。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單位顯⽰。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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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警報值設定
A. 警報值的設定分為收縮壓、舒張壓、平均動脈壓和脈博數四個參數的上限與下限值，當量測數據超出
    所設定的上限或下限值時，設備會發出警報聲響，超出範圍的數值會在螢幕上閃爍顯⽰，以告知使⽤
    者⽝貓⾎壓出現異常。
B. 按壓  可關閉該筆量測發出的警報聲，但若下次量測超出範圍，仍會有警報聲響。
C. 下列為警報值上限與下限的出廠預設值與可設定範圍 : 
                                                         出廠預設值                                                   可設定範圍

                                                         出廠預設值                                                   可設定範圍

240 mmHg(32.0 Kpa)
50 mmHg(6.6 Kpa)
180 mmHg(24.0 Kpa)
30 mmHg(4.0 Kpa)

200 mmHg(26.6 Kpa)
30 mmHg(4.0 Kpa)
250beats/min
30beats/min

上限值

下限值

上限值

下限值

上限值

下限值

上限值

下限值

收縮壓
(SYS)
舒張壓
(DIA)

平均動脈
壓 (MAP)
脈博數
(BPM)

75~240 mmHg(10.0~32.0 Kpa)
50~150 mmHg(6.6~20.0 Kpa)
50~180 mmHg(6.6~24.0 Kpa)
30~50 mmHg(4.0~6.6 Kpa)

70~200 mmHg(9.3~26.6 Kpa)
30~125 mmHg(4.0~16.6 Kpa)
80~250  beats/min
30~150  beats/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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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收縮壓 (SYS) 上限設定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收縮壓警報上限數值。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E. 收縮壓 (SYS) 下限設定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收縮壓警報下限數值。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F. 舒張壓 (DIA) 上限設定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舒張壓警報上限數值。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G. 舒張壓 (DIA) 下限設定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舒張壓警報下限數值。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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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平均動脈壓 (MAP) 上限設定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平均動脈壓警報上
限數值。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I. 平均動脈壓 (MAP) 下限設定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平均動脈壓警報下
限數值。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J. 脈博數 (BPM) 上限設定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脈博數警報上限數值。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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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脈博數 (BPM) 下限設定
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便可以改變脈博數警報下限數值。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9. 按鍵⾳ ( 開 / 關 ) 設定 
按鍵⾳設定 ( 開 / 關 )，可以由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來
變更按鍵⾳的開 / 關，如左圖所⽰。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開 (y) : 表⽰按鍵⾳開啟。
關 (n) : 表⽰按鍵⾳關閉。

注意 !! 若選擇 n 並不會影響警報聲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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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傳輸速率
傳輸速率設定 : ⾼速 H 與低速 L，可以由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來變更傳輸速率，如右圖所⽰。設備本⾝的預設值為 L。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注意 !! 此功能為搭配 pettrust 專⽤軟體所使⽤，詳情請洽經銷商 !!

11. 脈博⾳設定 ( 開 / 關 )
脈博⾳設定 ( 開 / 關 )，可以由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來變更脈博⾳的開 / 關，如右圖所⽰。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開 (y) : 表⽰脈博⾳開值。
關 (n) : 表⽰脈博⾳關閉。
可於量測過程中直接按壓  來進⾏脈博⾳開關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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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記憶體設定
記憶體設定可以由點選向上鍵  與向下鍵  來決定是否要刪除記
憶 / 瀏覽資料，如右圖所⽰。
若設定完成或不需設定，點選  跳往下⼀個設定選項。

開 (y) : 表⽰要將記憶刪除。
關 (n) : 表⽰不要將記憶刪除。

13. 警報靜⾳按鈕
1. 當量測數值超限⽽警報聲響後，按壓警報靜⾳鍵   ，警報聲響將
   會關閉，並在液晶螢幕的鈴鐺圖⽰會有 "X" 符號浮現，如右圖所⽰。
2. 再按壓⼀次警報靜⾳鍵   ，警報聲響就會恢復。
3. 此按鈕僅能關閉當次量測的警報⾳，當下⼀次量測時，警報⾳就會
    重新開啟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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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數據瀏覽功能
1. 於待機主畫⾯時，按壓數據瀏覽鍵  ，即可瀏覽曾經量測過
    的數據，如左圖所⽰。
2. 可按壓向上鍵  或向下鍵  來選擇要瀏覽的資料。

3. 在數據瀏覽模式中，可按壓電源鍵  跳回主畫⾯，若待機 5 分 5 分
   鐘未動作，則會⾃動跳回主畫⾯。

注意 !! 資料儲存最⼤筆數為 999 筆，會於主畫⾯顯⽰ 001~999 數字
第 1000 筆資料會直接覆蓋原先第 1 筆
第 1001 筆資料會直接覆蓋原先第 2 筆，依此類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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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量 測 ⽅ 式 
為了準確地量測⽝貓的⾎壓，必須選擇合適的壓脈帶尺⼨及量測部位等，且 pettrustplus 為了因應不同的
使⽤情境，也擁有各種不同的量測模式。本章節將會針對壓脈帶纏繞⽅式、量測中的注意事項與各種量測
模式做詳細的介紹，在使⽤ pettrust 量測⽝貓⾎壓前，請務必詳閱本章節。

