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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時注意事項

警告：
請勿讓本機器淋雨或受潮，以降低發生火災或觸電的危險。

當心：
請只使用廠商建議的機器配件，以降低發生火災或觸電危險及雜訊干擾。

當心：
請勿將影像做為診斷或評估之用。影像經過壓縮後資訊失真，因此不宜用於診斷。

當心：
MediCap 醫療錄影機是一種屬於 I 級的醫療器材（醫療器械指示 93/42/EEC 規範標準）。本
器材操作人員務須恪遵職責，確保器械安全運作，不會危害患者、使用者或第三方。如果器材
使用的地方無當地相關法規約束，建議您至少每兩年依照 EN 62353 的標準進行一次安全性與
文件測試。安全檢查務必由合格人員執行。

符合美國 FCC A 級標準：
本設備已經過測試並符合美國 FCC (聯邦通訊委員會) Part 15 對 A 級數位設備所設的上限標準。這些
上限標準旨在合理保護該設備在商業環境下操作時不受到有害干擾。正如所有類似的設備，本設備會產
生、使用並釋放射頻電能，且如未依操作手冊進行安裝與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通訊產生有害干擾。在住
宅區使用本設備可能會產生干擾，若發生此種情況您將必須解決干擾現象，費用由您承擔。
棄置方法：請遵照您當地相關規定做適當的棄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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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說明
1.

閱讀以下所有的說明。

2.

保存這些說明資料。

3.

注意說明中的所有警告事項。

4.

遵守所有的說明指示。

5.

請勿不當使用本機器。

6.

只能以乾布進行清潔。

7.

請勿擋住散熱通風口。依廠商提供的說明指示安裝機器。

8.

請勿將機器裝設在散熱器、暖氣出風口、爐子或其他產生熱氣的裝置等熱源
旁邊。

9.

請勿變造極性插頭或接地式插頭。極性插座有兩個插腳，一個比另一個寬。
接地式插頭則有兩個扁平插腳加上一個接地線的圓形插腳。寬插腳和圓形插
腳均能保護您的安全。如果產品附的插頭無法插進您的插座，應請電氣技師
替換您過時的插座。

10. 請勿踩踏或夾住電源線，尤其是靠近插頭、插座的部分，以及電源線與機器
連接的地方。
11. 請只使用廠商指定的配件。
12. 請只使用廠商指定或搭配機器出售的推車、腳架、三腳架、置放架或桌子。
若有使用推車，在移動裝有機器的推車時要特別注意，以防止推車翻覆並避
免受傷。
13. 遇有閃電暴風雨時，或長時間未使用時，請將機器電源插頭從插座中拔下。
14. 切斷電源連接的方法：將機器背面面板的電源開關關上，並拔出電源線。
15. 請勿將裝有水或其他液體的容器(例如導管等)置於機器上。請勿將水潑灑在
機器上。
16. 請找合格維修人員進行所有的維修工作。如果機器因任何方式受到損壞，例
如電源線或插頭受損、液體潑灑到機器、東西掉到機器裡、機器被雨水淋到
或受潮，或是機器沒有正常運作，或機器掉落等等，均應加以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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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快速入門：檢視機器正面

MediCap® USB200 能讓您從任一種具備標準 BNC 或 S-Video 輸出端的
類比醫療影像設備輕鬆擷取數位醫療圖像和影片。

與背面面板，以及以下各
頁的線路連接示意圖。
然後參閱第 8 頁的「快速

欲開始啟用，請依照第 7 頁的示意圖連接您的 USB200，然後將機器附
帶的 MediCapture USB 隨身碟插進正面面板。現在，您就可以在使用醫
學影像設備時用 USB200 來擷取圖像和影片了。
欲打開 USB200 的機器電源，請先打開機器背面的「主要電源開關」，
接著再按正面面板的「電源」(Power) 鈕。

入門指南」。
重要注意事項：如果您在
螢幕上沒有看到影像，請
利用選單 (Menu) 按鈕來存
取主選單。在「設定」選
單畫面，確定選了適當的
NTSC 及 PAL 設定。

