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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RMA 血液分析系统概述

1.1

第 1 节：IRMA 血液分析系统

本节涵盖有关 IRMA 血液分析系统的一般信息，并说明安装过程。

1.1 开始

拆开系统包装并检查

IRMA 血液分析系统随附以下组件（图 1.1）：

• 带坞站 (2) 的 IRMA 底座 (1) 以及可拆卸的 
IRMA 平板电脑 (3)。IRMA 平板电脑为单 
独包装。

• 交流电源 (4)

• 位于存放区域的温度卡 (5)

• 位于存放区域的 IRMA 工具 (6)

• 热敏纸 (7)

• USB 2.0 快速以太网适配器 (8)

拆开收到的组件，确保没有漏发，并检查组件是否有装运
损伤。一旦发现装运损伤，请立即向您的服务提供 
商报告。

如果收到了多个 IRMA 系统，请一次只打开一个进行装
配。在装运之前 IRMA 平板电脑和 IRMA 底座已经配
对，应当存放在一起。

保留一套包装材料。需要制造商进行维修的 IRMA 系统，必须以原始包装材料包装并返回。如果没有原始包装材料，请
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获取替换件。

将 IRMA 平板电脑置于坞站中

IRMA 平板电脑为单独包装。要将 IRMA 平板电脑置于坞
站中（图 1.2），请执行以下操作：

• 将 IRMA 平板电脑的方向调整为连接器针 (10) 位
于左侧。

• 找到坞站上的连接器针 (11)。以轻微的角度握住 
IRMA 平板电脑，匹配连接器针，然后将 IRMA 平
板电脑置于坞站中。位于 IRMA 平板电脑右侧的
强力磁铁会将其固定到位。

• 通过按顶部左缘 (12) 上的按钮直至显示屏亮起，
接通 IRMA 平板电脑电源。 

图 1.1

1

2

3

4
5

6 78

图 1.2

12

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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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IRMA 系统初始语言设置

在 IRMA 平板电脑首次通电时，会显示选择语言屏 
幕（图 1.3）。要使 IRMA 平板电脑语言保持为英语，则按“完
成”按钮。要更改语言，可选择所需的语言，并按“完成”按钮。

将交流电源接至 IRMA 底座并接通电源

将电源线连接至交流电源。将交流电源筒形插头插入位于底座右侧的筒形插孔。将电源线插入电源插座。

为 IRMA 系统电池充电

当 IRMA 平板电脑位于坞站中时，IRMA 平板电脑电池以及 IRMA 
底座电池会在连接至电源时根据需要充电。IRMA 底座和 IRMA 
平板电脑在装运时已部分充电。要将 IRMA 平板电脑和 IRMA 底
座的电充满，请连接至电源 7 小时。

安装打印机纸张

将手指放在盖前附近的切断区域并如图 1.4 中所示向上拉动，可
打开打印机的盖和存放仓。将打印机纸辊置于压低的纸仓中，展
开辊底部的纸张（图 1.5）。展开纸张并关闭盖，如图所示露出
约 1 英寸 (2.5 cm) 的纸张。

使 IRMA 系统处于工作温度

IRMA 系统在使用前必须处于工作温度。IRMA 分析仪的工作温度
范围为 12 至 30°C（54 至 86°F）。如果 IRMA 系统长时 
间暴露于该范围以外的温度，可能会显示仪器温度错误消息。必
须将 IRMA 系统置于工作温度范围内的温度中平衡至少 30 分
钟，然后才能开始测试。

图 1.4

图 1.5

图 1.3



1  IRMA 血液分析系统概述

1.3

1.2 IRMA 血液分析系统组件

预期用途

IRMA 血液分析系统搭配 IRMA 试剂盒，旨在用于体外测量人类全血中各种重要治疗分析物的专业用途。有关可通过 
IRMA 系统测量的分析物的清单，请参阅附录 B，第 B.6 节。

CLIA 复杂程度分类

IRMA 血液分析系统具有“中度复杂”CLIA 分类。 

描述

IRMA 系统的主要组件包括带有可拆卸 IRMA 平板电脑的便携式电池供电 IRMA 底座，以及包含传感器和校准剂的 
IRMA 试剂盒。试剂盒由各种分析物构成。 

试剂盒使用自足式校准剂对每次测试进行校准。显示在 IRMA 平板电脑上的说明可引导用户完成测试过程。患者和样本
信息在分析期间输入，从样本注入到测试结果显示只需 30 秒。可打印或传输结果。 

1.3 IRMA 底座
IRMA 底座具有以下特性：

前视图（图 1.6）

1. IRMA 底座：IRMA 底座经由
蓝牙连接和 IRMA 平板电脑
配对。

2. 集成打印机：打印测试结果
和相关信息的硬拷贝。打印
机经由蓝牙连接与 IRMA 平
板电脑配对。

3. 可拆卸 IRMA 平板电脑：引
导用户完成 IRMA 操作的所
有方面。

4. 坞站：在 IRMA 系统连接至
交流电源时，固定住 IRMA 
平板电脑并对其充电。

5. 交流电源筒形插孔。

6. 边缘连接器插头块：将试剂
盒电气连接至 IRMA 系统。

7. 红外线 (IR) 传感器（嵌入
式）：测量并控制样本温
度。

8. 容纳 IRMA 工具、温度卡和热敏纸辊的存放区域（可通过打开打印机盖使用）。

9. 温度卡：用于验证温度控制系统是否工作正常。温度卡位于存放区域 (8)。

10. IRMA 工具：用于将 IRMA 平板电脑锁定至坞站，以根据需要更换打印机护盖、边缘连接器、打印机和/或电
池。IRMA 工具位于存放区域 (8)。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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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视图（图 1.7）

11.  唤醒按钮

12.  电源线连接（筒形插孔）。

13.  USB 端口。

14.   LED 指示灯指示底座是处于唤醒状态还是休眠状态（白
色 LED），以及 IRMA 系统是否需要充电（绿色/琥珀色 
LED），或是需要对 IRMA 系统的一块还是两块电池充电。

使用未经批准的附件可能有损使用 IRMA 系统时的安全性。

1.4 IRMA 唤醒和休眠模式
用户可设置 IRMA 平板电脑在多长时间无操作之后进入休眠模式（请参阅第 8.9 节）。要唤醒 IRMA 平板电脑和 
IRMA 底座，可短按 IRMA 底座上的唤醒按钮。在唤醒之后，将显示主菜单，或者如果启用了操作员 ID 功能，则将显
示操作员 ID 登录屏幕。如果 IRMA 平板电脑未连接至 IRMA 底座，则通过短按 IRMA 平板电脑电源键唤醒 IRMA 平
板电脑。

底座的状态由白色 LED 指示灯指示，具体如下：

底座休眠/唤醒 LED
唤醒模式 持续亮起白光

休眠模式 闪烁白光

备注：IRMA 底座仅在以电池工作时会进入休眠模式。

1.5 IRMA 电池操作
在充满电之后，IRMA 系统可运行大约 40 到 80 次测试，具体取决于所用试剂盒类型和所需的打印量。IRMA  
系统的电池电量指示灯位于 IRMA 平板电脑屏幕上。IRMA 底座电池或 IRMA 平板电脑电池所需的充电时间大约为 
7 个小时。 

电池状态由绿色/琥珀色 LED 指示，具体如下：

底座电源指示灯 LED
电池正在充电 闪烁绿光

IRMA 系统需要充电 闪烁琥珀色光

IRMA 底座电池为可更换型。有关更换 IRMA 底座电池的说明，请参阅第 6.2 节。IRMA 平板电脑中的电池不可更换。

如果 IRMA 平板电脑电池完全放电，IRMA 系统至少需要充电十分钟方可使用。必须将 IRMA 平板电脑放置在坞站中，
并且 IRMA 底座必须连接至交流电源，才能为电池充电。

小心：在患者、LQC 或 TQC 测试期间，不得在测试开始后将交流电源或插入 IRMA 底座或将其拔下。测试期
间在 IRMA 底座上插拔交流电源将导致错误，并导致测试中止。

11

12 13

14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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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RMA 试剂盒组件
每个 IRMA 试剂盒包含一个传感器阵列和自足式校准 
剂（图 1.8）。每个试剂盒可执行一次患者或液体 QC 测试。

1. 试剂盒引线：将试剂盒电气连接至 IRMA 系统。

2. 鲁尔注入口：样本收集装置和试剂盒的连接位置。

3. 传感器：测量分析物浓度。

4. 校准剂凝胶：用于校准没有扣盖的试剂盒的传感器。

5. 废弃物容器：最大容纳体积为 5 mL。 

6. 如图 1.9 所示的温度监控接触部位：其中 IR 传感器测量
并控制样本温度（位于试剂盒的底部）。

1.7 IRMA 试剂盒护理 

拆开 IRMA 试剂盒包装

IRMA 试剂盒以隔热的装运容器另行单独订购、包装和运送。装运
温度范围为 0 到 50°C。请检查每个装运容器内包含的温度指示
器。请参阅指示器随附的说明。如果温度指示器表明超出了装运
温度范围，请勿使用该试剂盒。请致电您的服务提供商获取替换
试剂盒。

请在室温下存放试剂盒。有关试剂盒存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附
录 B，第 B.7 节。 

平衡 IRMA 试剂盒

在使用前必须平衡所有试剂盒。从装运容器中取出试剂盒，
并于温度稳定在 15 到 30°C（59 到 86°F），波动不超过 
8°C (14.4°F) 的区域平衡至室温。平衡时间根据产品而有所不同，
请参阅附录 B，第 B.7 节。 

如果存放区域温度波动大于 8°C 或 14.4°F，则必须对试剂盒进行更长时间的平衡，然后才能进行使用。应当通过记录
存放区域的每日最小和最大温度来记录正确的条件。

31 2 3 4 5

图 1.8

图 1.9

显示温度监控部位的试剂盒的底视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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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RMA 平板电脑

将 IRMA 平板电脑锁定到坞站上。

在需要时，可将 IRMA 平板电脑从坞站上取下。为防止 IRMA 平
板电脑脱离，坞站的右侧有两颗嵌入式螺钉，可使用位于打印机
盖下的 IRMA 工具（图 1.10）将其紧固到 IRMA 平板电脑上。
紧固每颗螺钉，直到用手拧紧。要取下 IRMA 平板电脑，可用 
IRMA 工具松开螺钉，直到螺钉不再产生阻力。螺钉用于防止平板
电脑与坞站脱离。

1.9  IRMA 平板电脑主菜单
在主菜单上显示有五个选项。下面简述每个选项。

• 患者测试：用于执行患者全血样本分析。 

• QC 测试：用于执行电子质量控制 (EQC) 测试、液体质
量控制测试 (LQC) 以及温度检验 (TQC) 测试。

• 审查：用于访问测试结果、查看日志和其他仪器功能。

• 设置：用于配置和/或编辑所有 IRMA 系统设置，包括
操作员 ID 和患者 ID 设置、分析物范围、试剂盒设
置、QC 锁定设置、测试设置、设备设置以及 ABG  
测试设置。

• “使用说明”图标：IRMA 系统用户手册的 PDF 副本，
也可通过主菜单访问。手册的可搜索 PDF 副本可从 
www.lifehealthmed.com 下载。

1.10 IRMA 触摸屏界面
IRMA 平板电脑使用一组符号、文本、视频、控件（按钮、滚动选项、文字输入项和复选框）和动作（点按、滑动以及
捏合），允许操作员与 IRMA 系统交互并对其进行控制，从而执行测试，审查测试结果以及配置 IRMA 系统。在执行
每个过程时，用户都可通过包含便于理解的指示、按钮和视频短片（如适用）的屏幕得到指导。 

IRMA 控件

操作员使用按钮、滚动选项、复选框和文字输入区域来执行操作，并将数据输入 IRMA 系统。

按钮

IRMA 触摸屏界面使用的各种类型按钮包括：

• 选择：“选择按钮”用于在 IRMA 触摸屏界面中进行导
航，其形状和颜色有所不同。

• 操作：“操作按钮”为绿色、橙色或蓝色，显示在屏幕底
部或键盘区域。它们执行其上显示的文字所述的操作。

• 多选：用于输入数据或配置 IRMA 系统。可不选择按钮或
选择多个按钮。多选按钮在被选中时变蓝，且其上显示复
选标记。在取消选择时，它将变灰，没有复选标记。

• 单选按钮：用于进行单次选择。选中后单选按钮变蓝，且
圆圈内有点。在取消选择时，它会变灰，只显示圆圈。

图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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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选项

滚动选项主要用于在可用的输入项数目有限时输入数据。要使用
滚动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 触摸控件的中心，并向上滑动以将选项更改为中心位置下
方的选项。向下滑动将选项更改为中心位置上方的选项。

• 如果中心位置上方没有文字，则滚动选项只能向上滑动。
如果中心位置下方没有文字，则滚动选项只能向下滑动。

• 中心蓝框内的选项为所选的数据点。

复选框

复选框控件用于将屏幕上的功能打开或关闭。

• 按框一次，其中将会出现复选标记。功能即被打开。

• 再次按框，即会去除复选标记。功能即被关闭。

文字输入区域

通过键盘或条码读取器使用文字输入区域。其描述位于键盘屏幕
下方。

动作控件

IRMA 平板电脑使用的触摸屏可对以下动作控件做出响应：

• 点按：用手指或手写笔触碰屏幕进行选择。

• 滑动：触碰屏幕，然后向上或向下拖动手指或手写笔（滚
动）或将其拖动至右侧或左侧（滑动）。如果屏幕上显示
出由细线、垂直线、灰线指示的额外信息，可通过滚动屏
幕来进行查看。

 - 在通过搜索检索多个测试记录时（第 4 节 - 审查），可通过向左或向右滑动从一个记录移动到一个记录。

• 捏合：用两根手指触碰屏幕并将两根手指的指尖滑到一起，可将文字缩小。用两根紧靠的手指触碰屏幕并让两根
手指彼此分开滑动，可将文字放大。用户手册是唯一响应捏合动作的部分。

备注：触摸屏灵敏度各有不同，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皮肤上水分的含量。因此，有些操作员的触摸
屏性能体验可能受到影响。对于在触摸屏响应能力上一直遇到问题的操作员，建议使用触摸屏手写笔。

备注：在戴着腈、乙烯基或乳胶手套时可使用 IRMA 平板电脑的触摸屏。如果要戴上手套衬里，建议使用纯棉
或尼龙手套衬里。不建议使用聚酯手套衬里，因为经证实它们会影响触摸屏的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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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屏幕项目

主菜单每个部分（患者测试、QC 测试、审查和设置）的具体说明包含在以下章节中。大多数屏幕的通用项目包括：

• 状态栏：如果存在，状态栏将横跨屏幕顶部。它显示日期和时间，以及在下文的按钮和图标小节中描述的一系列
图标。

• “操作按钮”：“操作按钮”为绿色、橙色或蓝色，显示在屏幕底部或键盘区域。它们执行其上显示的文字所述
的操作。

• 键盘屏幕：键盘屏幕用于输入字母数字信息。它可以只占屏幕的三分之二显示，或者可以全屏显示。

测试屏幕

需要操作员进行输入的患者和 QC 测试屏幕使用通用的布局，其
功能包括：

• 测试进度：屏幕左侧三分之一显示有关测试进度的信息。
黄色粗体文字对应测试屏幕的标题，而白色斜体文字则是
在屏幕上输入的信息。可能有其他信息没有显示在屏幕
上。要查看额外信息，可对测试进度区域进行滚动。

• 测试状态：屏幕右侧三分之二显示测试的当前状态或由操
作员输入的请求信息。

条码读取器屏幕

条码读取器位于 IRMA 平板电脑的背面左上角。条码读取器用于
将信息输入到 IRMA 平板电脑。根据 IRMA 系统的配置方式，条
码读取器屏幕可自动显示，或通过按“扫描”按钮（如可用）显示。 

要使用读取器，可将取景器中心显示的红色十字置于要扫描的条码上。将条码置于屏幕中心，并将其固定，以便于在检
测条码时自动对焦。如果在数秒之后没有扫描条码，则将其相对于 IRMA 平板电脑缓慢移近或移远。条码上有阴影或光
线昏暗可能让条码检测更困难。如果成功扫描条码，IRMA 平板电脑将发出蜂鸣声。条码读取器使用图像处理技术，对
眼睛无害。 

如果条码读取器在特定时间内没有检测到条码，将会返回至手动输入屏幕。条码读取器超时功能位于“设备设置”（请
参阅第 8.9 节）中，且可设置范围为 10 秒到 3 分钟。 

条码读取器屏幕的功能包括：

• 扫描窗口：窗口的中心显示条码成像器的视野，在其上覆
盖一个红色十字。

• 条码读取器可读取以下符号：

• 1D 格式 - 代码 39、代码 93、代码 128 和代码条

• 2D 格式 - 二维码和数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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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屏幕

键盘屏幕的功能包括：

• 文字输入区域：将存在一个或多个白色文字输入区域。在
文字输入区域旁边，或在采用浅灰色字母的文字输入区域
内，将有文字说明应当输入的信息。通过键盘按钮进行的
输入将显示在所选的文字输入区域。要选择文字输入区
域，可点按它。其中将出现光标。无法通过拖动光标来移
动它。

 - 如果要在键盘上方显示的文字输入区域过多，文字输入
区域将成组滚动，而键盘则保持在原位。 

• 键盘区域：点按后，显示在键盘区域中的蓝色键在所选的
文字输入区域中输入文字。显示的按键取决于要在文字输
入区域输入的信息。绿色按钮如下所述：

 - ABC/123 按钮用于在字母和数字键盘之间切换。

 - ?123 按钮显示数字和符号键盘。

 - backspace 键删除文字输入区域中的最后一个字符。

 - Shift 键用于在大写和小写字母键盘之间切换，或者在
主数字符号键盘和替代数字符号键盘之间切换。

• 交替键：根据键盘类型和/或语言，使用相同的键可以输入
不同的字符。具有交替字符的键的右上角有一个小点。要
输入交替字符：

 - 按住带小点的键。可以输入的字符都可以显示出来。按
下相应的键，就可以选择要用的字符。

 - 多次敲击带小点的键。敲击两次将输入第二个交替字
符。敲击三次将输入第三个交替字符���

指导屏幕

患者和 QC 测试屏幕使用通用布局，其功能包括：

• 测试进度：在测试期间显示的指导屏幕使用与测试屏幕部
分中显示的测试进度区域相同的区域。不在测试期间显示
的指导屏幕则没有测试进度区域。

• 说明：引导操作员进行操作的说明显示在屏幕的中心。

• 循环视频：简短的循环视频，显示将采取的操作，可能显
示在说明旁边。

• 定时器：有些操作员操作必须在定义的时间范围内完成。
将会显示倒计数，指示 IRMA 系统取消测试或操作之前剩
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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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屏幕

如果不需要操作员操作，等待屏幕将显示以下功能：

• 测试进度：在测试期间显示的测试屏幕使用与测试屏幕部
分中显示的测试进度区域相同的区域。不在测试期间显示
的等待屏幕则没有测试进度区域。

• 进度动画：显示呈现下个屏幕之前剩余的大致时间的动
画，位于屏幕中心。

设置和审查屏幕

设置和审查区域当中的大多数屏幕使用通用布局，其功能包括：

• 子菜单列表：屏幕的左侧三分之一显示选择按钮列（在审
查中为橙色，在设置中为紫色）。一次只能选择一个按
钮。所选按钮的阴影比未选按钮的阴影更亮。如果列表中
包含的按钮多于要在屏幕上显示的按钮，则可滚动子菜单
按钮。

• 输入区域：屏幕右侧三分之二可显示信息文字，或者在更
多情况下显示成组按钮、滚动选项、键盘或其他形式的数
据输入。

结果屏幕

患者和 QC 测试结果显示在结果屏幕上。结果屏幕在测试结束时
显示，或者在审查区域检索测试记录时显示。每个测量和计算的
分析物显示其自己的行上。结果屏幕的功能包括：

• 分析物按钮：分析物按钮以彩色按钮白色文字或者以白色
按钮黑色文字显示分析物的名称、分析物结果、分析物的
测量单位以及任何标记。按钮颜色含义：

 - 绿色：如果根据正常或正常临界参考范围评估结果，且
结果在正常范围内，则分析物按钮为绿色。

 - 橙色：如果仅根据正常参考范围评估结果，且结果在正
常范围之外，则分析物按钮为橙色。如果根据正常参考
范围和临界参考范围评估结果，并且结果在正常参考范
围之外、临界参考范围以内，则分析物按钮为橙色。

 - 红色：如果根据正常参考范围和临界参考范围评估结
果，并且结果在临界参考范围之外，则分析物按钮为红
色。如果结果在可报告范围之外、IRMA 系统机器范围
以内，则将分析物结果报告为大于或小于可报告的范围
限值，并且分析物按钮为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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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白色：如果不根据参考范围评估结果，则分析物按钮为
白色。

 - 灰色：如果无法计算结果，或者如果结果在 IRMA 范
围之外，则结果值将被禁止。会显示三个短横，而非结
果值。

 

• 可用的标记包括：

 - 高：如果结果大于正常参考范围上限并小于临界参考范
围上限（如果定义了上限），则会在分析物按钮的右侧
显示一个向上指的三角形。

 - 高于临界：如果结果大于临界参考范围上限并小于可报
告范围上限，则会在分析物按钮的右侧显示两个向上指
的三角形。

 - 高于极限：如果结果大于可报告范围上限并小于 IRMA 
范围上限，则会在分析物按钮的右侧显示一个向右指的
三角形，并且在结果前会显示 > 符号。

 - 低：如果结果小于正常参考范围下限并大于临界参考范
围下限（如果定义了下限），则会在分析物按钮的右侧
显示一个向下指的三角形。

 - 低于临界：如果结果小于临界参考范围下限并大于可报
告范围下限，则会在分析物按钮的右侧显示两个向下指
的三角形。

 - 低于极限：如果结果小于可报告范围下限并大于 IRMA 
范围下限，则会在分析物按钮的右侧显示一个向左指的
三角形，并且在结果前会显示 < 符号。

 - 禁止：如果无法计算结果，或者结果小于 IRMA 下限
或大于 IRMA 上限，则会在分析物按钮的右侧显示一
个 X。

 - 关联的结果如果选择了分流，则会在分析物按钮的左侧
显示心脏图标，指明使用 Hct 分流关联斜率和截距值
调节了血细胞比容结果。

 - 体温校正结果：体温计图标将显示在分析物按钮的左侧，指明已针对患者体温校正了结果。

• 详细视图：按结果图表或分析物按钮以在分析物的摘要视图和分析物的详细视图之间进行切换。在详细视图中，
结果显示在垂直结果条上方，参考范围显示在条形图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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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图表：条形图，落在其范围内的结果显示在分析物按
钮的另一侧。根据为分析物定义的参考范围数量，结果图
表分为一个、三个或五个部分。

 - 如果为分析物定义了正常和临界参考范围，则会显示具
有五个部分的条形。正常范围内的结果显示在中心部
分。紧靠正常部分左侧和右侧的部分显示最低和最高结
果。外侧两个部分显示低于临界和高于临界的结果。

 - 如果为分析物定义了正常参考范围，则会显示具有三个
部分的条形。正常范围内的结果显示在中心部分。两个
外侧部分显示低结果和高结果。

 - 如果没有为分析物定义参考范围，则会显示具有一个部
分的条形。

备注：对于无法定义参考范围的结果，不会显示结果图。

备注：将根据结果位于参考范围内的位置显示垂直条。

消息对话框

如果操作员尝试不允许的操作，或者 IRMA 系统需要通知操作员
要求立即注意的问题，则会显示消息对话框。消息对话框为部分
透明，覆盖屏幕的中心，必须处理它才能返回其背后的原屏幕。
消息对话框的功能包括：

• 说明：通知操作员需要什么。

PDF 查看器屏幕

PDF 格式的文件显示在具有 PDF 查看器的屏幕中。PDF 查看器
屏幕的功能包括：

• PDF 视图：屏幕右侧的四分之三用于显示 PDF 文档。可
通过捏合来缩放文档。对于多页文档，滚动时文档一次移
动一页。文档的最右侧是具有灰色圆圈的垂直线。在向上
和向下滑动圆圈时，垂直线将快速移动文档的多个页面。