・ 如何選擇壓脈帶
1. pettrust 有七種不同尺⼨ (2.05~5.55cm) 的壓脈帶，分別以不同顏⾊做區分。
2. 美國 ACVIM 協會推薦，選擇寬度為測定部分周⻑ 30~40% 的壓脈帶，其氣囊⻑度能 100% 環繞下
    肢，最能準確量測到⾎壓，如左上圖所⽰。
3. 可直接使⽤產品配件中的量尺，纏繞受測部位後，觀察穿⼝處的顏⾊，即可找到對應顏⾊尺⼨的壓
    脈帶，如左下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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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量測位置
As shown on the right
如右圖所⽰
A. 前肢 : 前腳腕部關節上⽅
B. 後肢 : 後腿腕部關節上⽅
C. 尾巴根部
最佳位置 : A > B > C

・ 壓脈帶纏繞⽅式
如右圖所⽰
1. 纏繞壓脈帶時，壓脈帶末端   處需對準
    壓脈帶上的基準線。
2. 纏繞壓脈帶時，請勿過度⽤⼒綁緊。
3. 壓脈帶纏繞完成後，請注意 HOSE 管不
   要折彎或打結。
4. 請於壓脈帶纏繞完成後，再連接⾄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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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測注意事項

1. 將壓脈帶連接⾄設備前，請先將設備開機。
2. 將壓脈帶接頭插⼊NIBP接⼝處時，請勿⽤⼒過度或旋轉接頭，如右上圖所⽰。
3. 若接頭連接過緊難以拆卸，請使⽤產品配件中的⾦屬板⼿，勿以蠻⼒拆卸。
4. 盡可能使量測部位與⽝貓⼼臟位置同⾼度，較能確保數值準確性，如右下
    圖所⽰。
5. ⽑髮量過多的⽝貓品種，較不適合選擇尾巴根部做為量測部位。
6. 量測貓科動物時，因貓科動物⾎管較細，建議以前肢為最佳量測部位。
7. 量測過程中，應盡可能降低⽝貓的擾動⼲擾，⿇醉為建議最佳量測情境。
8. 量測過程中，若受測⽝貓過度興奮，建議先暫停量測，待安撫 5~10 分
    鐘後再進⾏量測。
9. 量測過程中，請勿任意更動壓脈帶位置與 HOSE 管，以免影響量測結果。
10. 量測過程中，可能因抓取不到⾎壓訊號，設備會⾃動重新量測⼀次，若
      超過兩次以上量測不成功，設備會顯⽰⼀個錯誤代碼。
11. ⼤部分的錯誤代碼來⾃於壓脈帶尺⼨的問題，當顯⽰錯誤代碼時，請確認
      壓脈帶尺⼨是否合適。

Gentally insert
the 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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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量測
1. 當按壓量測開始 / 停⽌鍵    ，量測開始；再次按壓

    量測開始 / 停⽌鍵    ，量測停⽌。
2. 量測中，壓⼒變化數值會顯⽰在 SYS 欄位。
3. 量測停⽌或結束後，會約有 3~5 秒的時間，會執
    ⾏洩氣動作。
4. ⼀般量測時間約 30~90 秒，依壓脈帶尺⼨⼤⼩⽽
    定。

・ 連續量測
1. 當持續按壓量測開始 / 停⽌鍵   超過 3 秒，啟

    動 5 分鐘內連續量測模式。
2. 啟動連續量測時，螢幕會顯⽰上下箭頭符號，如
    右圖所⽰。
3. 量測中，壓⼒變化數值會顯⽰在 MAP 欄位。
4. 再次按壓量測開始 / 停⽌鍵    ，量測停⽌。
5. 每次量測結束，在下⼀次量測開始前，會執⾏洩
    氣動作，並於 MAP 欄位顯⽰ FLA 字樣。
6. 連續量測模式下，5 分鐘內約會有 6~10 次量測。 Arrow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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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期量測

1. 當按壓週期量測設定鍵   ，將進⼊週期量測模式，依所設定的週期時間，定期⾃動進⾏量測動作。

2. 連續按壓週期量測設定鍵  ，可⾃⾏選擇週期時間，時間範圍為 10 秒 , 01,02,03,05,10,15,
    30,60,90 分鐘 , 02 ⼩時。
3. 若未離開週期量測模式，即使按壓量測開始 / 停⽌鍵    停⽌該次量測，設備仍會在設定的週期時
   間⾃動進⾏量測。
4. 按壓電源鍵  即可離開週期量測模式，跳回待機主畫⾯。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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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4. 保養與故障排除
在本章節中，將針對設備的清潔保養維護動作，以及量測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錯誤碼、異常狀況等進⾏說
明。在產⽣錯誤碼的情況時，請詳細檢查壓脈帶尺⼨⼤⼩、位置與纏繞⼿法是否正確，並參考上⼀章節的
量測注意事項內容，將錯誤的部分排除後，再次進⾏量測。

