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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使用 DiCare-m1C 系列微型心电记录仪。心电

信号记录和监护是否有效与记录仪的正确使用有着密

切关系。为了能够正确使用本仪器，请仔细阅读本说

明书。本仪器用于成人的心电信号记录与监护，适用

于肢体导联和胸壁导联，并且支持导联线和直接皮肤

接触。其主要功能是记录观察测量心电数据，为临床

专家提供诊断依据参考。请您在专家指导下使用，感

觉心脏不适时及时求医，不要轻易自我诊断和处理，

以免延误病情。本仪器有多个版本，配置不完全相同，

敬请留意。 

1. 基本结构图 

 

 
 
 
【1】—显示屏    【2】—指示灯     【3】—导航键          

【4】—电池盖      【5】—电池槽       【6】—TF卡槽   

【7】—皮肤接触板 【8】—导联线插口 

2. 连接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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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联线和接触板方式分

别适用于可自由活动的长时

间记录和无需贴电极片的短

时便利心电记录。其中，导

联线连接记录法需要将 2 个

一次性电极片分别贴在皮肤指定位置，将导联线插入

记录仪的导联线插槽，并将导联线接头与电极片接头

相连接。直接接触记录法要求使用者四肢放松并保持

安静坐卧姿，直至记录结束。准备就绪后按下导航键

开始心电信号采集。 

（1）导联线连接和皮肤 ECG 电极位置 

Ⅰ导联：白色贴在 LA、红色贴在 RA 处。 

Ⅱ导联：白色贴在 LL、红色贴在 RA 处。 

Ⅲ导联：白色贴在 LL、红色贴在 LA 处。 

V1 导联：白色贴在 C1、红色贴在 RA 处。 

V3 导联：白色贴在 C3、红色贴在 RA 处。 

V5 导联：白色贴在 C5、红色贴在 RA 处。 

（2）接触板记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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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快速模式，按上述说明

及右侧图标与仪器连接（有

双手模式、手脚模式和胸导

模式），按下导航键，则开

始记录心电信号。 

记录前皮肤接触部位和双

手应清洗干净，并保持仪器

的皮肤接触板清洁。忽略皮

肤处理流程，可能会影响测

量结果的准确性。测试过程

中请保持呼吸均匀和放松状

态，避免肌肉紧张带来不必要的干扰。本仪器工作过

程中，应远离大型设备和电源的干扰。 

3. 使用指导 
1、开机：在关机状态下，按下导航键。 

2、关机：在时间显示界面【 】，按下导航键。 

3、记录：拨动导航键，选择合适的记录模式，按上

述图标与仪器连接，按下导航键，即可开始记录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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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记录过程中应保持放松直至记录自动结束。 

4、回放：拨动导航键切换到回放选项，按下导航键，

屏幕即出现已经记录的心电波形数据列表。向左或右

拨动导航键可以切换波形数据，选中后按下导航键即

可回放波形。回放时向左或右拨动导航键可以改变回

放波形的时刻，记录时刻显示在心电波形的上方。再

次按下导航键退出回放。 

4. 操作界面 

时间显示界面        快速采集界面      动态采集界面 
 

 
 

事件采集界面       监护采集界面      模式设置界面 
 
  

 
参数设置界面      系统设置界面     用户名输入界面 
 

 
 
回放选项             设置选项          采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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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间显示界面说明 

时间显示界面也是关机界面，在此界面按下导航

键即可关机。 

（2）快速采集界面说明 

通过皮肤接触板来采集信号，默认每次采集 24

秒就自动停止，自动存储。 

（3）动态采集界面说明 

   通过导联线和一次性心电电极连接，长时间连续

采集，最长可以采集 32 小时，可打标，自动存储。 

（4）事件采集界面说明 

通过导联线和一次性心电电极连接，长时间佩戴

但短时间采集，自动存储。 

（5）监护采集界面说明 

通过导联线和一次性心电电极连接，显示波形和

心率，不存储。 

（6）模式设置界面说明 

序
号 图标 说明 

1 快速 
快速模式，I导联皮肤接触片直接接触，

用于短时(<1分钟)心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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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态 
动态模式，V5 导联经电极导联线连接，