备注：滚动至下一页或使用滑动条，文档的当前页面必须
为其最小尺寸，完全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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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和图标

下面为常用按钮和图标的列表：

按钮或图标 描述

下一步 继续前进到任务的下个屏幕

上一步 回到上个屏幕

跳过 请求的数据将在数据库中留空

完成 完成任务

确定 肯定应答信息消息

取消 恢复任何更改或取消操作

扫描 显示条码读取器屏幕

手动输入 显示手动输入屏幕

编辑 打开项目或测试记录以进行编辑

查看 以只读方式打开测试结果编辑屏幕

新增 显示用于添加新项目的屏幕

删除 删除单个项目

全部删除 删除整个集合

打印 直接用打印机打印或打开打印机对话框屏幕

已禁用 将禁用功能

已启用 将启用功能

ABC/123 在字母键盘和数字键盘之间切换

?123 在数字和符号键盘以及替代符号键盘之间切换

在大写和小写键盘之间切换，或者在标准和替代键盘之间切换

显示用户手册

指示 IRMA 系统电池中剩余的电池电量

指示 IRMA 底座已连接至 AC 电源

指示 IRMA 系统的电池正在充电

指示 IRMA 系统已经连接至 WiFi

指示 IRMA 系统已连接至有线以太网

指示 IRMA 系统已经通过蓝牙连接至设备

指示存储设备已连接至 USB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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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或图标 描述

指示测试已经完成

指示操作员应当查看日志

指示 EQC 测试未通过且操作员应当查看日志

指示 IRMA 系统正在打印报告或文档

用于配对 IRMA 平板电脑的蓝牙连接图标。

血细胞比容结果已关联

已针对患者体温校正结果

结果大于正常参考范围

结果大于临界参考范围

结果大于可报告范围

结果小于正常参考范围

结果小于临界参考范围

结果小于可报告范围

结果被禁止

测试处于 QC 锁定状态

清除锁定所需的 QC 测试数目

1.11 IRMA 气压计
IRMA 系统利用两个内置的气压计来测量气压，用于计算血气结果。它们已由 LifeHealth 校准，无需调节。

1.12  IRMA 系统惯例
IRMA 系统根据一些一般惯例工作。

• 按“完成”按钮即接受了测试结果，或 IRMA 平板电脑在显示结果屏幕后进入休眠模式。

• 在将结果传输到外部数据接收器之前，都可编辑测试记录的可编辑字段。打印测试记录不视为传输到外部数据接
收器。

备注：并非测试记录的所有字段都可编辑。

• 测试记录在执行测试后存储与其相关的信息。例如，如果 Andersen 医师是执行测试的开单医师，之后 
Andersen 医师的名字更改为 Anderson 医师，则测试记录中的医师名字将为 Andersen 医师。

备注：该规则的唯一例外是分析物的测量单位。如果测试运行时 IRMA 系统中 iCa 的测量单位为 mmol/L，之
后该单位更改为 mg/dL，则将以 mg/dL 报告 iCa 结果。

• 一般情况下，在任务执行期间不会显示返回按钮。如果发生了数据输入错误，可在任务完成后使用编辑来 
进行校正。

• 仅对需要键盘进行输入的配置项目显示保存按钮。如果有更改，大多配置项目都会立即保存，因此无需操作员进
行保存。

• 对于操作员添加的配置项目，例如操作员 ID，惯例是删除当前项目并添加新项目，而不是编辑现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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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在初始设置之前
在初始设置之前，完成以下操作：

• 更改大多数 IRMA 系统设置需要 QA 级别操作员 ID (OID)。确定将监督 IRMA 系统设置的 QA 用户，并将他们
添加至操作员 ID (OID) 列表。有关说明，请参阅第 8.2 节。

• 一旦创建了 QA 级别 OID，则可删除默认 OID 123456。请参阅第 8.2 节。

备注：如果启用了密码功能（请参阅第 8.2 节），则在密码功能设置为启用和 IRMA 平板电脑进入休眠模式
前，必须为所有 OID 创建密码。

• 在附录 E 中审查默认 IRMA 系统设置，并进行任何所需调整。有关说明，请参阅第 8 节。

• 如第 3.5 节所述执行 EQC 测试。 

• 如第 3.7 节所述执行 TQC 测试。

• 建立质量控制程序并设置液体对照物（对照物类型、批次、级别和限值）。请参阅第 3 节和第 8 节。

• 如果有 WiFi 网络可用，则将 IRMA 系统连接至 WiFi 网络（请参阅第 8.9 节）。连接后，请配置“使用网络日
期”和“启用时间”（请参阅第 8.9 节）。

1.14 IRMA 系统装运和长期存放
在装运 IRMA 系统或进行长期存放之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交流电源插入到 IRMA 底座。

2. 按 IRMA 底座上的唤醒按钮。

3. 从坞站上取下 IRMA 平板电脑。

4. 按住 IRMA 平板电脑的电源按钮，直至显示屏幕，询问关机还是重启。选择关机。

5. 暂时将 IRMA 平板电脑放到一旁。

6. 按住 IRMA 底座上的唤醒按钮至少十五秒。

7. 唤醒按钮旁的两个 LED 将熄灭。松开唤醒按钮。

8. 等待白色 LED 闪烁。

9. 拔下交流电源。

10. 如果要存放 IRMA 系统，则将 IRMA 平板电脑插入坞站。

11. 如果要装运 IRMA 系统，请找到原始装运材料，或者从服务提供商处获取一套装运材料。

12. 遵照包装说明来将 IRMA 平板电脑和 IRMA 底座放置到其相应的装运衬垫中，然后将二者都放入装运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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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特意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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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节：患者样本分析

该部分描述使用 IRMA 系统执行患者全血样本分析的程序，包括样本要求、样本集合以及样本处理
要求。

2.1 样本要求

可接受的试样包括：

• 用 1、2 或 3 mL 肝素锂注射器收集的新鲜动脉或静脉全血。大多数标准 ABG 注射器都兼容 IRMA 试剂盒。
建议对离子钙测试使用合理剂量或小量肝素；可使用肝素钠，但是钠值应当提升 1 到 2 mmol/L。

• 在 IRMA 毛细管收集装置中收集的新鲜毛细管全血，其中包含合理剂量的肝素锂。

• 以肝素锂收集管收集的新鲜静脉全血。建议对离子钙测试使用合理剂量或小量肝素；可使用肝素钠，但是钠值应
当提升 1 到 2 mmol/L。样本应当传输到非肝素化的 1、2 或 3 mL 注射器，以注入试剂盒。 

备注：不能将以下一般类型的注射器用于 IRMA 试剂盒： 

• 无摩擦或“脉动”注射器。这些注射器有柱塞，在用户停止注射之后将继续下行。这将导致传感器错误。 

• 包含混合球或浸渍肝素的非溶性盘的注射器。球或盘可能卡在注射器的尖端，如果在注射期间强制通过或者围绕
塞通过，样本可能发生溶血。

• 具有非标准鲁尔接口而无法适配 IRMA 试剂盒鲁尔注射口的注射器。

毛细管要求

必须在 IRMA 毛细管收集装置中收集毛细管样本。请参阅毛细管收集装置随附的使用说明了解详细信息。

样本大小

全血样本最小体积为： 

• 200 µL（如果样本在 1 mL 的注射器中收集） 

• 125 µL（如果样本在 IRMA 毛细管收集装置中收集）。

确保收集足够的样本，以符合注入试剂盒所需的最小体积。 

一般样本收集指导准则

• 计划样本收集的时间，以最小化收集和分析之间的延迟。 

• 避免在 IV 管路上方吸入样本，防止 IV 液体稀释样本。 

• 在通过内在管路吸入样本时，在采样之前反冲和清除 IV 液体管路，以去除可能干扰测试结果的抗凝血剂或药
物。 

• 用酒精清洁后，使血液收集部位干燥，防止溶血。 

• 将收集装置加注至适当容量。不完全的加注可导致高肝素血液比，减小离子钙结果，并可能影响其他结果。 

• 彻底混合在注射器中收集的样本。 

• 毛细管样本必须能够从“动脉化”部位自由流动。避免过度挤压穿刺部位，防止因为稀释分析物或溶血引起的错
误结果。 

血气样本处理

• 在收集之后以及混合样本之前，立即排出注射器中的所有空气。如果必须为其他测试分离一部分样本，请勿将样
本暴露至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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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无法在 5 分钟内收集测试样本：

 - 从注射器排出所有空气。

 - 将血气样本存放在冰浆中。 

 - 在注射之前，在校准试剂盒时彻底混合样本。 

电解液样本处理

• 应当在 20 分钟内收集测试血液样本，最小化可能影响离子钙浓度的 pH 变化。

• 请勿冰镇要进行钾分析的样本；冰镇的样本可能发生溶血。 

在使用注射器时准备要注射的样本

• 从注射器样本去除所有截留的空气的方法为：使注射器向上，让气泡上升至表面，将空气以及少量血液排出到吸
收剂表面。 

• 检查排出的样本是否有血凝块。血凝块通常表明样本抗凝作用不足。如果在试剂盒传感器附近或上方注入血凝
块，可能会出现错误的测试结果或传感器错误。请勿使用凝结的样本。 

• 使用以下技术彻底混合样本： 

 - 在两只手的手掌之间滚动注射器，注射器尖端向上。 

 - 在 15 到 30 秒之后，颠倒注射器（即尖端向下）。继续滚动样本，变换注射器方向，直至彻底混合。 

• 在使用 IRMA 毛细管收集装置时，应立即分析样本。

2.2 样本注射
对于每次测试，试剂盒会自动校准样本，然后再将样本注入试剂盒。校准后，存在于样本路径中的校准剂必须完全由正
在分析的血液样本取代。样本路径为容纳传感器的试剂盒区域，必须完全加注血液（参阅图 2-2 和 2-3）。正确的样本
注射技术将确保校准剂被完全取代，并且在注射步骤期间没有引入气泡。如果从注射器进行初始样本注射后，样本路径
中存在校准剂或气泡，用户可通过从相同注射器注入更多样本将其替换掉。这可防止传感器错误和样本损耗。

注入注射器样本

以下注射技术应当用于所有注射器样本，无论注射器尺寸（1、2 或 3 mL）或样本体积为何： 

1. 将注射器牢固附接至试剂盒鲁尔注射口。如果注射器没有鲁尔锁定尖端，则将注射器尖端置于注射口，并让注射
器稍微扭动，从而牢固安放在注射口中。 

2. 将手指放在注射器周围，使大拇指位于柱塞的顶部（图 2-1）。以迅速受控的一次性动作压下注射器柱塞注射样
本，与按秒表按钮的动作相似。该初始注射应以足够的力量完成，
以将校准剂从样本路径中排出（图 2-2）。

3. 继续注射，直至样本路径被覆盖（图 2.3）。如果您可以看到样本
将校准剂推出样本路径，则表明注射速度过慢。

备注：在初始样本注射期间，请勿注入全部注射器内容物（即不
要将注射器柱塞一直向下推动到最底部）。这样可能让样本发生
溶血。  

4. 初始样本注射后，确保样本路径完全充满样本，不存在气泡或校准
剂（图 2-3）。如果使用了正确的注射技术，应当几乎看不见气泡
和校准剂。

5. 样本路径采用易于查看的设计。如果样本路径中存在气泡或校准
剂，并且您有足够的样本剩余，则可缓慢注入额外样本，以将其推
出样本路径并进入废弃物区域。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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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路径

图 2.2

图 2.3

正确加注样本路径。

6. 备注：请勿将样本从废弃物区域拉回到样本路径。这样可能导致结果不准确。  

7. 如果在注入额外样本时气泡或校准剂不移动，则轻敲柱塞顶部让它们
脱离，然后从相同注射器缓慢注入额外的样本，将它们推入废弃物区
域。如果需要，可注入注射器的全部内容物，以达到最小样本体积注
入要求 (200 µL) 或取代气泡或校准剂。

8. 如果无法在样本路径中取代气泡或校准剂凝胶，可选择取消以停止测
试，废弃一次性试剂盒，并用新的试剂盒再次开始。 

9. 一旦样本路径完全充满至少 200 µL 的样本，则选择“继续”以开始
样本分析。使注射器继续与试剂盒相连，直至分析完成。 

注入毛细管样本

必须使用 IRMA 毛细管收集装置来收集毛细管样本，并将毛细管样本注入 
IRMA 试剂盒。有关说明，请参阅 IRMA 毛细管收集装置包装插页。 

图 2.4

不当加注样本路径。  
存在气泡和校准剂。

气泡

校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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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患者测试程序 

执行患者测试  

在得到指示前，不要将试剂盒插入 IRMA 系统。 

1. 按 IRMA 底座上的唤醒按钮，将 IRMA 系统唤醒。

备注：如果 IRMA 平板电脑没有在坞站中，则按 IRMA 
平板电脑的电源按钮将其唤醒。如果 IRMA 平板电脑处于
关闭状态，则必须按住 IRMA 平板电脑的电源按钮，直至
屏幕亮起。

2. 如果启用了操作员 ID (OID)，则扫描或输入您的操作员 
ID。如果启用了 OID 和密码，则需要输入两者。按“下
一步”。

3. 显示主菜单后，选择患者测试。

4. 将出现以下 3 个屏幕之一*：

• 如果启用了患者 ID，将出现输入患者 ID 屏幕。扫描或输
入患者 ID 并按“下一步”。如果没有患者 ID 可用，则
选择“用户默认值”。有关“用户默认值”功能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 8.3 节。

• 如果启用了“患者详细信息”，将出现“输入患者详细信
息”屏幕。输入患者信息并按“下一步”。

• 如果禁用了患者 ID，将出现“扫描试剂盒袋”屏幕。

5. 检查 IRMA 试剂盒袋标签上的到期日期。如果试剂盒到
期，IRMA 系统将不允许测试。

6. 扫描试剂盒袋标签上的二维码，或者通过按“手动输入”
来选择批次。要手动选择批次（未显示手动选择屏幕），
请执行以下操作：

• 通过选择正确的 IRMA 试剂盒类型来选择产品类型。随即
显示“选择试剂盒批号”屏幕。

• 将会出现可供选择的可用批号列表。选择正确的批号，然
后按“下一步”。

 - 如果批号没有出现在 IRMA 平板电脑屏幕上，则查看 
QA 用户。

备注：必须扫描 IRMA 试剂盒袋标签上的二维码。扫描 
1D 条码将导致条码消息无效。

*如果锁定符号出现在“患者测试”按钮上，仪器将处于 QC 
锁定模式。需要通过 EQC、TQC 和/或 LQC 测试组合，方
可恢复患者测试。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第 3 节 - 质量控
制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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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启用了“用户选择”选项，将出现“选择要测试的分
析物”屏幕（未显示的屏幕）。选择要测试的分析物，
并按“下一步”。如果未启用该选项，将出现“插入试剂
盒”屏幕。

8. 如果出现“插入试剂盒”屏幕，则从包装中取出试剂盒。

9. 将保护胶带从试剂盒末端的引线上去除（图 2.5）。在去
除胶带之后，请勿触碰引线。请勿取下试剂盒盖。

10. 在打开试剂盒袋的 15 分钟内将试剂盒插入 IRMA 系 
统（图 2.6）。如果没有在 15 分钟内插入 IRMA 系统，
则废弃试剂盒，并按“取消测试”。

11. 根据 IRMA 系统的配置方式、完成校准阶段花费的时间，可显示患者信息屏幕（即患者类型、氧疗信息、分流
等，（屏幕未显示））以收集该信息。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5 节和第 8 节。

12. 当“注射样本”屏幕出现时，通过扭动并提升盖子从试剂盒取下鲁尔盖。使用 IRMA 毛细管收集装置或注射
器在 4 分钟内注入样本 - 屏幕上会显示倒计数定时器。使收集装置仍与试剂盒连接。有关样本注入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2.2 节。

13. 确保没有气泡或校准剂凝胶存在于样本路径中并按“下一步”。

备注：如果有气泡或校准剂凝胶存在于样本路径中，则必
须将它们去除。有关去除的说明，请参阅第 2.2 节。如
果无法去除气泡或凝胶，可按“取消测试”，废弃 IRMA 
试剂盒，并用新的 IRMA 试剂盒再次开始。

14. 如果仍需要输入患者信息，将显示相应的屏幕。输入了
所有需要的信息后，如果测试尚未完成，将会显示分 
析屏幕。

15. 测试完成时，将会显示测试结果屏幕。

16. 拆下连接了收集装置的试剂盒。依照您设施的指导 
准则处置二者。

图 2.5

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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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测试结果
有关结果如何显示在测试结果屏幕上的信息，请参阅第 1.10 节。 

• 要审查在测试期间输入的患者信息，可按“编辑”。所有
患者测试记录详细信息显示在测试进度区域。在测试详细
信息列表中，按测试详细信息，将其显示在右侧三分之二
屏幕中。

 - 如果不能编辑测试详细信息，该信息将显示在右侧三分
之二屏幕中。

 - 如果信息不正确，则进行编辑，然后按“下一步”。

 - 要删除信息，可按“跳过”。输入项将被记录为空白。

 - 从列表选择另一项目，或者选择“完成”以返回到测试
结果屏幕。

• 要打印测试结果，可按“打印”。

备注：结果可以以英文打印。

• 要接受测试并返回至主菜单，可按“完成”。

备注：如果尚未移除试剂盒，将会显示“移除试剂盒”屏
幕。

2.5 额外测试信息
如果在设置菜单中进行了配置，可输入额外患者测试信息（请参
考第 8.5、8.7 和 8.8 节）。额外的患者测试信息按照 IRMA 试
剂盒类型列于下方。

所有试剂盒
血气 (BG) 和 
组合试剂盒 (CC) CC 和 H3

患者类型 氧疗信息 分流状态

患者性别 患者体温

样本类型 血红蛋白

样本部位和子部位 SpO2

艾伦测试

开单医师

患者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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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试剂盒

可为所有试剂盒输入以下信息：

• 患者类型：可选择的默认患者类型信息包括成人、小儿和
婴儿。可在分析物范围菜单中添加其他患者类型，并去除
默认类型（请参阅第 8.5 节）。选择正确的患者类型并
按“下一步”。

• 样本类型：成人和儿童的默认样本类型选项为“动脉”、 
“静脉”、““混合静脉”或“毛细血管””，新生儿则
为“毛细血管”或“脐带”。可在分析物范围菜单中添加其
他样本类型，并去除默认类型（请参阅第 8.5 节）。选择
正确的样本类型并按“下一步”。

• 样本部位：对于“动脉”样本类型，默认样本部位“选择
为“肱”、“桡”、“股””或“动脉管路”。对于静
脉、混合静脉、毛细血管或脐带样本类型，没有默认样本
部位。可在分析物范围菜单中添加其他样本部位，并去除
默认部位（请参阅第 8.5 节）。选择正确的样本部位并
按“下一步”。

• 样本子部位：默认样本子部位选择“对于肱、桡和股”样
本部位为“右”或“左”。对于“动脉管路”，不存在默
认样本子部位。可在分析物范围菜单中添加其他样本子部
位，并去除默认子部位（请参阅第 8.5 节）。选择正确的
样本子部位并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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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性别：选择男性或女性（患者性别仅在同时启用了 
“患者类型”和“患者特定参考范围”时显示）。请参阅
第 8.5 节，选择正确的性别，然后按“下一步”。

• 艾伦测试：选择以秒为单位的艾伦测试的结果。

 - 在进行艾伦测试时，如果结果在配置的范围之外，数字
将变为红色（请参阅第 8.7 节）。

• 开单医师：从预填的列表中选择开单医师（请参阅第 
8.7 节）或者通过选择手动输入（如果启用）来手动输入
医师的名字。 

• 患者备注：从预填的列表中选择适用的注释（请参阅第 
8.7 节）或者通过选择手动输入（如果启用）来手动输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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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气 (BG) 和组合试剂盒 (CC)
可为 IRMA 血气 (BG) 和组合 (CC) 试剂盒输入以下信息：

• 要输入氧疗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在 ABG 测试设置中启用了“治疗模式”（请参阅
第 8.8 节），则选择正确的呼吸机，并按“下一步”。

 - 如果在 ABG 测试设置中启用了“设备模式”（请参
阅第 8.8 节），则选择正确的氧疗设备，并按“下一
步”。

 - 将为每个配置的氧疗参数显示单独的文字输入区域（请
参阅第 8.8 节）。输入所有所需的参数，并按“下一
步”。

备注：如果键盘上方用于输入参数的空间不足，可滚动屏
幕，将空白的文字输入区域上移。

• 患者体温：输入患者体温。输入的体温将用于校正血气结
果。按“下一步”。

• 血红蛋白：输入患者的血红蛋白（请参阅第 8.8 节），用
于计算血液值 (BEb) 中的剩余碱，然后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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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O2：手动输入患者的 SpO2 和脉冲速率，或者从要填写
的表中选择支持蓝牙的脉搏血氧仪（请参阅第 8.8 节）。

备注：在从脉搏血氧仪自动读取值时，两个值的显示可能
需要数秒的时间。

 - 如果所需的脉搏血氧仪未在列表中，或者从列表选择了
不正确的脉搏血氧仪，可按“扫描”。可用脉搏血氧仪
装置的列表将会刷新。

 - 按“下一步”。

CC 和 H3
• 分流状态：如果患者实施心肺分流则选择“开”，否则选

择“关”并按“下一步”。

 - 选择“开”将使用在设置中配置的适当斜率和截距值关
联血细胞比容 (Hct) 结果（请参阅第 8.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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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质量控制测试
质量保证 (QA) 可定义为要在服务（例如诊断程序的治疗点）满足患者医疗需求方面提供足够的可信度而所需的系统和
操作。1 质量控制 (QC) 是 QA 程序的主要组成部分，可定义为评估和记录分析系统的分析性能的系统性流程。 

在设计上，治疗点 (POC) 系统旨在供非实验室临床人员使用，这些人员没有质量控制、分析仪维护和校准程序方面的
背景，而这些对于传统实验室分析仪 QA 程序来说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传统实验室分析仪 QC 程序主要用于通过使用
液体对照物检测系统问题。系统问题通常与将系统及传感器暴露于多个样本而引起的校准和维护问题相关。IRMA 系统
专门用于消除与校准和维护相关的问题。

3.1 IRMA 试剂盒
IRMA 系统采用一次性试剂盒，也称为用完即弃型试剂盒。每个试剂盒容纳有小型化的电化学传感器以及预封装的校准
剂。校准剂根据 NIST 可追溯气体和标准而制造和测试。 

在引入样本之前，每个 IRMA 试剂盒上的传感器使用校准剂自动校准。如果由制造商确定的每个试剂盒批次（分类号）
的信息与校准过程期间进行的测量值匹配，则完成了试剂盒校准。在初始输入新的试剂盒批次之后，制造商确定的分类
号信息存放在 IRMA 系统内存中，或者可通过条码读取器输入。 

3.2 IRMA 质量控制
IRMA 质量控制程序由以下 4 个部分组成： 

1. 持续监视传感器响应和仪器响应的综合、自动的内部质量和程序检查。IRMA 系统软件在整个校准过程和测试的
样本分析阶段监控响应。如果在校准阶段检测到没有特性的响应，系统会拒绝试剂盒，并且不允许试剂盒用于样
本分析。由于样本引入发生在校准之后，因此受拒的试剂盒没有导致样本损耗。如果在样本分析阶段检测到没有
特性的响应，系统会禁止该传感器并且不报告该传感器的分析物结果。 

2. 电子质量控制 (EQC) 通过边缘连接器、内部电子器件以及试剂盒接口电路的综合性诊断检查来执行。EQC 测试
模拟试剂盒测试期间由 IRMA 传感器生成的电子信号。在 EQC 测试期间，隔离的内部电路板区域通过试剂盒测
量通道发送一系列信号。生成的信号的范围涵盖血液分析预期的整个线性范围。EQC 还在每个边缘连接器针上
执行当前泄漏测试。信号测量值必须位于严格预先确定的阈值中，方可通过测试。IRMA EQC 是一种内部方法，
无需使用外部装置。 

