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nscrew battery cover.

Please read and retain this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future reference.

Using the thermometer without a hygiene cover may cause inaccurate readings.

This product contains items with sharp
edges and small parts – they are not toys. Adult supervision is required. Keep out of the reach of 
small children at all times.

www.tommeetippee.com

Instruction Manual

電子紅外線耳溫
說明書

digital ear thermometer





6. 輕輕把寶寶耳背向後拉，使耳道變直。將耳温槍探頭緊貼耳道，以確保能讀取體溫

 (見圖三、四)。

7. 量測耳溫：用食指輕按下“量測按鍵”直至聽到嗶聲後放開，並將耳溫槍從耳道中拿出。

 液晶顯示螢幕會在每次量測後自動開啟，並於五秒後自動消失。 

8. 體溫會在液晶螢幕顯示。

9. 關機：按著“On/Men”約5秒，直至液晶顯示螢幕出現“Off”。

 自動關機：若一分鐘內未操作耳溫槍，則其會自動關機，以增長電池使用壽命。

5. 按下“ON/MEM”按鍵。

 當     停止閃動及聽到2聲嗶響後，即可開始準備測量。

當耳溫槍檢測到體溫高於37.5度(華氏99.5度)時，耳溫槍會在三下短速嗶聲後，再發出一下較長

的嗶聲，以提示使用者有發熱可能。

發熱警報：

在“關機模式”下，先按下“量測按鍵" ，不要放手，同時再按下“ON/MEM”按鍵3-5秒後，

此時螢幕會顯示單位由攝氏℃轉為華氏℉。您可以使用相同步驟，切換華氏℉至攝氏℃。

華氏/攝氏轉換：

如果按下“ON/MEM”鍵，便可看看上一次的溫度記錄。

如果量測體溫是在正常溫度範內，即 34℃至 42.2℃(93.2℉至108.0℉)，則每次關機前所量

測的最後一筆溫度資料會自動記憶。

** 讀取記憶之量測值，請按“ON/MEM”按鍵，液晶螢幕會顯示上次關機存入溫度(最新記憶

存放在記憶 0，上一次為記憶 1)；重按 “ON/MEM”按鍵以讀取記憶 2，重覆此動作可讀取

更多記憶量測值。

記憶功能：

探頭是此耳溫槍最脆弱的部份，當清潔探頭鏡面時要小心。如果意外地沒有套上耳套便量測

溫度，可用以下方法清潔探頭鏡。

1. 使用棉花棒或軟布沾酒精輕輕擦拭。

2. 套上新耳套前最少等1分鐘讓鏡頭完全乾透。

3. 耳溫槍應存在-20至+50的環境之中。

4. 要保持耳溫槍乾爽，不要讓產品浸水或放置於任何液體中。避免陽光直接曝曬。

5. 探頭不應浸於任何液體中。

6. 如果依照使用說明使用耳溫槍，不需要定期調整。

清潔與儲存方式：

本耳溫槍電源使用一顆鋰電池 (CR2032 x 1)。

請把電池遠離幼兒

更換電池：

1. 先將電池蓋上的螺絲解除,然後將電池蓋拿走。

2. 翻轉電池用小螺絲刀。

3. 將新電池放入左側的金屬鈎下，然後按下電池的右側。參見圖5。

4. 裝上電池蓋(+)正極向上及(-)負極向下。

裝上電池蓋((+)正極向上，(-)負極向下)，如耳套未能完全套入探頭，

此圖案會閃動。請把耳套取出重新安裝。正確安裝耳套以確保能準確

讀取體溫。

電子紅外線耳溫槍使用說明書

請正確地安裝耳套，以確保耳溫槍可準確量度溫度。不要將耳溫槍浸於任何液體之中，

或暴露於潮濕的地方。量溫時, 如沒有裝上耳套, 有機會導致測溫結果不正確。此

耳溫槍並不能代替醫生的意見。若病情沒有好轉，請向您的醫生諮詢。此不是AP或 APG產品。

此產品有尖銳及細小部件 — 它們並非玩具。此產品需在成人監督下使用。請遠離幼兒。

警告：幼兒及寵物誤吞耳套及輔助環而窒息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請把耳套及輔助環置放在幼兒及寵物接觸不到的地方。

探頭保護蓋 全球最小的
探頭直徑

衛生蓋
檢測器

探頭鏡片

量測按鍵

後蓋

探頭

耳套

液晶顯示螢幕

電源及記憶按鍵

電池及電池蓋

警告：

1. 輕壓保護蓋兩側拉開探頭保護蓋。每次量測請使用乾淨、無破損之新耳套，並保持耳道清潔。 

 請依下列說明安置耳套，以確保量測之準確。

使用前，請先拔走電池蓋上的透明膠片。

2. 將一個全新耳套放入輔助環凹槽。(見圖一)

