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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小靈精

簡易版（電子神經協調器）

操作說明

1. 儀器簡介

「太空小靈精」是一部電子神經協調器(往

後簡稱「協調器」)，其設計目的是利用電

子能量刺激人體皮膚及黏性薄膜，協調神經

系統，促使身體回復正常的生理功能及紆緩

痛楚。

協調器的用途廣泛，可於家中、醫生診所、

醫院或旅途中使用，作為急救器材，紓緩痛

楚及協助治療其他疾病。

協調器適用於溫度介乎攝氏10至35度、相對

濕度不高於80度(以攝氏25度計)的環境下操

作。

此協調器已通過機件耐力測試，符合GOST P 

50444組別2的標準，而功能失效後果則符合

Pπl 50-707組別B的要求。

協調器亦已通過內置電源產品的電擊安全測

試，完全符合GOST P 50267.0-92的標準。

2. 性能特點

2.1 電力︰9 + (1-1.5)V

2.2 最高耗電子強度︰550mA，可持續以最

高耗電子強度操作3小時

2.3 基本操作模式︰

2.3.1 D60: 劑量模式及持續以 60 Hz ±10 %的

固定頻率操作;

2.3.2 90: 持續以 90 Hz ±10 %的固定頻率操作;

2.4. 震 動 頻 率 第 一 相 位 的 時 間 調

節︰10...250微秒±5%

2.5 在標準負荷情況下震動頻率第二相位的

幅度調節︰

 如第一段為10微秒，最高可達60V

 如第一段為250微秒，最高可達100V

2.6 自動關機功能︰當協調器離開人體皮膚

達60秒即會自動關機

2.7 協調器重量︰最重90克（連電池）

2.8 最大體積︰119x43x28毫米

2.9 距離功能失效時間︰1,000小時

2.10 平均壽命︰4年

4. 儀器設計

4.1 協調器備有外殼 (圖一)連內置電極片(6)

設於其底面部份。 

5. 安全程度

5.1 協調器完全符合GOST P 50267.0-92的

電力安全標準。

6. 使用前須知

使用前必須注意衛生︰

6.1 使用前須知︰若要達到衛生要求，建議

每次使用前，用滲有溫和清潔劑或消毒

火酒的棉花球，徹底清潔電極片，待乾

後才可使用。

6.2 安裝電池︰向上推開外殼末端的電池封

蓋，注意電池正負兩極位置，適當地插

入一個9V電池。插妥電池後，確認訊號

即會響起。如沒有訊號，可能是弄錯電

池極性，否則須重設程序方能操作協調

器。

 第2至5發光二極管顯示燈亦是為劑量模

式治療過程中互動的需要而設及顯示當 

及 鍵被按下時相對之輸出强度。

4.3 協調器外殼上端設有下列控制鍵︰

-   - 鍵 - 啟動關閉協調器。

-   - 鍵 - 選擇操作模式。

-   - 鍵 - 增加輸出能量 。

-   - 鍵 - 減低輸出能量 。

4.4 電源 - 自備6F22(9V)電池。

4.5 自選配件– 頭刷，球狀Ｙ型棒，導電

貼及導電美容面罩皆附有插頭連接到

機身側面之外接插座(8)，藉能處理頭

皮或體毛較多的地方、增加治療的功效

或免提操作等用途。

6.3 重設協調器︰先按下  鍵不放，再按

一下  鍵，緊記先放  鍵，然後才

將  鍵釋放。

 凡啟動協調器失敗、操作程序出錯或開

始另一新療程，均需重設(清除記錄)協

調器。

 此程序會為協調器重設至以下之出廠性

能︰

 - 震動頻率的電子強度最低

 - 頻率60Hz及劑量模式

6.4 如何增加及降低電子強度

 如未啟動協調器，請先按  鍵，然

後，可持續按下  鍵以調高電子強

度至合適水平，或持續按下  鍵以

調低電子強度至合適水平。

4.2 備有發光二極顯示燈，設於外殼上端︰

 顯示燈1 - 能量輸出顯示

 顯示燈2 - 劑量模式和60 Hz固定操作頻

率顯示(D60) 

 顯示燈3 - 90 Hz固定操作頻率顯示(90)

圖一

3. 全套組件

全套組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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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選擇操作模式或檢查協調器