3. 使用已知分析物浓度的各种校核液，执行液体质量控制 (LQC) 来检查试剂盒装运和存放条件是否恰当。可在市
面上购得对应正常及异常临床条件级别的材料。

4. 使用 IRMA 温度验证试剂盒执行温度质量控制 (TQC) 测试，以检查 IRMA 系统的温度控制系统和边缘连接器接
口是否正常工作。尽管在患者测试期间会连续监控温度，TQC 测试也允许简单的外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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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QC 材料处理

LQC 材料

对于所有 IRMA 试剂盒类型，LifeHealth 建议使用 RNA 医疗质量控制装置和线性度套件。RNA 医疗控制的范围可见于 
LifeHealth 网站 (www.lifehealthmed.com) 并被直接扫描至 IRMA 系统中（请参阅第 8.4 节）。其他品牌的 LQC 材料
可能存在干扰或基体效应，并且不享受 LifeHealth 支持。

CC、BG 和 H3 对照材料程序

1. 请遵照对照物包装插页上的使用说明。

2. 请遵照 IRMA 平板电脑上的说明，直至显示注入样本屏幕（请参阅第 3.6 节）。

3. 使用 1 至 3 mL 非肝素化注射器，以及 18 至 20 计量注射针。

4. 小心地打开对照安瓿。

5. 在吸取样本以最小化空气污染时，将针尖置于液体表面下方。

6. 将大约 1 mL 对照物吸入 1 mL 注射器。用 2 至 3 mL 注射器吸取最后剩余的所有对照物，小心不要 
吸入空气。

备注：注射器必须保持直立，针尖在吸取样本后应一直朝下，直至样本被注射。

7. 移除注射器的针尖。

备注：在将注射器的内容物注射到试剂盒之前，不要去除任何气泡。

8. 从试剂盒上取下鲁尔盖，并将注射器牢固连接至试剂盒。

9. 采用第 2.2 节中说明的技术，立即将注射器中的几乎所有对照材料注入。

备注：确认在试剂盒流动路径上没有可见气泡。

10. 继续第 3.6 节中说明的测试。

3.4 质量控制建议
在方法验证以及确立液体控制限值后，LifeHealth 建议将 EQC 作为评估系统准确度和精度的主要方法。由于每个测试
部位可能具有独特的要求，因此每个部位应当选择并确保符合其需求的质量控制系统。LifeHealth 建议按照如下方式执
行 QC： 

运行 EQC 测试： 

• 每个轮次在 IRMA 系统上执行一次患者测试； 

• 如果 IRMA 系统遇到存放温度上的明显变化（例如从较冷环境转移至较热环境）； 

• 如果需要检查 IRMA 系统的性能，则必须依照设施或法规机构的规定执行。

执行两个级别的液体对照物： 

• 在使用新的试剂盒批次或装运之前（在所需的平衡期之后），检查装运和平衡条件是否适当。不是每个使用中的 
IRMA 系统都需要试剂盒批次验证。

额外液体对照物测试：

• 仅当试剂盒由于试剂盒存放区域的温度波动超过 8°C (14.4°F) 而需要经过额外的平衡期时需要。有关更多平衡
信息，请参阅第 1.7 节。 

• 如果试剂盒需要经过额外的平衡期，则在将试剂盒批次重新投入使用前，执行两个级别的液体对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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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温度测试： 

每月验证 IRMA 系统的温度控制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3.5 电子质量控制
手动执行电子质量控制测试。 

执行手动 EQC 测试

1. 按 IRMA 底座上的唤醒按钮。

2. 从主菜单选择 QC 测试。

3. 如果作为 QA 用户登录 IRMA 系统，则从 QC 菜单选择 
QC 测试。 

4. 从 QC 测试菜单选择“执行电子测试”。

5. 如果 EQC 测试已经完成，则将显示结果屏幕。

 - 如果 EQC 测试通过，将显示“通过”，以及测量的大
气压力。

 - 如果 EQC 测试未通过，将显示“未通过”，以及一个
或多个错误代码和测量的气压。

6. 如果需要测试结果的硬拷贝，可按“打印”按钮来打印测
试结果。

7. 按“完成”接受测试，并返回至 QC 测试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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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运行 LQC 测试
要开始 LQC 测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按 IRMA 底座上的唤醒按钮。

2. 从主菜单选择 QC 测试。

3. 从 QC 测试菜单选择“执行液体测试”。

4. 检查 IRMA 试剂盒袋标签上的到期日期。如果试剂盒到
期，IRMA 系统将不允许测试。

5. 扫描试剂盒袋标签或通过按“手动输入”来手动输入信
息。要手动输入信息，请执行以下操作（未显示手动输入
屏幕）：

• 通过选择正确的 IRMA 试剂盒类型来选择产品类型。随即
显示“选择试剂盒批号”屏幕。

• 将会出现可供选择的可用批号列表。选择正确的批号，然
后按“下一步”。

 - 如果未出现批号，则选择“新增”按钮。

 - 输入打印在试剂盒袋标签上的批号和分类号，然后按 
“下一步”。 

6. 选择 LQC 材料批次以及与批次对应的级别，以及要用于
执行测试的校核液的级别。

7. 如果出现“插入试剂盒”屏幕，则从包装中取出试剂盒。

8. 将保护胶带从试剂盒末端的引线上去除（图 2.5）。在去
除胶带之后，请勿触碰引线。请勿取下试剂盒盖。

9. 在打开试剂盒袋的 15 分钟内将试剂盒插入 IRMA 系 
统（图 2.6）。如果没有在 15 分钟内插入 IRMA 系统，
则废弃试剂盒，并按“取消测试”。

10. 当“注射样本”屏幕出现时，通过扭动并提升盖子从试剂
盒取下鲁尔盖。注入样本。有关样本注入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第 3.3 节。

11. 确保没有气泡或校准剂凝胶存在于样本路径中并按“下一
步”。

备注：如果有气泡或校准剂凝胶存在于样本路径中，则必
须将它们去除。有关去除的说明，请参阅第 2.2 节。如
果无法去除气泡或凝胶，可按“取消测试”，废弃 IRMA 
试剂盒，并用新的 IRMA 试剂盒再次开始。

12. 将显示分析屏幕。

13. 测试完成时，将会显示测试结果屏幕。

14. 拆下连接了收集装置的试剂盒。依照您设施的指导准则处
置二者。

备注：如果尚未取出试剂盒，将会显示“取出试剂盒”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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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LQC 测试结果
有关结果如何显示在测试结果屏幕上的信息，请参阅第 1.10 节的结果屏幕。要使用测试结果屏幕，请执行以下操作：

• 结果条形图将包含三个部分。如果结果在中心（通过）部分以外，则分析物没有通过 LQC 测试。在 QC 范围之
外的分析物将显示在橙色分析物按钮上，带有向上指的三角形（高）或向下指的三角形（低）。

• 要审查在测试期间输入的信息，可按“编辑”。所有测试记录详细信息显示在测试进度区域。在测试详细信息列
表中，只能编辑用户备注（如果有）。

 - 要更改用户备注，请按列表中的用户备注。将会显示用户备注屏幕。如果信息不正确或者不完整，可编辑注
释。

 - 选择“下一步”或“跳过”。

 - 选择“完成”以返回到测试结果屏幕。

• 要打印测试结果，可按“打印”。

• 要接受测试并返回至主菜单，可按“完成”。

3.8 温度质量控制
从打印机盖下方拆下 IRMA 温度验证试剂盒。要开始 TQC 测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按 IRMA 底座上的唤醒按钮。

2. 从主菜单选择 QC 测试。

3. 选择“执行温度测试”。

4. 扫描温度验证试剂盒上的条码，或通过按“手动输入”来
手动选择条码的校准代码。要手动输入校准，请执行以下
操作（未显示手动输入屏幕）：

 - 从显示在温度验证试剂盒条码下方的屏幕选择校准代
码，然后按“下一步”。

 - 如果未出现校准代码，则选择“新增”按钮。

 - 从显示在温度验证试剂盒条码下方的屏幕输入校准代
码，然后按“下一步”。

 - 选择校准代码，然后按“下一步”。

5. 如果出现“插入试剂盒”屏幕，则将温度验证试剂盒插入 
IRMA 系统。

6. 将显示分析屏幕。

7. 如果 TQC 测试已经完成，则将显示结果屏幕。

 - 如果 TQC 测试通过，则会显示“通过”。

 - 如果 TQC 测试未通过，将显示“未通过”，以及一个
或多个错误代码。

8. 如果需要测试结果的硬拷贝，可按“打印”按钮来打印测
试结果。

9. 按“完成”接受测试，并返回至 QC 测试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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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节：审查

该节描述 IRMA 系统的数据存储功能、搜索患者以及 QC 测试结果的程序、如何访问日志以及如何
使用仪器功能。

4.1 审查选项概述
可通过审查菜单访问 IRMA 系统审查功能。可访问的功能通过操
作员 ID 权限级别来控制。

• QA 用户（标识为“QA”）具有所有审查功能的访 
问权限。

• 非 QA 用户（标识为“用户”）具有一部分审查功能的访
问权限。

通过选择主菜单上的审查按钮来访问“审查”菜单。如果将“需
要 OID”设置配置为“禁用”，则将显示“用户”功能。要在作
为用户登录 IRMA 系统时访问 QA 用户设置，可按 IRMA 平板电
脑的电源按钮让 IRMA 平板电脑处于休眠模式。再次按 IRMA 平
板电脑按钮将其唤醒，然后输入 QA 操作员 ID。在作为 QA 用
户访问“审查”菜单时，可使用以下功能：

搜索 重新调用上个患者或 QC 测试结果

按日期、患者 ID 或操作员 ID 搜索患者结果

按日期或操作员 ID 搜索 QC 结果

日志 访问日志

功能 执行软件更新、查看“关于”屏幕并保存、清除及恢复数据库。

主菜单 回到主菜单。

4.2 搜索测试结果
选择“搜索”按钮以访问“搜索之前的测试结果”菜单。

上次结果 - 患者

要审查上个患者的结果，可选择“上一位患者”。将显示上次患
者测试的结果。有关测试结果显示方式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10 节。以下选项位于结果屏幕的底部：

• 编辑：选择“编辑”以更改在测试期间输入的任何测试信
息（请参阅第 2.5 节）。将显示“编辑”屏幕。如第  
2.4 节所述对测试信息进行更改。

• 查看：选择“查看”以查看在测试期间输入的任何测试信
息（请参阅第 2.5 节）。将显示“编辑”屏幕，但是无法
更改任何测试信息。在完成时按“完成”。

备注：在没有传输至外部软件程序或装置的记录上会显
示“查看”按钮，而非“编辑”按钮。

• 打印：选择“打印”以将结果发送至 IRMA 打印机。

• 完成：选择“完成”以返回到上一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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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结果 - QC
要审查上次 QC 结果，可“选择“上一个 QC””将显示来自上
次 QC 测试的结果（LQC、EQC 或 TQC）。有关 EQC 结果屏
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3.5 节，有关 LQC 结果屏幕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3.7 节，有关 TQC 结果屏幕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3.8 节。

搜索患者结果

要重新调用患者测试结果，可从“搜索之前的测试结果”屏幕选
择“患者”。可按日期、患者 ID (PID) 或操作员 ID (OID) 重新
调用患者结果。可对重新调用的患者结果进行审查或打印。

按日期搜索： 

1. 选择“日期”按钮。 

2. 按“下一步”按钮。将显示“按日期搜索”屏幕。 

3. 通过使用滚动选项来为搜索设置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可
重新调用两个患者记录选项：审核或打印。这些选项将在
表 4.1 中详述。选择“上一步”以返回到上一屏幕。

用于通过搜索功能检索的多个记录的选项

审查 选择“审核”按钮将逐个记录显示结果。按屏幕右上角或左上角的箭头以在记录之间移动。各个记录上
的测试信息（请参阅第 2.4 节）可通过选择“查看”按钮来查看。各个测试结果可

• 发送至 IRMA 打印机

打印 选择“打印”按钮将把所有返回的结果发送至 IRMA 打印机。结果可以以英文打印。

表  4.1



4  数据访问

4.3

按患者 ID (PID) 搜索： 

1. 选择 PID 按钮。 

2. 按“下一步”按钮。将显示“按患者 ID 搜索”屏幕。 

3. 手动输入或扫描 PID。可重新调用两个患者记录选项：
审核或打印。这些选项将在表 4.1 中详述。选择“上一
步”以返回到上一屏幕。

按操作员 ID (OID) 搜索： 

1. 选择 OID 按钮。 

2. 按“下一步”按钮。将显示“按操作员 ID  
搜索”屏幕。 

3. 手动输入或扫描 OID。可重新调用两个患者记录选项：
审核或打印。这些选项将在表 4.1 中详述。选择“上一
步”以返回到上一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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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 QC 结果

从“搜索之前的测试结果”菜单选择 QC。可按测试类型、日期
或操作员 ID (OID) 搜索 QC 结果。可对重新调用的 QC 结果进
行审查或打印。

按 QC 测试类型和日期搜索： 

1. 选择 QC 测试类型。

2. 选择“日期”按钮。 

3. 按“下一步”按钮。将显示“按日期搜索”屏幕。 

4. 通过使用滚动选项来为搜索设置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可
重新调用两个 QC 记录选项：审核或打印。这些选项将在
表 4.1 中详述。选择“上一步”以返回到上一屏幕。

按 QC 测试类型以及操作员 ID (OID) 来搜索： 

1. 选择 QC 测试类型。

2. 选择 OID 按钮。

3. 按“下一步”按钮。将显示“按操作员 ID 搜索”屏幕。 

4. 手动输入或扫描 OID。可重新调用两个 QC 记录选项：审
核或打印。这些选项将在表 4.1 中详述。选择“上一步”
以返回到上一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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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IRMA 功能
选择“功能”按钮以访问 IRMA 系统的功能菜单。 

• QA 用户（标识为 “QA”）具有所有功能菜单的访问权限。

• 非 QA 用户（标识为“用户”）仅具有“关于”屏幕的访问权限。

软件更新

从 IRMA 系统的功能菜单选择“软件更新”以安装新软件。将显示可用软件更新的列表。IRMA 系统将永远不会自动安
装软件更新。

要手动下载软件，可执行以下操作：

• 按“检查网络”按钮。IRMA 系统将检查 LifeHealth 服务器是否有新软件。必须使用互联网访问权限将 IRMA 
系统连接至网络，检查 LifeHealth 服务器上是否有新软件。

• 将存储软件更新文件的 USB 存储设备插入 IRMA 底座的 USB 端口并按 USB 按钮。IRMA 系统将搜索 USB 存
储装置上的更新目录，查看是否有新软件。

可供安装的软件将以两列显示。左列包含可供安装的 IRMA 平板
电脑软件。右列包含可供安装的 IRMA 底座软件。软件将成套安
装（IRMA 平板电脑软件以及 IRMA 底座软件）。如果 IRMA 平
板电脑没有相应的 IRMA 底座软件版本，右侧列中的按钮将显
示不适用。如果 IRMA 底座没有相应的 IRMA 平板电脑软件版
本，左侧列中的按钮将显示不适用。列表顶部将显示最近的软
件。IRMA 系统无法降级至更旧版本的软件。要安装软件， 
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插入 AC 适配器，或者确保电池电量百分比大于 50%。

在软件安装过程中，请勿拔下 AC 适配器或按 IRMA 底
座的唤醒按钮，或者按 IRMA 平板电脑的电源按钮。

2. 选择要安装的软件，然后按“安装”按钮。

3. 如果发现 IRMA 底座软件，则将会先安装该软件。在软件安装期间，将显示进度对话框。

4. 如果有可用的 IRMA 平板电脑软件，则软件可能是没有安卓更新的 IRMA 平板电脑软件或有安卓更新的 IRMA 
平板电脑软件。这两种情况下的安装说明如下。

5. 如果正在安装没有安卓更新的 IRMA 平板电脑软件，则会出现对话框，提醒安装软件。按下“安装”按钮。

6. 将会出现消息，说明 IRMA 应用已经停止运行。按下“确定”按钮。

7. IRMA 平板电脑软件安装将继续。安装完成后，将显示对话。按下“开始”按钮。

8. 如果正在安装有安卓更新的 IRMA 平板电脑软件，则会出现对话框，提醒用户系统将安装并重启。按下“安
装”按钮。将显示重启对话框。

9. 屏幕将显示安装系统更新动画。更新可能会花费几分钟时间，在此过程中，进度条可能会不动。

10. 更新完成时，平板电脑将重启。

11. 要验证软件安装是否成功，按下“关于 IRMA”按钮。确认 IRMA 底座和 IRMA 平板电脑软件的版本是正确
的。

12. 按下“软件更新”按钮。刚刚安装的软件以及软件的旧版本的按钮将不再显示。

备注：软件更新后，可能列表中仍然会有新软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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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RMA
从 IRMA 系统的功能菜单选择“关于 IRMA”以查看有关 IRMA 
系统的信息。 

• 按“打印”按钮以打印屏幕上的信息。信息将以 
英文打印。

关于电池

从 IRMA 系统的功能菜单选择“关于电池”以查看有关 IRMA 电
池的信息。按“打印”按钮以打印屏幕上的信息。

• 按“打印”按钮以打印屏幕上的信息。信息将以 
英文打印。

关于许可证

从 IRMA 系统的功能菜单选择“关于许可证”以查看 IRMA 系统
软件中有关开源许可证的信息。

保存数据库

要创建当前数据库的副本，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具有足够容量来容纳数据库的 USB 存储设备插入 IRMA 底座的 USB 端口。

2. 从 IRMA 系统的功能菜单选择“保存数据库”按钮。IRMA 平板电脑将在 USB 存储设备上的预定义目录下创建
当前数据库的副本。如果该数据库需要还原到 IRMA 系统上，该目录将由“还原数据库”功能使用。

3. 如果已经复制了数据库，或者如果遇到了任何错误，将会显示消息。

清除数据库

要从 IRMA 系统的数据库永久擦除所有测试记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 IRMA 系统的功能菜单选择“清除数据库”按钮。

2. 将会显示消息以确认应当擦除的数据库。

3. 按“全部删除”。将从 IRMA 系统的数据库删除所有测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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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数据库

要将 IRMA 系统的当前数据库更换为已保存的数据库，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具有要还原的已保存数据库的 USB 存储设备插入 IRMA 底座的 USB 端口。

2. 从 IRMA 系统的功能菜单选择“还原数据库”按钮。IRMA 系统将检查 USB 设备是否有要在预先定义的目录中
还原的数据库。

3. 如果发现了数据库，则会显示消息以确认当前数据库应当替换为 USB 存储设备上的数据库。

4. 按“确定”。保存的数据库替换完当前数据库后，将显示一条消息。

4.4 IRMA 日志
选择“日志”按钮以查看 IRMA 系统日志。每个日志有一个按
钮。日志的第一页是标题页。最佳日志条目将显示在第二页顶
部。过去 180 天的日志条目将包含在日志中。

• 按“查看文档”按钮以在屏幕上查看日志 PDF。

• 按“完成”按钮以退出日志查看屏幕。

错误日志

错误日志记载 IRMA 系统的错误，并且专用于由 LifeHealth 技术
支持部对 IRMA 系统进行故障排除。 

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记载 IRMA 系统的事件，并且专用于由 LifeHealth 技术支持部对 IRMA 系统进行故障排除。

通信日志

通信日志记载 IRMA 系统的通信事件，并且专用于由 LifeHealth 技术支持部对 IRMA 系统通信进行故障排除。

Android 日志

Android 日志记载 Android 的事件，并且专用于由 LifeHealth 技术支持部对 IRMA 系统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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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第 5 节：故障排除

整理 IRMA 血液分析系统故障排除信息，以解决一般和特殊工作问题。

一般问题是指无法由 IRMA 系统的软件检测到的问题（例如 IRMA 系统不开启，或者打印 
机不工作）。

特殊问题是指由软件确定的问题（例如电池电量低，或试剂盒故障）。屏幕消息指明存在特定操作
问题或状况，并引导用户完成解决流程。

5.1 一般操作问题故障排除
列出纠正措施以帮助解决该节记录的每个问题。如果纠正措施没有解决问题，请致电您的服务提供商以寻求帮助。

IRMA 底座或 IRMA 平板电脑未开启

问题 纠正措施

当按底座电源按钮时，IRMA 平板电脑
未开启

1. 检查 IRMA 平板电脑是否正确安放在坞站中 

2. 检查底座上的白色 LED 是否亮起。

• 如果该 LED 闪烁，则再次按底座上的电源按钮。

• 如果 LED 熄灭，则将交流电源插入通电插座。按底座上的电源按
钮。

3. 如果 IRMA 平板电脑仍然未开启，则按住 IRMA 平板电脑电源按钮，
直至屏幕出现。

当按 IRMA 平板电脑电源按钮时，IRMA 
平板电脑未开启

1. 按住 IRMA 平板电脑电源按钮，直至屏幕出现。 

2. 将平板电脑置于坞站中

3. 按 IRMA 底座唤醒按钮

当按唤醒按钮时，IRMA 底座未开启 检查底座上的白色 LED 是否亮起。

• 如果该 LED 闪烁，则再次按 IRMA 底座上的唤醒按钮。

• 如果 LED 熄灭，则将交流电源插入通电电源。

电池问题

问题 纠正措施

IRMA 平板电脑不充电 1. 检查 IRMA 平板电脑是否正确安放在坞站中，并且交流电源已插入通
电插座。

IRMA 底座不充电 1. 检查 IRMA 底座电池是否已安装（请参阅第 6.2 节）和/或交流电源是
否已插入通电插座。

2. 确认白色 LED 亮起并且未闪烁。

3. 在主菜单中，选择“审查”，然后选择“关于电池”。查看是否存在 
IRMA 底座电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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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问题

问题 纠正措施

打印质量不良 1. 只能使用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纸张。

2. 尝试使用新的纸辊。确保纸辊和纸质打印件不会长时间暴露于阳光或荧
光下。

打印机纸张推进，听到打印机声，但是
没有进行打印 

1. 检查纸辊是否从辊的底部退绕。打印只能在纸张的一面上进行。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阅第 1.1 节。 

2. 只能使用服务提供商提供的纸张。

纸张不推进 1. 打开打印机仓并检查是否发生卡纸。 

2. 确保打印机盖关闭。在闭合时，您将听到卡扣声。

3. 确保打印机盖关闭后至少露出 1 英寸 (2.54 cm) 的纸张。

打印机不工作 1. 确保打印机盖关闭。在闭合时，您将听到卡扣声。

2. 在主菜单中，选择“审查”，然后选择“关于 IRMA”。检查是否存在
打印机信息。

3. 如果信息不存在，则遵照第 8.9 节中的配对说明。

IRMA 平板电脑问题

问题 纠正措施

在尝试开始测试或访问“关于”屏幕
时，显示消息“无法连接至底座”。

1. 检查 IRMA 底座上的白色 LED 是否持续亮起。如果白色 LED 闪烁，
则按 IRMA 底座的电源按钮。等待白色 LED 变为常亮，并再次用 
IRMA 平板电脑尝试。如果白色 LED 熄灭，则将底座插入 AC 电源。
等待白色 LED 变为常亮，并再次用 IRMA 平板电脑尝试。

2. 如果 IRMA 底座上的琥珀色 LED 持续亮起，则需要配置 IRMA 平板电
脑和 IRMA 底座。请参阅第 8.9 节。

按 IRMA 平板电脑时平板电脑不响应，
或者屏幕为空白且不开启。

1. 等待大约 3 分钟时间，让 IRMA 平板电脑重启。

2. 如果在等待 3 分钟之后 IRMA 平板电脑未重启，确保 IRMA 底座插入 
AC 电源，将 IRMA 平板电脑置于底座中并等待 5 分钟。如果 IRMA 
平板电脑不开机，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

测试结果不一致

问题 纠正措施

常规 1. 检查试剂盒是否去除包装达 15 分钟以上时间。

2. 检查试剂盒是否已在从纸板箱中取出后在建议的时间内平衡至室温。有
关平衡要求的信息，请参阅附录 B，第 B-7 节。 

3. 运行 EQC 测试以检查 IRMA 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4. 运行 TQC 测试以检查 IRMA 系统是否工作正常。

5. 检查 IRMA 系统的日期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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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问题 纠正措施

