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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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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包含

一套国际5V直流电源 手提箱

底座 腹部检查模型器官定位器腹部直肌袋

60014 60016

腹部检查模型皮肤

腹壁

60009

60005

腹部检查模型-膀胱

• 腹部直肌袋+腹壁模拟腹部解剖层次（第15页）
• 腹水袋+膨胀泡沫：	通过使用以下技术，叩诊、移动浊音或液体震颤技术，可以识别腹水、胀气（第16页）
• 胀气袋+膨胀泡沫	当进行叩诊/触诊时，允许识别膨胀、充满空气的腹部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肠梗阻（第17页）

腹部检查模型-主动脉-2件套腹部检查模型病理模块 腹部检查模型-膨胀套件

60013

60053

60015

腹部检查模型肝脏-3件套

60010 60011 60012

腹部检查模型-脾脏- 2件套 腹部检查模型-肾脏-2件套

60006 60007 6000860057

AA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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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海拔不超过5000m的地
方使用

请用湿软布或海绵清洁产品，
请只使用温水和温和中性的
清洁剂

请勿让儿童使用此产品

安全与清洁指南

可以做	 不可以做

请勿将本产品安装在任何热源附近，
不要将其暴露于明火或在裸露的火源
附近使用。请勿在本产品附近或在该
产品本身上使用易燃溶剂。

请只使用 Limbs & Things
	指定的附件/配件

切勿在室外使用本产品，否则可
能会对产品造成损坏。

请仅使用随本产品提供的XP Power 
ACM06电源的适配器，使用不同的适配器
可能会导致电或火灾危险

如果产品被磨损或损坏，
应由L&T公司进行修复。
请联系您的供应商，
他们将给您提供维修报价

请勿拆卸产品或尝试维修有故障的
单元部件，请将产品退还给	Limbs & 
Things 进行评估和维修。

在使用腹部检查模型之前，请仔细阅读安全指南。

小心-如果替换使用不正确的电池，则有爆
炸危险。本产品用于标准型AA碱性或类似
的不可充电的电池。请查询当地对电池的
正确处置指导方针。

请勿在水源附近使用本设备，
本产品包含电子产品

可
充
电
的

可
充
电
的

请遵循所有指南。
保留这些指南。
注意所有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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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清洁指南

储存与运输

此模型及其配件包装在手提箱
中时很重。

确保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此产品包装
正确并且牢固，以免造成人身伤害或
产品损坏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腹部检查模型的安全说明

装腹部模型的黑色手提
箱(放平)

它们不应该侧着存放

请勿拆卸、挤压、短路或焚烧电池，否则可能导致火灾、伤害、烧伤或其它危险

请勿将本产品与未分类的废物一起处理。处置不当可能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有害。请向您当地的废物管理局咨询有关您所在地区的回收和收
集系统的信息

产品和/或随附文件上的此符号表示使用的电气和电子设备（WEEE）不应与一般生活垃圾混合。为了妥善处理，回收和
再循环，请将这个产品
送到指定的免费收集点。

或者，在某些国家，您可以在购买同等新产品后将产品退回给当地零售商。

正确处理本产品将有助于节省宝贵的资源，并防止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任何潜在的负面影响，否则可能产生不当的废物处理。

有关离您最近的指定收集点的详细信息，请与当地政府联系

根据贵国法律，对不正确处置此类废物的处罚可能适用

欧盟专业用户 
如果您希望丢弃电气和电子设备（EEE），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或供应商以获取更多信息

供欧盟以外国家处置

此符号仅在欧盟（EU）有效。如果您想丢弃本产品，请联系当地政府或经销商并询问正确的处理方法

装腹水袋的纸箱应妥善保管，用于存放腹水袋。

始终确保腹部直肌袋和腹水袋与模型分离。	当不使用时和平放时，确保无任何折痕/折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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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  添加/移除腹部皮肤

放置器官和病变

将模型倾斜到其上侧，
露出尼龙搭扣带

请确保拉动尼龙搭扣带
而不是皮肤

取下皮肤、直肌袋和腹壁，到达器官定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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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 放置器官和病变