・ 錯誤代碼說明
代碼數字
EC-3

EC-4

問題描述
無法開機
量測時充氣異常
當機
量測數值不準確
螢幕無法顯⽰，按鍵無法操作

錯誤說明
量不到脈搏訊號
脈搏訊號不穩定
壓脈帶或機台漏氣
充氣速率過慢
機台需要回廠維修

初步排除確認
請檢查壓脈帶尺⼨，並重新纏繞。
請檢查壓脈帶外觀與 HOSE 管
是否有破損。

其他訊息請洽客服

排除⽅式
充電 8 ⼩時
檢查壓脈帶外觀是否破損
按壓設備側⾯ reset 鍵
請送回原廠維修
請送回原廠維修

簡易故障排除

1. ⼀旦量測過程中有異常發⽣，錯誤代碼
    會在 SYS 欄位顯⽰”EC-”字樣；⽽在
    DIA 欄位顯⽰相對應的錯誤代碼數字。
2. 若有錯誤代碼產⽣，可先依右圖所指⽰
    的⽅法進⾏簡易排除，以及參照上⼀章
    節的量測注意事項內容，排除量測過程
    中的錯誤。
3. 若仍無法排除問題，請記下代碼數字與
    發⽣問題時的情境，並連繫區域代理商
    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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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保養與清潔
1. 機台維護
      ☑  進⾏清潔前請先關閉電源，若有連接充電器也請拔除。
      ☑  僅可使⽤棉布或紙⼱沾附少許酒精，對設備外觀進⾏擦拭。
      ☑  請勿以任何液體，如溶劑、漂⽩⽔等浸泡或擦拭本設備。
      ☑  若設備外觀已有影響功能的嚴重損壞，請盡速連繫代理商並送回原廠檢修。

2. 壓脈帶維護
      ☑  僅可使⽤棉布或紙⼱沾附少許酒精，對壓脈帶與 HOSE 管外觀進⾏擦拭。
      ☑  請勿以任何液體，如溶劑、漂⽩⽔等浸泡或擦拭壓脈帶。
      ☑  擦拭外觀時，請勿擦拭到魔⻤氈黏合的部位，避免影響黏性。
      ☑  壓脈帶收納時，請勿以捲曲⽅式收納，建議將壓脈帶氣囊部分以攤平⽅式收納。
      ☑  若壓脈帶或 HOSE 管外觀已有破損，請盡速更換。
      ☑  壓脈帶本⾝為消耗品，其纏繞黏合⽤的魔⻤氈，會依使⽤次數⽽降低黏合強度，
           若魔⻤氈有發⽣脫膠、移位或黏合不牢固的情況，請盡速更換。

3. 電池維護
      ☑  請養成良好充電習慣，待每⽇使⽤完畢即進⾏充電。
      ☑  請使⽤原廠提供的充電器進⾏充電，勿使⽤其他任何廠牌充電器。
      ☑  若設備需要⻑時間儲存，建議每 6 個⽉充電⼀次，每次皆充滿 8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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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5. 設 備 規 格
・ 配件說明 – 產品標準配件

               名                  稱                          數     量
pettrust ⾮侵⼊式⾎壓計
動物⽤壓脈帶 2.05cm 管⻑ 60cm
動物⽤壓脈帶 2.55cm 管⻑ 60cm
動物⽤壓脈帶 3.05cm 管⻑ 60cm
動物⽤壓脈帶 3.55cm 管⻑ 60cm
動物⽤壓脈帶 4.05cm 管⻑ 60cm
動物⽤壓脈帶 4.55cm 管⻑ 60cm
動物⽤壓脈帶 5.55cm 管⻑ 60cm
輔助⼯具 - 壓脈帶量尺
電源充電器 ( 變壓器 )+ 電源線
黑⾊⼿提袋

1 台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張
1 組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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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件說明 – 選購配件  
             名                 稱                            數        量   
動物⽤壓脈帶 2.05cm 管⻑ 200cm
動物⽤壓脈帶 2.55cm 管⻑ 200cm
動物⽤壓脈帶 3.05cm 管⻑ 200cm
動物⽤壓脈帶 3.55cm 管⻑ 200cm
動物⽤壓脈帶 4.05cm 管⻑ 200cm
動物⽤壓脈帶 4.55cm 管⻑ 200cm
動物⽤壓脈帶 5.55cm 管⻑ 200cm
pettrust 專⽤病歷與⼼脈圖管理軟體
資料傳輸配件： BT dongle
(* 為 pettrust plus 專⽤ )
資料傳輸配件： USB cable
(* 為 pettrust 專⽤ )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個
1 只

1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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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規格表
    名    稱                                           規  格  內  容 