擷取靜止圖像
當您在螢幕上看到想要擷取的圖像時，請按下擷取照片 (Capture Photo)
按鈕，就可以儲存靜止圖像。您可以繼續按這個按鈕，來儲存更多圖像。 注意：第一次啟用您的
MediCap 新機器時，您需
擷取影片
要設定時鐘。做法是按下
當您在螢幕上看到想要擷取的影片時，請按一次擷取影片 (Capture
正面面板上的選單 (Menu)
Video) 按鈕來開始錄影，再按一次即停止錄影。
按鈕，到「設定」選單，
選取「日期/時間」。為確
保維持正確的時間，請將
機器背面面板上的主要電
重要注意事項：影像訊號進入 USB200 和影像出現在連接
源開關保持在「開啟」
USB200 的監視螢幕在時間上有極短的延遲 (0.06 秒)。如果
(ON) 狀態。日常使用中，
這樣的延遲不適合您的醫療環境，請勿將監視螢幕連接到
您可以利用正面面板上的
USB200，而應直接連接到您的影像來源，然後將 USB200
電源 (Power) 鈕控制機器
連接到您影像來源設備上的次要輸出端，或是用一條 Y 形
的開關，它不會影響時
分路器 (未附帶) 來連接。
鐘。

訂購資訊
MediCapture 建議使用 MediCapture® 品牌的 USB 隨身碟。請至本公司網站 medicapture.com 瀏覽有關隨身碟
訂購資訊。

技術支援
如需技術支援或有其他問題，請上網瀏覽 medicapture.com 或來電洽詢，美國國內免付費電話號碼 1-888-9227887，國外客戶請撥 1-503-445-6935。

MediCapture® Inc.
580 West Germantown Pike, #103
Plymouth Meeting, PA 1946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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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面板

背面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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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接法

重要注意事項：影像訊號進入 USB200 和影像出現在連接 USB200 的監視螢幕在時間上有極短的延
遲 (0.06 秒)。如果這樣的延遲不適合您的醫療環境，請勿將監視螢幕連接到 USB200，而應直接連
接到您的影像來源，然後將 USB200 連接到您影像來源設備上的次要輸出端，或是用一條 Y 形分路
器 (未附帶) 來連接。
本機器專用於在患者環境中連接 IEC60601 認證設備以及患者環境以外的 IEC60XXX 認證設備。
本機器必須使用認證電源線組。相關的國家安裝及/或設備規定應列入考慮。電源線應使用品質不低於
符合 IEC 60245 (指定編號 53) 標準的一般堅固橡膠包覆的軟式電線，或符合 IEC 60227 (指定編號
53) 標準的一般聚氯乙烯包覆的軟式電線。
電源線應有一條供電電線配上傳導插腳，電線末端的橫切面最少要有 3 x 0.75mm2 的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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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門
1. 按照第 7 頁的示意圖連接 USB200，然後打開機器電源。
2. 幾秒鐘之後，監視螢幕上就會出現即時影像。
3. 將機器附的 MediCapture USB 隨身碟插入正面面板。
(隨身碟是一個小「棍棒」形狀、末端有銀色接頭的物體。)
4. 您可以照常使用您的影像儀器，唯一不同的是現在您可以將圖
像和影片擷取下來存放到 USB 快閃隨身碟。

重要注意事項：如果您在
螢幕上沒有看到影像，請
利用選單 (Menu) 按鈕來
存取主選單。在「設定」
選單畫面，確定選了適當
的 NTSC 及 PAL 設定。

請參閱本手冊第 12 頁起
有關各選單 (Menu)的說
明，以將您的 MediCap
USB200 進行最佳設
定。

5. 欲擷取圖像和影片：
a. 圖像：當您在螢幕上看到想要擷取的圖像時，請按下擷
取照片 (Capture Photo) 按鈕。
b. 擷取影片：若要擷取影片，請按一次擷取影片 (Capture
Video) 按鈕來開始錄影，再按一次該按鈕即停止錄影。
等待幾秒鐘讓機器儲存影片。
6. 您可以用機器正面面板上的選擇 (播放 / 暫停)、後退和前進按鈕

來檢視您擷取的圖像和影片。
7. 重要事項：當您為目前的患者完成所有的圖像和影片擷取時，請
按下新患者(New Patient) 按鈕以開始擷取下一位病人的圖像和
影片，這樣就會將下一位患者的圖像和影片存到新的資料夾中。
8. 當您擷取完圖像和影片後，將隨身碟從 USB200 機器中
取出，
9. 然後將它插到 Windows 或 Apple 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上的 USB
插口。
10. 在您的 Windows 或 Apple 電腦上，找到 USB 隨身碟所在，然
後就可以存取剛才擷取下來的圖像和影片，並且將它們從 USB
隨身碟移到您的電腦上。

