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仔細閱讀使用說明並妥善保管以便日後參
考，並確保其他用戶可以隨時翻閱並獲得所需
的相關資訊。

了解您的產品

2. 標誌和符號
以下符號使用在產品上、此使用說明書、產品的包裝及識別標板上：

根據歐盟《廢棄電子及電器設備EC指令》WEEE處置
此設備。

警告
警告標誌代表受傷或健康受損的風險。

重要提示
該設備平均可以每隔5秒間發出10mA以上的有效輸
出值。

注意
須注意的重要信息。

生產商

EC REP 歐盟授權代理

BF型觸身部件

如果您已經植入了電子設備，切勿使用此產品
（例如起搏器）

不要在心臟附近使用

CE標誌表示產品符合歐盟對醫療產品的相關指令
93/42/EEC的要求。

IP 22 可抵禦直徑超過12.5毫米的固體物質，可阻擋垂直
15°的水滴。

到期日

請參閱使用說明書

儲存

容許的儲存溫度和濕度

操作時

容許操作時的溫度和濕度

20

PAP
以環保方式處置包裝物

3. 用途
TENS暖敷生理貼只可用於以下情況：
•
•
•

•
•
•

人體

只供私人使用。

按照此使用說明書中所列明的使用方法。任何不當的使用都可能造成

危險。

只供外用。

只供家庭和私人使用。

隨附提供的配件，可以重新訂購。若因使用不當或不正確使用而造成

的損壞，製造商不會承擔任何責任，保養無效。

警告

於下列情況下，於使用前請咨詢您的醫生：
•

•
•
•
•
•
•
•

患上嚴重疾病，特別是懷疑或已知的高血壓、血凝功能失常，以及受

血栓性疾病或惡性腫瘤影響的情況下。

皮膚疾病或未愈合的傷口。

任何身體的部位的不明慢性疼痛。

若你患有糖尿病。

任何敏感性異常，引至痛覺意識減弱（如新陳代謝失調）。

當同時進行其它治療時。

電刺激療程引起不適的情況。

如果您的敏感皮膚因同一電極部位的長期刺激而持續受到痛楚影響。

警告
•
•

•
•
•

•

•
•

•
•

•

•
•

•

•
•

將設備遠離遠離兒童，以防止潛在的危險。

8歲以上兒童，以及身體、感官或心智技能較低，或缺乏經驗知識的

人士均可以使用本產品，前提是他們須受到監督或已被指示如何安全

地使用該產品，並且充分意識到可能造成的使用風險。幼兒不得使用

該產品。除非受到監督，否則兒童不得進行清潔和保養工作。

如果設備無法正常工作，或者您感到不適或疼痛，請立即停止使用。

在安裝或拆卸TENS暖敷生理貼之前，請將其關閉。

請勿以任何方式調整TENS暖敷生理貼（例如通過切割）。這可能會令

設備產生更高的電流密度並且可能產生危險。

開始使用產品的首數分鐘內，建議使用者坐著或躺著，儘可能避免

發生罕見的迷走神經反應（虛弱的感覺），而導致不必要的損傷，這

個情況很少被報告為副作用。如果您感到虛弱，請立即關閉設備，躺

下並把雙腿托高（約5-10分鐘）。

請勿在睡覺、駕駛車輛或操作機器時使用。

請勿在進行任何會產生意外反應（例如強度低的肌肉收縮）的活動時

使用，否則可能產生危險。

在使用其他將電脈衝傳輸到您身體的設備時，請勿使用本產品。

TENS暖敷生理貼的實際溫度取決於您的皮膚狀況，年齡及疼痛部

位等。

如果暖敷功能感覺太熱，請立即停止治療。您可以繼續進行無溫熱功

能的TENS治療。

請進食後至少等待一小時才開始使用TENS暖敷生理貼。

不要在濕潤的皮膚上使用TENS暖敷生理貼，否則會降低按摩貼的粘

貼力。

確保在使用過程中沒有金屬物體（例如皮帶扣或項鍊）與電極接觸。

如使用的部位上有佩戴珠寶或有穿環（例如臍環），則必須在使用本