 注意:請確認將“黏著面”朝上放入輔助環。

3. 將耳溫槍的探頭中心對準有耳套的輔助環中心裝入。(見圖二)

4. 將輔助環壓緊，直到聽到喀嚓聲，即表示耳套已安裝成功。

 此圖案       會出現在液晶顯示螢幕上。

安裝耳套：

使用方法：

耳套

輔助環

請詳細閱讀此說明書並小心保存作日後參考之用。

FOR AN ACCURATE READING PLEASE HOLD THE EAR BACK 
TO ENSURE THE EAR CANAL IS STRAIGHT



故障訊息 問題

機器忙碌中

電池存量低無法量測

無法正確讀取量測值

機器顯示環境溫度快速轉變

環境溫度在正常溫度範圍
10℃至 40℃之外

等候3~5秒直到     停止閃爍

更換電池.

等候3~5秒直到     停止閃爍

讓耳溫槍在正常室溫10℃至40℃下
(50℉至 104℉) 靜候30分鐘

將耳溫槍放在正常室溫下10℃至40℃ 
(50℉至 104℉) 靜候30分鐘

確定耳套是否完整後重新量測

確認耳套和鏡片是否清潔後，重新量測

請立即更換電池

故障 5~9，為系統不正 常工作
取出電池，等候一分鐘後再裝上電池，
重新操作，如果故障訊息無法消除，
請與經銷商連絡

解決方式

每邊耳朵建議量度3次，若3次所顯示的溫度都不相同，請以最高溫度為準。

使用此紅外線耳溫槍並沒有任何性別及年齡限制。

 

重復性臨床測試：由初生至一歲約0.18℃，由一歲至五歲約0.17℃，五歲或以下約0.15℃。

使用耳溫槍時間過長，可能會令環境溫度提高，從而引致所讀取的體溫相對下降。

簡易故障排除：

量度溫度範圍：34-42.2℃ (93.2-108℉)

操作溫度範圍：10-40℃ (50-104℉)

存儲溫度範圍：-20-+50℃，RH<85%相對濕度少於85%

運輸時溫度範圍：應底於70℃，RH<95%相對濕度少於95%

大氣壓力：800~1013hPa

保護等級: IP22

尺寸 : 149.1x42.5x54.9亳米

重量: 79.7克包含電池

電池壽命: 大約3,000次讀數. 正常使用:1年

預計使用壽命:4年

本產品符合ASTM E1965-98, EN12470-5:2003體溫計 – 

第五部份：(最大配置)耳蝸式紅外測溫計的性能，IEC/EN60601-1-2(EMC, 

IEC/EC60601-1安全標準，

準確度為+/-0.2℃(0.4℉)。溫度範圍至 35.5-42℃ (95.9-107.6℉)。

其他溫度範圍內準確度為+ /-0.3℃（0.5℉）。

本耳溫槍可將耳探溫度轉換為相等於口腔量度溫度。（根據臨床評估，耳溫計量測的耳溫相

等於口探的溫度。）

規格說明：

量測溫度高過 42.2℃ (108.0℉)

量測溫度低於 34℃ (93.2℉)