第一次啟用您的 MediCap
新機器時，您需要設定時
鐘。做法是按下正面面板
上的選單 (Menu) 按鈕，
到「設定」選單，選取
「日期/時間」。為確保維
持正確的時間，請將機器
背面面板上的主要電源開
關保持在「開啟」(ON) 狀
態。日常使用中，您可以
用正面面板上的電源
(Power) 鈕控制機器的開
關而不會影響時鐘。

重要注意事項：當您按
下新患者 (New Patient)
按鈕時，系統即會打開
一個新的資料夾供您存
放下一組圖像。請記得

每錄製完一位患者的影
像後按下這個按鈕，以
便下一位患者的影像能
存放到新的資料夾。

大功告成！您已經成功地擷取您的第一批數位影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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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MediCap USB200
欲連接 MediCap USB200 設備，請參見第 7 頁的示意圖。
MediCap USB200 很容易安裝。它「串聯」連接監視螢幕和影像來源 (例如超音波攝影機、外科手術攝
影機等等)。
1. 如果您在原已使用的影像設備加上 USB200，請先拔下目前連接監視器和影像來源的視訊纜線。
2. 用一條纜線連接影像來源的「影像輸出端」(Video Out) 和 USB200 機器背面面板的「影像輸入端
」(Video Input)。然後用另一條纜線連接 USB200 的「影像輸出端」和監視器的「影像輸入端」。
3. 將電源線插進插座。
4. 另外，您也可以將聲音纜線 (未附帶) 連接到 USB200 的輸入及輸出端。連接方式與上述步驟 2 連
接視訊纜線相同。
5. 您也可以將標準踏板開關連接到機器背面面板的「擷取」(Capture) 接頭。踏板開關若連接到「靜
止」(Still) 接頭，就會執行與正面面板的擷取照片 (Capture Photo) 按鈕相同的功能。「動作」
(Motion) 接頭則是執行與擷取影片 (Capture Video) 按鈕相同的功能。踏板開關可至本公司官網
medicapture.com 選購。

注意：在連接影像方面，您可以用 BNC 或 S-Video 纜線。如果您的攝影機或監視螢幕用的是 RCA 接
頭，則您需要用一個 BNC 到 RCA 的轉接頭。(有些 USB200 機型有附帶這個轉接頭。)

插入 USB 快閃隨身碟
開始使用 USB200 之前，先將機器附的 MediCapture 牌 USB 隨身碟插入正面面板上的 USB 插口。

MediCapture 牌隨身碟有不同的款式。您的 USB200 機器附的隨身碟可能和上圖所示有出入，但它的功
能是一樣的。

我們建議您使用 MediCapture 牌 USB 隨身碟，因為它們已經過測試，確定能與 USB200 相容。您亦
可使用其他廠牌的 USB 隨身碟，但請注意，我們不保證非 MediCapture 品牌隨身碟與本機器的相容性。

擷取圖像
用 USB200 機器擷取圖像很簡單。當您在螢幕上看到想要擷取的圖像時，直接按下正面面板上的擷取
照片 (Capture Photo) 按鈕即可。該圖像會被直接存到插入機器的 USB 隨身碟 (之後您可將圖像從
USB 隨身碟轉到您的電腦)。

擷取照片 (Capture Photo) 按鈕

每次您按下擷取照片 (Capture Photo) 按鈕，就會擷取一張圖像 (除非您在「圖像選項」選單中啟動了
「連拍」選項－此功能將擷取三張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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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是否擷取成功可從兩件事確認：
•

螢幕左上角會顯示一個錄製標示（相機圖示），連同圖像編號以及磁碟
剩餘可用空間 (GB)。

•

位於兩個擷取按鈕之間的「擷取顯示燈」會閃爍一次。

擷取影片
用 USB200 機器擷取影片就跟擷取圖像一樣簡單。當您想要開始擷取影片時，只
需按下機器正面面板的擷取影片(Capture Video) 按鈕即可。再按一次該按鈕即停
止錄影。錄下的影片會被直接存到 USB 隨身碟 (之後您可將影片轉移到您的電腦)。