產品前將其移除，否則可能導致灼傷。

不建議用油性乳霜或乳液預先塗於皮膚上。

請勿使用膠帶、繃帶或指定凝膠薄膜以外的任何其他輔助工具將

TENS暖敷生理貼貼於皮膚上，否則凝膠墊的不均勻分佈可能導致皮

膚損傷。

警告

處理電池的注意事項
•

•

•
•
•
•
•
•

•
•

如皮膚或眼睛接觸到電池液，請用水沖洗受影響的部位並尋求醫療協

助。

引致窒息危險！小孩可能吞嚥電池並引致窒息。請將電池存放於小孩

接觸不到的地方。

如果電池液洩漏，請戴上防護手套處理設備。

避免電池過熱

有爆炸風險！請勿將電池掉入火中。

切勿拆開、分拆或擠壓電池。

僅使用使用說明書中所指定類型的充電器。

我須遵守製造商的規定及此使用說明書中提有關正確充電的規格，在

使用前正確充電。

初次使用前，請將電池充滿電（請參閱第6點）。

為了能夠延長電池的使用壽命，請最少每6個月把電池充滿一次。

重要提示
•
•

•
•

•

•

•
•
•

避免設備受到強烈撞擊。

如果設備出現損壞跡象或未能正常運作，請不要使用，並與客戶服務

部聯絡。

請勿將設備暴露在直射陽光下或高溫環境中。

保護設備免受塵土、污詬和濕氣影響。切勿將設備浸入水或其他液體

中。

將設備遠離熱源，不要在短距離或微波設備（例如手提電話）附近

（約1米）使用，因為這樣做會導致令人不適的峰值電流。

如果設備已經損壞或有任何懷疑，請不要使用，並與零售商或客戶服

務部聯繫絡。

如果設備出現故障或無法正常運作，請立即關閉設備。

請勿嘗試自行打開或修理設備。

維修只能由客戶服務部或授權供應商進行，不遵守將導致保養失效。

5. 產回簡介
1. 增加強度按鈕
2. LED暖敷/電池電量指示器
3. TENS LED指示器
4. 開/關按鈕
5. 降低強度按鈕
6. 加熱表面
7. 右電極
8. USB-C連接處
9. 左電極

789

6

1

2
3
4

5

6. 首次使用
電池充電

注意
第一次使用TENS暖敷生理貼之前，請充電最少2個小時。

步驟如下：

1.

2.

3.

4.

5.

打開TENS暖敷生理貼USB-C連接處的蓋子。

將隨附的USB-C充電電線連接到USB電源連

接器（輸出：最大5V / 2A，不包括在交付

中）及TENS暖敷生理貼。

然後將電源連接器插入合適的插座中。

或者，您可以使用電腦/筆記本電腦為TENS

暖敷生理貼充電。請使用USB充電電線將

TENS暖敷生理貼連接電腦/筆記本電腦上的

USB端口。

在充電時，LED電池電量指示器會閃爍綠色

燈號。當TENS暖敷生理貼充滿電後，LED

電池電量指示器會持續亮起綠色燈號。

注意
當正在充電時，不能使用TENS暖敷生理貼。

隨附的凝膠墊
1.

2.

小心除去保護膜。

將凝膠墊貼在TENS暖敷生理貼，然後小心地

除去另一張保護膜。確保凝膠墊的邊緣不會

超出TENS暖敷生理貼之外。並在每個電極位

置上貼一個凝膠墊。

警告
請慢慢小心地除去保護膜，確保自粘式凝膠墊沒

有損壞，因為如凝膠墊上有損壞或不均勻地粘

貼，這有可能導致皮膚過敏。

1

2

TENS暖敷生理貼

中文

EM 50 HIVOX BIOTEK INK.
5F., No. 12, Xingde Rd., Sanchong Dis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Hivox Biotek B.V.
De Run 4428, 5503 LR,
Veldhoven, Netherlands