用于长时(>1小时)连续心电记录和储存。 

3 事件 
事件模式，V5 导联经电极导联线连接，

用于短时(<8分钟)连续心电记录和储存。 

4 监护 
监护模式，V5 导联经电极导联线连接，

用于长时(>1分钟)心电监护和报警。 

5  设置系统日期/时间模式。 

6 
 系统设置模式，可设置语言、默认采集

模式、电池类型和恢复出厂设置。 

7  用户名输入模式。 

8  返回 

操作说明：拨动导航键到设置选项，长按导航键进入

到模式设置界面，移动选择项（反色显示），按下导航

键选中需要设置的模式。 

（7）参数设置界面说明 

序
号 图标 名称 说明 

1 200sps 采样率 

共有 100sps、200sps、400sps

三种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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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波形走速 
共有 4档：>、>>、>>>、>>>>，

走速依次逐渐加快。 

3 
 

波形增益 
共 7 档，随图标幅度的增大，

波形显示比例增大。 

4 
0.5- 

75Hz 
频率范围 

前面的数值为低频值，后面的

为高频值，分别有 7 个可设

值，可分别设置。 

5 24s 采集时间 
此参数的可设值与采样率、记

录模式有关。 

6 
60-100

bpm 

心率报警

限 

前面的数值为下限值，后面的

为上限值，可分别设置，设置

范围为 30bpm～250bpm。 

7 I 导联设置 
有 I、II、III、V1、V3、V5

共 6 种导联设置。 

8  
监听音量

设置 

高音量 、中音量 、低音

量 、无音量 。 

9*   储存设置 
为自动储存关闭， 为自

动储存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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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信号采集

电极 

为导联线电极， 为皮肤感

应电极。 

11

* 
   屏保设置 

为屏保功能关闭， 为屏保

功能开启。 

12

* 
  

取消修改 取消参数值的修改。 

13

* 
  

保存修改 保存参数值的修改。 

参数修改操作说明： 

（a）在参数设置界面，拨动导航键，改变参数选择项

（反色显示），按下导航键确认； 

（b）参数值调整： 

1) 对于序号中不带*项参数，按下导航键进入参数修

改状态（下划线处于被修改参数下），在这种状态下拨

动导航键改变参数值，再次按下导航健，完成当前参

数值设置； 

2) 对于序号中带*项的参数，按下导航键，参数值即

在上表所述两种设置中切换。 

（c）当参数修改完毕后，移动光标至【 】，按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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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键放弃本次参数修改；移动光标至【 】，按下导航

键，保存本次参数修改，并且自动返回主界面。 

（8）系统设置界面 

序号 图标 说  明 

1 CN 
系统语言设置，CN 表示中文显示，EN

表示英文显示 

2 快速 
开机时默认的采集方式设置，可设置为

快速、动态、事件或监护模式 

3  恢复出厂设置 

4  
电池的类型设置，有【 】、【 】可

切换 

（9）用户名输入界面 

在用户名输入界面，拨动导航键切换字符，按下导航

键确认字符。用户名长度可达 20 个字符；清除用户名，

选择退格图标【 】；确认用户名设置并退出，选择回

车符【 】。 

5. 故障处理 
注： 带▲项须由本公司专业人员维修。如果无法自行排除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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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咨询本公司专业人员，请勿错误操作。 

故障现象 可能的原因 排除方法 

无法开机 

没有安装电池 安装电池 

电池没电 更换电池 

仪器坏 ▲维修或更换仪器 

无法存储或

读取数据 

存储卡未格式化 
通过计算机重新格式化

存储卡 

存储卡坏 更换存储卡，重启仪器 

仪器坏 ▲维修或更换仪器 

无法采集心

电信号 

未开机 开机 

接触片或导联线接

触不良 
▲维修或更换仪器 

仪器坏 ▲维修或更换仪器 

采集电极选择不正

确 
选择正确的采集电极 

心电波太小

或看不到心

电波 

灵敏度设置不正确 调整显示灵敏度 

电极松动 将电极固定好 

电极安放位置不正

确或贴电极的位置

重新安放电极位置并

做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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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做清洁  

