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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説明 
感謝您選擇具備 iVAPS 的 VPAP ST （下文簡稱「VPAP ST」）。 在操作本裝置前，請閲讀使用説明 
與資訊指南內的全部內容。

VPAP ST 概覽

VPAP ST 系統包含以下元件：
•  VPAP ST 裝置  •  呼吸管路  •  90 瓦供電裝置  •  S9 旅行包  •  SD 卡  •  S9 SD卡保護夾。
另選組件有：
•  H5i 加熱型潮濕器  •  標準型呼吸管路  •  SlimLine 呼吸管路  •  3 米長呼吸管路  •  ClimateLine 加熱呼吸管
路  •  ClimateLineMAX 加熱呼吸管路  •  30 瓦供電裝置（不支援 H5i） •  Power Station II 電池組  •  直 流／直
流轉換器，24 伏特／90 瓦。

旅行秘訣

只攜帶 VPAP ST 旅行時：
 • 確保您攜帶 SlimLine 或標準型呼吸管路，由於設計用途原因，ClimateLine 或 ClimateLineMAX 加熱呼吸管
路無法與本裝置直接連接。

 • 確保您購買將使用本裝置的所在地區核准的電源線，並攜帶旅行。

空氣過濾網

直流電電源插口

SD卡插口

模組／適配器介面

空氣輸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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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1. 將供電裝置的直流電插頭連接到本裝置的後面。
2. 將電源線連接到供電裝置上。
3. 將電源線的另一端插入電源插座上。
4. 將呼吸管路的一端牢固地連接到空氣輸出口上。
5. 將組裝好的面罩系統連接到呼吸管路的自由端。
備註： 
 • 有關面罩組裝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您的面罩用戶指南。 
 • 推薦的面罩見 www.resmed.com 網站的 Products（產品）網頁，後者在 Service and Support 

（服務及支援）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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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S9 Essentials 已經由您的臨床醫師啟用， 
【資訊】和【設定】功能表會停用。

【資訊】 
功能表*

讓您可以檢視
您的睡眠資料
或讓您結束功

能表。

【設定】 
功能表* 

讓您可以對
設定進行變
更或結束功

能表。

按鈕式微調器
轉動微調器，使您能
夠捲動查看功能表和
變更設定。按壓微調

器，使您能夠進入
功能表並確認您的

選擇。 

啟動／停止
按鈕  

啟動或停止治
療。 

按鍵：

【資訊】功能表

【設定】功能表

按鈕式微調器

Start／Stop
（啟動／停止）

Climate 
Control

加熱管路

RAMP

濕度

首頁

液晶顯示螢幕 
顯示功能表、治療畫面

和提示。

VPAP ST 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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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延遲增壓時間

延遲增壓時間功能是為了治療開始時感到更舒適而設計的，這段時間是壓力從治療開始時的低壓升至起始
壓力的一段時間。 調整延遲增壓時間：

1. 在【主畫面】，轉動
，直到【延遲增

壓】畫面顯示爲藍色
為止。

2. 按 。 
選項以橘色反白顯
示。

3. 轉動 ，直到您要
求的延遲增壓時間顯
示出來。

4. 按 ，確認您的
選項。

使用面罩緊密度功能

您可以使用面罩緊密度功能，幫助您正確地配戴面罩。 這個功能在治療開始前輸送三分鐘的CPAP壓力，在
這段期間，您可以檢查並調整您的【面罩緊密度】以儘量減少漏氣。
1. 按照面罩用戶指南戴上面罩。
2. 在【主畫面】，按住 三秒鐘。  

下列【面罩緊密度】畫面將顯示：

3. 如有需要，調整您的面罩、面罩護墊和頭帶，直到【面罩緊密度】指示【良好】為止。三分鐘後，壓力
將回復到設定壓力並開始治療。 您可以在任何時間按 ，即可終止面罩緊密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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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 Essentials

S9 Essentials 的設計是爲了使裝置互動性和功能表導覽對您而言更為容易。如果是由臨床醫師啟用，則 S9 
Essentials 會停用【資訊】和【設定】功能，使您可以輕鬆地開始和停止治療以及調整延遲增壓（RAMP）
、增濕和 Climate Control。

選擇面罩類型

選擇面罩類型：

1. 按 。 【設定】畫面顯示。 2. 轉動 ，直到面罩以藍色
顯示。

3. 按 。 選項以橘色反白
顯示。

4. 轉動 ，直到您要求的面
罩設定顯示出來。

5. 按 ，確認您v的選項。 6. 按 ，返回到主畫面。

備註： 如果 S9 Essentials 已經由您的臨床醫師啟用，即不可能選擇面罩類型。

5
繁體中文



啓動説明
1. 確保接通電源。
2. 必要時，調整延遲增壓時間或者濕化程度。
3. 按照面罩用戶指南配戴面罩。
4. 要開始治療，只需在面罩內呼吸和／或按  即可。
5. 躺下並仔細擺放呼吸管路，以保證睡眠中翻身時，呼吸管路能自由移