EC  REP Distributed by Beurer GmbH

親愛的顧客，
感謝你選擇我們的產品。我們的品牌代表高品質，以及經過嚴格測試的

產品，範圍涵蓋於熱感、體重、血壓、體溫、按摩及其他健康儀器。

謹祝安康

你的Beurer團隊敬上

什麼是EM50 TENS暖敷生理貼？
許多女性在月經前及月經期間經歷腹部絞痛和劇烈疼痛。另外，很多

女性也患有引起下腹疼痛的疾病，例如子宮內膜異位症。這些疼痛通

常非常強烈，以至女性需要立即尋求舒緩疼痛。創新的暖敷生理貼是

一種用於舒緩疼痛並帶有熱感的自粘式TENS（經皮神經電刺激）裝置

，為月經引起的不適和因子宮內膜異位症所引起的疼痛提供舒緩功能

。暖敷生理貼使用TENS技術，可針對性地舒緩疼痛。暖敷生理貼總共

有15段強度。

為了更舒適地緩解疼痛，裝置還具有舒緩的暖敷功能。優質設計的暖

敷生理貼採用醫療用優質矽橡膠製成，優雅的設計非常纖薄靈活，完

美適應治療下腹部。高科技電路可提供20分鐘的節能治療（每次充電

最多可進行6次治療）。暖敷生理貼是一種既安全又輕鬆地舒緩疼痛的

方法，為用戶提供了一種處理下腹疼痛的全新體驗。

什麼是TENS，它能做什麼？
TENS，或經皮神經電刺激，是指通過皮膚對神經進行電刺激。TENS是

一種非藥物而有效治療不同類型疼痛的方法，如正確使用是沒有副作

用的。該方法已通過臨床測試和認可，可用於簡單的自我治療。TENS

是通過抑制疼痛向神經纖維轉移，和通過增加體內內啡肽的分泌來達

至緩解或抑制疼痛的效果。它們對中樞神經系統產生的作用以減輕疼

痛的感覺。這方法在科學上已得到證實，並被認可作為一種醫學治療

的形式。

任何希望利用TENS進行緩解症狀時，必須先經由您的家庭醫生檢查。

您的家庭醫生將為您提供有關如何利用TENS作自我治療的建議。

TENS已通過臨床測試並獲得批准，可用於因月經所引起的不適和減輕

因子宮內膜異位症所引起的疼痛。

TENS裝置透過在皮膚上傳遞電流來運作。凝膠墊是用作傳遞的媒介並

且會自然磨損。如凝膠墊無法提供足夠的接觸，或TENS暖敷生理貼不

能再完全粘在皮膚上，這時則必須更換凝膠墊。如不更換凝膠墊，這

會導致部分皮膚增加電流密度引致皮膚過敏。

1. 產品包括
檢查運送包裝是否完好無損，並確保所有部件都齊存。使用前，當所

有包裝物料已被移除後，請確保所有產品或配件沒有明顯的損壞。如

有任何疑問，請勿使用該產品，並聯繫您的零售商或指定的客戶服務

部。

1x TENS暖敷生理貼

2x 自粘式凝膠墊

1x USB-C電線

1x 此使用說明書

4. 警告和安全說明
警告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您已經植入了電子設備（例如起搏器）。