⾮侵⼊式⾎壓 NIBP

⼼率

電源

外觀

顯⽰器

環境

壓⼒範圍
最⼤容許壓⼒
分辨率
精確度
範圍
分辨率
精確度
電池種類
可使⽤時間
變壓器
尺⼨
重量
LCD
LED
儲存環境
溫度
濕度
⼤氣壓⼒
操作環境
溫度
濕度
⼤氣壓⼒

30 ~ 300 mmHg
300 mmHg
1 mmHg
± 3 mmHg  or 讀數之 2%
32 ~ 240 BPM
1 BPM
± 2 BPM  or 讀數之 2%
內含可充電式鋰電池
測量 1600 次⾎壓 ( 間隔 10 秒 )
100 ~ 240 VAC, 47 ~ 63 Hz, 0.18 ~ 0.33 A
19.0(H) x 9.0(W) x 5.0(D) cm
475g ( 含電池 )
HTN Type
SYS, DIA, MAP, BPM, 電池指⽰

-10℃ to 50℃ ( 14 ℉ to 122 ℉ )
15 to 90 % ( ⾮凝結態 )
619 to 775 mmHg (825 to 1033 hPa)

0℃ to 45℃
15 to 90 % ( ⾮凝結態 )
619 to 775 mmHg (825 to 1033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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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稱                                           規  格  內  容 
⾯板

警⽰

8 顆按鍵

警⽰指⽰
警⽰指⽰

電源開關，警報靜⾳ / 脈博⾳切換，開始 / 停⽌ / 連續
量測，數據瀏覽，週期量測設定，⽬錄設定，向上功能，
向下功能
聲⾳提⽰
LED 閃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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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pettrust 是为了准确测量犬和猫的血压而开发，具备高度的精确度。另配置 7 种尺寸的犬猫专用袖带，
以对应各种量测部位的尺寸。在测量血压时，使用者的经验和手法对于设备的性能表现有很高的重要性；
而量测过程中的躁动，测量部位选择与袖带卷绕方式等，也可能极大地影响测定结果。而本说明书中详
述的设备操作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更高的测量精确度。
在使用之前，请务必阅读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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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注 意 事 项
* 请遵照此安全注意事项，并正确地使用与操作设备。
* 以下安全事项是为了预防危险与损害的发生。
* 详细安全规范内容如下 : 

     警告标志                                                                           符              号

此符号表示绝对禁止的项目此符号表示强制遵守的项目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损害内容

测量开始前，请确认袖带的充气压力不会造成犬猫病征恶化。

在犬猫保持兴奋状态时，是无法准确量测到血压；请使受测犬猫保持静止不躁动的情况下进行量测。

如果有对犬猫进行药物治疗，可能会影响量测结果，请谨慎使用。

电烧电疗的环境下，可能会影响量测结果，请谨慎使用。

本设备不建议在核磁共振的环境下使用。

强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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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本设备所使用之锂电池，请阅读以下注意事项 : 

为避免火灾与爆炸风险，请不要在有高度易燃物的环境下操作本设备。

若连续量测多次而造成量测部位有水肿或充血状况，请停止量测；待量测部位回复到正常状况后，才可继续进行量

测。

请勿使用非原厂提供的袖带进行量测。

请勿使用非原厂提供的充电器进行充电，

请勿以潮湿的双手操作本设备，以免导致触电或故障。

请勿试图以尖锐物品按压按键，请以手指指腹按压。

电池本身存在过热与爆炸等危险，一旦发生损坏请立即更换新品。

请确认电源插座的安全稳固，建议使用医院级的插座。

万一电池损坏产生漏液，且接触到您的眼部，请以大量清水冲洗并立即送医。

若电池表面涂料、产品标示或电线等有损坏不全状况，请停止使用并立即连系经销商。

电池完全充饱电可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请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

请勿在阳光直射或冰点以下的环境使用，以免造成电池损坏。

请勿使电池短路，否则高电流放电结果会导致电线走火。

请勿自行将电池取出。

旧电池废弃，应依照当地国家法律规定，弃置于合法的废电池回收处，请勿焚烧电池，以免造成环境污染。

绝对禁止

绝对禁止

强制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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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固 声 明
乔联承诺，在依据本说明书的注意事项之正常使用下，于购买新设备出货日起算一年之内，在成品和料
件方面没有任何瑕疵。在此承诺下，乔联的责任仅限于以乔联选择维修，或更换经其检查而认为是故障
的组件。除上述段落陈述的内容外，乔联不做任何其他保证，包含用于某一特定用途销售或合格方面的
保证。

乔联在本保证书下的义务或责任不包含以下状况 : 
      ✔ 对产品的不正确使用或应用，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害。
      ✔ 使用了非经乔联许可的组件或配件，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害。
      ✔ 采用了非乔联授权代表的其他人员进行维修工作，所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害。
      ✔ 延迟而发生的任何运输或其他费用或责任。
      ✔ 任何错用、粗心使用或事故中的设备。
      ✔ 任何乔联原始系列号卷标或商品辨认号码已更改或清除的仪器。
      ✔ 任何其他制造商生产的产品。