心电显示区

内没有任何

波形显示 

输入信号太大致超

载饱和 
更换电极和/或导联线 

灵敏度设置不正确 调整显示灵敏度 

仪器坏  ▲维修或更换仪器 

心电信号波

动大，干扰

大 

静电干扰  

请保持测试环境的湿

度，并避免仪器和导联

线与其他物体（如衣

服）的摩擦 

其他设备的干扰 

不能和其他电器设备

一起使用；不要在电磁

干扰大环境使用 

6.技术参数 
医用设备标准：  

欧盟           IEC60601-1:2000、 

IEC60601-1-2:2001、 

IEC60601-1-8:2006、 

IEC60601-2-2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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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60601-2-47:2001； 

美国           EC13:2002、EC38:2007； 

中国           YY0505:2005、 

GB9706.1:2007、 

YY1079:2008、 

JJG760:2003、 

JJG543:2008、 

JJG1042:2008 

心电输入方式:      手指接触（I 导联和 II 导联）/胸口

接触（V1、V3、V5 导联）、标准

心电电极连接（配备一对导联线），

可设置 

心电记录时间:    12 秒-48 秒（立即回放模式）、2

小时-32 小时（Holter 模式），可设

置 

心电记录模式： 肢体导联接触式记录模式、胸导联

接触式记录模式、胸导联电极连续

心电监护模式、事件模式（胸导联

短时间记录模式）、胸导联动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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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续记录模式、自定义模式，可

设置 

心电信号带宽:      0.05Hz - 150Hz，可设置 

高通滤波频率:      0.05Hz - 5.0Hz，可设置 

低通滤波频率:      40Hz - 150Hz， 可设置 

采样率:              100/200/400sps，可设置 

输入动态范围： >100dB 

共模抑制比:          >100dB 

输入阻抗： >10MΩ（0Hz - 10Hz） 

内部噪声:            <10µV(RMS) 

显示速度选择:      2.5mm/s - 100mm/s，可设置 

增益选择：           2.5mm/mV - 80mm/mV，可设置 

电源供应：           两节 AAA 碱性电池，屏幕显示自

动控制关闭时连续监护时间>16

小时，屏幕显示自动控制启用时连

续监护时间>32 小时 

心电数据储存： >650 小时（200sps 采样率） 

控制键：             拨盘式导航 
整机尺寸：           约 90×60×16mm3 

整机重量：           约 85g（含两节 AAA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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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修卡 
尊敬的用户： 

感谢您选用深圳迪美泰数字医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迪美泰）产品，为了确保您能够充分享有我们提

供的售后服务，请在购买后认真阅读此说明。请妥善

保存该保修卡。该保修卡与购机发票或收据的复印件

一同作为保修凭证。 

请用户务必寄回本卡的反馈部分，以加入售后服务数

据库。 

避免因用户信息缺失造成保修失效。 

1.凡在保修期内属于产品本身质量引起的故障，请出

示已填写妥当的保修卡，由迪美泰授权的维修部门对

产品进行免费维修或更换配件。请勿自行拆机修理。 

2.如属非质量问题，请与迪美泰客户服务中心联系。 

3.保修方式为送修的产品，用户需要将产品就近送到

迪美泰授权的维修部门进行维修，如需上门服务请参

照第 4 条。 

4.超过保养期的产品或遇用户有特殊要求，迪美泰向

您提供维修服务合同，欢迎向迪美泰咨询或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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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发现因运输造成的产品损坏，请及时与承运商联

系并通知迪美泰。 

保修说明： 

以下情况恕不免费维修： 

1.因非迪美泰授权人员安装或在非产品所规定的工作

环境下使用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2.擅自拆机修理或越权改装、滥用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3.因使用不符合规定的电源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4.因不可抗拒力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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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登记表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订单号: 

发货日期: 

保修截止日期: 

保修方式为送修: 

以下各项必须由最终用户如实填写，否则恕不维修 

产品序号: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注：产品序号参见主机背板上的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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