患者测试结果 1. 审查上述纠正措施（常规）。 

2. 吸取另一样本，并用新的试剂盒重复患者测试。去掉分析前错误。请参
阅第 2.1 节以及附录 A 第 A-2 节。 

3. 检查注入技术是否正确。请参阅第 2.2 节。 

液体 QC 测试结果 1. 审查上述纠正措施（常规）。 

2. 检查存放 IRMA 试剂盒以及 LQC 材料的房间的温度是否没有变化。请
参阅第 1.7 节以及 LQC 包装插页。

3. 检查注入技术是否正确。请参阅第 2.2 节。 

4. 查看 QC 样本处理建议（请参阅第 3.3 节）并用新的对照安瓿 
重复测试。

5. 检查 IRMA 试剂盒和 LQC 对照材料是否正确平衡至室温。请参阅第 
1.7 节以及 LQC 包装插页。

6. 对于 pO2 和 pCO2 结果，如果 LQC 材料的存放温度达到或低于 
20°C (68°F) 或者达到或高于 24°C (75°F)，则根据  
www.lifehealthmed.com 上的 LQC 材料范围表上的说明进行调节。

EQC 未通过

问题 纠正措施

EQC 未通过 1. 重复 EQC 测试。

2. 确认 IRMA 系统工作区域中的相对湿度是否在规定范围内。 

3. 更换边缘连接器。运行 EQC 和 TQC 测试。

温度测试未通过

问题 纠正措施

TQC 测试未通过 1. 清洁 IR 传感器。请参阅第 7.4 节。

2. 检查所用的温度验证试剂盒是否为 IRMA 温度验证试剂盒，而并非 
IRMA TRUPOINT 温度验证试剂盒（请参阅图 5.1）。

3. 检查在温度验证试剂盒标签上扫描的 5 字符校准码是否正确，或者是
否正确输入（如果手动输入）。

4. 检查 IRMA 系统和温度验证试剂盒是否已平衡至室温。如果 TQC 测试未
通过，则等待至少 15 分钟，然后再用相同的温度验证试剂盒进行测试。 

5. 使用相同的温度验证试剂盒来重复 TQC 测试；如果 TQC 测试未通
过，则使用不同的温度验证试剂盒（如果可用）。 

图 5.1

IRMA 
TRUPOINT

I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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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2 特殊操作问题故障排除
屏幕上的一条错误消息指明存在特殊的操作、数据输入或屏幕选择问题或状况，说明其原因，并引导用户完成解决流
程。如果需要，请致电您的服务提供商寻求帮助。

传感器错误

错误消息 原因 纠正措施

传感器错误 - 使
用新的试剂盒

或者

禁止分析物结
果值，显示为 
"-----"

在测试期间收到传感器错误
后显示

1. 取出试剂盒并丢弃；用新的试剂盒重新测试 

2. 检查试剂盒是否正确平衡。 

3. 检查是否遵照测试程序。 

4. 如果传感器错误持续频发，则清洁 IR 传感器。请参阅第 
7.4 节。 

5. 如果传感器错误持续频发，则执行 EQC 测试并致电您的服
务提供商以寻求帮助。

程序错误

错误消息 原因 纠正措施

过早移除试剂盒 在测试期间移除了试剂盒或
者试剂盒没有完全插入

处置试剂盒并使用新试剂盒重新测试。完全插入试剂盒，并且不
在测试期间移除试剂盒。

数据输入时间到期 在试剂盒插入后分配的时间
里，没有完全输入数据。

取出试剂盒并丢弃。用新的试剂盒重新测试，在分配的时间里进
行所需的输入。

样本注入时间到期 没有注入样本和/或没有在显
示“注入样本”屏幕的 4 分
钟内选择继续。

取出试剂盒并丢弃。用新的试剂盒重新测试。注入样本并在所需
的时间内选择继续。

过早移除温度卡 当在进行温度测试时过早移
除了温度卡。

回到 QC 测试菜单。重复温度测试，并且不在测试期间移 
除温度卡。

输入错误

错误消息 原因 纠正措施

批次无效 输入的批号或分类号不正
确。

为所选的 IRMA 试剂盒类型输入正确的试剂盒批号和分类号。

批次无效 批号或分类号文字输入项的
字符过少。

为所选的 IRMA 试剂盒类型输入正确的试剂盒批号和分类号。

XXX 长度需要介于 
X 和 XX 之间

输入项的字符数过多或过
少。可对有些功能进行配
置，例如患者 ID 等，以要
求输入特定数目的字符。

注意屏幕上显示的输入长度要求。按“确定”并输入有效的字符
数。

格式无效 - 输入
格式为 X.XXX - 
X.XXX 的值

输入项的格式无效。 注意屏幕上显示的输入格式要求。选择“确定”并输入格式有效
的值。

输入的范围无效 输入的值在输入范围之外。 按“确定”并输入在输入范围内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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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错误

错误消息 原因 纠正措施

试剂盒不在温度范
围内

试剂盒温度不在可接受的工
作温度范围内（12° 至  
30°C / 54° 至 86°F）。

取出试剂盒并丢弃；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用新的试剂盒重新测试。

分析仪不在温度范
围内

IRMA 分析仪温度不在可接受
的工作温度范围内（12° 至 
30°C / 54° 至 86°F）。

使其在工作温度范围内的温度下平衡至少 30 分钟，然后再恢复
测试。

分析仪问题

错误消息 原因 纠正措施

仪器错误 - 错误
代码 6XXX。

在开机期间发生硬件故障，
或者 IRMA 系统发生不可恢
复的系统故障。

请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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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本页特意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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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第 6 节：IRMA 组件更换

本章说明更换以下组件的步骤：

• 边缘连接器

• IRMA 底座电池

• 打印机盖

• 打印机

• 坞站

• IRMA 平板电脑

6.1 更换边缘连接器
1. 如第 7 节所述清洁 IRMA 系统。

2. 打开打印机盖并拆下 IRMA 工具。关闭打印机盖。

3. 如果需要，可从坞站上取下 IRMA 平板电脑以查看说明。

4. 关闭坞站并以 IRMA 底座朝上、把手背离自己的方式安
放 IRMA 系统。

5. 安放螺钉 #6 和 #7。松开螺钉，直至它们可方便地转动
（图 6.1）。

6. 将您的手放在螺钉上，翻转 IRMA 系统，直至螺钉落入
手中。将螺钉放置在附近。

7. 放下 IRMA 系统 IRMA 底座并打开坞站。握住边缘 
连接器盖的边缘，笔直向上拉动它，并将盖放在附 
近（图 6.2）。

8. 使用 IRMA 工具将两颗固定边缘连接器的螺钉松 
开（图 6.3）。请勿松开边缘连接器顶部的两颗较小的螺
钉。继续松开外部螺钉，直至几乎掉出。向外提起边缘
连接器。如果它没有脱离，则松开外部螺钉，直至边缘
连接器可轻松提出。 

9. 应当将移除的边缘连接器视为有潜在生化危险，并应当
采用相应的处置方式。

10. 从边缘连接器拆下外部的螺钉，并放在附近。

11. 在处理新的边缘连接器时，请勿触碰连接器的金属部
分，只能通过塑料部分来处理（图 6.4）。

12. 小心地捡取新的边缘连接器，在其塑料端部分以较小的
螺钉固定住它。将螺钉放入外部孔中。 

13. 将螺钉与底座中的螺钉孔对齐。向下引导边缘连接器，
直至其安放到位。在边缘连接器的底座上有对齐销钉，
有助于进行对齐。牢固紧固螺钉。 

图 6.1

图 6.2

图 6.3

图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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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4. 更换边缘连接器护盖。关闭坞站。翻转 IRMA 系统，使得 IRMA 底座的底部朝上。   

15. 更换螺钉 #6 和 #7。牢固紧固螺钉。

16. 翻转 IRMA 系统，使得 IRMA 底座朝下并且坞站朝上。如果取下了 IRMA 平板电脑，则打开坞站并将其插入。
如果需要，按 IRMA 底座的唤醒按钮，以将 IRMA 底座和 IRMA 平板电脑唤醒。

17. 运行 EQC 测试和 TQC 测试（请参阅第 3.4 节和第 3.5 节）。

6.2 更换 IRMA 底座电池
1. 如第 7 节所述清洁分析仪。

2. 打开打印机盖并拆下 IRMA 工具。关闭打印机盖。

3. 如果需要，可从坞站上取下 IRMA 平板电脑以查看说明。

4. 关闭坞站并以 IRMA 底座朝上、把手背离自己的方式安放 
IRMA 系统。

5. 找到电池盖上的 #3、#4 和 #5 螺钉。

6. 使用 IRMA 工具将螺钉拆下。将它们放在附 
近（图 6.5）。

7. 取消电池盖（图 6.6）。按盖的背部边缘中间，有助于弹
起前边缘，方便拆卸盖。

8. 握住舌片并朝向自己滑动电池，将旧电池取出（图 6.7）。
将电池取出。

9. 插入新的电池，将电池上的凹槽与电池仓对齐。电池中的
金属连接器与电池仓背部的针对齐。轻轻地将电池滑动到
位，直至其停止。

10. 将电池盖边缘上的三个舌片（没有螺钉孔的边缘）与电池
仓中的三个插槽对齐。首先放置盖的后缘，然后是前缘。

11. 使用 IRMA 工具更换三颗螺钉，并牢固拧紧每颗螺钉。

12. 翻转 IRMA 系统，使得 IRMA 底座朝下并且坞站朝上。
如果取下了 IRMA 平板电脑，则打开坞站并将其插入。 
更换 IRMA 工具并关闭打印机盖。

13. 将交流电源连接至 IRMA 底座。IRMA 系统将通电。 

14. 在 IRMA 平板电脑上，从主菜单选择“审查”选项。

15. 选择“关于电池”按钮，并检查新底座电池是否被识别。

16. 运行 EQC 测试和 TQC 测试（请参阅第 3.5 节和 
第 3.7 节）。

6.3 更换打印机盖
1. 如第 7 节所述清洁分析仪。

2. 打开打印机盖，使其与 IRMA 底座成 90° 角。

3. 移除 IRMA 工具。

4. 轻轻地笔直拉出压纸滚轴，将其从打印机盖上移除。将其
放置在附近。

图 6.5

图 6.6

图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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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5. 松开打印机盖后部的螺钉。有一颗螺钉在右侧，还有一颗在左
侧。松开螺钉，直至您可以轻松地向上拉动盖并将其取下
（图 6.8）。

6. 从旧盖上拆下螺钉和金属垫圈，并将它们放置在新盖中。

7. 以 90° 角将新盖固定至底座上的连接杆，将其升高至连
接杆上方，然后下放到位。使用 IRMA 工具将螺钉拧紧。

8. 更换压纸滚轴。从压纸滚轴前方查看时，白色齿轮应位
于左侧。扣入压纸滚轴后，不应安装过紧。如果牢牢固
定，则可能偏左或偏右。关闭打印机盖，露出约 1 英寸 
(2.5 cm) 纸张。

6.4 更换打印机模块
1. 如第 7 节所述清洁分析仪。

2. 如果需要，可从坞站上取下 IRMA 平板电脑以查看说明。

3. 断开 IRMA 底座上的交流电源。

4. 如第 6.2 节所述拆下电池。

5. 打开打印机盖，使其成 90° 角。拆下纸辊、IRMA 工具
和温度验证试剂盒。请勿关闭打印机盖。

6. 放置坞站，使其与 IRMA 底座成 90° 角。将 IRMA 系统
放置在其左侧。

7. 在底座底部面向您的情况下，使用 IRMA 工具拆下螺钉 
#1 和 #2（图 6.9）。将它们放置在附近。 

8. 轻轻拉出打印机。 

9. 在放置新的打印机时，请勿触碰任何电子组件。通过塑料
侧固定住新打印机，将从打印机直缘突起的舌片与底座中
的插槽对齐（图 6.10）。将舌片置于插槽中，并轻轻放置
打印机。握住打印机，将螺钉放入打印机的底座，并牢固
拧紧。

10. 如第 6.2 节所述更换电池。

11. 放下 IRMA 系统 IRMA 底座。将打印机纸辊置于压低的纸
仓中，并让纸张从辊的底部展开。展开纸张，露出约  
1 英寸 (2.5 cm) 纸张。

12. 更换 IRMA 工具和温度验证试剂盒，并关闭打印机盖。

13. 如果取下了 IRMA 平板电脑，则将其插入坞站。将交流电
源连接至 IRMA 底座。IRMA 系统将通电。 

14. 需要使用 IRMA 平板电脑配置新打印机。如果需要，将 
IRMA 平板电脑唤醒，并将 IRMA 平板电脑和 IRMA 底座
配对（如第 8.9 节中所述）。

图 6.8

图 6.9

图 6.10



6  IRMA 组件更换

6.4

6.5  更换坞站
1. 如第 7 节所述清洁分析仪。

2. 新坞站包装中附带安装所需的工具。

3. 断开 IRMA 底座上的交流电源。。

4. 如第 6.2 节所述拆下电池。 

5. 关闭坞站并以 IRMA 底座朝上、把手朝向自己的方位安放 
IRMA 系统。

6. 用坞站工具拆下把手下方的四颗螺钉（图 6.11）。要完全
拆下螺钉，可能必须翻转 IRMA 底座，让螺钉掉出。将螺
钉放置在附近。

7. 放置 IRMA 系统，使得 IRMA 底座的底部朝下，并且坞站
位于顶部，把手背离自己。

8. 打开坞站，使其与 IRMA 分析仪底座成 90° 角。通过笔
直向上拉动坞站，将其拆下。请勿触碰 IRMA 底座内暴露
的电子组件。

9. 要更换 IRMA 底座上的新坞站，可握住坞站，让IRMA 平
板电脑仓朝向您，并且底部的两个舌片朝下。舌片配合 
IRMA 底座中的插槽（图 6.12）。轻轻地将新坞站舌片放
置在 IRMA 底座插槽的上方，并将坞站放在 IRMA  
底座上。

10. 如第 6.2 节所述更换电池。

11. 关闭坞站。翻转 IRMA 系统，使得 IRMA 系统的底部 
朝上，并且把手朝向您。更换四颗螺钉，并牢固拧紧 
每颗螺钉。

12. 翻转 IRMA 系统，使得坞站朝上。打开坞站并将 IRMA 
平板电脑插入。

13. 将交流电源连接至 IRMA 底座。IRMA 系统将通电。

14. 检查充电图标（请参阅第 1.10 节）是否显示在状态栏中。

6.6 更换 IRMA 平板电脑
1. 如第 7 节所述清洁分析仪。

2. 将新的 IRMA 平板电脑插入坞站（图 6.13）。

3. 在 IRMA 平板电脑上，从主菜单选择“设置”选项。

4. 将 IRMA 平板电脑和 IRMA 底座配对（如第 8.9 节中所
述）。

5. 如果 IRMA 底座具有集成的打印机，则将 IRMA 平板电脑
和 IRMA 打印机配对（如第 8.9 节中所述）。

6. 运行 EQC 测试（请参阅第 3.4 节），检查和 IRMA 底座
之间的连接。

7. 打印 EQC 测试以检查和 IRMA 打印机之间的连接。

8. 将交流电源出入到 IRMA 底座。

9. 检查充电图标（请参阅第 1.10 节）是否显示在状态栏中。

图 6.11

图 6.12

图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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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节：清洁 IRMA 血液分析系统

本章讨论适用的清洁溶液以及清洁 IRMA 系统的方法。

7.1 清洁溶液
只能用软布使用以下清洁溶液：

• 异丙醇

• 10% 家用漂白剂水溶液

• 季铵化合物

7.2 清洁 IRMA 平板电脑
将溅在 IRMA 平板电脑上的一切液体擦拭掉。使用浸渍 7.1 中列出的清洁液的软布清洁平板电脑。

7.3 清洁 IRMA 底座
使用浸渍 7.1 中列出的清洁液的软布擦拭底座。请勿将清洁溶液喷入边缘连接器、打印机仓、电源连接或 USB 端口。
在拆下 IRMA 平板电脑之后清洁坞站时，小心不要损坏位于坞站内部、左上角、边角的连接器针。这些针用于为 IRMA 
平板电脑充电以及连接 USB 接口。

7.4 清洁红外传感器
每日检查红外 (IR) 传感器是否有灰尘或污染物。根据需要，使用
以 7.1 中所列的清洁溶液湿润的擦布清洁传感器表面，如图 7.1 
所示。探头的玻璃表面在洁净时应当为明亮和反光的状态。在测
试之前，让 IR 传感器完全干燥。

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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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节：IRMA 系统设置

本章说明 IRMA 血液分析仪系统设置的配置。 

8.1  设置选项概述
IRMA 系统设置通过设置菜单配置。可配置的设置通过用户 ID 权
限级别来控制。

• QA 用户（标识为“QA”）具有所有系统设置菜单的访问
权限。

• 非 QA 用户（标识为“用户”）具有一部分“设备设置”
菜单的访问权限。

通过选择主菜单上的“设置”按钮来访问“设置”菜单。如果
将“需要 OID”设置配置为“禁用”，则将显示输入 OID 屏幕。
要在作为用户登录 IRMA 系统时访问 QA 用户设置，可按 IRMA 
平板电脑的电源按钮让 IRMA 平板电脑处于休眠模式。再次按 
IRMA 平板电脑按钮将其唤醒，然后输入 QA 用户 ID。在作为 
QA 用户访问“设置”菜单时，会显示以下选项：

备注：IRMA 系统具有默认 QA 用户：123456.建议将新的 QA 用户添加至 IRMA 系统，并删除默认的  
QA 用户。 

操作员 ID 设置 配置操作员数字 ID、权限、密码、扫描参数以及打印选项。

患者 ID 设置 根据需要配置患者 ID，以及输入患者 ID 的方式。

试剂盒设置 配置试剂盒批次以及 LQC 材料。

分析物范围 配置患者类型、参考范围以及可报告的范围。

QC 锁定设置 配置 EQC 锁定时间表

测试设置 配置在试剂盒测试期间使用的设置，以及 Hct 分流关联。

ABG 测试设置 配置血气测试期间使用的设置。

设备设置 配置 IRMA 平板电脑设置，并将 IRMA 平板电脑和 IRMA 底座及打印机配对。

主菜单 回到主菜单。

在每个“设置”子菜单按钮上，当前设置在第二行以小字体显示（如果适用）。例如，如果“已禁用”或“已启用”选
项可用，而用户已选择“已启用”，则将以小字体显示在子菜单按钮上。

对于大多数设置选项，配置的更改会立即被保存，因此不会显示“保存”或“完成”按钮。对于需要操作员保存配置的
设置，则会显示“保存”、“完成”或“设置”按钮以及“取消”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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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操作员 ID 设置
IRMA 分析仪可保留 2,000 个操作员 ID (OID)。每个 ID 的字符长度为 1 到 30 个字母数字。要访问“操作员 ID”子
菜单，可从“设置”菜单选择“操作员 ID 设置”按钮。

需要 OID
如果要将 IRMA 系统配置为需要 OID 方可进行访问，则选择 
“需要 OID”按钮。有三个用于 OID 的选项：

• 已禁用: 不需要 OID 来访问仪器。要编辑仪器的大部分
设置仍需要 QA 级别 OID。

• 已启用: 需要 OID 来访问仪器。默认输入方式为使用屏
幕上的键盘。

• 扫描: 需要 OID 来访问仪器。默认的输入方式为 
扫描条码。

需要密码

如果要将 IRMA 系统配置为需要密码方可进行访问，则选择“需
要密码”按钮。有两个用于密码的选项：

• 已禁用: 不需要密码来访问仪器。

• 已启用: 需要使用键盘输入密码才能访问仪器。通过选
择“编辑 OID 列表”输入 OID 列表的密码。

备注：如果启用了需要密码，并且在 IRMA 平板电脑进入
休眠模式前没有为 OID 创建密码，则 OID 将不能访问 
IRMA 系统。

编辑 OID 列表

要从 IRMA 系统添加、编辑和删除 OID，可选择“编辑 OID 列
表”按钮。 

• 要将新的 OID 添加至列表，可按“新增”按钮。

 - 按“扫描”按钮以使用条码读取器输入 OID。

 - 如果要使用键盘手动输入 OID，请如下操作。按绿色 
ABC 按钮，显示字母键盘。

 - 如果密码设置配置为已启用，则输入密码。

 - 为 OID 选择权限级别。

 - 按“完成”按钮将 OID 保存至 OID 列表。

备注：密码必须为数字。

• 要删除 OID，可选择要删除的 OID 的按钮。将出现“编
辑 OID”屏幕。按“删除”。

• 要删除所有 OID，可选择显示在屏幕底部的“全部删除”
按钮。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全部删除”。

备注：列表中将留下一个 QA 用户 OID，以便仍可访
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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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编辑现有 OID 的属性，可从列表中选择 OID 按钮。

 - 无法编辑 OID。

 - 用户（QA 或用户）的权限级别可通过选择所需的级别
来更改。

 - 可通过使用后退键并新增密码来编辑密 
码（如果启用）。

 - 在完成时按“完成”。

备注：要编辑 OID，可删除 OID 并将正确的 OID  
添加至列表。

报告中的 OID
要配置 IRMA 系统是否将包含打印的测试报告上的 OID，可选
择“报告”按钮上的 OID。有两个选项用于报告上的 OID。 

• 已禁用: OID 将不包含在打印的测试报告中。

• 已启用: OID 将包含在打印的测试报告中。

OID 条码掩码

如果操作员将通过扫描条码访问 IRMA 系统，并且条码包含不属
于 OID 的字符，则选择“OID 条码掩码”按钮。要配置 OID 条
码掩码，请注意以下项目： 

• 跳过：条码开头需要忽略的字符数。 

• OID 长度：OID 中的字符数。

 - 示例 1：员工徽章上的条码，包含七个字符长并且后接
额外数据的 OID。跳过将设置为 0，并且 OID 长度将
设置为 7。

 - 示例 2：员工徽章上的条码，包含八个字符的自助餐厅
条码，后接九个字符 OID。跳过将设置为 8，OID 长度
将设置为 9。

 - 示例 3：员工徽章上的条码，包含十五个字符，后接七到九个字符的 OID。在 OID 之后没有内容。跳过将设
置为 15，OID 长度将设置为 9。备注：这仅在 OID 条目掩码可用于长度可变的 OID 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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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患者 ID 设置
可将 IRMA 系统配置为需要操作员输入患者 ID (PID) 或患者人口统计信息。要访问“患者 ID”子菜单，可从“设置”
菜单选择“患者 ID 设置”按钮。

需要 PID
如果要将 IRMA 系统配置为在患者测试期间需要操作 
员输入 PID，则选择“需要 PID”按钮。对于“需要 PID” 
有 4 个选项：

• 已禁用: 在测试期间将不要求输入 PID。

• PID 输入: 运行患者测试需要 PID。PID 输入的默认方法
将为屏幕键盘。

• PID 扫描: 运行患者测试需要 PID。默认的输入方式为扫
描条码。

• 患者信息：需要患者名字以及生日，而非 PID。

默认 PID
如果为“需要 PID”设置配置了 PID 输入或患者信息，则 
操作员将可选择使用默认 PID。要配置默认 PID，可选择“默认 
PID”按钮。

• 要扫描 PID 以用作默认值，可按“扫描”按钮。

• 如果要手动输入用作默认值的 PID，请使用键盘输入。

PID 长度

要为 PID 配置最小和最大长度，可选择“PID 长度”按钮。配置 
PID 的长度将强制操作员输入大于或等于指定的最小字符数并且
小于或等于指定的最大字符数的 PID。

• 使用第一滚动选项控件来设置 PID 的最小长度。

• 使用第二滚动选项控件来设置 PID 的最大长度。

备注：如果 PID 最小或最大长度设置为默认值之外的任
何值，将忽略“PID 输入掩码”。

PID 输入掩码

如果 PID 始终为相同长度，并且始终匹配相同模式，则选
择“PID 输入掩码”按钮。配置“PID 输入掩码”将强制操作员
输入或扫描匹配所配置的掩码的 PID。为 PID 中的每个位置输
入 A、N 或 C。若不使用掩码，请删除文字输入区域中的所有字
符。

• A：要求输入字母或数字。

• N：要求输入数字。

• C：要求输入字母。

• 示例：PID 以代表医院部门的两个字符开头，这两个字符
可为字母或数字，后接六个数字的标识符并以单个字母结
束，该单个字母指示是属于住院患者还是门诊患者，则掩
码为：CCNNNN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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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C 为两字符的部门代码。