任何安全性、可靠性或性能，其增设、重新调节、修订与维修工作若经非乔联授权人员进行，或未按使
用说明来使用，或使用环境电力安装不符合国家电力规章或健康看护设备标准，则乔联对设备之安全性、
可靠性或性能，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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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需 求

需求操作人员 : 
本设备预期使用者为经认证之兽医相关从业人员。

需求操作环境 : 
本机台应于正常环境下操作，目前不适用于核磁共振 MRI 环境下使用。使用的环境限制请参阅本手册规
格部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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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 机 台 介 绍
pettrust 按键面板说明

① . SYS 收缩压
② . MAP 平均动脉压
③ . 电池电量指示灯
④ . 电源开关键
⑤ . 提示音静音键 / 脉博声切换键
⑥ . 周期量测设定键
⑦ . 数据流览键
⑧ . LCD 屏幕显示
⑨ . DIA 舒张压
⑩ . BPM 脈博數
⑪ . 开始量测 / 停止量测 / 连续量测
⑫ . 上功能键
⑬ . 目录设定键
⑭ . 下功能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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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鍵圖示                                                           功 能  说  明

关机时，按压一下开启电源；开机时，持续按压 3¬¬5 秒关闭电源

持续按压 3~5 秒则进入目录功能选单，重复按压则跳下一个设定，以电
源开关键离开

按压一下则提示音关闭
于量测中，按压一下则开启脉博音切换

按压一下则开始一般量测；于量测中按压一下则停止量测
持续按压 3~5 秒则进入 STAT 连续量测模式 : 持续五分钟连续量测

按压一下则进入周期量测模式 : 可设定 10 秒 ~2 小时的循环时间，以电
源开关键离开

按压一下即可检视储存数据 ( 最多 999 笔 )，以上下功能键选择笔数，以
电源开关键离开

选择上一个功能或跳上一页

选择下一个功能或跳下一页

电源开关键

目录设定键

提示音静音键 /
脉搏声切换键

开始量测 / 停止
量测 / 连续量测

周期量测设定键

数据流览键

上功能键

下功能键

④

⑤

⑪

⑦

⑥

⑬

⑫

⑭

注意 !! 于数据流览或目录功能模式下，待机 5 分钟后会自动跳回主画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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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台侧面图示 
1. Reset : 返回出厂设定。
2. NIBP 界面处 : 连接袖带。
3. 电池充电界面处 : 连接充电器。
4. Mini USB 界面处 : 可透过连接专用的传输装置，
                                      将数据传输到个人计算机。

・ 数据传输 
1.  如您想传输数据时，请使用专用的传输装置。
2.  如传输装置连接后，LCD 屏幕上会显示『  』的图示。
3.  仅能连接专属的传输装置，切勿使用其他任何机构。
4.  专用软件，若有需求请连系您购买的经销商。

 

注意：
1.pettrust plus ( 蓝色面板 ) : 仅适用 BT Dongle
2. pettrust ( 橘色面板 ) : 仅适用 USB 传输线
3. 两种传输装置严禁交互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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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池电量指示  
                       灯 号 显 示                                                        说               明

表示电池电量过低，需立即充电，若未充电则设备会自动关机。
表示已连接充电器，并对电池充电中。
表示已充电完成，可将充电器拔下。

红   灯
橘   灯
绿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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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2. 各 种 设 定

・ 初次使用
1.  将设备从盒子中取出。
2.  依指示连接电源充电器。
3.  确保电量指示灯亮起。
4.  必须先执行充电至少八小时，才可进行量测。

・ 充电方式
1.  请使用原厂配置的充电器进行充电。
2.  充电过程中，请放置在平稳的台面上。
3.  充电过程中，LED 会亮橘灯，待充电完成，LED 会转为绿灯，即可拔除充电器。
4.  当电量指示灯亮起红灯时，都应立即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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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起始画面
当按压  后，LCD 屏幕会进入开机初始化画面 : 

 

待数秒后就会进入待机主画面 : 

 
                     数据储存笔数

24時制

日期
提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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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相关设定

按压  超过 3 秒，会进入目录设定模式，于此模式可进行日期、时间、单位、提示音、按键声音、脉
博声音与数据删除等功能性设定。

 ☑ 提示一 : 使用向上键  与向下键  做相关设定变更，再点选设定键  做确认，并跳往下一个设定。

 ☑ 提示二 : 持续按压向上键  或向下键  可加快选取的速度。

 ☑ 提示三 : 若要取消或跳出目录设定模式，可点选电源键  或开始量测键    。

 ☑ 提示四 : 于此模式下待机 5 分钟后，会自动跳回待机主画面。

１．年份设定
年份设定范围可以从公元 2000 至公元 2099 年，如左图所示。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年份数字。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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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份设定
月份设定范围可以从 1 月至 12 月，如左图所示。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便可以改变月份数字。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3. 日期設定
日期设定范围可以从 1 号至 31 号，如左图所示。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日期数字。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4. 时间 ( 时 ) 设定
时间 ( 时 ) 设定范围可以从 00 至 23 时，如左图所示。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时间 ( 时 ) 数字。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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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时间 ( 分 ) 设定
时间 ( 分 ) 设定范围可以从 00 至 59 分，如左图所示。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时间 ( 分 ) 数字。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6. 时制 (12H/24H) 设定
时制设定有两种选项 : 12 小时制与 24 小时制，如左图所示。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进行时制变化。