擷取影片 (Capture Video) 按鈕
有兩件事可以幫助您確認您正在擷取影片：
•

螢幕左上角會顯示一個錄製標示（攝影機圖示），連同影片編號以磁碟
剩餘可用空間 (GB)。

•

錄製時，位於兩個擷取按鈕之間的「擷取顯示燈」會閃爍。

檢視圖像和影片
機器在錄製時，您可以利用機器正面面板的後退和前進箭頭按鈕，隨時檢視目前
患者面診的圖像和影片。這些按鈕可讓您逐一檢視錄下的圖像。如果您看到一個
您想檢視的影片，只要按下選擇 (Select) 按鈕就可以播放或暫停影片。
注意：在 USB200 機器上檢視影片時錄製的聲音不會播放。如要檢視聲音部分，
將影片轉移到電腦上播放。

利用選擇 (Select)、後退、前進和刪除 (Delete) 按鈕
來檢視圖像及播放影片。
在您檢視圖像和影片後，您可以按下擷取照片 (Capture Photo) 或擷取影片
(Capture Video) 按鈕來擷取更多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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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停止檢視並繼續擷
取，只需按下其中一個
擷取 (Capture) 按鈕即
可。
圖像檢視功能僅能顯示
目前面診的錄製影像。
如要檢視之前的面診影
像，則您必須存取您電
腦上的檔案。

如果在檢視時按下擷取
照片 (Capture Photo) 或
擷取影片 (Capture
Video) 按鈕，機器將不
會擷取圖像或影片，而
是會回復到目前的模式
，等到您下次按下按鈕
時機器就會擷取。

USB200H-UG01-CT-131107-MC

MediCap® USB200 使用者指南 – 繁體中文版

建立患者資料夾
您每一次開始錄製新的面診影像時，您就能建立一個新資料夾來存放該面診的圖
像和影片 (這樣就可以將之前面診時擷取的影像和新錄製的影像區分開來)。欲建
立新資料夾，只需按下機器正面面板上的新患者 (New Patient) 按鈕即可。

新患者 (New Patient) 按鈕
每次按下新患者 (New Patient) 按鈕，系統就會在 USB 隨身碟新建一個資料夾，
並將資料夾依序編號 (CASE.001、CASE.002、CASE.003...依此類推)。

使用「選單」(Menu)
USB200 機器的設定和選項可以透過「選單」(Menu) 來存取。

選單 (Menu) 按鈕

重要注意事項：
如果 USB 快閃隨身碟裡
面沒有任何的病例，則
當您第一次按下擷取照
片 (Capture Photo) 或擷
取影片 (Capture Video)
按鈕時，系統就會自動
建立一個新患者資料夾
。如果 USB 隨身碟裡面
已經有病例，則您需要
按下新患者 (New
Patient) 按鈕來建立新的
資料夾。
患者資料：
如果啟動了「患者資
料」功能，那麼每次建
立一個新資料夾時，螢
幕上就會顯示「患者資
料」畫面，讓您可以輸
入患者姓名等等。詳情
請參閱第 17 頁。

按下機器上的選單 (Menu) 按鈕，螢幕上即顯示「主選單」(Main menu) 畫面。
您可以用機器正面面板上的後退和前進按鈕來瀏覽各個選單項目。用選擇
(Select) 按鈕來確認選擇。

利用選擇 (Select)、後退、前進按鈕
來在各選單中移動

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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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選單

欲顯示主選單，請按下機器正面面板上的選單 (Menu) 按鈕。然後用前進和後退按鈕來在各子選單中移
動。用選擇 (Select) 按鈕來確認選擇。
主選單下的子選單有：
• 設定：利用這個選單來設定時鐘、語言喜好設定以及輸入選項。您亦可利用本選單來啟動並設
定「患者資料」功能。這項功能可讓您每次要開始錄製面診影像時輸入患者資料(詳情請參見第
17 頁)。
• 「圖像」選項：利用這個選單來選擇圖像的格式(JPG, TIFF, BMP, 或 DICOM)。
• 「影片」選項：利用這個選單來選擇擷取的影片畫質。您也可以設定擷取影片的時間長度。
• 進階：利用這個選單來選擇進階選項。您也可以檢視目前所有設定值，並將它們回復到原廠設定
值。另外，您可以將 USB200 升級，來增加選項和功能 (須有由 MediCapture 提供的特殊「升級
USB 隨身碟」－upgrade USB flash drive)。
• 音量：利用這個選單來設定內建喇叭及聲音輸出的音量。
• 離開：選取「離開」可以讓 USB200 回到即時模式，讓您可以擷取圖像和影片。這個選項和按下
機器正面面板上的選單 (Menu) 按鈕是一樣的。
這些子選單內容將在以下各節逐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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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選單
使用「設定」選單來設定一般項目 (時鐘、語言
和輸入選項)。設定選單的子選單：
• 日期/時間：利用這個選單來設定內部時鐘。
您亦可選擇一個能將「日期/時間戳記」顯示
在您圖像和影片上的選項。欲更改戳記的位
置，請利用患者資料設定選單。注意：如果
沒有設定日期/時間，設定選單右上角會顯示
系統預設的日期與時間而非實際的日期與時
間。
設定時間很重要，因為這樣您的影像檔案才
會有正確的日期和時間。欲維持目前的時鐘
設定，請將機器背面面板上的主要電源開關
保持在「開啟」(ON) 狀態；用正面面板的電
源 (Power) 按鈕來控制機器的開啟或關閉。