動。
6. 欲想在任何時間停止治療，只需移開面罩，並／或按  即可。

 備註： 
 • 如果您的臨床醫生已經啓用【智慧型啓動】(SmartStart) 功能，該裝置將在您在面罩內呼吸時自動啓動並

在拿掉面罩時自動停止。
 • 如果在治療期間電力中斷，當電力恢復時，裝置會自動重新開始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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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治療畫面

視系統先前的配置而定，一旦治療開始，您會看到下列其中一個示範畫面（以 ST 模式顯示）：

 9 H5i 潮濕器  9 H5i 潮濕器
 9 ClimateLine 或 ClimateLineMAX

 9 Climate Control – 自動

 9 H5i 潮濕器
 9 ClimateLine 或 ClimateLineMAX

 9 Climate Control –手動

 9 沒有可選配件獲得的治
療資料

 9 透過血氧器適配器獲得的血
氧資料

壓力條形圖：在雙水平模式中，在壓力條形圖上的固定垂直線代表呼氣壓力和吸氣壓力。治療正在延遲增
壓（以橘色延遲增壓圖示表示）或變化壓力當中，壓力值會以橘色顯示。當達到設定的壓力時，這些值會
以白色顯示。 
在 CPAP 模式中，僅會顯示一個設定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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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治療畫面 1 和 2 之間進行切換，從主畫面按 。

 9 附有裝置吸氣觸發（定時 
(Timed)）和吐氣觸發（定
時 (Timed)，Ti Max 或 Ti 
Min）呼吸指示器的治療

 9 具有自主吸氣觸發和吐氣觸發
的呼吸功能的治療

檢視【資訊】功能表

【資訊】功能表有一系列的畫面，顯示您的睡眠品質、睡眠報告和服務資訊。 

要檢視【資訊】功能表，從主畫面按 。

在【睡眠品質】畫面上，您隨時
可以檢視您在上個區段使用的小
時數，且如果由您的臨床醫生啟
用該功能的話，畫面會顯示面罩
緊密度和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
（apnea hypopnea index，AHI）
的資料。

在「睡眠報告」中，只能更改使
用期間— 其他數值僅作為顯示
目的。

在【服務】資訊中，會顯示裝置
總運行小時數（包括潮濕加熱器
預熱／冷卻的時間）以及軟體識
別碼。

要返回【主畫面】，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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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和維護

您應該按照本章節的要求，定期實施清潔和維護。
請參考面罩和潮濕器用戶指南，詳細了解這些裝置的保養説明。

每日清潔

手指握緊膠管口，拔出呼吸管路。 懸掛在潔淨、乾燥的地方，以待下次使用。
備註： 
 • 不得將呼吸管路直接曝露於日光，以免其隨時間硬化，最終產生裂紋。
 • 不得用洗衣機或洗碗機清洗呼吸管路。

每週清潔 

1. 從裝置和面罩上移開呼吸管路。
2. 用含有柔和洗滌劑的溫水清洗呼吸管路。
3. 徹底沖洗，懸掛晾乾。
4. 在下次使用之前，將呼吸管路連接到空氣輸出口和面罩之間。

每月清潔

1. 使用含有柔和洗滌劑的濕布擦拭裝置外部。
2. 檢查空氣過濾網是否有漏洞或被污物堵塞。

更換空氣過濾網

每六個月更換一次空氣過濾網（或必要時更頻繁更換）。
1. 取下裝置背面的空氣濾清網蓋。
2. 取出舊的空氣過濾網並丟棄。
3. 插入新的 ResMed 空氣過濾網， 

確保在空氣過濾網蓋內排放平整。
4. 更換空氣過濾網蓋。
備註：
 • 確保裝置始終裝有空氣過濾網

和空氣過濾網蓋。
 • 不得清洗空氣過濾網。空氣

過濾網不可清洗，也不可重複
使用。

空氣過濾網

空氣過濾網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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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卡

所附的 SD 卡從您的裝置上收集
治療資料並從臨床醫生處提供最
新設定。經指示時，從電源插座
上拔除裝置，取出 SD 卡，把卡
裝入保護夾中，然後歸還給您的
臨床醫生。

取出 SD 卡

1. 把 SD 卡往裡面推即可釋放
該卡。

2. 取出 SD 卡。
3. 將 SD 卡插入保護夾。
4. 按照臨床醫生指示，把保護

夾送回。
有關取出和插入您的 SD 卡方面
的更多資訊，請參考裝置隨附的 
S9 SD 卡保護夾的相關內容。 請
保留 S9 裝置的 SD 卡保護夾以
供將來使用。

備註：
 • 有關故障排除方面的資訊，請參閱 

《資訊指南》。
 • 有關更多產品資訊，請瀏覽 

www.resmed.com 網站。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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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leaders in sleep and respiratory medicine    www.resmed.com

Manufacturer: ResMed Pty Ltd 1 Elizabeth Macarthur Drive Bella Vista NSW 2153 Australia. 

See www.resmed.com for other ResMed locations worldwide. 

For patent information, see www.resmed.com/ip.

S9, H5i, ClimateLine, SlimLine, SmartStart and VPAP are trademarks of ResMed Pty Ltd and S9, 
ClimateLine, SlimLine, SmartStart and VPAP are registered in U.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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