 - NNNNNN 为六个数字的标识符。

 - A 为单字母的住院患者或门诊患者指示符。

备注：如果 PID 可为不同的长度，则不应使用“PID 输入掩码”功能。

PID 条码掩码

如果操作员将通过扫描条码输入 PID，并且条码包含不属于 PID 
的字符，则选择“PID 条码掩码”按钮。要配置 PID 条码掩码，
请注意以下项目： 

• 跳过：条码开头需要忽略的字符数。 

• PID 长度：PID 中的字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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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试剂盒设置
可将 IRMA 系统配置为仅允许通过特定试剂盒类型来测试，并且还可限制在试剂盒类型上报告的分析物。用在液体质量
控制测试中的质量控制材料也在此配置。要访问“试剂盒设置”子菜单，可从“设置”菜单选择“试剂盒设置”按钮。

试剂盒配置

要限制可用于患者测试的 IRMA 试剂盒，或者限制通过患者测试
报告的分析物，可选择“试剂盒配置”按钮。每个 IRMA 试剂盒
类型将显示为不同颜色的功能区。该功能区将包含已选分析物的
列表、“用户选择项”或“已禁用”。对于每个试剂盒类型，QA 
用户可指定试剂盒是否可用于患者测试，如果可用，将报告哪些
分析物，或者操作员在测试开始时是否可选择报告哪些分析物。
每个试剂盒类型的选项菜单都相同。下面将以 CC 试剂盒为例来
说明可用的选项。

选择 CC 功能区。有两个用于产品类型的选项：

• 已禁用：CC 试剂盒无法用于测试。

• 已启用：CC 试剂盒可用于测试。

有两个选项用于“用户选择项”：

• 已禁用：如果为患者测试选择了 CC 试剂盒，则用户将无
法选择将报告哪些分析物。  

• 已启用：如果为患者测试选择了 CC 试剂盒，则用户将选
择报告哪些分析物。

如果禁用“用户选择项”，要选择报告哪些分析物，可执 
行以下操作： 

• 如果某分析物需要报告，并且分析物框为灰色，可选择分
析物框。该框将显示为蓝色，并且框内有复选标记。 

• 如果某分析物不需要报告，并且分析物框为蓝色，可选择
分析物框。该框将显示为灰色，并且框内没有复选标记。 

备注：至少必须为测试选择一种报告的分析物。

管理试剂盒批次

要添加或删除 IRMA 试剂盒批次，可选择“管理试剂盒批次”按
钮。将显示所有为 IRMA 系统启用的未过期 IRMA 试剂盒批次。

• 要删除单个批次，可选择批次。将出现确认消 
息。按“删除”。

• 要删除所有批次，可选择显示在屏幕底部的“全部删除”
按钮。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全部删除”。

• 要新增批号，可选择“新增”按钮。

 - 扫描 IRMA 试剂盒的袋标签上的二维码。 

备注：如果“允许测试期间输入新批次”设置为已禁用，
则这是将 IRMA 试剂盒批次添加至 IRMA 系统而不作为 
QA 用户运行测试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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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期间添加新批次条目

要允许用户在测试期间将新的 IRMA 试剂盒批次添加至 IRMA 系
统，可选择“允许测试期间输入新批次”按钮。有两个选项用
于“允许测试期间输入新批次”：

• 已禁用：在测试期间，用户只能使用已经在 IRMA 系统上
配置的 IRMA 试剂盒批次。

• 已启用：在测试期间，用户能够通过扫描试剂盒袋标签上
的二维码来将新的 IRMA 试剂盒批次添加至 IRMA 系统。

备注：测试期间，QA 用户始终可将新的 IRMA 试剂盒批
次输入 IRMA 系统中。

管理 LQC 材料批次

要添加或删除 LQC 材料，可选择“管理 LQC 材料批次”按钮。
将出现已经配置的 LQC 材料批次。

• 要删除单个批次，可选择批次。将出现确认消息。 
按“删除”。

• 要删除所有批次，可选择显示在屏幕底部的“全部删除”
按钮。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全部删除”。

• 要新增 LQC 材料批次，可选择“新增”按钮。

 - 从 LifeHealth 质量控制表扫描所需级别的条目。

 - 要手动添加批次，可按“手动输入”按钮。 

 - 选择 IRMA 试剂盒类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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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屏幕键盘输入 LQC 材料批次。完成后，按“下一
步”按钮。

 - 使用滚动选项控件，选择“批次级别”以及到期月份和
年份。完成后，按“下一步”按钮。

 - 选择将为其配置范围的分析物。完成后，按“下一步”
按钮。

 - 为每个分析物输入其下限和上限。完成分析物范围的输
入后，按“下一步”按钮。

 - 输入最后一个分析物范围之后，将显示“管理 LQC 材
料批次”屏幕。

备注：LQC 材料在其过期月份的最后一天的 23:59 之前
可供使用。

备注：不能编辑 LQC 材料。要编辑 LQC 材料，可将其
删除，然后添加正确的 LQC 材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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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分析物范围
可将 IRMA 系统配置为将患者类型、样本类型和吸取部位与患者测试记录关联，并根据各个范围评估患者测试结果。要
访问分析物范围子菜单，可从“设置”菜单选择“分析物范围”按钮。

患者/样本类型

要将患者类型、样本类型和吸取部位与患者测试记录关联，可选
择“患者/样本类型”按钮。有两个选项用于患者和样本类型：

• 已禁用：患者测试期间，用户无法选择将患者和样本信息
与患者测试记录关联。

• 已启用：患者测试期间，用户可选择将患者和样本信息与
患者测试记录关联。

备注：不必启用“患者特定参考范围”即可使用“患者和
样本类型”。

患者/样本类型设置

IRMA 系统可配置最多六个患者类型。每个患者类型可配置最多六个独立的样本类型。每个样本类型可配置最多十个独
立的样本部位。每个样本部位可配置最多四个独立的样本子部位。针对成人、小儿和婴儿患者以一般患者和样本类型预
先配置了 IRMA 系统。

要配置患者和样本信息，可选择“患者/样本类型设置”按钮。将显示为 IRMA 系统配置的患者类型。选择患者类型按
钮后将显示为该患者类型配置的样本类型。对于患者类型、样本类型、样本部位和样本子部位，查看、添加、编辑以及
删除的方法完全相同。选择“编辑”按钮来查看、添加、删除或修改患者和样本信息。 

• 编辑：从列表中选择类型，并按“编辑”按钮。使用屏幕
键盘修改类型的名称，并按“保存”按钮来保存更改或
按“取消”按钮不保存任何更改。

• 删除：从列表中选择类型，并按“编辑”按钮。从文本区
域删除所有字符，并按“保存”按钮。将出现用于确认删
除的消息。按“删除”来删除类型。

• 添加：选择“添加项目”按钮并输入新类型的名称。 
按“保存”按钮来新增项目，或者按“取消”按 
钮不新增项目。 

备注：如果已达到最大类型数，则“添加项目”按钮将不
可用。可删除某一类型以便添加新类型。

• 查看子类型：从类型按钮列表选择类型，并按“查看子类
型”按钮来查看、添加、编辑或删除下个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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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患者类型选择“查看子类型”将显示为该患者类型配
置的样本类型。

 - 为样本类型选择“查看子类型”将显示为该样本类型配
置的样本部位。

 - 为样本部位选择“查看子类型”将显示为该样本部位配
置的样本子部位。

 - 没有用于样本子部位的“查看子类型”按钮。

患者特定参考范围

要将 IRMA 系统配置为根据基于患者和样本类型的参考范围来评
估患者测试结果，可选择“患者参考范围”按钮。有两个选 
项用于“患者特定参考范围”：

• 已禁用：将不依据相应的“患者特定参考范围”评估患者
测试结果。

• 已启用：将依据相应的“患者特定参考范围”（如果已定
义）评估患者测试结果。 

备注：只能为已确立的患者和样本类型配置患者特定 
参考范围。 

患者参考范围

在 IRMA 系统中必须至少有一个患者类型和样本类型，方能配置患者特定参考范围，并且“必须”启用“患者/样本类
型”。对于每个患者类型-样本类型组合，都存在一组针对女性的参考范围，以及一组针对男性的参考范围。 

备注：将“患者特定参考范围”设置配置为已启用时，在患者测试期间必须输入患者的性别。

要配置患者特定参考范围，可选择“患者范围设置”按钮。将显示为 IRMA 系统确立的患者类型。要配置患者特 
定参考范围：

• 选择患者类型按钮。将显示患者类型的样本类型。

• 选择样本类型按钮。对于每个分析物，将显示两个按钮：
一个用于女性，一个用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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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特定分析物配置参考范围，请执行以下操作：

• 按参考范围按钮。

• 使用屏幕键盘为正常范围和临界范围输入最小和最大值。

 - 如果已输入最小值，则必须有相应的最大值， 
反之亦然。

 - 最小值必须小于最大值。

 - 如果仅输入单个范围，则将依据单个范围评 
估测试结果。

• 要删除参考范围，可将最小和最大值设置为空。

• 按“保存”按钮保存范围。随即显示参考范围 
按钮的列表。

备注：如果分析物的参考范围对于多个患者人群和样本类型通用，则将“主参考范围”配置为已启用，并配置
主参考范围中的分析物，并将患者特定参考范围中的分析物留空。例如，如果分析物的范围对于所有患者类型
在静脉和动脉样本中相同，但是在毛细管样本中不同，则可配置毛细管参考范围中的分析物，并将动脉和静脉
参考范围中的分析物留空。如果执行了毛细管测试，则将依据特定毛细管参考范围评估其结果。如果执行了动
脉或静脉测试，将依据单个主参考范围评估其结果。

主参考范围

要将 IRMA 系统配置为根据单个主参考范围来评估患者测试结
果，可选择“主参考范围”按钮。有两个选项用于主参考范围：

• 已禁用：将不依据“主参考范围”评估患者测试结果。

• 已启用：将“患者特定参考范围”配置为已禁用时，或者
在相应的“患者特定参考范围”中没有定义范围时，将依
据“主参考范围”评估患者测试结果。

主参考范围设置

要配置主参考范围，可选择“主范围设置”按钮。对于每个分析
物，将显示一个按钮。要为特定分析物配置主参考范围，请执行
以下操作：

• 按分析物的主参考范围按钮。

• 使用屏幕键盘为正常范围和临界范围输入最小和最大值。

 - 如果已输入最小值，则必须有相应的最大值，反之亦然。

 - 最小值必须小于最大值。

 - 如果仅输入单个范围，则将依据单个范围评估测试结
果。

• 要删除参考范围，可将最小和最大值设置为空。

• 按“保存”按钮保存范围。随即显示主参考范围 
按钮的列表。

备注：分析物的患者特定和主参考范围必须在分析物的可
报告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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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报告范围

要将 IRMA 系统配置为根据可报告的范围评估患者测试结果，
可选择“可报告范围”按钮。有两个选项用于“可报 
告的范围”：

• 已禁用：将不依据“可报告范围”评估患者 
测试结果。

• 已启用：将依据“可报告范围”评估患者测试结果。

可报告范围设置

要配置可报告的范围，可选择“可报告范围设置”按钮。对于
每个分析物，将显示一个按钮。默认设置下，可报告的范围配
置为 IRMA 系统的机器范围。IRMA 系统机器范围之外的测试
结果将报告为被禁止。要为特定分析物配置可报告的范围，请
执行以下操作：

• 按分析物的可报告范围按钮。

• 使用屏幕键盘为范围输入最小和最大值。

 - 如果已输入最小值，则必须有相应的最大值，反之亦
然。

 - 最小值必须小于最大值。

 - 如果仅输入单个范围，则将依据单个范围评估测试结
果。

• 要将可报告的范围重置为机器范围，可清除可报告的范
围。

• 按“保存”按钮保存范围。随即显示可报告范围按钮的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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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QC 锁定设置
如果特定 EQC 测试未能成功执行，IRMA 系统可能会被配置为禁止测试。EQC 锁定将禁止患者和 LQC 测试。要访
问“QC 锁定设置”子菜单，可从“设置”菜单选择“QC 锁定设置”按钮。

EQC 锁定设置

如果最近的 EQC 测试未通过而要在 IRMA 系统上禁止测试，可
选择“EQC 锁定设置”按钮。有两个选项用于配置 EQC 锁定。

• 已禁用：未通过的 EQC 测试将不会禁止 IRMA 系统上的
患者和 LQC 测试。  

• 已启用：如果上次执行的 EQC 测试未通过，或者没有为
当前轮次执行 EQC 测试，将会禁止患者和 LQC 测试，直
至执行的 EQC 测试通过。

要配置 EQC 测试时间表，可按“配置时间表”按钮。有两个时
间表设置要配置：

• 每天次数：每天必须成功执行的 EQC 测试的次数。每天
次数也称为轮次数。例如，如果每天次数设置为三，则将
有三个八小时的轮次。

• 开始时间：设置轮次时间表的时间。例如，如果开始时间
设置为 07:00 并且有三个轮次，则轮次时间为  
07:00 - 14:59、15:00 - 22:59 和 23:00 - 06:59。如果开始时
间设置为 15:00 并且有两个轮次，则轮次时间为  
03:00 - 14:59 和 15:00 - 02:59。

• 配置轮次数和开始时间之后，请按“完成”按钮。

备注：如果患者或 LQC 测试刚好在新轮次开始之前开
始，则允许完成测试，而后再执行锁定。 



8  系统设置

8.14

8.7 测试设置
除非另外说明，否则“测试设置”选项为所有患者测试配置向操作员显示的屏幕。要访问“测试设置”子菜单，可从 
“设置”菜单选择“测试设置”按钮。

艾伦测试结果输入

要将艾伦测试的结果和患者测试记录关联，可选择“艾伦测 
试结果输入”按钮。有两个选项用于将艾伦测试的值和患者 
测试记录关联：

• 已禁用：不会为操作员提供用于将艾伦测试的值和患者测
试记录关联的选项。

• 已启用：会为操作员提供用于将艾伦测试的值和患者测试
记录关联的选项。

艾伦测试范围

要配置艾伦测试结果的通过范围，可选择“艾伦测试范围”按
钮。秒数下限和秒数上限用于定义艾伦测试的范围。

• 设置第一个滚动选项以配置艾伦测试的下限。

• 设置第二个滚动选项以配置艾伦测试的上限。 

• 下限必须小于上限。 

当执行患者测试时，操作员将有机会使用单个滚动选项控件将艾
伦测试的结果和患者测试剂量关联。小于下限的值以及大于上限
的值将在滚动选项控件上显示为红色。大于或等于下限的值以及
小于或等于上限的值将在滚动选项控件上显示为白色。

Hct 分流关联模式

要调节实施心肺分流的患者的血细胞比容结果，可选择“Hct 分流
关联模式”按钮。在患者测试期间，如果操作员选择“分流”，
则将基于配置的斜率和截距调节血细胞比容结果。有三个选项用
于配置 Hct 分流关联：

• 已禁用：不会关联 Hct 结果。

• 用于全部：当执行报告血细胞比容 (Hct) 的患者测试时，
操作员必须选择患者是否已实施心肺分流。如果操作员选
择“分流”，则单个斜率和截距将用于调节血细胞比容结
果。

• 按 OID：当执行报告血细胞比容 (Hct) 的患者测试时，
操作员必须选择患者是否已实施心肺分流。如果操作员选
择“分流”，则为登录到 IRMA 系统的 OID 定义的斜率
和截距将用于调节血细胞比容结果。如果将所需的 OID 设置配置为“已禁用”，或者如果没有为 OID 配置斜
率和截距，则不会调节血细胞比容结果。

备注：在结果屏幕上，已应用关联的血细胞比容结果旁边会显示心脏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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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t 分流关联设置

要为所有 OID 或单个 OID 配置斜率和截距，可选择“Hct 分流
关联设置”按钮。

• 如果将 Hct 分流关联模式配置为“用于全部”，则将显示
一个关联按钮。

• 如果 Hct 分流关联模式配置为“按 OID”，则会为 IRMA 
系统中配置的每个 OID 分别显示关联按钮。

• 选择关联按钮，以显示“编辑分流关联”屏幕。 

 - 使用屏幕键盘输入或编辑斜率以及截距。如果斜率和截
距为空，则不会调节血细胞比容结果。

 - 按“完成”按钮保存更改。

 - 按“取消”按钮在不保存更改的情况下退出。

备注：有关确立斜率和截距的说明请参阅本节的末尾。

医师输入模式

要配置 IRMA 系统以将开单医师和患者测试记录关联，可选择 
“医师输入模式”按钮。有三个选项用于将医师名字和患者测试
记录关联：

• 已禁用：在患者测试记录期间，将不会为操作员提供用于
关联开单医师名字的选项。

• 仅列表：在患者测试记录期间，将会通过预先配置的列表
为操作员提供用于关联开单医师名字的选项。

• 手动输入：在患者测试记录期间，将会为操作员提供用于
关联开单医师名字的选项，可通过预先配置的列表、使用
屏幕键盘手动输入名字或通过扫描条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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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医师列表

要在医师列表中查看、添加、编辑或删除名字，可选择“管理医
师列表”按钮。随即显示配置的医师的列表。

• 要将新的医师添加至列表，可按显示在屏幕底部的“新
增”按钮。

 - 在“医师”文字输入区域使用屏幕键盘输入名字。名字
不能为空并且名字不能和已有名字重复。

 - ID 的输入为可选项。如果输入 ID，则该 ID 不得和已
有 ID 重复。如果以电子方式传输了患者测试记录，则
将在电子记录中传输医师名字和 ID。医师 ID 将不会
显示在 IRMA 系统报告上。

 - 按“完成”按钮将医师名字保存至列表。

• 要编辑和医师名字关联的 ID，可从列表中选择医师名字。

 - 使用屏幕键盘编辑 ID。更改的 ID 不得和已有  
ID 重复。

 - 不能更改医师名字。要更改医师的名字，可从列表中删
除医师，然后新增医师。

• 要从列表中删除单个医师，可选择要删除的医师。

 - 选择“删除”按钮。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删除”。

• 要清除整个列表，可选择显示在屏幕底部的“全部删除”
按钮。 

 - 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全部删除”。

用户备注输入模式

要让用户备注和测试记录关联，可选择“用户备注输入模式”按
钮。有三个选项用于将用户备注和测试记录关联：

• 已禁用：操作员不能将注释和测试记录关联。

• 仅列表：操作员只能将预先配置的注释和测试记录关联。

• 手动输入：操作员可将预先配置的注释和测试记录关联，
也可将自由文本注释和测试记录关联。

由操作员在测试期间创建的用户备注将不会添加至预先配
置的注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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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户备注列表

要在用户备注列表中查看、添加、编辑或删除用户备注，可选
择“管理用户备注列表”按钮。随即显示配置的用户备 
注的列表。

• 要将新的用户备注添加至列表，可按显示在屏幕底部的 
“新增”按钮。

 - 在文字输入区域使用屏幕键盘输入唯一的注释。注释不
能为空并且注释不能和已有注释重复。

 - 选择 PT 和/或 LQC。如果选择 PT，则用户备注将可
用于和患者测试关联。如果选择 LQC，则用户备注将
可用于和 LQC 测试关联。

 - 按“完成”按钮将注释保存至列表。

• 要编辑用户备注的 PT/LQC 名称，可从列表中选择用户备
注。

 - 选择或取消选择 PT 和/或 LQC 按钮。

 - 按“完成”按钮保存更改。

• 要从列表删除单个用户，可选择要删除的用户备注。

 - 选择“删除”按钮。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删除”。

• 要清除整个列表，可选择显示在屏幕底部的“全部删除”
按钮。

 - 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全部删除”。

测量单位设置

要配置为分析物报告的度量单位、温度的度量单位以及将 BUN 
报告为 BUN 还是尿素，可选择“度量单位设置”按钮。将显示
包含各分析物以及当前为其配置的度量单位的列表，并且显示在
单列中。要为分析物配置度量单位，可选择分析物单位按钮。

• 将显示两个或多个单选按钮。选择所需的度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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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Hct 分流关联计算斜率和截距。

1. 将 Hct 分流关联模式配置为“已禁用”。

2. 在开始数据收集之前，请验证参考分析仪是否正确维护，以确保准确关联。

3. 获得来自至少 5 个实施心肺分流的患者的至少 20 个拆分样本血细胞比容结果。

只能使用从分流患者收集的样本；不得包括分流之前和之后的样本。

如果将按 OID 配置 HCT 分流，则必须为每个操作员收集单独的一组 20 个样本。

4. 根据 IRMA 系统结果为每组值绘制参考分析仪结果。将参考分析仪结果作为 Y（相关）变量；将 IRMA 系统结
果作为 X（独立）变量。

5. 在结果上执行线性回归分析。

6. 删除与回归线达到 3 个标准偏差以上的任何数据点。将它们更换为通过额外拆分样本分析获取的数据，并重新
确定回归线。

7. 回归线的斜率和截距值为要在 IRMA 系统的 Hct 分流关联设置功能中输入的斜率和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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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ABG 测试设置
ABG 测试设置为血气测试配置 IRMA 系统设置（CC 和 BG IRMA 试剂盒类型）。这些设置包括将氧疗信息和测试记录
关联、校正患者体温的 ABG 值、将测量的 SpO2 值和测试记录关联以及在计算剩余碱时要使用的公式、在剩余碱计算
中使用的血红蛋白以及用于体温校正 pO2 的公式。要访问“ABG 测试设置”子菜单，可从“设置”菜单选择“ABG 测
试设置”按钮。

氧疗模式

要关联来自呼吸机或其他治疗设备的氧疗信息，可选择“氧疗模
式”按钮。有三个选项用于将氧疗信息和患者测试记录关联：

• 已禁用：不会为操作员提供用于将氧疗信息和患者测试记
录关联的选项。

• 设备模式：会为操作员提供已配置氧气设备的列表以及室
内空气选项。列表中的每个设备均已配置为单个氧疗值。

• 治疗模式：会为操作员提供已配置呼吸机的列表以及室内
空气选项。列表中的每个呼吸机均已配置为可输入最多二
十个氧疗值。

配置氧气设备

要在氧气设备列表查看、添加、编辑或删除氧气设备，可选择 
“配置氧气设备”按钮。随即显示已配置氧气设备的列表。

• 要将新的设备添加至列表，可按显示在屏幕底部的“新
增”按钮。

 - 在“设备名称”文字输入区域使用屏幕键盘输入唯一的
氧气设备名称。名字不能为空并且名字不能和已有氧气
设备重复。

 - 选择度量单位单选按钮。Lpm 选项会将 lpm（每分钟
升数）和操作员输入的值关联。% 选项会将 %（百分
比）和操作员输入的值关联。“用户选择项”将允许操
作员在测试期间选择 lpm 或 %。

 - 按“完成”按钮将该氧气设备保存至列表。

• 要编辑和氧气设备关联的度量单位，可从列表中选择氧气
设备。

 - 选择度量单位单选按钮。按“完成”按钮以保存并退
出。

 - 不能更改氧气设备名称。要更改氧气设备名称，可从列
表中删除氧气设备，然后新增氧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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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列表中删除单个氧气设备，可选择要删除的 
氧气设备。

 - 选择“删除”按钮。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删除”。

• 要清除整个列表，可选择显示在屏幕底部的“全部删除”
按钮。

 - 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全部删除”。

配置氧气呼吸机

要在呼吸机列表查看、添加、编辑或删除呼吸机，可选择“配置
氧气呼吸机”按钮。随即显示配置的呼吸机的列表。

• 要将新的呼吸机添加至列表，可按显示在屏幕底部 
的“编辑”按钮。在“配置氧气呼吸机”屏幕， 
按“新增”按钮。

 - 使用屏幕键盘在“氧疗呼吸机”屏幕上的“呼吸机名
称”文字输入区域输入唯一的呼吸机名称。按“保
存”按钮。

 - 在“配置氧气呼吸机”屏幕，从呼吸机列表中选择新
创建的呼吸机按钮。

 - 要将新的呼吸机设置添加至呼吸机，可按 + 按钮。
在“设置名称”文字输入区域使用屏幕键盘输入唯一
的非空白设置名称。在“度量单位”文字输入区域使
用屏幕键盘输入设置的度量单位。度量单位可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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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向上移动列表中的设置，先选择要移动的设置，然后
按向上箭头按钮。