設定
• 日期/時間：
 時間設定
 日期/時間戳記
• 語言
 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義大利
文、葡萄牙文、日文、中文
• 輸入選項
 輸入來源 (Composite / S-Video / Auto)
 視訊系統 (NTSC / PAL)
• 患者資料
 是否收集患者資料？(是 / 否)

• 語言：利用這個選單來設定您對這些選項的語言偏好。
• 輸入選項：使用這個選單來選擇影像輸入類型 (Composite, S-video 或 Auto) 以及所使用的視訊系統
(NTSC 或 PAL)。如果您選擇自動選項，系統將自動偵測輸入類型（composite 或 S-Video）。
• 患者資料：這項功能可讓您每次開始錄製面診影像時輸入患者資料。該資訊可以包含在檔案名稱中，
而且可以「印」在圖像和影片上 (詳見第 17 頁)。

圖像選項選單
「圖像選項」選單包含下列選項：
格式：選擇您希望將照片儲存為何種圖像格式。
JPG 是電腦上最常用的格式。
無論選擇何種圖像格式，擷取的圖像解析度均相
同：720 x 480 像素（NTSC 系統）或 720 x 576
像素（PAL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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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選項選單
利用「影片選項」選單來設定您的 USB200 如何擷取影片。

影片選項

• 畫質：用來選擇您擷取的影片畫質。可選的畫質等級有：
• 低 (比 DVD 差)：1.5 Mbps 變動位元速率 (VBR)
• 一般 (和 DVD 相同)：2.5 Mbps VBR
• 高 (比 DVD 好)：3.5 Mbps VBR
無論選擇何種品質等級，錄製的影片維度均相同：720 x
480 像素（NTSC 系統）或 720 x 576 像素（PAL 系統）。

• 畫質
 高 (比 DVD 好)
 一般 (和 DVD 相同)
 低 (比 DVD 差)
• 錄影時限
 無限、5 秒等等。

重要注意事項：影片畫質愈高，檔案就愈大。
• 錄影時限：用來設定影片的時間上限。如果您選擇了無限以外的任何時限，那麼當指定的時限一過，
影片就會自動停止錄製。
聲音錄製注意事項：聲音錄製沒有設定選項。它永遠是啟用狀態。如欲錄製聲音，只需連接聲音來源即
可，如第 7 頁所示。有關聲音錄製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第 15 頁的「音量選單」一節。

進階選項選單
利用「進階」選單來設定進階選項、執行韌體升級，或
是檢視或重設目前的設定值或設定一個網路連線。
• 回復原廠設定：選擇這個選項來將所有的選項回復到
原廠設定值。

