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注意Night Shift
的固定帶是否夠

緊，以防止在脖子上
滑動，兩側固定帶與
脖子中間應可置入兩
根手指，而不會使磁
扣鬆開。

重新扣緊磁扣，
並平均拉緊固定

帶的兩側，使裝置位
於脖子後方的中間，
磁扣則位於脖子前方
的中間。

環繞回帶子，然後
將其穿過固定帶，

以固定到位，而 另一側
也重複相同的動作。

首先將固定帶的一端穿過裝置主機側面的
一個插槽，固定帶應從裝置的後端向前置

入，並將突起面朝外。

NIGHTSHIFT  
Sleep Positioner

TM

智能且互動式的監測裝置

帶有藍色標籤的一
面朝上，將Night 

Shift放置在脖子後方的
正中間， 藍色標籤必
須背對脖子，並按下“
開啟/關閉”按鈕。

根據步驟安裝 Night Shift

參考固定帶上的數字使兩側平均

1515

固定帶拉平後，
再次嘗試Night 

Shift，並確認貼合且
舒適。

一旦確定合適，就可以剪掉固定帶兩端多餘
的長度，請至少留下大2個尺寸的長度，以備

日後如果需要放寬固定帶時使用。Night Shift現在
可以正常使用了。

通過彎曲90度來解開固定帶，如同折斷一根棍
子，為避免損壞，請勿使用拉扯的方式。

修剪尺寸請在17之後15的尺寸

帶子

a. 固定帶   
b. 磁扣

使用 Night Shift

•	第一次使用本裝置前，請先完整充滿電。
• 安裝帶子，以便在兩側平均調整。

• 如果戴得太緊，晚上睡覺時磁扣可能會鬆
開，但如果佩戴得太鬆，當裝置沒有正確
置於頸部後端中間時，將會發生不正確的
紀錄或動作。 

• 當啟動裝置後，將會開始產生動作以確認
有足夠的電池容量來記錄，同時提供至少
八個小時的紀錄或動作。 請記住，至少每
三天為電池充電一次。

• 當Night Shift識別出您正仰臥睡覺時，將以
不斷增加振動強度，直到您改變睡姿。

• Night Shift會記錄您的睡姿、睡眠質量和鼾
聲，您可以列印報告以監測您對於各種睡
姿所產生的反應。

       注意：如果磁釦已經沒有磁性，並且在夜
間無法固定裝置位置，請立即更換固定帶。

www.nightshifttherapy.com

啟動/關閉按鈕朝下

藍色標籤朝外

Night Shift環繞在脖子，用來測量透過振動減少
仰臥睡覺的有效性。

a

a b



夜間啟動
• 按住啟動鍵1秒鐘

• LED指示燈和振動模式將會確認是否有足夠的電池容量來記錄
並提供整個晚上的動作：

• 打開裝置進行檢查時，LED指示燈將閃爍綠色燈5分鐘，而 5分鐘
後，LED將變為穩定的綠色燈。

• 將裝置放在脖子後入睡。

• 在剛開始的前15分鐘內不會出現振動反應，以便有足夠的時間進入
睡眠。

• 請快速按下開始按鈕以關閉裝置，綠色LED指示燈也會熄滅。

• 注意：如果裝置有好幾週都沒有充電，顯示的日期和時間可能會不
正確，請將裝置連接到電腦，並按照螢幕上的說明調整日期和時
間。

電池電量足
以：

LED指示燈圖案 振動模式

3 個晚上 綠色 – 3次閃爍 3 次

2 個晚上 綠色 – 2次閃爍 2 次

1 個晚上 綠色 – 1次閃爍 1 次

需要充電 黃色 – 每秒1次閃爍 每五秒鐘1 次

當Night Shift充電時LED顯示方式

充電中： 顯示綠色燈- 最多3個小時，充電完成時LED
燈將會自動關閉。

充電失敗： 同時顯示綠色跟黃色燈- 檢查電源供應和連
接線。

裝置損壞： 顯示黃色燈- 將裝置送回購買處進行維護。

綠色LED燈 啟動按鈕

USB埠黃色LED燈

Night	Shift產品特色
裝置外殼

Night Shift充電方式

• 請參閱與裝置充電相關的警告。

• 取下黑色的USB蓋，然後將小連接線頭插入裝置的USB 
 連接口。

• 將大連接線頭連接到電腦或推薦的USB式充電器。

• 如果裝置並沒有顯示充到電，請嘗試使用新的USB連接 
 線。

Night Shift 清潔方式
Night Shift應定期清潔。 如下所述清潔時，Night Shift可在相同或

不同的患者上重複使用。

固定帶：從裝置上拆下固定帶， 將每條固定帶浸泡清潔液中，
每加侖（4升）的水中加入1茶匙（5 ml）的中性洗滌劑（例如
Dawn）。 稍微攪拌一到兩分鐘後，用溫水沖洗一分鐘，再用乾
淨的紙巾擦乾。