备注：列表中设置的顺序为患者测试期间设置呈现给操作
员的顺序。

 - 要向下移动列表中的设置，先选择要移动的设置，然后
按向下箭头按钮。

 - 要从列表中删除设置，先选择要删除的设置，然后按 - 
按钮。将显示确认消息。按“删除”。

不能编辑呼吸机设置。要编辑呼吸机设置，可从列表中将
其删除，然后添加正确的设置。

“配置氧气呼吸机”屏幕底部的“删除”按钮用于删除呼吸机及其所有设置，而非删除单个呼吸机设置。

• 要从列表中删除单个呼吸机，可按“编辑”按钮。

 - 从列表中选择呼吸机按钮。选择显示在屏幕底部的“删除”按钮。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删除”。

• 要清除整个列表，可选择显示在屏幕底部的“全部删除”按钮。

 - 将出现确认消息。按“全部删除”。

患者体温输入

要调节患者 ABG 结果，可选择“患者体温输入”按钮。在患者
测试期间，有两个选项用于调节患者体温的 ABG 值。

• 已禁用：不会为操作员提供用于输入患者体温的选项。

• 已启用：会为操作员提供用于输入患者体温的选项。

SpO2 来源

要将测量的 SpO2 值和脉冲速率和患者测试记录关联，可选择 
SpO2 源按钮。有三个选项用于将测量的 SpO2 值和患者测试记录
关联：

• 已禁用：不会为操作员提供用于将测量的 SpO2 值和患者
测试记录关联的选项。

• 手动输入：操作员可使用屏幕数字键盘输入测量的 SpO2 
值以及脉冲速率。

• 自动：该仪器将发现任何兼容且支持蓝牙的脉搏血氧仪，
并将它们显示在列表中供操作员选择。将自动从脉搏血氧
仪读取 SpO2 和脉冲速率，并显示在屏幕上供操作员确
认。操作员还可以选择使用屏幕数字键盘手动输入测量的 
SpO2 值以及脉冲速率。

备注：要获得兼容且支持蓝牙的脉搏血氧仪或获得兼容且支持蓝牙的脉搏血氧仪的列表，请联系您的 
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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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和 HCO3 公式

要设置用于计算剩余碱以及为患者测试报告的 HCO3 的公式，请
选择“BE 和 HCO3 公式”按钮。有两个选项用于 BE 和 HCO3 
公式：

• SN：将使用 Severinghaus NCCLS 公式计算通过患者测试
报告的碱过剩和 HCO3 值。

• SA：将使用 Siggaard-Andersen 公式计算通过患者测试报
告的碱过剩和 HCO3 值。

pO2 体温校正

在患者测试期间，当患者体温是由操作员输入时，要设置公式来
调节患者 pO2 结果，可选择“pO2 体温校正”按钮。有两个选项
用于 pO2 校正公式：

• Severinghaus：将使用 Severinghaus 公式计算通过患者
测试报告的经体温校正的 pO2 结果。

• Kelman-Nunn: 将使用 Kelman-Nunn 公式计算通过患者
测试报告的经体温校正的 pO2 结果。

BE 的血红蛋白来源

要设置用于计算血液中剩余碱 (BEb) 的血红蛋白值的源，可选
择“BE 的血红蛋白来源”按钮。有三个选项用于“BE 的血红 
蛋白来源”： 

• 使用默认值：计算血液中的碱过剩时，将使用 15 g/dL 作
为血红蛋白值。

• 手动输入：将提示操作员输入要在血液计算的剩余碱中使
用的血红蛋白值。

• 计算值：通过 IRMA 系统计算的血红蛋白值将用在血液计
算中的剩余碱中。

血红蛋白的后备来源

当“BE 的血红蛋白来源”设置配置为“计算值”并且血红蛋白不
能通过 IRMA 系统计算时，要设置用于计算血液中剩余碱的血红
蛋白值的源，可选择“血红蛋白的后备来源”按钮。有两个选项
用于“血红蛋白的后备来源”： 

• 使用默认值：计算血液中的碱过剩时，将使用 15 g/dL 作
为血红蛋白值。

• 手动输入：将提示操作员输入要在血液计算的剩余碱中使
用的血红蛋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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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设备设置
IRMA 系统的所有非测试配置设置都包含在“设备设置”中。要访问“设备设置”子菜单，可从“设置”菜单选择“设
备设置”按钮。

配置 Wifi
IRMA 系统可连接至无线网络。要连接至无线网络，可选择“配
置 WiFi”按钮。IRMA 平板电脑将扫描可用的无线网络。

• 要连接至无线网络，可从列表中选择网络功能区。

 - 如果无线网络无需密码即可加入，IRMA 系统将获取 IP 
地址并加入网络。

 - 如果无线网络需要密码，则将显示用于输入密码的屏
幕。

 - 要在输入密码时显示密码，请选择“显示密码”复选
框。

 - 要在密码文字输入区域输入文字，可触碰文字输入区
域。将出现光标。使用屏幕键盘以输入文字。

 - 要在小写和大写之间切换，可按绿色的向上箭头按钮。

 - 要输入符号，可按 ?123 按钮以显示数字和符号键盘。
要查看额外的符号，可按绿色的向上箭头按钮。

 - 输入密码之后，请按“连接”按钮。IRMA 平板电脑将
尝试获取 IP 地址并加入无线网络。

• 要与无线网络断开连接，可从列表中选择网络。

 - 将显示包含网络特性的对话框。

 - 按“忘记”按钮与网络断开连接。

• 如果所需的无线网络未显示在列表中，则按“重新扫描”
按钮。按“重新扫描”按钮可强制 IRMA 平板电脑对无线
网络执行新的搜索。

• 如果加入无线网络需要 SSID，并且连接到无线网络屏幕上
没有该选项，可按 SSID 按钮。

备注：IRMA 系统仅在检查更新或传输数据时启用 Wifi 
并连接至网络。

备注：IRMA 系统无法连接至需要安装证书的无线网络。

备注：未提供用于使用有线以太网适配器的配置。要使用
有线以太网适配器，只需将 IRMA 系统随附的 USB 以太
网适配器插入 IRMA 底座的 USB 端口，然后将网线插入 
USB 以太网适配器。IRMA 系统仅兼容 DHCP 并且仅在
检查更新或传输数据时连接至网络。



8  系统设置

8.24

休止状态超时

要设置 IRMA 平板电脑在进入休眠模式前的休止时间量，可选
择“休止状态超时”按钮。

• 选择和所需超时期间对应的单选按钮。

条码读取器超时

要设置 IRMA 平板电脑的条码读取器在不检测条码时保持激活的
时间量，可选择“条码读取器超时”按钮。

• 选择和所需超时期间对应的单选按钮。

声音警报

要将 IRMA 系统配置为通过定时的操作员操作在中途发出蜂鸣
声，可选择“声音警报”按钮。有两个选项用于“声音警报”：

• 已禁用：在定时任务期间，IRMA 系统将不会发 
出蜂鸣声。

• 已启用：IRMA 系统将在中途通过定时任务每隔五秒发出
蜂鸣声。

配置 IRMA 底座

要将 IRMA 平板电脑分配至 IRMA 底座，可选择“配置 IRMA 底
座”按钮。“配置 IRMA 底座”屏幕的顶部将显示当前的底座，
并显示分配至 IRMA 平板电脑的 IRMA 底座的序列号。如果显示
未配置，而没有 IRMA 底座序列号，则未将 IRMA 平板电脑分配
至 IRMA 底座。

要分配 IRMA 底座，可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 IRMA 底座。当“唤醒”按钮旁的白色 LED 持续亮起
白光时，IRMA 底座开启。要打开 IRMA 底座，请执行以下
操作：

• 插入交流电源，或者

• 按 IRMA 底座上的“唤醒”按钮。

2. 在 IRMA 底座开启的情况下，按 IRMA 底座的“唤醒”按钮
三次。IRMA 底座上的白色 LED 将闪烁一次。如果没有闪烁
一次，则再次按按钮。再次等待白色 LED 闪烁。按 IRMA 底
座的“唤醒”按钮三次。白色 LED 将开始闪烁。琥珀色 LED 将亮起并且不会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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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IRMA 底座将保持配对模式两分钟。

3. 在 IRMA 平板电脑上，按“扫描”按钮。将为每个检测到的 
IRMA 底座显示蓝色功能区。每个功能区将包含 IRMA 的序列
号以及具有“蓝牙连接”图标的按钮（请参阅第 1.10 节）。

4. 按“蓝牙连接”按钮。具有红色 X 的按钮将出现在功能区
中。如果三秒内红色 X 按没有出现，则再次按“蓝牙连接”
按钮。

5. 将出现配对消息。继续等待，直到出现“设置默认值”消
息。按“设置默认值”按钮。

6. IRMA 平板电脑和所选的 IRMA 底座配对后，IRMA 底座的序
列号将显示在当前底座旁的屏幕的顶部附近：并且所选的底
座功能区上将出现白色复选标记按钮。

7. 如果配对不成功，则按“完成”按钮返回至“设备设置”屏
幕。按住 IRMA 平板电脑上的电源按钮，直至“重启”或 
“关机”对话框出现。选择“重启”。然后从第 1 步开始重
复该过程。

备注：当按 IRMA 平板电脑上的“扫描”按钮时，IRMA 
底座上的白色 LED 必须闪烁，并且 IRMA 底座上的琥珀
色 LED 必须持续亮起。

配置 IRMA 打印机

要将 IRMA 平板电脑分配至 IRMA 打印机，可选择“配置 IRMA 
打印机”按钮。 

备注：必须将 IRMA 平板电脑分配至 IRMA 底座，才能将 
IRMA 底座的打印机分配至 IRMA 平板电脑。 

在“配置 IRMA 打印机”屏幕的顶部，将显示“当前打印机：”
以及分配至 IRMA 平板电脑的 IRMA 打印机的序列号。IRMA 打
印机和 IRMA 底座应当具有相同的序列号。如果显示未配置，而
没有 IRMA 打印机序列号，则未将 IRMA 平板电脑分配至 IRMA 
打印机。

要分配 IRMA 打印机，可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 IRMA 底座。当“唤醒”按钮旁的白色 LED 持续亮起
白光时，IRMA 底座开启。要打开 IRMA 底座，请执行以下
操作：

• 插入交流电源，或者

• 按“唤醒”按钮。

2. 在 IRMA 底座开启的情况下，按 IRMA 平板电脑 
的“扫描”按钮。

3. 将为每个检测到的 IRMA 打印机显示蓝色功能区。每个功能
区将包含 IRMA 打印机的序列号以及具有“蓝牙连接”图标
的按钮（请参阅第 1.10 节）。

4. 按“蓝牙连接”按钮。具有红色 X 的按钮将出现在功能区
中。如果三秒内红色 X 按没有出现，则再次按“蓝牙连接”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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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出现配对消息。继续等待，直到出现“设置默认值”消
息。按“设置默认值”按钮。

6. IRMA 平板电脑和所选的 IRMA 底座配对后，IRMA 打印机的
序列号将显示在当前打印机旁的屏幕的顶部附近：并且所选
的底座功能区上将出现白色复选标记按钮。

7. 如果配对不成功，则按“完成”按钮返回至“设备设置”屏
幕。然后从第 1 步开始重复该过程。

语言

要更改 IRMA 系统的语言和数字格式，可选择“语言”按钮。

• 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语言按钮。

• 将显示确认消息。按“确定”。

备注：选择语言后，IRMA 系统将以所选语言显示所有已
翻译的文字，包括“设置”、“设备设置”和“语言”按
钮以及 IRMA 系统用户手册。如果 IRMA 系统意外切换
至另一语言，可访问 LifeHealth 网站的用户手册，并使
用其中的截屏来找到“语言”按钮。按钮的顺序和布置不
会因为语言改变，但它们会根据所选的语言位于屏幕的左 
侧或右侧。

使用网络日期和时间

要配置 IRMA 系统以根据网络的日期和时间自动调节其日期和时
间，可选择“使用网络日期和时间”按钮。有两个选项用于配置
是否使用网络的日期和时间：

• 已禁用：IRMA 系统将使用自己内部存储和计算的日期和
时间。

• 已启用：IRMA 系统将尝试查找网络时间服务器并自动调
节其日期和时间。

备注：IRMA 系统必须已启用 WiFi 并连接至网络，或者
已经将 USB 以太网适配器插入 USB 端口并连接网线，
才能正常使用该功能。

设置日期

要手动设置 IRMA 系统的日期，可选择“设置日期”按钮。 

• 将第一滚动选项控件设置为当前月份。

• 将第二滚动选项控件设置为当前日期。

• 将第三滚动选项控件设置为当前年份。 

• 按“设定”按钮。

备注：如果将“使用网络日期和时间”配置为“已启用”，
则会禁用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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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时间

要手动设置 IRMA 系统的时间，可选择“设置时间”按钮。 

• 将第一滚动选项控件设置为当前小时。

• 将第二滚动选项控件设置为当前分钟。

• 如果 IRMA 系统配置为 12 小时制，请将 AM/PM 滚动选
项设置为适当的值。

• 按“设置”按钮。

备注：如果将“使用网络日期和时间”配置为“已启用”，
则会禁用该功能。

设置时区

要更改时区，可选择“设置时区”按钮。

• 从列表中选择正确的时区。

备注：时区用于确定 IRMA 系统是否自动针对夏令 
时进行调节。

设置时间格式

要配置 IRMA 系统以使用 24 小时或 12 小时格式的时间，可选
择“设置时间格式”按钮。有两个选项用于“设置时间格式”：

• 12 小时制：IRMA 系统将以 12 小时制显示时间。

• 24 小时制：IRMA 系统将以 24 小时制显示时间。

设置日期格式

要配置 IRMA 系统使用的日期格式，可选择“设置日期格式”按
钮。有三个选项用于“设置日期格式”：

• 月/日/年：IRMA 系统将以月/日/年的顺序显示日期。

• 日/月/年：IRMA 系统将以日/月/年的顺序显示日期。

• 年/月/日：IRMA 系统将以年/月/日的顺序显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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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附录 A：限制和安全预防措施

该附录说明 IRMA 血液分析系统的限制。

A.1 限制
IRMA 系统上的测量值是准确而精准的，如附录 D 性能特性所示。但是，不当地收集和处理血液标本（分析前错误）
以及特定生理学条件可能造成错误。

A.2 采样错误的一般来源
IRMA 系统旨在消除许多和测试延迟、样本存放以及处理相关的分析前错误。不当地收集或处理血液标本可能造成分析
错误。这些错误可能与放血技术、肝素类型以及浓度、注射器加注速度、样本混合不充分、不当存放样本以及分析延迟
相关。CLSI 标准是样本收集和处理的绝佳参考。1, 2, 3

一旦测试结果和患者的状况或之前确定的趋势不一致，应当考虑以下采样错误来源：

分析前错误

• 没有在收集后立即分析样本。白血球、血小板和网织红细胞的醣解可导致 pCO2 和离子钙值增大，并导致 pH 
和 pO2 和葡萄糖值减小。4 

• 没有以绝氧的方式收集样本，导致室内空气污染。pH、pCO2、pO2 和离子钙值可能因为暴露至空气而变化。4 

• 样本存放不当。

 - 样本在冷却之前冷冻可能导致由于钾从红细胞和其他细胞泄漏而造成钾值估计错误。4

 - 没有在收集后的 5 分钟内分析样本的 pH 和血气，并存放在室温下，导致值变化。

• 静脉穿刺期间止血带剥离延迟可导致不当估计钾值或稀释效果。

• 样本收集期间的溶血可导致钾值估计不当。 

• 在与 IRMA 系统不兼容的注射器中吸取样本。请参阅第 2 节，注射器要求。 

• 样本在样本分析之前没有充分混合。 

• 没有足够用力地注入样本以排出校准剂。 

• 样本量不足。

• 不当的注入技术将气泡引入样本路径；在分析阶段之前，没有从样本路径中排出气泡。 

生理学条件对于测试结果的影响

• 正在接受特定治疗剂治疗或者具有特定生理学条件的患者的血液可能影响血液传感器的性能。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阅“疾病对于临床实验测试的影响”5 等标准文档。 

• 基于导电性的血细胞比容测量的准确性取决于白血细胞计数的特定范围以及总蛋白质浓度6。总蛋白质水平可能
在心肺分流的患者中较低，可能会影响样本的导电性，进而影响血细胞比容结果。7 当患者脱离心肺分流时，他
们仍然处于血液稀释状态。每个设施应当制定协议来确定患者应当何时考虑不再进行血液稀释。 

• 计算的总血红蛋白量 (tHb) 所基于的假设可能不适用于某些生理条件。8,9 

• TCO2、HCO3-、BEb、BEecf、tHb 及 O2Sat 的计算参数所基于的假设可能不适用于某些生理条件。5

• IRMA系统测量电解液离子活动，自动调节电解液结果，以便与间接方法的结果一致。10 该调节仅对假设的活动
系数以及离子水的典型浓度有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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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A.3 干扰
干扰研究基于 NCCLS（现在为 CLSI）文档 EP7-P。血清或全血掺杂具有潜在干扰性的物质。在下面的表 A-1 中显示
了测试的浓度以及预期的效果。

分析物 物质（浓度） 预期效果

pH、pCO2 和 
pO2

异丙酚 (0 - 522 µg/mL) 对比参考和控制结果发现，结果没有很大差异。

pH、pCO2 和 
pO2

苯巴比妥 (0 - 500 µg/mL) 对比参考和控制结果发现，结果没有很大差异。

pH、pCO2 和 
pO2

硫喷妥钠 (0 - 10 µg/mL) 对比参考和控制结果发现，结果没有很大差异。浓度超过 50 µg/mL 对 pH 和 
pCO2 结果有很大影响，并且禁止结果的比率有所提高。

还进行了关于药物在人体内代谢过程中对 IRMA 系统的干扰的进一步评估研究。在下面的表 A-2 中显示了测试的浓度
以及预期的效果。

分析物 物质（浓度） 预期效果

pH、pCO2 和 
pO2

异丙酚 (2 - 2.5 mg/kg) 对比参考和控制结果发现，结果没有很大差异。

pH、pCO2 和 
pO2

苯巴比妥 (4 mg/kg) 对比参考和控制结果发现，结果没有很大差异。

A.4 血液处理的安全预防措施
• 使用普遍接受的技术来收集和处理血液。 

• 试剂盒以及收集装置都应当被视为有生化危险的废弃物，并依照设施既定指导准则来处置。 

• 如果使用小型废弃物容器，可能必须将收集装置以及试剂盒分离，然后再进行处置。

A.5 其他安全预防措施
• 请勿将 IRMA 分析仪、交流电源或 IRMA 平板电脑浸渍在水中或其他任何液体中。

• 只能将第 B.1 节中指定的电池用于 IRMA 分析仪。

• 如果电源线或插头损坏，请勿操作交流电源。

• 防止液体清洁溶液进入 IRMA 分析仪电池或打印机仓。

• 如果以非制造商指定的方式使用设备，可能会影响设备提供的保护。

表 A.1

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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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附录 B：规格和试剂盒信息

本附录包括 IRMA 系统规格和 IRMA 试剂盒信息。

B.1 IRMA 系统规格

IRMA 系统

工作温度 12 - 30°C (54-86°F)

试剂盒测量温度 37°C

系统装运/存放温度 0 - 50°C

工作相对湿度 5 - 85%（无冷凝）

工作气压 350 - 900 mmHg（通过板载气压计测量）

分析时间 在样本注入后 30 至 120 秒，具体取决于参数

进水 IPX0

合规性 请参阅第 B3 节

 

IRMA 试剂盒

尺寸 2.6 x 1.3 x 0.6 英寸，66 x 33 x 15.24 mm

重量 5 - 7 oz.,15 - 21 g

样本大小 0.125 - 3.0 mL

IRMA 底座

尺寸 10.3 x 9.0 x 2.7 英寸 
261.6 x 228.6 x 68.6 mm

重量（未安装 IRMA 平板电脑） 53 oz，3.5 磅 
1500 g

工作 交流电源或电池

DC 输入 12 VDC，5.0 A

端口 1 个 USB 2.0

蓝牙 V2.1 + EDR 类别 2

安全性 安全简易配对 (SSP)；128 位加密

FCC 合规性 包含 FCC ID：QOQWT12 
包含 IC：5123A-BGTWT12A

IRMA 底座电池

型号 RRC2057 锂离子

充电时间 < 7 小时

容量 7.5 V, 6400 mAH

合规性： UL2054, IEC62133, UN38.3

表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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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IRMA 平板电脑

尺寸 9.9 x 0.7 x 5.8 英寸 
251.5 x 18 x 147 mm

重量 20 oz. 
570 g

DC 输入（从底座）： 5 VDC，2 A

型号 Nvidia，Shield K1 平板电脑

显示屏 8 英寸，1920 x 1200 高清触摸显示屏

无线 802.11n 2x2 MIMO 2.4 GHz 和 5GHz Wi-Fi，蓝牙 4.0 LE， 
GPS / GLONASS

安全性 WPA/WPA2

电池 3.8 V，5100 mAH

FCC 合规性 FCC ID：VOB-P1761WX (P/N 940-81761-2500-xxx WIFI)。包含 FCC 
ID：VOB-E1729  
(P/N 940-81761-2500-xxx LTE)

IRMA AC/DC 转换器

型号 SLPower Electronics，ME60A1203F01

尺寸 4.2 x 2.6 x 1.3 英寸 
106.7 x 66 x 33 mm

重量 14.3 oz. 
400 g

输入 100 - 240 VAC，1.5 A，50 - 60 Hz

输出 12 VDC，5 A

EMC 合规性 UL/EN/IEC60601-1-2，第 4 版，EN55011/CISPR11，FCC 第 15 部
分。109 
类别 B 传导和辐射发射

安全合规性 针对安全的 IEC 60601-1（第 3 版）

CB 计划 E302267-D1010-1-CB，发布于 2015-10-02

能量合规性 DoE 效率级别 VI

电源线 IEC 320 C13

B.2 设备处置 - 在使用寿命结束时
IRMA 系统和附件可发回 LifeHealth。锂离子电池应当依照本地、所在州/省或国家法规来处置。有关您所在地区的处
置办法的信息，请联系您的当地政府。应当在处置本产品时考虑在您所在区域可用的回收办法，或者可以将电池归还 
LifeHealth 进行回收。遵守国际锂离子电池装运法规。

B.3 指令、安全、发射和抗扰度
IRMA 系统符合以下指令、安全标准和要求：

文件标识符 文件说明

2011/65/EU RoHS 指令

2014/30/EU EMC 指令

2014/35/EU 低压指令

2014/53/EU RED 指令

EN 61326-1:2013
IEC 61326-1:2012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气设备 - 电磁兼容性要求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表 B.1（续）

表 B.2



9  附件

B.3

文件标识符 文件说明

EN 55011:2009 +A1:2010
(CISPR 11:2009/a1:2010)

工业、科学和医疗设备 - 射频干扰特性 - 限值和测量方法

IEC 61010-1: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性要求 -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IEC 61010-2-010:2014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性要求 - 第 2-010 部分：材料加热用实验室设备的特
殊要求。 

EN 60950-1:2006 + A11:2009 + 
A1:2010 + A12:2011

信息技术设备 - 安全 -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

EN 62311:2008 电磁场用电子和电气设备关于人体照射限制的评估 (0 Hz - 300 GHz)

EN 300 328-1 V2.1.1 宽带传输系统：使用 2.4 GHz ISM 频段和使用带宽调制技术的数据传输设备；协调标准涵盖
指令 2014/53/EU 第 3.2 条中的必要要求。

EN 300 440-1 V1.6.1 电磁兼容性及无线频谱特性 (ERM)；1 至 40GHz 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第 1 部分：技术特性
和测试方法

EN 300 440-2 V1.4.1 电磁兼容性及无线频谱特性 (ERM)；1 至 40GHz 短距离无线通信设备；第 2 部分：协调 EN 
涵盖指令 R&TTE 第 3.2 条中的必要要求。