如果您已經植入金屬植入物。

如果您正使用胰島素泵。

如果發高燒（例如＞39℃）。

若你患有已知或急性的心律不齊，或其他涉及心臟傳

導性的疾病。

若您患有發作性疾病（如癲癇）。

若你懷孕。

若你患有癌症。

若你進行了手術，而增加肌肉收縮可能會影響你的康復進度。

切勿在靠近心臟的地方使用此產品。刺激的電極不得放置在前胸腔的

任何部位（肋骨和胸骨所在的位置），尤其不要放在兩邊胸大肌上，

因為這會增加心室顫動和誘發心臟驟停的風險。

在顱骨上、嘴、喉嚨或咽喉周圍。

在頸部/頸動脈範圍。

在生殖器範圍。

患有急性或慢性皮膚病（受傷或受感染）的皮

膚上，例如疼痛或無痛的皮膚發炎或泛紅，出

疹（如敏感）、燒傷、瘀傷、腫脹、未愈合的傷口或正在癒合的傷口，

癒合過程中的外科傷痕可能會受到影響。

在潮濕的環境中（例如在浴室中）或洗澡或淋浴時。

飲酒後請勿使用。

如果連接高頻手術儀器時，請勿使用。

假如你患有胃腸道急性或慢性疾病。

如果您感到任何疼痛或不適，請先諮詢您的醫生。此產品不能代替醫

療諮詢和治療。

為免損害你的健康，於下列情況下，不建議使用此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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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疑難排解
疑難排解 可能的原因 解決方案

按開/關按鍵時，設備

無法開啟
電池可能沒電了。

將電池充滿電。如果仍

然無法打開設備，請聯

繫客戶服務。

設備不能粘附在身上。

凝膠墊可能變髒或被磨

損。皮膚上治療的部位

可能不夠清潔。

使用不起毛的濕布清潔

凝膠墊的粘合表面。如

果凝膠墊仍不能牢固粘

附，則必須更換。

使用產品前，先清潔皮

膚；在治療前，請勿使用

護膚乳液或油性乳霜。

清除毛髮可延長凝膠墊

的使用壽命。

沒有明顯的電刺激感。
凝膠墊可能變髒或被磨

損。電池可能需要充電。

確保凝膠墊可牢固粘附

在治療部位。

電池幾乎沒電了。把電

池充滿電。

當使用凝膠墊時會產生

不適的感覺。

凝膠墊如已被磨損，導

致電流未能均勻地游走

在治療部位，這會引起

皮膚不適。

更換凝膠墊。

治療部位的皮膚泛紅。

如果凝膠墊下泛紅的情

況迅速消失，這是沒有

危險的。這情況是由

TENS和熱量引起的局

部刺激導致血流增加所

引致。

立即停止治療，直到皮

膚恢復正常。但是，如

果皮膚泛紅的情況持續

存在，並有發癢的感覺

或發炎，請先諮詢您的

醫生，然後才繼續使用

產品。因為這有可能是

由於對粘合表面產生過

敏反應所引起的。

受熱下的皮膚表面泛

紅。

經由TENS暖敷生理貼受

熱下的皮膚表面泛紅，

這由於治療部位受到熱

感刺激，使血液加速流

動所產生的。

治療後幾分鐘，皮膚應

恢復到正常狀態。但是

，如果持續泛紅並且發

癢或發炎，請先諮詢您

的醫生，然後才繼續使

用暖敷功能。

TENS暖敷生理貼變得

太熱。

按下開/關按鈕    停止

暖敷功能，然後只繼續

使用TENS功能。

12. 技術規格
型號 EM50 TENS暖敷生理貼

類型 FT-610

75–250 μs
輸出的波形 雙相矩形脈衝

脈衝長度

脈衝頻率 8–100 Hz

輸出電壓 最高 80 Vpp（1000 Ω）

加熱設定 1（最高 43℃）

輸出電流 最高 80 mApp（1000 Ω）

電源電壓 鋰聚合物電池320 mAh

治療時間 20分鐘；

然後設備會自動關閉

強度 可調較為0到15

操行條件 5℃- 40℃（41℉–104℉）

相對濕度15 - 90%

存放條件 0℃- 40℃（32℉–104℉）

相對濕度0 - 90 %

尺寸 約 95 x 193 x 15毫米

重量 47克

保留進行任何必要的技術更改的權利

機身編號位於產品上。

仍
存
有
誤
差
與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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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法
開始使用
注意

1.

2.

3.

4.

5.

6.

7.