裝置：使用沾有70％的異丙醇的擦拭布擦拭裝置外殼所有表面區
域， 所有表面積均應保持濕潤至少15秒鐘，接著使用新的酒精擦
拭布，重複清潔；讓裝置表面保持濕潤15秒鐘，如果仍有可見的
污垢，請根據需要重複、 晾乾。

使用 www.NightShiftTherapy.com: 
進入 www.NightShiftTherapy.com 並取得更多資訊，同時可註冊裝
置，接著可：

• 產生並列印每日、每月或年度的使用報告，藉此監測您仰睡
的頻率，睡眠狀況以及打鼾的聲音。

• 更新設備上的日期、時間和韌體。

• 將偵測睡姿產生震動的時間，從裝置開機後的15分鐘更改為
30分鐘。

機器序號國際防護等
級認證

類別號碼

保持乾燥

製造商

Type BF 醫療
接觸物件

美國限定

操作溫度

5°C

40°C

操作濕度
15%

90%

操作壓力
70kPa

106kPa

成人限定 妥善處
置

歐洲合格
認證

使用中充電

根據使用手冊

IP22

標籤涵義說明

歐洲代表商號

MPS Medical Products Service GmbH, 

Borngasse 20, 35619 Braunfels, Germany
NS27-1005

有關技術支持，或要獲得更換的固定帶，請聯繫您的Night Shift供
應代理商。

         注意事項
• Night Shift使用者不應該：

 ◦ 使用人工脈搏器治療心律不整；

 ◦ 皮膚敏感或脖子上有開放性傷口；

 ◦ 頸圍很小（小於12英寸/ 30厘米）或很大（大於22英寸/ 55
厘米）；

 ◦ 睡覺會有頭部接近直立的姿勢出現；

 ◦ 罹患頭部抽動或震顫。

• 如果您剛開始使用本裝置，同時還在熟悉裝置振動而產生睡
眠中斷，則您在白天會感到比較疲倦。

• 測量的信號會受到床伴的聲音影響。

• 不要倒掛Night Shift–左右兩側報告的睡眠時間將反轉。

• 請勿綁太鬆固定帶 - 如果裝置位置不在脖子中央，睡姿反應
將不准確。

• 請勿綁太緊固定帶 - 夜間固定帶可能會脫落。

• 美國聯邦法律規定此裝置只能由醫生銷售或由醫生訂購。

• 根據規定丟棄裝置，包括鋰聚合物電池。

• 為避免不在保固範圍之內的損壞，請保持裝置乾燥整潔，並
放在兒童和寵物無法接觸到的地方。

• 採用非仰臥式睡姿的人，可以選擇合適的枕頭以減少頸部、
肩膀或背部疼痛的發生機會， 如果有任何明顯的疼痛，請
停止使用該裝置，並與您的醫師或製造商聯繫。

注意：主機和電子零件有24個月的保固，接觸板和電池有12個
月的保固，固定帶有6個月的保固。保固不包括因為客戶使用
不當所造成的損壞，如果您自行打開外殼或更換電池，則保固
失效。 應當定期檢查固定帶是否因為正常磨損而變質， 建議
每六個月更換一次固定帶。

警告：充電時請勿佩戴設備。 為避免永久損壞：a）使用符
合IEC 60601.1標準的醫用壁式充電器（最大5伏和1.5安培）
充電，b）避免使用高速或快速壁式充電器，並且c）請勿使
用外露線路或彎針的USB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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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示 :
Night Shift被用於治療睡姿性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同時伴隨
非仰臥式呼吸中止指數小於20的成人患者，藉此減輕或減少打
鼾，同時記錄睡姿、睡眠移動方式和鼾聲，以便評估睡姿的改
變可以提升睡眠品質和打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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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y

針對27位被診斷為睡姿式阻塞性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的研究中得到證實，病人在治療前的非仰臥式呼吸中止症指數小於20。Night Shift的治
療效結果表明：

預先治療
95%信賴區間

>5 AHI <15 >15 AHI < 30 AHI > 30 全部

治療結果 n = 11 n = 10 n = 6 n = 27

AHI減少值大於50%
AHI減少值大於35%
沒有回應者

81.8 (9)
9.1 (1)
9.1 (1)

80.0 (8)
0.0 (0)
20.0 (2)

100.0 (6)
0.0 (0)
0.0 (0)

85.2 (23)
3.7 (1)
11.1 (3)

71.8–98.6
-3.4–10.8
-0.8–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