EN 301 489-1 V1.9.2 电磁兼容性及无线频谱特性 (ERM)；无线电设备和服务电磁兼容性 (EMC)；第 1 部分：通用技
术要求

EN 301 489-3 V1.5.1 电磁兼容性及无线频谱特性 (ERM)；无线电设备和服务电磁兼容性 (EMC)；第 3 部分：9 kHz 
至 246 GHz 短距离设备 (SRD) 的特定条件

EN 301 489-17 V2.1.1 电磁兼容性及无线频谱特性 (ERM)；无线电设备和服务电磁兼容性 (EMC)；第 17 部分：宽带
数据传输系统特定条件

EN 301 893 V2.1.1 5 GHz RLAN；协调标准涵盖指令 2014/53/EU 第 3.2 条中的必要要求。

ICES-001，版本 4:2006 工业、科研和医疗 (ISM) 射频发生器

FCC 第 15 部分子部分 B 射频设备

VCCI V-3/2015.04 信息技术设备干扰自愿控制委员会

简版 DoC
EasyDx, Inc.（以 LifeHealth 的名义开展业务）宣布无线电设备、蓝牙模块和 802.11a/b/g/n WLAN + BT 均符合指令 
2014/53/EU。如需欧盟一致性声明的完整文本，请访问下述网址：www.lifehealthmed.com。

警告和预防措施：

• 请勿在接近强电子辐射源（即未屏蔽的射频源）的地方使用本仪器，因为这些地方可能干扰正常工作。

• 在存在麻醉机和空气、氧气或一氧化二氮的易燃混合物时的安全程度：不得在富氧的环境下使用 IRMA 系统。

• LifeHealth 负责向客户或用户提供电磁兼容性信息。用户负责确保始终保持适合仪器的兼容电磁环境，从而使设
备能够正常工作。

• 应当在操作 IRMA 系统之前评估电磁环境。

• 在干燥的环境下使用 IRMA 系统，尤其是在存在合成材料时（合成布料、地毯等），可能导致有害的静电放电
并产生错误结果。

• 小心：联邦法律限制执业医师销售或购买。

表 B.2（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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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符号定义
出现在 IRMA 产品标签上的符号的定义如表 B.3 所示。

符号 标题 描述 标准：章节编号

产品分类编码 表示制造商的产品分类编码，可以用于确
定医疗设备

ISO15223-1-2012:5.1.6

体外诊断医疗设备 表示可以用作体外诊断医疗设备的医 
疗设备

ISO15223-1-2012:5.5.1

本设备符合联邦通信委员
会规则的第 15 部分

本设备符合联邦通信委员会规则的第 15 
部分操作会存在下述两个条件：(1) 本身
可能不会造成有害干扰，和 (2) 本设备必
须接受受到的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不良
后果的干扰

FCC 参考文件请参与
表 B.1

小心 指示用户需要查阅使用说明，了解重要的
注意事项，例如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现在
医疗设备本体上的警告和预防措施

ISO15223-1-2012:5.4.4

制造商 指示医疗设备制造商 ISO15223-1-2012:5.1.1

标记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符
号

这一符号表示需要将电气和电子设备单独
收集到带轮垃圾桶中

2012/19/EU:附录 IX

TUV 认证符号 本产品已经通过 TUV 电气性能测试 获得美国 TUV 许可

欧共体授权代表 表示欧共体授权代表 ISO15223-1-2012:5.1.2

温度试剂盒 TQC 测试中使用的 IRMA LH 温度验证试
剂盒的包装标签

不适用

CE 标记 欧盟符合性声明 93/68/EEC:8.0

直流电源连接器的极性 用于指示直流电源的正极和负极 
接头（极性）

IEC60417/ISO7000:5926

温度限值 指示医疗设备可以安全使用的温度限值 ISO15223-1-2012:5.3.7

表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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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B.5 专利
IRMA 血液分析系统根据以下一个或多个专利制造：5,232,667, 6,066,243 和 9,825,384。

IRMA 试剂盒根据以下一个或多个专利制造：5,223,433; 5,325,853; 5,384,031; 5,781,024; D351,913; 
5,968,329。

其他专利正在申请中。

B.6 试剂盒/分析物构成
IRMA 试剂盒有以下分析物构成：

试剂盒 测量值 计算值

BG pH、pCO2、pO2 HCO3-、TCO2、BEb、BEecf、O2Sat

CC pH、pCO2、pO2、Hct、Na+、K+、iCa HCO3-、TCO2、BEb、BEecf、O2Sat、tHb、iCa(N)

H3 Hct、Na+、K+、iCa tHb

B.7 试剂盒存放和平衡时间
在从装运容器中取出 IRMA 试剂盒后，必须将其放在存放环境中平衡，然后再使用（请参阅第 1.7 节）。平衡时间取
决于产品类型，具体如下：

试剂盒 平衡时间（小时） 存放温度 预热时间（分钟）*
BG 72 15 - 30°C (59 - 86°F) 无

CC 72 15 - 30°C (59 - 86°F) 无

H3 1 15 - 30°C (59 - 86°F) 无

B.8 可报告范围
表 B.6 显示了每个参数的默认可报告范围*。

参数 测量值 参数 计算值

pH 6.000 - 8.000 pH 单位 HCO3
- 0 - 99.9 mmol/L 

pCO2 4.0 - 200.0 mmHg (0.53 - 26.66 kPa) TCO2 0 - 99.9 mmol/L 

pO2 20.0 - 700.0 mmHg (2.67 - 93.33 kPa) Beb ±99.9 mmol/L 

Hct 10.0 - 80.0% (.100 - .800 SI) Beecf ±99.9 mmol/L 

Na+ 80.0 - 200.0 (mmol/L, mEq/L) O2Sat 0 - 100%

K+ 1.00 - 20.00 (mmol/L, mEq/L) tHb 3.4 - 27.2 g/dL (2.1 - 16.9 mmol/L)

iCa 0.20 - 5.00 mmol/L (0.80 - 20.04 mg/dL;  
0.40 - 10.00 mEq/L)

iCa(N) 0.20 - 5.00 mmol/L  
(0.80 - 20.04 mg/dL;  
0.40 - 10.00 mEq/L)

B.9 显示屏分辨率
表 B.7 显示了每个参数的显示分辨率*。

参数 测量值 参数 计算值

pH 0.001 pH 单位 HCO3
- 0.1 mmol/L 

pCO2 0.1 mmHg (0.01 kPa) TCO2 0.1 mmol/L 

pO2 0.1 mmHg (0.01 kPa) Beb 0.1 mmol/L 

Hct 0.1% (0.001 SI) Beecf 0.1 mmol/L 

Na+ 0.1 (mmol/L, mEq/L) O2Sat 0.1%

表 B.4

表 B.6

表 B.7

表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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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参数 测量值 参数 计算值

K+ 0.01 (mmol/L, mEq/L) tHb 0.1 (mmol/L, g/dL)

iCa 0.01 (mmol/L, mEq/L, mg/dL) iCa(N) 0.1 (mmol/L, mEq/L, mg/dL)

* 默认显示单位为粗体。

B.10 关联系数限值
有关关联特性的描述和说明请参阅第 8.7 节。关联系数必须在表 B.8 所示的限值范围内。

参数 斜率 截距

血细胞比容 0 至 10.000 -999.00 至 +999.00 (%) 
-9.9900 至 +9.9900 SI

B.11 参考值
尽管公布的值可代表一般人群，但每个实验室应当自行创建反映当地患者人群和所在地所用设备情况的“正常”值。发
布的以下范围只用作指导。1,2   

测量的参数 参考范围 备注：

pH 7.35-7.45（动脉）1 
7.32-7.43（静脉）1

pCO2 35-48 mmHg/4.7-6.4 kPa（动脉）1 

41-55 mmHg/5.5-7.3 kPa（静脉）1

pO2 83-108 mmHg/11.1-14.4 kPa（动脉）1

Na+ 136-145 mmol/L 或 mEq/L1

K+ 3.5-5.1 mmol/L 或 mEq/L1

iCa 1.15-1.27 mmol/L (2.30-2.54 mEq/L) (4.60-5.08 mg/dL)1

血细胞比容 32-42%（2-6 年）；33-45%（6-14 年）1 
39-51%（成年男性）；35-47%（成年女性）1

计算的参数 参考范围 备注：

HCO3- 22-26 mmol/L （动脉）1; 21-28 mmol/L （静脉）3

TCO2 19-24 mmol/L （动脉）1; 22-29 mmol/L （静脉）3

BE (-2) - (+3) mmol/L（动脉或静脉）1

O2Sat 94-98%（动脉）1；60-85%（静脉）2

tHb 11.0-14.5 g/dL 要么 6.9-9.1 mmol/L（2-9 岁）1 

12.0-15.0 g/dL 要么 7.5-9.4 mmol/L（9-12 岁）1  
11.7-17.4 g/dL 要么 7.4-10.9 mmol/L（12-74 岁，男性）1 
11.5-16.1 g/dL 要么 7.2-10.1 mmol/L 
（12-74 岁，女性）1

B.12 参考
1. Tietz NW, Clinical Guide to Laboratory Tests, 4th ed., 1995. 

2. Wallach J, Interpretation of Diagnostic Tests - A Handbook Synopsis of Laboratory Medicine, 3rd ed., 1978. 

3. Tietz NW, Fundamentals of Clinical Chemistry, 5th ed., 2001. 

4.  Coresh J, Astor B, Greene T, Eknoyan G, Levey A, Prevalence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decreased kidney function in the 
adult US population: Third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Am J of Kidney Disease, 41 (1) 1-12.

表 B.8

表 B.9

表 B.7（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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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附录 C：工作原理

该附录说明 IRMA 血液分析系统的测量技术。

C.1 测量技术
IRMA 系统采用电势测定、测量电流以及电导测定方法来测量全血中的分析物浓度，具体如下所述：

传感器 测量技术

参考 银/氯化银电极

pH、pCO2、Na+、K+、iCa 利用离子选择性电极 (ISE) 技术的电势测定12

pO2 基于克拉克氏电极原理的电流测量11

血细胞比容 电导测量

电势测定

IRMA 电势测定传感器生成电压，该电压和离子浓度的关系符合能斯脱方程：

E = E° + S log (C1/C2)

• E 是产生的电压

• E° 是传感器的常量

• S 是传感器的灵敏度

• C1 和 C2 是传感器膜内外的离子活动。

电流测量 

IRMA 系统电流型传感器生成电流，该电流和分析物浓度之间符合以下关系： 

i = S (C) + B

• i 为生成的电流

• C 为分析物浓度或测试样本的分压

• B 为没有分析物时生成的电流

电导测量

IRMA 系统基于导电性确定全血中的血细胞比容：

% 血细胞比容 = ƒ (1 / Ω )

• Ω = 样本电阻

• 导电性 = 1 / Ω

C.2 计算的参数
其他参数可通过 IRMA 系统基于血液样本的测量值来计算有关 IRMA 系统报告的计算参数的列表，请参阅附录 B，表 
B- 8。以下公式用于计算每个参数：

碳酸氢盐1,9

有两个公式可用于计算碳酸氢盐：Severinghaus/NCCLS 或 Siggaard-Andersen。有关公式选择的信息， 
请参阅第 8.8 节。

• Severinghaus/NCCLS 公式基于 Henderson Hasselbach 公式：[HCO3-] = 0.0307 x pCO2 x 10 (pH-6.1)

• Siggaard-Andersen 公式：[HCO3-] = 0.230 x pCO2 x antilog (pH-pKp) 其中 pKp = 6.125-lg{1 + 
antilog(pH-8.7)}

表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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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二氧化碳总量1,9

二氧化碳总量，[TCO2] 是碳酸氢盐和溶解的 CO2 的总和：TCO2 = [H2CO3] + [HCO3-]

• Severinghaus/NCCLS Bicarbonate 公式：[H2CO3] = 0.0307 x pCO2 或 TCO2 = 0.0307 x pCO2 + [HCO3-]

• Siggaard-Andersen Bicarbonate 公式：[H2CO3] = 0.230 x pCO2 或 TCO2 = 0.230 x pCO2 + [HCO3-]

血液的剩余碱2,10

血液的剩余碱 (BEb) 也称为体内或实际剩余碱，是全血和由强酸或强碱滴定至 pH=7.40/pCO2=5.33kPa（37°C 下）的相
同血液中强碱浓度的差值。 

有两个公式可用于计算剩余碱：Severinghaus/NCCLS 或 Siggaard-Andersen。有关公式选择的信息， 
请参阅第 8.8 节。

• Severinghaus/NCCLS 公式：BEb = (1-0.014 x Hb) [HCO3- - 24.8 + (1.43 x Hb + 7.7)(pH-7.4)] 其中 Hb 是输
入的血红蛋白值

• Siggaard-Andersen 公式：BEb = 0.5(8a’-0.919) + 0.5[(0.919-8a’)2 - 4(24.47- HCO3- {5.33})]1/2

                                                                        a’                             a’                                 a’
 - a’ = 0.00404 + 0.000425 x Hb

 - HCO3- (5.33) = 0.230 x 5.33 x antilog[(pH(st) - 6.161) / 0.9524]

 - pH(st) = pH + lg(5.33 /pCO2) x [pH(Hb) - pH] / [lg(pCO2 (Hb)) - lg(7.5006 x pCO2)]

 - pH(Hb) = 0.0406 x Hb + 5.980 - 1.920 x antilog(-0.16169 x Hb)

 - lg(pCO2 (Hb)) = -0.017674 x Hb + 3.4046 + 2.12 x antilog(-0.15158 x Hb)

细胞外液的剩余碱4,9

细胞外液的剩余碱 (BEecf )，也称为体内剩余碱或标准剩余碱，是仅反应 pH 失调的非呼吸分量的数值。有两个公式可
用于计算剩余碱：Severinghaus/NCCLS 或 Siggaard-Andersen。有关公式选择的信息，请参阅第 8.8 节。

• Severinghaus/NCCLS 公式：BEecf = [HCO3-] - 24.8 + 16.2 (pH - 7.4)

• Siggaard-Andersen 公式：对于 Hb = 3 mmol/L, BEecf = BEb

氧饱和5

氧饱和 (O2Sat) 是溶液中的氧基血红素数量，表示为能够限制氧气的血红蛋白的总量的一部分（氧基血红素
加脱氧血红蛋白）。IRMA 系统通过测量的 pO2 以及假设的氧解离曲线计算氧气饱和度。这些结果和直接测
量值存在显著不同。在进一步计算（例如内分流）中加入该计算值或假设获得的值等于氧基血红素部分可能
造成临床上的重大错误。

 O2Sat = 100 [(pO2')4 - 67.07(pO2')3 + 2121(pO2')2 - 8532 x pO2']    

  [(pO2')4- 67.07(pO2')3 + 2396(pO2')2 - 31350 x pO2' + 936000]

 其中 pO2' = pO2 x 10 [0.48(pH - 7.4)]

总血红蛋白

总血红蛋白 (tHb) 使用以下公式通过血细胞比容百分比估计： 

tHb (g/dL) = % Hct x MCHC /100

• 假设 MCHC（平均细胞血红蛋白浓度）等于 34 g/dL。

• tHb(mmol/L ) = tHb(g/dL)
                                            1.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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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pH 标准化离子钙

可为介于 7.2 和 7.6 之间的 pH 值报告 pH 标准化 iCa 结果。pH 标准化 iCa 结果代表使用以下公式标准化为 pH 
值等于 7.400 的 iCa 结果：iCa(N) = iCa(1 - [0.53 x (7.4 - pH)])

患者体温校正5,6, 7,8

如果患者体温偏离 37°C，可将患者体温输入 IRMA 系统。在输入温度 (T) 下使用 Severinghaus 或 Kelman-Nunn 公
式重新计算测量的 pH 和血气值。有关公式选择的信息，请参阅第 8.8 节。 

 pH(T) = pH(37°C) - 0.0147(T-37) + 0.0065(7.40 - pH(37°C))(T-37)

 pCO2(T) = pCO2(37°C) x 10(0.019{T-37})

 Severinghaus pO2 公式：

5.49*10-11*pO2
3.88+0.071   

9.72*10-9*pO2
3.88+2.30   

•  pO2最终 = pO2 * 10

•  Δ 温度 为 T-37°

 Kelman-Nunn pO2 公式：pO2最终
 = pO2 x 10[{0.0052 + 0.027(1-10^-0.13(100-O2Sat))} ( Δ 温度)]

• Δ 温度 为 T-37°

C.3 参考
1.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s (NCCLS): Vol. 14 No. 11, Section 5.5 (C12-A, 9/94), equations 6, 7, 9.

2.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s (NCCLS): Vol. 14 No. 11, Section 5.9 (C12-A, 9/94), equation 15.

3.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s (NCCLS): Vol. 14 No. 11, Section 5.8 (C12-A, 9/94), equation 14.

4. Burnett and Noonan, Clinical Chemistry, 20/12, 1499-1506 (1974).

5.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s (NCCLS): Vol. 14 No. 11, Section 6.0 (C12-A, 9/94), equation 23.

6.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s (NCCLS): Vol. 14 No. 11, Section 6.0 (C12-A, 9/94), equation 24.

7. National Committee for Clinical Laboratory Standards (NCCLS): Vol. 14 No. 11, Section 6.0 (C12-A, 9/94), equation 25.

8. Kelman GR, Nunn JF, J Appl Physiol 1966; Vol. 21, 1484-1490.

9. Siggaard-Andersen O., Wimberley P.D., Fogh-Andersen N., Gothgen I.H., “Measured and Derived Quantities with Modern 
pH and Blood Gas Equipment: Calculation Algorithms with 54 Equations”, i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linical &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48: Suppl 189:7-15.

10. Siggaard-Andersen O., The Acid-Base Status of the Blood, 4th ed., 1974.

11. Malley WJ, Clinical Blood Gases-Application and Noninvasive Alternatives, 1st ed., 1990.

12. Anderson SC, Cockayne S, Clinical Chemistry-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1st ed., 1993. 
[

  (Δ 温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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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本页特意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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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附录 D：性能特性

该附录说明 IRMA 血液分析系统的准确度和精度。下面所示的结果是性能测试结果中的样本结果。
如有要求，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D.1 准确度
CLSI 文档, EP09‐A3: 使用了利用患者样本的方法比较和偏差评估以及批准的指南（第三版）。全血样本使用 
IRMA LH 分析仪和 IRMA TRUPOINT 分析仪在内部进行测量。为了提高测试范围，我们通过血液气体张力测定
法、掺杂电解质或改变血浆浓度对 20% 的样本进行了更改。下表显示了各项参数的统计结果：

分析物
测试（可报告）

范围
样本数

Passing - Bablock 回归法 Bland-Altman 分布结果

斜率 截距
Sy.x

平均标准偏差
平均偏差

pH 7.073 - 7.660
(6.000 - 8.000) 40 1.046 -0.335 0.005 0.006

pCO2  mmHg 14.5 - 111.1
(4.0 - 200.0) 40 1.038 -1.999 0.380 -0.023

pO2  mmHg 39.0 - 210.1 
(20.0 - 700.0) 40 1.003 -0.129 0.735 0.193

钠 (Na+) mmol/L 90.6 - 149.2
(80.0 - 200.0) 40 0.988 0.950 0.315 -0.145

钾 (K+) mmol/L 1.17 - 13.57
(1.00 - 20.00) 40 0.988 0.033 0.036 -0.054

离子钙 (iCa) mmol/L 1.23 - 4.18
(0.20 - 5.00) 40 1.022 -0.040 0.016 0.018

血细胞比容 (Hct) % 10.6 - 68.7
(10.0 - 80.0) 40 1.048 -2.490 0.303 0.743

D.2  精度
符合 CLSI EP05-A3: 定量测量方法的精密度性能评价－批准指南 - 第三版，再现性使用多地点协议 3 x 5 x 5（3 个
地点、5 天、每天 5 次重复）进行评估。其中一个地点是在 LifeHealth，其他两个地点为外部地点。分析使用双向 
ANOVA 进行。

样本中的所有分析物均包括三级水质控制溶液（马萨诸塞州德文斯 RNA Medical 制造的 QC623 1 级、2 级和 3 级），
只有血细胞比容包括 2 级（马萨诸塞州德文斯 RNA Medical 制造的 QC900 1 级和 2 级）。 

预计变化使用可重复性、实验室精度和再现性的标准偏差和 %CV 表示。 

分析物 样本数 平均值
可重复性 在实验室精度范围内 再现性

SD %CV SD %CV SD %CV

级别 1

pH 75 7.157 0.007 0.092 0.007 0.094 0.007 0.094

pCO2  mmHg 75 75.6 1.154 1.527 1.221 1.616 1.231 1.629

pO2  mmHg 75 72.3 3.572 4.939 3.894 5.383 3.894 5.383

钠 (Na+) mmol/L 75 114.4 0.725 0.634 0.727 0.636 0.729 0.637

钾 (K+) mmol/L 75 2.00 0.013 0.674 0.014 0.680 0.014 0.688

离子钙 (iCa) mmol/L 75 1.40 0.015 1.040 0.015 1.102 0.015 1.102

血细胞比容 (Hct) % 75 23.7 0.364 1.533 0.364 1.533 0.407 1.715

表 D.1

表 D.2



9  附件

D.2

分析物 样本数 平均值
可重复性 在实验室精度范围内 再现性

SD %CV SD %CV SD %CV

级别 2

pH 75 7.432 0.008 0.108 0.008 0.108 0.008 0.111

pCO2  mmHg 75 44.0 1.007 2.290 1.027 2.336 1.060 2.412

pO2  mmHg 75 112.0 4.004 3.575 4.004 3.575 4.012 3.582

钠 (Na+) mmol/L 75 135.8 1.036 0.763 1.058 0.779 1.092 0.804

钾 (K+) mmol/L 75 4.44 0.035 0.779 0.035 0.779 0.037 0.833

离子钙 (iCa) mmol/L 75 1.09 0.011 0.986 0.011 1.055 0.011 1.055

血细胞比容 (Hct) % 75 47.0 0.250 0.532 0.250 0.532 0.316 0.673

级别 3

pH 75 7.650 0.007 0.094 0.007 0.094 0.007 0.094

pCO2  mmHg 75 21.2 0.578 2.726 0.594 2.805 0.599 2.828

pO2  mmHg 75 159.3 4.476 2.810 4.553 2.858 4.715 2.960

钠 (Na+) mmol/L 75 163.2 0.952 0.583 1.044 0.640 1.055 0.647

钾 (K+) mmol/L 75 6.40 0.037 0.576 0.040 0.629 0.040 0.629

离子钙 (iCa) mmol/L 75 0.49 0.005 1.026 0.005 1.104 0.006 1.196

D.3  线性

使用 CLSI EP06-A: 定量测定程序线性评估：一种统计方式；批准的指南和数据会使用商业上可行的线性溶
液（马萨诸塞州德文斯 RNA Medical 制造的 CVC123）进行收集。在三 (3) 个地点（包括一个内部地点和两
个外部地点）对所有分析物的线性材料进行了四次 5 级评估。按照 CLSI EP06-A 以目测和统计方式对认为
属于异常值的数据点进行了评估，并删除了相应的异常值。

pH、pCO2 和 pO2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系数。Na、K、Ca++ 和 Hct 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系数，但是高
阶和线性模型之间的差异仍然在允许的误差限值内。

结果如下：

分析物 斜率 截距 R2 参考范围

pH 0.996 0.035 0.999 6.845 - 7.862

pCO2  mmHg 1.019 -0.803 0.997 11.9 - 99.4

pO2  mmHg 1.06 -13.09 0.991 40.8 - 467.4

钠 (Na+) mmol/L 0.975 2.369 0.999 89.5 - 168.8

钾 (K+) mmol/L 1.017 -0.065 0.999 1.68 - 10.62

离子钙 (iCa) mmol/L 0.975 0.016 1.000 0.48 - 2.71

血细胞比容 (Hct) % 1.033 -0.600 1.000 18.2 - 59.6

表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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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附录 E：默认设置