開機後無法進入待機狀態

此產品有12個月維修保養。生產日期：如產品編碼（請打開電池蓋，編碼印在產品之內）

例：SN:E912A000001，第1個“E”代表External，第2個數字“9”代表生產年份2009，第3及

第4個數字“12”代表生產月份，餘下的則代表編碼。

     BF型應用部份

此紅外線耳溫槍旨在用於以下指定電磁環境。此耳溫槍的使用者應確認要在此環境下使用

此產品。

排放測試

RF排放CISPR 1 1

RF排放CISPR 1 1

諧波發射
IEC 61000-3-2

電壓波動
IEC 61000-3-3

規則

組別 1

類別 B

電磁環境 - 指引

耳溫槍使用的RF (Radio Frequency)能量僅能

提供內部功能。因此，它的RF排放非常低，並不

應該會干擾附近的電子設備。

此耳溫槍適合用於所有機構，包括家居，及那些

直接連接公共低壓供電網的住宅使用。

不適用

不適用

CE 標誌及公告機構

登記編號，代表符合

醫療設備規章93/42/

EEC附錄II要求。

請閱讀使用說明書

BF 型應用部份

代表此產品受歐盟棄置電器及

電子用品規章規限。為保護環

境，請把舊電器根據國家的本

地法則，送到指定收集站棄置。

廢紙回收

注意

不要重用

電池回收

生產商

歐盟授權

代表

符號說明

製造商的指引及聲明 – 電磁排放

抗擾測試 IEC 60601
測試水平

射頻傳導

IEC 61000-4-6

射頻傳導

IEC 61000-4-3

註一：在80MHz 至 800 MHz之間，高頻率範圍的分隔距離會適用。

註二：此指引可能並非所有情況都適用。電磁傳播會因吸收及反射建築物，物件及人等而
          受影響。

a. 固定發射器發出的電磁強度，例如：收音機發射站，手提電話發射站，AM 及FM 收音廣

 播，電視廣播等，是不能準確預測。要評估因固定發射器做成的電磁環境，就要考慮做

 電磁現場調查。如測得電磁強度超過上述適用的射頻符合水平，應觀察耳溫槍，並確定

 其運作正常。如觀察到不正常的表現，可能需要有額外的措施，如把耳溫槍重新調整。

b. 超過150KHz 至80MHz的頻率範圍，磁場強度應少於3V/m。

3 Vrms 

150 kHz 

至80 MHz

3 Vrms 

80 MHz

至2,5 GHz

規則水平 電磁環境 - 指引

不適用

便攜式及移動式射頻通訊設備使用時不應

與耳溫槍太接近。距離應參考以發射器頻

率推算出的建議分隔距離。

建議分隔距離

d = 1,2 √P

d = 1,2 √P 80 MHz至800 MHz

d = 2,3 √P 800 MHz至2,5 GHz

P是根據發射器生產商提供的最大輸出功

率 (Watts瓦特) D是建議分隔距離 (米) 

從固定射頻發射器發出的磁場強度，由電

磁現場調查決定(a)不應低於(b)每個頻率

的規則水平。

在有以下符號的設備附近，可能會受到干擾

3 V/m

此紅外線耳溫槍旨在用於以下指定電磁環境。此耳溫槍的使用者應確認要在此環境下

使用此產品。

製造商的指引及聲明 – 抗電磁干擾



製造商的指引及聲明 – 抗電磁干擾

抗擾測試 IEC 60601
測試水平

靜電放電(ESD) 
IEC 61000-4-2

6 kV 
contact 
8 kV air

6 kV 
contact 
8 kV air

規則水平 電磁環境 - 指引

地板應為木，混凝土或瓷磚。如地
板為合成材料，相對濕度應不少
於30%

電子快速脈衝
測試 
IEC 61000-4-4

2 kV 不適用 主電源應與典型商業或醫院環境
之下使用的一樣

雷擊測試 
IEC 61000-4-5

1 kV line(s) 
to lines
2 kV line(s) 
to earth

不適用 主電源應與典型商業或醫院環境
之下使用的一樣

電源頻率磁場
測試(50/60 Hz)
IEC 61000-4-8

註：UT是測試水平之前的交流電源電壓

3 A/m 3 A/m 頻率磁場應與典型商業或醫院環境
之下使用的一樣

電壓突降測試
IEC 61000-4-11

<5 % UT 
(>95 % dip in UT)
for 0,5 cycle

40 % UT
(60 % dip in UT)
for 5 cycles

70 % UT
(30 % dip in UT)
for 25 cycles

<5 % UT
(>95 % dip in UT)
for 5 sec

不適用 主電源應與典型商業或醫院環境
之下使用的一樣；如耳溫槍需要
不斷在主電源中斷的情況下運作，
建議使用不受干擾的電源或電池
操作

此紅外線耳溫槍旨在用於以下指定電磁環境。此耳溫槍的使用者應確認要在此環境下

使用此產品。 此耳溫槍旨在用於射頻 (RF) 干擾受控制之電環境下使用。使用者在使用耳溫槍時，應於

其他便攜式和移動式射頻 (RF) 通訊設備保持以下所示最少距離：

未有以上列出的發射器最大輸出率，建議分隔距離可運用公式推算，P值是根據發射器生產

商提供之發射器最大輸出率。

註一：在80MHz 至 800 MHz之間，高頻率範圍的分隔距離會適用

註二：此指引可能並非所有情況都適用。電磁傳播會因吸收及反射建築物，物件及人等而受

影響

發射器最大輸出率 (W) 根據發射器頻率的分隔距離 (m)

便攜式和移動式射頻 (RF) 通訊設備和醫療設備或醫療系統之間的建議分隔距離

量度體溫時，請輕輕把寶寶耳背向後拉，令耳道變直，才可以準確地

讀取體溫。

如有任何翻譯爭議, 則以英文版為準。

小貼士：

www.tommeetippee.com

Jackel International Limited trading as Mayborn Group
Northumberland Business Park West, Cramlington, Northumberland, 
NE23 7RH,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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