將TENS暖敷生理貼貼在下腹上。

短暫按下開/關按鈕    以開啟生理貼。LED暖敷指示器會閃爍綠色燈

號，這時TENS暖敷生理貼會開始升溫。

如果LED暖敷指示器閃爍紅色燈號，請按

照“電池充電”一節中的說明為TENS暖敷

生理貼充電。

如要開啟經皮神經電刺激（TENS）功能，

只需按一下開/關按鈕    。 TENS LED指

示器會開始閃爍。如要開始運作，請按一

次    按鈕，最低強度已啟動。

如果您想使用不帶暖敷功能的TENS功能，

請再次按開/關按鈕    。現在只有TENS LED指示器會閃爍，這時您

可以按    按鈕開始運作。

使用   /   按鈕選擇所需的強度等級。

要關閉TENS暖敷生理貼，請按住開/關按鈕    3秒鐘。 LED暖敷指

示器和LED TENS指示器熄滅。

使用TENS暖敷生理貼後，小心地將生理貼從下腹中移取。 將保護

膜重新貼到凝膠墊上以作保護。

˄

˄  
˄ ˅

整體而言，TENS暖敷生理貼具有一種暖敷功能，最高可產生43℃的熱

量，並且擁有由TENS提供的15段強度。 我們建議您從低強度開始，直

到您習慣這設備為止。 TENS暖敷生理貼具有自動關閉功能，當使用20

分鐘後，它會自動關閉電源。

本產品符合歐洲標準 EN60601-1 及 EN60601-1-2（遵從 EN 55011, 

IEC 61000-4-2, IEC 61000-4-3 和 IEC 61000-4-8），並受到有關電磁

兼容性的特殊預防措施約束。請注意，便攜式和移動式 HF 通訊設備可

能會影響本產品。相關資訊可以從列明的客戶服務地址索取，或於此

使用說明書的末尾找到。

此產品符合歐盟醫療器械指令 93/42/EEC，即 MPG（德國醫療器械法）

的要求。無須就此產品按照「醫療器械操作人員條例」（MPBetreibV）

第 5 節進行操作測試和訓練，亦無須要按照「醫療器械操作者條例」

（MPBetreibV）第 6 節進行安全檢查。

9. 配件和更換零件

指定產品 產品編號和/或訂單編號

1 x自粘凝膠墊套裝 648.49

有關配件和更換零件，請瀏覽網頁www.beurer.com或聯繫您當地相應

的服務地址（根據服務地址列表）。零售商也可提供配件和更換零件。

11. 棄置
必須通過專門指定的收集箱、回收點或電子產品零售商

處理完全耗盡的電池。請按照法律規定處理電池。

以下代碼印在含有有害物質的電池上：

Pb =電池含有鉛，Cd =電池含有鎘，

Hg =電池含有汞。

基於環境因素，在此產品壽命用盡後，不應將其棄置於

家居廢物中。

請於適當的收集點或回收站處理此產品。遵從歐盟《廢

電機電子設備指令》WEEE處理此產品。如果你有任何疑

問，請聯系當地負責廢物處置的機構。

程式
週期 1 2 3

脈衝寬度 100 µs 250 µs 75 µs
脈衝頻率 100 Hz 8 Hz 85 Hz
週期持續時間 120 s 120 s 160 s

脈衝頻率

脈衝寬度

持續時間

脈衝寬度

頻率表示每秒的單個脈衝值，並以Hz（赫

茲）為顯示單位。可以通過確定該時段的

循環值來計算。

這表示以微秒顯示單個脈衝的持續時間。 

因此，脈衝寬度決定了電的穿透性，在通

常情況下，較大的肌肉需要較大的脈衝寬

度。

使用注意事項
•
•
•

•

•

•

•

移除TENS暖敷生理貼之前，請先關閉它。

每個應用程序之間最少需等待30分鐘。 

僅在您感到舒適時才使用TENS暖敷生理，如果開始療法後令您感到

不適，請立即停止使用。

TENS暖敷生理貼具有檢測功能，檢測生理貼是否與身體有充份的接

觸。如果身體接觸不充分，設備會發出蜂鳴聲並自行關閉。如果設