肝&脾

从一组三个的肝脏中选择一个

从一组两个的脾脏中选择一个

和肝脏相同的装配方式

旋钮位于模型的右
上角

旋钮位于模型的左
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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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和膀胱

取下肾脏定位器
（模型两侧各1个）

选择膀胱然后将它背面的两个
钉安装到下面显示的定位孔里

组装  放置器官和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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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变和主动脉

各种病变模块	可以放置在不同区域
的器官定位器上

把主动脉后面的两个钉栓子和器官定位器上
最高点的孔对齐

软/硬变化 每个病变肿块底部有2个钉栓子可以和器官定位器上的孔对齐

对正常主动脉和动脉瘤
使用一样的方法

组装 放置器官和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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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更换电池

当电池电量不足时，红灯
亮起

[MEDIA	ERROR]	-	如果这
个信息显示，意思是请’
更换电池’

我们强烈建议使用高品
质电池（例如Duracell/

Energizer

当模型不使用时，请拆
下电池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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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电源

扬声器和MPs播放器

本模型还配带电源线

有3个扬声器位置在器官定位器上

只能使用随产品提供的XP	Power	ACM06电源适配
器，使用不同适配器可能导致电气或火灾危险。

该装置可用于热带国家海拔5000米以下
XP电源ACM06电源适配器。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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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声器和MP3播放器

按POWER按钮（
保持2秒）显示屏

将亮起

按下MODE按钮
并确保已设置恢复

正常

按箭头以滚动浏览不同的
可用声音

选择所选声音然后按播
放按钮

可以添加更多声音用户可把
它们下载到提供的USB上或
加载到声卡（未提供）中

如果你添加一个声音文件请
确认是MP3格式的。

如果MP3播放器在使用过程中停止工作，这可能是由于轻微的电涌，请取出一个电池或拔下USB
以关闭MP3播放器，然后更换并重新安装重新启动。如果仍然没有声音，请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

团队。

旋转VOLUME控制音
量大小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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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腹壁

将内部器官安装到模型里后，需要插
入腹壁

一旦腹壁就位，腹部直肌袋可以装在腹
壁的上面

按照之前的说明安装上皮肤（第8页）

确保腹壁安装在肝/脾脏的
下面

请将腹部直肌袋的栓钉孔连
接到模型上的栓钉上，以此

来固定腹部直肌袋。

连接腹部直肌袋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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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水安装

安装腹水时请确保器官定位器是在
最初状态

按照之前的说明安装上皮肤（第8页）

将腹水袋放在膨胀泡沫的上部。

将膨胀泡沫安放在器官定位器之上。

确保在插入膨胀泡沫前移除所有
器官

不要将膨胀泡沫和腹壁混
淆

通过连接栓孔来固定腹水袋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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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气

对于气体膨胀装置的组装，请确保器官定
位器是在最初状态

对于气体膨胀装置的组装，请确保器官定
位器是在最初状态

按照之前的说明安装上皮肤（第8页）

确保在插入膨胀泡沫前移除所有
器官

确保进气管位于气体膨胀袋底面在膨胀泡
沫下。这将防止进气管扭结

将膨胀泡沫放在器官定位器的顶部。
将胀气膨胀袋放在膨胀泡沫之上
通过连接栓孔来固定胀气膨胀袋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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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气

连接泵的蓝色接头

一旦连接即可向胀气袋里充气，	
6-8	下（一进一出计为1下）

充气后将充气泵从模型上断开不然胀气袋
子会自动放气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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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气

使用呼吸机制

排空胀气袋里的气体。

当操纵杆向下旋转时，模型模拟患者吸气 当操纵杆朝上时，模型模拟病人呼
气

操纵杆可以旋转360度（在任一方
向）模拟连续呼吸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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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设置例案

淋巴瘤

左髂窝肿块癌

卵巢囊肿-光滑软质模块

急性尿潴留-膀胱

主动脉瘤

肝癌伴肝转移

肾脏肿大

肝脏轻度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