24 小时制 以 00:00~23:59 显示。
12 小时制 以 12:00~11:59AM 或 PM 显示。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7. 单位设定
单位设定有两种选项 :   与 ，如左图所示。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单位显示。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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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提示音设定
A. 提示音的设定分为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和脉博数四个参数的上限与下限值，当量测数据超出
      所设定的上限或下限值时，设备会发出提示音声响，超出范围的数值会在屏幕上闪烁显示，以告知用
      户犬猫血压出现异常

B. 按压  可关闭该笔量测发出的提示音，但若下次量测超出范围，仍会有提示音。
C. 下列为提示音上限与下限的出厂默认值与可设定范围 : 

                                                                       出厂默认值                                                                     可设定范围          

                                                                     出厂默认值                                                                     可设定范围         

240 mmHg(32.0 Kpa)

50 mmHg(6.6 Kpa)

180 mmHg(24.0 Kpa)

30 mmHg(4.0 Kpa)

200 mmHg(26.6 Kpa)

30 mmHg(4.0 Kpa)

250beats/min

30beats/min

上限值

下限值

上限值

下限值

上限值

下限值

上限值

下限值

收缩压

(SYS)

舒张压

(DIA)

平均动脉

压 (MAP)

脉博数

(BPM)

75~240 mmHg(10.0~32.0 Kpa)

50~150 mmHg(6.6~20.0 Kpa)

50~180 mmHg(6.6~24.0 Kpa)

30~50 mmHg(4.0~6.6 Kpa)

70~200 mmHg(9.3~26.6 Kpa)

30~125 mmHg(4.0~16.6 Kpa)

80~250  beats/min

30~150  beats/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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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收缩压 (SYS) 上限设定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收缩压警报上限数值。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E. 收缩压 (SYS) 下限设定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收缩压警报下限数值。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F. 舒张压 (DIA) 上限设定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舒张压警报上限数值。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G. 舒张压 (DIA) 下限设定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舒张压警报下限数值。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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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平均动脉压 (MAP) 上限设定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平均动脉压警报

上限数值。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I. 平均动脉压 (MAP) 下限设定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平均动脉压警报

下限数值。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J. 脉博数 (BPM) 上限设定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脉博数警报上限数值。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18

K. 脉博数 (BPM) 下限设定

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便可以改变脉博数警报上限数值。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9. 按键音 ( 开 / 关 ) 设定

按键音设定 ( 开 / 关 )，可以由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来

变更按键音的开 / 关，如左图所示。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开 (y) : 表示按键音开启。
关 (n) : 表示按键音关闭。

注意 !! 若选择 n 并不会影响提示音声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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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传输速率设定

高速 H 与低速 L，可以由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来变更传输速率，如左图所示。设备本身的默认值为 L。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注意 !! 此功能为搭配 pettrust 专用软件所使用，详情请洽经销商 !!

11. 脉博音设定 ( 开 / 关 )

脉博音设定 ( 开 / 关 )，可以由点选向上键   与向下键  

来变更脉博音的开 / 关，如左图所示。
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开 (y) : 表示脉博音开启。
关 (n) : 表示脉博音关闭。
可于量测过程中直接按压  来进行脉博音开关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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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内存设定

内存设定可以由点选向上键  與向下鍵  来决定是否要

删除记忆 / 浏览数据，如左图所示。若设定完成或不需设定，点选
  跳往下一个设定选项。

开 (y) : 表示要将记忆删除。
关 (n) : 表示不要将记忆删除。

13. 警报静音按钮 
1. 当量测数值超限而警报声响后，按压警报静音键  ，警报声响将会
    关闭，并在液晶屏幕的铃铛图标会有 X 符号浮现，如左图所示。
2. 再按压一次警报静音键   ，警报声响就会恢复。
3. 此按钮仅能关闭当次量测的警报音，当下一次量测时，警报音就会重
     新开启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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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流览功能
1. 于待机主画面时，按压数据流览键  ，即可浏览曾经量测过的
     数据，如左图所示。