備已接觸到您的身體但仍然發出蜂鳴聲，請清潔凝膠墊，然後嘗試

重新啟動設備。如果持續發出蜂鳴聲，請更換凝膠墊。

如果凝膠墊的粘合能力降低，請立即更換。在更換凝膠墊之前，請

勿再次使用TENS暖敷生理貼，因為凝膠墊不均勻粘附在皮膚上時，

這可能導致皮膚損傷。

如果出現令人討厭的峰值電流，請關閉TENS暖敷生理貼並略略移動

位置。

如果發現使用TENS暖敷生理貼後會使您月經流量增加很多，請立即

停止使用它。

8. 清潔及保養
警告

•

•

•

•

使用後，以一塊軟布稍微沾水以清潔按摩儀。如果髒污比較嚴重，

亦可以濕布配合溫和肥皂液清潔。 

確保沒有水滲入生理貼中。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請侍設備完全乾透

後，才可再次使用。

為確保粘合電極可保持較長的粘合力可用性，請用一塊不起毛的濕

布小心地進行清潔。

請勿使用任何化學清洗劑或研磨劑進行清潔。

13. 電磁兼容性注意事項

警告
•
•

•

•

•

•

此產品適用於此使用說明書中列出的所有環境，包括家居環境。

此產品的功能可能受限於電磁干擾，並可能引致問題，例如錯誤信

息或顯示屏/ 產品故障等。

使用此產品時，避免將產品直接置於其他產品旁邊或將此產品堆疊

在其他產品頂部，以免導致操作錯誤。然而，若然需要以上述方式

使用此產品，則必須在操作期間監察此產品及其他產品，保證其運

作正常。

使用非此產品的製造商指定或提供的配件可以導致電磁輻射增加，

或抗電磁干擾性減弱，並因此引至運作錯誤。

請在遠離本產品任何零件（包括電線）的位置才使用可攜式和移動

式射頻（RF）通信設備（包括外圍設備，如天線連接或外置天線），

距離不得小於30厘米。不遵守上述規定可能會影響此產品的性能。

不遵守上述規定可能會影響此產品的性能。

14. 保用/顧客服務

在任何情況下，維修或更換都不能延長保用期限。

Beurer GmbH, Soflinger Strase 218, 89077 Ulm, Germany（以下簡

稱“Beurer”）在以下說明的範圍內及要求下，對本產品提供保用服務。

Beurer保證產品有完善的功能和完整性。

全球保用期限為5年，從賣方購買到全新並未使用過的產品開始計算。

然後，買方將收到有關處理保用索賠的更多信息，例如：產品回送地點

或所需的文件。

-
-
銷售發票/購買收據的副本，及

該產品。

保用索賠只會在買家能夠向Beurer或已授權的Beurer合作夥伴提供以下文

件時才會作出考慮：

如果買家希望提出保用索賠，則應首先與當地零售商聯絡：請參閱隨附

的“國際服務”服務地址列表。

以下的保用條件不影響賣方與買方簽訂的銷售協議所產生的法定保修

義務。

保用服務應在不影響任何強制性法定法規的情況下適用。

-
-

-

-
-
-

以下情況，保用服務無效：

由於產品在正常使用下或消耗而導致的損壞；

本產品隨附的附件適當地使用而導致的磨損或耗盡（例如電池，可充

電電池，袖帶，密封圈，電能，光源，附件和霧化器附件）;

產品經已使用，清潔，儲存或不當維護和/或不跟隨使用說明書中規

定，以及由買方或未經Beurer授權的服務中心已打開、被修理或改造的

產品；

在製造商與客戶之間或服務中心與客戶之間由運輸過程中產生的損壞；

以使用過或二手貨形式購買的產品；

因本產品故障而導致的間接損壞（但在這種情況下，索賠仍可進行，

由於產品責任或其他強制性法定責任所規定而引起）。

總代理：

電話：(852)29262300

捷成消費品

www.jebsenconsume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