 按下  鍵，檢查操作模式選擇的循

環變換功能(顯示燈2,3不斷交替閃動)

，在沒有按下任何鍵之情況下顯示燈會

於3秒鐘後熄掉。

 按  鍵。當所選之操作模式的顯示燈

2或3亮起時，即可啟動所選操作模式。

6.6 關掉協調器︰按下  鍵。

6.7 電力不足顯示︰協調器於操作期間會

不斷監察電力是否充足。當電力降至

7.0 - 7.5V，長達0.5 - 1秒的警告訊

號便會不斷響起，而第１顆發光二極管

的顯示燈亦會同時亮起。這時候，請按

第8.2欄指示更換電池。

請注意！當電力降低至6.5 - 7.0V，關掉協

調器時可能會出現困難。

7. 操作程序

7.1 協調器可以單手操作，使用時請留意顯

示燈及警告訊號。

7.2 協調器一經開動，所有已儲存的性能會

即時啟動。

請注意！為免令使用者產生不適感覺，請從

最低強度開始。減低輸出電子強度 (可按下

及緊按  鍵)。

7.3 將電極棒置於病人的皮膚表面約數秒，

確保病人沒有出現不適反應，按下及緊

按  鍵，直至病人剛感覺到輕刺或微

震但亦不覺痛楚。

7.4 若要達到治療功效，可啟動相應之操作

模式，將電極棒置於病人身體適當部位

的皮膚上(請參閱應用說明)。

7.5 重覆按下 鍵可改變選擇“D60”

或“90”操作模式。

“D60”操作模式-當按下  鍵至相應

的顯示燈亮起時，將會啟動劑量模和使

用60 Hz頻率操作。

在此模式下治療一段時間，2,3,4及5號

顯示燈會順序亮起，最後4顆同時閃動

及響起間歇性警號，代表被治療部位（

穴位）之劑量足夠。

“90”操作模式-當按下  鍵至相應

的顯示燈亮起時，將會在90Hz頻率內操

作和關掉劑量模式。

7.6 如欲關掉協調器，請按下 鍵，協調器

將自動儲存性能特點於記憶內。

7.7 凡於60秒內沒有按下任何鍵，電極亦沒

有與病人皮膚接觸，協調器將會自動關

掉，並儲存記憶中的所有性能特點，留

作下次使用。

請注意！假如你不肯定那些操作模式被啟

動，可選擇重設協調器。

7.8 欲重設儀器，只需按著  鍵並同時按

一下  鍵，緊記先放  鍵，然後才

將  鍵釋放。性能特點將按第6.3欄

所列自動預設。

8. 儀器保養

8.1 協調器只可由製造商維修。

8.2 當電力顯示燈1亮起及持續的警號響起

時，請拉開儀器末端的封蓋，更換電

池。然後緊按  鍵並同時按一下   

鍵，進行重設程序。覆核性能特點後，

可關掉協調器。

9. 處理難題

9.1 請參閱附表2。

9.2 如出現其他操作問題，請聯絡製造商。

附表2

10. 保用證明

10.1 製造商保證協調器符合TY9444-010-

05010925-97的所有特定性能標準，

唯購買者必須按照說明書內所述的操

作守規則使用儀器。

10.2 保用期為12個月(由購買日起計)。

10.3 如於保用期內，協調器性能出現問

題，必須連同保用證交回製造商維

修。

10.4 如沒有保用證或廠商封貼被損毀，有

關協調器的操作品質保證及保養均告

無效。

10.5 於下列情況，製造商之維修開支須由

購買者負責︰

- 使用者沒有按照操作指示使用協調

器；

難題 可能原因 處理方法

部份調節功
能失效或更
換電池後性
能特點與第
6.3欄所述不
符。

處理器出
錯

重設儀
器，覆核
有關性能
特點。

沒法關掉協
調器

電池電力
不足

更換電池

- 製造商的封貼已損毀；

- 更換非自然耗損（人為損毀）之零

件；

- 保用期滿後出現的操作問題。

11. 運送須知

11.1 必須採用有蓋的運輸工具運送協調器

予購買者，期間須儲存於溫度介乎攝

氏-50至+50度、濕度為80度(以攝氏20

度計)並備防雨、霜及雪等機身保護設

施的空間內(無暖氣機倉除外)。

11.2 經零下溫度運送後，協調器必須放置

於正常溫度下4小時或以上，才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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