2. 可按压向上键   或向下键  来选择要浏览的数据。

3. 在数据流览模式中，可按压电源键  跳回主画面，若待机 5 分钟
    未动作，则会自动跳回主画面。

注意 !! 资料储存最大笔数为 999 笔，会于主画面显示 001~999 数字
第 1000 笔数据会直接覆盖原先第 1 笔
第 1001 笔数据会直接覆盖原先第 2 笔，依此类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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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3.  量 测 方 式 
为了准确地量测犬猫的血压，必须选择合适的袖带尺寸及量测部位等，且 pettrust 为了因应不同的使用
情境，也拥有各种不同的量测模式。本章节将会针对袖带缠绕方式、量测中的注意事项与各种量测模式
做详细的介绍，在使用 pettrust 量测犬猫血压前，请务必详阅本章节。

・ 如何选择压脉带
1. pettrust 有七种不同尺寸 (2.05~5.55cm) 的压脉带，分别以不同颜色做区分。
2. 美国 ACVIM 协会推荐，选择宽度为测定部分周长 30~40% 的压脉带，其气囊长度能 100% 环绕下肢，
    最能准确量测到血压，如左上图所示。
3. 可直接使用产品配件中的量尺，缠绕受测部位后，观察穿口处的颜色，即可找到对应颜色尺寸的压脉
     带，如左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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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量测位置
如右图所示
A. 前肢 : 前脚腕部关节上方
B. 后肢 : 后腿腕部关节上方
C. 尾巴根部
最佳位置 : A > B > C

・ 压脉带缠绕方式
如右图所示
1. 缠绕压脉带时，压脉带末端    处需对准
    压脉带上的基线。
2. 缠绕压脉带时，请勿过度用力绑紧。
3. 压脉带缠绕完成后，请注意 HOSE 管不要
    折弯或打结。
4. 请于压脉带缠绕完成后，再连接至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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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测注意事项

1. 将压脉带连接至设备前，请先将设备开机。
2. 将压脉带接头插入 NIBP 界面处时，请勿用力过度或旋转接头，如右上图所示。
3. 若接头连接过紧难以拆卸，请使用产品配件中的金属板手，勿以蛮力拆卸。
4. 尽可能使量测部位与犬猫心脏位置同高度，较能确保数值准确性，如右下
    图所示。
5. 毛发量过多的犬猫品种，较不适合选择尾巴根部做为量测部位。
6. 量测猫科动物时，因猫科动物血管较细，建议以前肢为最佳量测部位。
7. 量测过程中，应尽可能降低犬猫的扰动干扰，麻醉为建议最佳量测情境。
8. 量测过程中，若受测犬猫过度兴奋，建议先暂停量测，待安抚 5~10 分
    钟后再进行量测。
9. 量测过程中，请勿任意更动压脉带位置与 HOSE 管，以免影响量测结果。
10. 量测过程中，可能因抓取不到血压讯号，设备会自动重新量测一次，若超
       过两次以上量测不成功，设备会显示一个错误代码。
11. 大部分的错误代码来自于压脉带尺寸的问题，当显示错误代码时，请确
       认压脉带尺寸是否合适。

Gentally insert
the conn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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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量测
1. 当按压量测开始 / 停止键    ，量测开始；

    再次按压量测开始 / 停止键    ，量测停止。

2. 量测中，压力变化数值会显示在 SYS 字段。
3. 量测停止或结束后，会约有 3~5 秒的时间，会
     执行泄气动作。
4. 一般量测时间约 30~90 秒，依压脉带尺寸大小
    而定。

・ 连续量测
1. 当持续按压量测开始 / 停止键   超过 3 秒，启动 5 分钟内连续量测模式。

2. 启动连续量测时，屏幕会显示上下箭头符号，如左图所示。
3. 量测中，压力变化数值会显示在 MAP 字段。

4. 再次按压量测开始 / 停止键    ，量測停止。

5. 每次量测结束，在下一次量测开始前，会执行泄
    气动作，并于 MAP 字段显示 FLA 字样。
6. 连续量测模式下，5 分钟内约会有 6~10 次量测。

Arrow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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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量测

1. 当按压周期量测设定键   ，将进入周期量测模式，依所设定的周期时间，定期自动进行量测动作。

2. 连续按压周期量测设定键  ，可自行选择周期时间，时间范围为 10 秒 , 01,02,03,05,10,15,30,60,
     90 分钟 , 02 小时。

3. 若未离开周期量测模式，即使按压量测开始 / 停止键    停止该次量测，设备仍会在设定的周期时

    间自动进行量测。
4. 按压电源键  即可离开周期量测模式，跳回待机主画面。

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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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4. 保养与故障排除
在本章节中，将针对设备的清洁保养维护动作，以及量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错误码、异常状况等进行说
明。在产生错误码的情况时，请详细检查袖带尺寸大小、位置与缠绕手法是否正确，并参考上一章节的
量测注意事项内容，将错误的部分排除后，再次进行量测。