该节说明 IRMA 血液分析系统的出厂默认设置

默认设置

有关确定 IRMA 系统设置的说明，请参阅第 8 节。下面列出了出厂设置：

类别 默认设置

操作员 ID 设置

• 需要 OID 已禁用

• 需要密码 已禁用

• 编辑 OID 列表 123456

• 报告中的 OID 已禁用

• OID 条码掩码 跳过：30；OID 长度 30

患者 ID 设置

• 需要 PID 已禁用

• 默认 PID 未知

• PID 长度 1 - 30

• PID 输入掩码 未配置

• PID 条码掩码 未配置

试剂盒设置

• 试剂盒配置

 - BG ABG、HCO3-、TCO2、BEb、BEecf、O2Sat

 - CC ABG、Hct、Na+、K+、iCa、HCO3-、TCO2、BEb、BEecf、O2Sat、tHb

 - H3 Hct、Na+、K+、iCa、tHb

• 管理试剂盒批次 未配置

• 允许测试期间输入新批次 已启用

• 管理 LQC 材料批次 未配置

分析物范围

• 患者/样本类型 已禁用

• 患者/样本类型设置

 - 患者类型 成人

 - 样本类型 动脉

• 肱、桡、股

 - 右、左

• 动脉管路

 - 样本类型 静脉、混合静脉、毛细血管

 - 患者类型 儿童

 - 样本类型 动脉

• 肱、桡、股

 - 右、左

• 动脉管路

 - 样本类型 静脉、混合静脉、毛细血管

 - 患者类型 新生儿

 - 样本类型 毛细血管、索状组织

表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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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设置

• 患者参考范围 已禁用

• 患者范围设置 未配置

• 主参考范围 已禁用

• 主范围设置 未配置

• 可报告范围 已禁用

• 可报告范围设置 请参阅附录 B，表 B-6

QC 锁定设置

• EQC 锁定设置 已禁用

 - EQC 时间表 轮次：3；开始时间 07:00

 - 打印 EQC 测试 不打印

测试设置

• 艾伦测试结果输入 已禁用

• 艾伦测试范围 3 - 30

• Hct 分流关联模式 已禁用

• Hct 分流关联设置 所有 OID：斜率 1.000；截距 0.00

• 医师输入模式 已禁用

• 管理医师列表 未配置

• 用户备注输入 已禁用

• 管理用户备注列表 未配置

• 测量单位设置 请参阅附录 B，表 B-7

ABG 测试设置

• 氧疗模式 已禁用

• 配置氧气设备 未配置

• 配置氧气呼吸机 未配置

• 患者体温输入 已禁用

• SpO2 来源 已禁用

• BE 和 HCO3 公式 Severinghaus NCCLS

• pO2 体温校正 Severinghaus

• BE 的血红蛋白来源 使用默认值

• 血红蛋白的后备来源 使用默认值

设备设置

• 配置 WiFi 未配置网络

• 休止状态超时 2 分钟

• 条码读取器超时 30 秒

• 声音警报 已启用

• 配置 IRMA 底座 IRMA 平板电脑和 IRMA 底座配对

• 配置 IRMA 打印机 IRMA 平板电脑和 IRMA 打印机配对

• 语言 英语

• 使用网络日期和时间 已禁用

• 设置日期 制造商设施的当前日期

设置表 E.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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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默认设置

• 设置时间 制造商设施的当前时间

• 设置时区 中央标准时间

• 设置时间格式 24 小时制

• 设置日期格式 年/月/日

设置表 E.1（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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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特意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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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担保

该附录包含担保信息。

F.1 有限担保
EasyDx, Inc., dba LifeHealth （“公司”）保证自发货日期起两 (2) 年内，IRMA 底座、交流电源、IRMA 平板电脑以
及温度验证卡在正常使用时不存在材料和工艺缺陷，并且遵照以下条款和条件。IRMA 平板电脑玻璃和试剂盒边缘连接
器不在该担保范围内。

材料或工艺缺陷索赔必须在保修期内报告给公司并将产品退还给公司，且预付运费。 

如果经公司检查确定属于材料或工艺缺陷，将由公司自行决定对 IRMA 底座、交流电源、IRMA 平板电脑和温度验证卡
进行免费维修或更换，然后返还给购买者并预付运费。如果经公司检查并非材料或工艺缺陷，则将收取公司的常规维修
或更换费用。 

使用不当或维修不当、损坏或改造 IRMA 底座、AC 电源、IRMA 平板电脑或温度验证卡将导致担保失效。 

F.2 补救措施限制
对于公司产品的任何缺陷，在本书面担保中提供的维修或更换的补救措施应作为购买者的排他性补救措施。LifeHealth 
产品的任何购买者均同意，LifeHealth 对任何其他费用概不负责，包括但不限于偶然或间接损害和损失。 

公司的义务将在初始发货日期起的两年后终止。 

F.3 担保免责声明
每个 LifeHealth 产品均具有明确的书面有限担保，即任何 LifeHealth 产品明示或暗示的唯一担保。 

LifeHealth 不承担其他所有担保的责任，包括适销性或适用性的暗示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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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G: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The features and other changes made to the IRMA System Tablet v1.2.0 are documented in this supplemental 
appendix.

G.1 EDTA Warning
Samples collected in EDTA anticoagulant may not be used with the IRMA cartridge. EDTA will cause a clinically significant error 
in sodium, potassium and hematocrit results and may affect other chemistry tests.

G.2 Email Feature
The ability to email test reports to a printer that accepts email attachments or to a regular email account has been added to 
the IRMA System. Logs, About IRMA, About Batteries, and detailed IRMA Bas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may only be sent to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A green email button has been added to screens where this feature is available.

NOTE: Emailing IRMA Base diagnostic data, About IRMA, About Batteries or an IRMA System log to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will not result in a call back from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Only email information directly from the IRMA 
System to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at the direction of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or at the request of your IRMA 
System representative.

Email Results Option
The EMAIL button will always appear for each log generated by the IRMA Logs feature and on the About IRMA and About 
Batteries screen. Displaying the EMAIL button on the test results screen is configurable.

• Disabled: The EMAIL button will not appear on the test result 
screen.

• List Only: The EMAIL button will appear on the test result 
screen and the user must select an email address from the list.

• Manual Entry: The EMAIL button will appear on the test result 
screen and the user may select an email address from the list or 
manually enter one. A manually entered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added to the Email List.

Note: The IRMA System must connect to a network with 
Internet access in order to send email. The IRMA System 
cannot receive emails.

Manage Email List
To add, edit and delete email addresses from the IRMA System select the Manage Email List button. 

• To add a new email address to the list press the ADD NEW button.

 - Use the keyboard to enter the email address and optionally 
an alias. Pressing the green 123 button will display the 
numeric keyboard.

Note: The alias will appear in the list of email addresses when 
the EMAIL button is selected from a test results screen. If the 
alias is blank the email address will appear.

 - Press the DONE button to save the OID to the OID list.

 - Press the CANCEL button to return to the Manage Email 
List screen without saving the entry.

• To delete an email address select the button of the email address 
to be deleted. The Edit Email screen will appear. Press DELETE.

• To delete the complete list of email addresses, select the Delete All button that appears on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A 
confirmation message will appear. Press DELET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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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est reports will be sent as a PDF attachment to the 
email.  Many laser and inkjet printers support printing PDF 
documents emailed to them as attachments. Please consult 
your printer's documen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whether or not it supports this feature. 

Note: The email address generated by the IRMA LH includes 
do not reply. This may trigger your email system to route the 
email to the junk or spam folder.

Note: Do not use the email service for delivering time critical 
test results as the delivery of results via email cannot be 
guaranteed. Please refer to the LifeHealth email service 
agreement which may be found at www.lifehealthmed.com/
email-service-agreement/

G.3 POCT1-A2 Feature
The ability to transfer test results to an external data manager using the POCT1-A2 protocol has been added to the IRMA System. 
In order to connect the IRMA LH to an external data manager, your external data manager must have the capability to receive 
results from the IRMA System. Please contact your IRMA System representativ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Data Management Server
The IRMA System may be configured to transmit test results using the POCT1-A protocol to an external data management system. 
To configure the address of the data management system's server select the Data Management Server button. 

• Enter the server's name or IP address in the top text box.

 - Use the keyboard to enter the server's. Pressing the green 123 button will display the numeric keyboard.

Note: Any entry in the address text box will enable the SEND 
button.

• Enter the port on which the data management system is 
listening in the bottom text box.

• Press the SAVE button.



9  附件

G.3

Auto Result Transfer
When a Data Management Server address is configured test results may be transferred to the external data management system 
automatically when a test completes. To configure the automatic transfer of test results select the Auto Result Transfer button.

• Manual: Test results will not be sent automatically. Test 
results may still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Search feature in the 
Functions menu.

• Auto: Test results will be sent when a test completes.

Note: When configured to Auto the IRMA System will 
attempt to send any unsent test results upon the completion 
of a test. If the attempt to send is unsuccessful the current 
test result, and any unsent test results, will be sent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next test.

G.4 PDF Report Customization
The IRMA System test reports may be emailed as pdf attachments. The report header and footer may be customized.

PDF Report Header and Footer
To configure the header and footer included in PDF documents select 
one of the five PDF Header or Footer buttons.

• Use the keyboard to enter text in the text box. The entered text 
will be displayed in the corresponding line of the PDF report. 
Pressing the 123 button will display the numeric keyboard.

PDF Page Size
To the page size of PDF documents select the PDF Format Size button.

• Letter: PDF documents will be formatted for 8.5 x11 inch 
paper.

• A4: PDF documents will be formatted for A4-size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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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Send Results and Diagnostic Data
In addition to sending test results at the completion of a test and from the QC and Patient Search features, results may be sent from 
the Send button located in the Search subsection of the Review section. Also, IRMA Base diagnostic information may be emailed 
to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from the Tech Support button.

Send Results
Send all unsent test results or send all test results to the external data manager.

Send Unsent Results: 
1. Select the Send button.

2. Select the New button.

3. Press the NEXT button. Any unsent test result, EQC, TQC, 
LQC and Patient, will be sent to the external data manager. 

NOTE: The IRMA System must be configured to send to an 
external data manager and the external data manager must 
be configured to receive results from the IRMA System for 
the Send feature to function properly.

Send All Results: 
1. Select the Send button.

2. Select the All button.

3. Press the NEXT button. All test results contained in the instrument, EQC, TQC, LQC and Patient, will be sent to the 
external data manager.

NOTE: The IRMA System may contain thousands of records. Sending all records may take a long time.

Tech Support
Send IRMA Base diagnostic data to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Send Diagnostic Data to Technical Support: 
1. Select the Tech Support button.

2. Select the date of testing using the spinner controls.

3. Press the EMAIL button. IRMA Base diagnostic data will be 
sent to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date selected. 

NOTE: IRMA Base diagnostic data should only be sent to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at the request of LifeHealth 
technical support or at the request of your IRMA System 
representative to assist LifeHealth in troubleshooting an 
IRMA System issue.

NOTE: No patient identifier; no test results; no other test 
information; no protected patient data is transmitted to 
LifeHealth through the use of this feature.

NOTE: The IRMA System must be in range of a WiFi access point and be configured for a WiFi network with Internet 
access, or the USB to Ethernet adapter must be inserted into the USB port on the IRMA Base and connected to a 
network with Internet access in order for this feature to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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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 Auto-EQC
The automatic running of an EQC test at least once per day has been added to the IRMA System. Whether or not a report is sent to 
the IRMA System Printer is configurable by the user.

There are three options for configuring whether or not Auto-EQC tests are printed:

• All: All Auto-EQC tests will automatically be printed.

• Fail Only: Only Auto-EQC tests that fail will be automatically 
printed.

• No Print: Auto-EQC tests will not be automatically printed.

• When the print setting has been configured press the DONE 
button.

Note: EQC tests are performed by the IRMA Base. The IRMA 
Base will attempt to wake the IRMA Tablet when an Auto-
EQC test is started. If the IRMA Base cannot connect to the 
IRMA Tablet, the EQC test will be performed, but it will not be 
printed automatically.

G.7 Demo OID Allowed
The ability to disable Demonstration Mode has been added.

To configure if the IRMA System may be placed into Demonstration Mode. There are two options for Demo OID Allowed. 

• Disabled: The IRMA System may not be placed into 
Demonstration Mode.

• Enabled: The IRMA System may be placed into Demonstration 
Mode by using the Demo Mode OID.

NOTE: Any Changes made in Settings while the Instrument is 
in Demonstration Mode are permanent and will persist into 
patient and QC testing. Demonstration Mode is intended for 
use by sales personnel demonstrating the use of the IRMA 
System and should not be enabled for any other purpose.

G.8 Interferences
Table A.1 in section A.3 of the IRMA System User Manual is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nterference studies were based on CLSI document EP7 (3rd edition) and CLSI document EP37 (1st edition.) Serum or whole 
blood was spiked with potentially interfering substances and tested using the CC cartridge reporting all analytes (pH, pCO2, pO2, 
Na+, K+, iCa and Hct.) The concentrations tested and the observed effects are shown in Table G.1 below.

Interfering Substance Concentration Expected Effect

Acetaminophen 1.03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Acetylsalicylate 167 µ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Ammonium 151 µ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Ascorbic Acid 298 µ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Bicarbonate 28.9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Bilirubin-Conjugated* 684 µ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Bilirubin-Unconjugated* 684 µ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Table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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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ing Substance Concentration Expected Effect

Bromide 37.5 mmol/L

p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pCO2: Bromide exhibits no significant effect up to 18.8 mmol/L at a pCO2 of 33.9 
mmHg. At 37.5 mmol/L bromide was shown to bias the pCO2 measurement by -5.8 
mmHg.

pO2: Bromide exhibits effects on pO2 at all measured levels from 9.4 mmol/L to 37.5 
mmol/L at a pO2 of 88.7 mmHg. At 37.5 mmol/L bromide was shown to bias the pO2 
measurement by +112 mmHg.

Na+:  Bromide exhibits no significant effect up to 9.4 mmol/L at a sodium 
concentration of 140 mmol/L.  At 37.5 mmol/L bromide was shown to bias the sodium 
measurement by +10.2 mmol/L

K+: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iCa: Bromide exhibits no effect up to 9.4 mmol/L at an ionized calcium concentration 
of 1.14 mmol/L. At 37.5 mmol/L bromide was shown to bias the ionized calcium 
measurement by +0.63 mmol/L

Hct: Bromide exhibits an effect on hematocrit at all tested concentrations from 9.4 
to 37.5 mmol/L at a packed cell volume (PCV) of 36.2%. At 37.5 mmol/L bromide was 
shown to bias the hematocrit measurement by -12.0%.

Calcium Chloride 4.5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Cholesterol 10.3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Cysteine 920 µ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Ethanol 130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γ-Globulins* 7.5 g/d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Halothane 3.95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Hematocrit 20%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Hematocrit 60%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Li-Heparin 3300 Units/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ß-Hyroxybutyrate 20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Ibuprofen 1.06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Iodide 37.5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Lactate 10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Lipids* Baseline + 1500 
mg/d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Lithium 3.2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Oxalate 90 µ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PCO2

104 mmHg CO2 
via Tonometr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Potassium Chloride 7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pH pH 7.6 via 
Tonometry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Phosphate 3.9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Propofol 269 µ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Salicylic Acid 207 µ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Sodium Chloride 180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Uric Acid 1.4 mmol/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esults in comparison to contro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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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G.2

G.9 Reportable Ranges
Table B.6 in section B.8 of the IRMA System User Manual is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The default reportable ranges for each parameter are shown in Table G.2.

Parameter Measured Parameter Calculated
pH 6.500 - 8.000 pH units HCO3

- 0 - 99.9 mmol/L 
pCO2 4.0 - 200.0 mmHg (0.53 - 26.66 kPa) TCO2 0 - 99.9 mmol/L 

pO2 10.0 - 700.0 mmHg (1.33 - 93.33 kPa) Beb ±99.9 mmol/L 

Hct 10.0 - 80.0 % (.100 - .800 SI) Beecf ±99.9 mmol/L 
Na+ 80.0 - 200.0 (mmol/L , mEq/L) O2Sat 0 - 100%
K+ 1.00 - 15.00 (mmol/L , mEq/L) tHb 3.4 - 27.2 g/dL (2.1 - 16.9 mmol/L )
iCa 0.20 - 4.50 mmol/L  (0.80 - 18.04 mg/dL;  

0.40 - 9.00 mEq/L)
iCa(N) 0.20 - 4.50 mmol/L  (0.80 - 18.04 mg/dL;  

0.40 - 9.00 mEq/L)

G.10 IRMA System Specifications
The IRMA Base section of Table B.1 in section B.1 of the IRMA System User Manual is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n Table G.3:

IRMA Base
Dimensions 10.3 x 9.0 x 2.7 inches 

261.6 x 228.6 x 68.6 mm
Weight (Without IRMA Tablet installed) 53 oz, 3.5 lbs 

1500 g
Operation AC Power Supply or Battery
DC Input 12 VDC, 5.0 Amps
Ports 1 USB 2.0
Bluetooth V2.1 + EDR Class 2
Wireless Frequency Range & Power 2402 - 2480 MHz, 2mW
Modulation Type FHSS, GFSK, P/4 DQPSK, 8DPSK

Security Secure Simple Pairing (SSP); 128-bit encryption
Compliance FCC Contains FCC ID: QOQWT12 

Contains IC: 5123A-BGTWT12A
The IRMA Tablet section of Table B.1 in section B.1 of the IRMA System User Manual is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n Table G.4:

IRMA Tablet
Dimensions 9.9 x 0.7 x 5.8 inches 

251.5 x 18 x 147 mm
Weight 20 oz. 

570 g
DC Input (from Base): 5 VDC, 2 Amps
Model Nvidia, Shield K1 Tablet
Display 8 inch, 1920 x 1200 touch HD display
Wireless 802.11n 2x2 MIMO 2.4 GHz and 5GHz Wi-Fi, Bluetooth 4.0 LE
Wireless Frequency Ranges & Power 2402 - 2480 MHz, 2.412 - 2.462 GHz, 5.180 - 5.240 GHz & 5.745 - 5.825 

GHz, 252mW

Modulation Type CCK, OFDM, FHSS
Security WPA/WPA2

Table G.3

Table 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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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MA Tablet
Battery 3.8 V, 5100 mAH
Compliance FCC FCC ID: VOB-P1761WX (P/N 940-81761-2500-xxx WIFI). CONTAINS 

FCC ID: VOB-E1729  
(P/N 940-81761-2500-xxx LTE)

G.11 Directives, Safety, Emissions, and Immunity
Table B.2 in section B.3 of the IRMA System User Manual is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n Table G.5:

Document Identifier Document Description

2011/65/EU RoHS Directive

2014/30/EU EMC Directive

2014/35/EU Low Voltage Directive

2014/53/EU RED Directive

EN 61326-1:2013
IEC 61326-1:2012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the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Laboratory use - EMC Requirements,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EN 55011:2009 +A1:2010
(CISPR 11:2009/a1:2010)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equipment - Radio-frequency disturbance characteristics - Limits and 
methods of measurement

IEC 61010-1:2010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Laboratory Use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IEC 61010-2-010:2014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Electrical Equipment for Measurement, Control, and Laboratory Use - Part 2-010: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for laboratory equipment for the heating of materials. 

EN 60950-1:2006 + A11:2009 
+ A1:2010 + A12:2011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 Safety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EN 62311:2008 Assessment of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related to human exposure restrictions for 
electromagnetic fields (0 Hz - 300 GHz)

EN 300 328-1 V2.1.1 Wideband Transmission Systems: Data transmission equipment operating in the 2.4 GHz ISM band and 
using wide band modulation techniques; Harmonized Standard covering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3.2 of Directive 2014/53/EU

EN 300 440-1 V1.6.1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Radio spectrum Matters (ERM); Short range devices; Radio equipment 
to be used in the 1 GHz to 40 GHz frequency range; Part 1: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EN 300 440-2 V1.4.1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Radio spectrum Matters (ERM); Short range devices; Radio 
equipment to be used in the 1 GHz to 40 GHz frequency range; Part 2: Harmonized EN covering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3.2 of the R&TTE Directive

EN 301 489-1 V1.9.2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Radio spectrum Matters (ERM);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standard for radio equipment and services; Part 1: Commo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EN 301 489-3 V1.5.1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Radio spectrum Matters (ERM);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standard for radio equipment and services; Part 3: Specific conditions for Short-Range Devices (SRD) 
operating on frequencies between 9 kHz and 246 GHz

EN 301 489-17 V2.1.1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nd Radio spectrum Matters (ERM);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standard for radio equipment and services; Part 17: Specific conditions for Broadband Data Transmission 
Systems

EN 301 893 V2.1.1 5 GHz RLAN; Harmonized Standard covering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3.2 of Directive 2014/53/
EU

ICES-001, Issue 4:2006 Industrial, Scientific and Medical (ISM) Radio Frequency Generators

FCC Part 15 Subpart B Radio Frequency Devices

FCC 47 CFR Part 2 Subpart J Equipment Authorization Procedures. Section 2.1093 Radiofrequency Radiation Exposure Evaluation: 
Portable Devices.

VCCI V-3/2015.04 Voluntary Control Council for Interference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Table 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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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Identifier Document Description

ANSI C63.27:2017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for Evaluation of Wireless Coexistence as per AAMI TIR69:2017, Risk 
management of radio-frequency wireless coexistence for medical devices and systems.

G.12 IRMA System Wireless Notifications
The following notifications regarding the wireless capabilities of the IRMA System have been added to Appendix B of the IRMA 
System user manual:

Wireless QoS & Range Requirements
QoS: None. Best-effort delivery service is sufficient.

Range: 20 meters line of site.

Wireless Security Recommenda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IRMA System only be connected to networks employing the WPA or WPA2 protocol.

NCC e-labelling Access
The NCC e-labelling is located on the About IRMA screen of the IRMA Tablet. See Section 4.3 IRMA Functions.

Indoor Use Only
If this device is to be operated in the 5.15 - 5.25 GHz frequency range, it is restricted to indoor environments only.

G.13 IRMA System Wireless Coexistence
The minimum distance from a Bluetooth transmitter is shown in Table G.6.

Transmitter Power Distance from IRMA Tablet Distance from IRMA Base
100 mW 230 mm  (9.06 inches) 100 mm (3.94 inches)

10 mW 70 mm (2.76 inches) 30 mm (1.18 inches)

G.14 Accuracy
Table D.1 in section D.1 of the IRMA System User Manual is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n Table G.7:

Analyte
Tested 

(Reportable) 
Range

Number of 
Samples

Passing - Bablock Regression Bland-Altman Distribution Results

Slope Intercept Sy.x
Std Error of Mean Mean Bias

pH 7.073 - 7.660
(6.500 - 8.000) 40 1.046 -0.335 0.005 0.006

pCO2  mmHg 14.5 - 111.1
(4.0 - 200.0) 40 1.038 -1.999 0.380 -0.023

pO2  mmHg 39.0 - 210.1 
(10.0 - 700.0) 40 1.003 -0.129 0.735 0.193

Sodium (Na+) mmol/L 90.6 - 149.2
(80.0 - 200.0) 40 0.988 0.950 0.315 -0.145

Potassium (K+) mmol/L 1.17 - 13.57
(1.00 - 15.00) 40 0.988 0.033 0.036 -0.054

Ionized Calcium (iCa) mmol/L 1.23 - 4.18
(0.20 - 4.50) 40 1.022 -0.040 0.016 0.018

Hematocrit (Hct) % 10.6 - 68.7
(10.0 - 80.0) 40 1.048 -2.490 0.303 0.743

Table G.6

Table 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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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0

G.15 Linearity
Table D.3 in section D.3 of the IRMA System User Manual is replaced by the following in Table G.8:

Analyte Slope Intercept R2 Reference Range

pH 0.995 0.038 0.999 6.514 - 8.131

pCO2  mmHg 0.997 0.141 0.998 0.75 - 230.2

pO2  mmHg 1.056 -11.72 0.994 6.15 - 778.2

Sodium (Na+) mmol/L 1.010 -1.894 0.996 89.5 - 218.7

Potassium (K+) mmol/L 1.017 -0.065 0.999 1.68 - 10.62

Ionized Calcium (iCa) mmol/L 0.994 -0.008 0.999 0.18 - 6.42

Hematocrit (Hct) % 1.033 -0.489 1.031 7.8 - 79.3

G.16 Detailed Instructions
The dimensions of the videos displayed in the IRMA System user interface have been increased. The numbered instructions are 
now scrolled beneath the video. To view the instructions as a list press the user manual icon.

Table 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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