・ 错误代码说明

代码数字
EC-3

EC-4

问题描述
无法开机
量测时充气异常
当机
量测数值不准确
屏幕无法显示，按键无法操作

错误说明
量不到脉搏讯号
脉搏讯号不稳定
袖带或机台漏气
充气速率过慢
机台需要回厂维修

初步排除确认
请检查袖带尺寸，并重新缠绕。
请检查袖带外观与 HOSE 管是否
有破损。

其他讯息请洽客服

排除方式
充电 8 小时
检查袖带外观是否破损
按压设备侧面 reset 键
请送回原厂维修
请送回原厂维修

简易故障排除

1. 一旦量测过程中有异常发生，错误代
     码会在 SYS 字段显示”EC-”字样；而
     在 DIA 字段显示相对应的错误代码数
     字。
2. 若有错误代码产生，可先依右图所指示
     的方法进行简易排除，以及参照上一章
     节的量测注意事项内容，排除量测过程
     中的错误。
3. 若仍无法排除问题，请记下代码数字与
     发生问题时的情境，并连系区域代理商
     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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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护保养与清洁
1. 机台维护      
      ☑  进行清洁前请先关闭电源，若有连接充电器也请拔除。
      ☑  仅可使用棉布或纸巾沾附少许酒精，对设备外观进行擦拭。
      ☑  请勿以任何液体，如溶剂、漂白水等浸泡或擦拭本设备。
      ☑  若设备外观已有影响功能的严重损坏，请尽速连系代理商并送回原厂检修。

2. 压脉带维护
      ☑  仅可使用棉布或纸巾沾附少许酒精，对压脉带与 HOSE 管外观进行擦拭。
      ☑  请勿以任何液体，如溶剂、漂白水等浸泡或擦拭压脉带。
      ☑  擦拭外观时，请勿擦拭到魔鬼毡黏合的部位，避免影响黏性。
      ☑  压脉带收纳时，请勿以卷曲方式收纳，建议将压脉带气囊部分以摊平方式收纳。
      ☑  若压脉带或 HOSE 管外观已有破损，请尽速更换。
      ☑  压脉带本身为消耗品，其缠绕黏合用的魔鬼毡，会依使用次数而降低黏合强度，若魔鬼毡有发
               生脱胶、移位或黏合不牢固的情况，请尽速更换。

3. 电池维护
      ☑  请养成良好充电习惯，待每日使用完毕即进行充电。
      ☑  请使用原厂提供的充电器进行充电，勿使用其他任何厂牌充电器。
      ☑  若设备需要长时间储存，建议每 6 个月充电一次，每次皆充满 8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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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5. 设 备 规 格
・ 配件说明 – 产品标准配件

               名                               称                              数           量

pettrust 非侵入式血压计
动物用袖带 2.05cm 管长 60cm
动物用袖带 2.55cm 管长 60cm
动物用袖带 3.05cm 管长 60cm
动物用袖带 3.55cm 管长 60cm
动物用袖带 4.05cm 管长 60cm
动物用袖带 4.55cm 管长 60cm
动物用袖带 5.55cm 管长 60cm
辅助工具 - 袖带量尺
电源充电器 ( 变压器 )+ 电源线
黑色手提袋

1 台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张
1 组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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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件说明 – 选购配件  

             名                                       称                           数          量

动物用袖带 2.05cm 管长 200cm
动物用袖带 2.55cm 管长 200cm
动物用袖带 3.05cm 管长 200cm
动物用袖带 3.55cm 管长 200cm
动物用袖带 4.05cm 管长 200cm
动物用袖带 4.55cm 管长 200cm
动物用袖带 5.55cm 管长 200cm
pettrust 专用病历与心脉图管理软件
资料传输配件： BT dongle
(* 为 pettrust plus 专用 ) 
资料传输配件： USB cable
(* 为 pettrust 专用 )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只
1 个
1 只

1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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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规格表
    名    稱                                           規  格  內  容 

非侵入式血压
NIBP

心率

电源

外观

显示器

环境

压力范围
最大容许压力
分辨率
精确度
范围
分辨率
精确度
电池种类
可使用时间
变压器
尺寸
重量
LCD
LED
储存环境
温度
湿度
大气压力
操作环境
温度
湿度
大气压力

30 ~ 300 mmHg
300 mmHg
1 mmHg
±3 mmHg  or 读数之 2%
32 ~ 240 BPM
1 BPM
±2 BPM  or 读数之 2%
内含可充电式锂电池
测量 1600 次血压 ( 间隔 10 秒 )
100 ~ 240 VAC, 47 ~ 63 Hz, 0.18 ~ 0.33 A
19.0(H) x 9.0(W) x 5.0(D) cm
475g ( 含电池 )
HTN Type
SYS, DIA, MAP, BPM, 电池指示

-10℃ to 50℃ ( 14 ℉ to 122 ℉ )
15 to 90 % ( 非凝结态 )
619 to 775 mmHg (825 to 1033 hPa)

0℃ to 45℃
15 to 90 % ( 非凝结态 )
619 to 775 mmHg (825 to 1033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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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稱                                           規  格  內  容 
面板

警示

8 颗按键

警示指示
警示指示

电源开关，提示音静音 / 脉博音切换，开始 / 停止 / 连
续量测，数据流览，周期量测设定，目录设定，向上功能，
向下功能
声音提示
LED 闪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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