進階選項
•
•
•
•

回復原廠設定
升級
目前設定值
網路設定

• 升級：這個選項是用來將您機器系統進行韌體升級，
以便您為 USB200 增加新的功能和選項。欲使用升級
選項，您必須將一個特殊的「升級 USB 隨身碟」
(upgrade USB flash drive) 插入正面面板。請洽詢您的 MediCapture 公司代表，以獲知公司目前提
供哪些升級版本及如何訂購「升級 USB 隨身碟」的資訊。
• 目前設定值：這個選項會以「一覽表」形式顯示您 USB200 機器目前所有的設定值。當您需要對系
統設定問題進行故障排除時，這項功能可能會有用處。
• 網路設定： 如果您將 USB200 連接到網路，請用這個選項。您可以設定機器名稱、密碼、IP 位址
等等。詳情請參閱第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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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選單
「音量」選單能讓您設定系統的音量大小 (這會影響內建喇叭及聲音輸出到外接喇叭的音量)。使用外接
喇叭時，建議您最好將這個音量設定為中等音量，然後用外接喇叭的音量控制鈕來調整音量大小。當您
對聲音問題進行故障排除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 錄製影片時，可以同時聽見現場聲音，但用 USB200 機器檢視錄製的影片時聽不見聲音。如要
檢視聲音部分，將錄製的影片轉移到電腦上播放。
• USB200 機器的聲音輸入插孔是用來連接麥克風 (不附帶) 或連接到醫療設備 (例如超音波儀器)
的聲音輸出端。
• USB200 機器的聲音輸出插孔是用來連接到外部供電的喇叭 (不附帶) 或連接到醫療設備 (例如超
音波儀器) 的聲音輸入端。(注意：供電喇叭有包含自己的揚聲器，電力由電池或電源插座提供。
)
• 聲音錄製功能永遠是啟用狀態。如欲錄製聲音，只需連接聲音來源即可，如第 7 頁所示。如果
不錄製聲音，不要連接聲音來源。
• 聲音錄製格式請參見第 19 頁的「規格」一節。
• 可能需要轉接頭 (不附帶) 來連接聲音輸入和輸出插孔。
• 如果外接喇叭的聲音失真，請嘗試將「音量」選單的音量調小，並且用外接喇叭上的音量控制
鈕將音量調大。
• 如果外接喇叭的聲音太小 (即使外接喇叭的音量控制鈕已經轉到最大)，請試著將「音量」選單
中的音量調大。用這個選單調大音量時，每次請小幅調高並測試外接喇叭的效果。本選單的音

量大小如果調得過高可能會造成某些機型的外接喇叭發生問題。

將圖像轉移到您的電腦上
1. 將內含擷取下圖像的 USB 隨身碟插入您電腦上的 USB 插口。
2. 電腦會將這個隨身碟當做您電腦上任何其他的磁碟機一樣處理。在電腦螢幕上找到隨身碟並開啟，
以查看裡面包含了哪些資料夾。
3. 您現在可以點按隨身碟中的圖像和影片來觀看，也可以將它們移到您電腦上的硬碟來觀看並存放
(建議做法)。
備註：有關如何存取您電腦上的磁碟機及管理檔案的資訊，請參閱 Windows 或 Mac 作業系統文
件說明。

在您的電腦上檢視靜止圖像
要檢視轉移到電腦上的錄製圖像很簡單。Windows 和 Mac 電腦均提供內建檢視軟體，當您在某個圖像
檔案上按兩下，圖像就會自動打開。您也可以利用許多協力廠商開發的專用醫療圖像管理程式，來檢視
及編輯靜止圖像。

在您的電腦上檢視影片
USB200 以 H.264 格式錄製影片，該格式有時又稱為 MPEG 或 MP4。這種廣泛使用的格式最適合醫
療上的應用，因為它能以精簡的檔案大小製成最高畫質的影片。大多數的 Windows 和 Mac 電腦均提
供內建檢視軟體，當您按兩下 H.264 視訊檔案時，檔案就會自動打開。不過，機型較舊的電腦可能需
要加裝軟體才能播放 H.264 格式的影片。如果您的影片無法播放，請上網搜尋 H.264 轉碼軟體安裝到
您的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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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
使用踏板開關
標準踏板開關接頭位於機器背面面板上。使用踏板開關讓您「不必用手操作」即能擷取圖像和影片。兩
個踏板開關功能分別和機器正面面板上的擷取照片 (Capture Photo) 與擷取影片 (Capture Video) 按鈕
功能相同。
請注意，踏板開關接頭是簡易「閉合接點」型的。也就是說，如果您有其他同樣採用閉合接點操作方式
的開關，您也能將這類開關插進踏板關關的接頭，並且用它們來啟動圖像的擷取。例如，可以連接一個
「閉合接點」 計時器來在固定的時間間隔擷取圖像。另外，有些內視攝影機具有一個簡易的「閉合接
點」扳鈕，可以將它接到踏板開關接頭來擷取圖像。

刪除圖像
在 USB 200 檢視目前患者面診時，您可以刪除不想要的影片和圖像，方法是看到想要刪除的影片或圖
像時，按下正面面板的刪除 (Delete) 按鈕，然後按照系統指示刪除。如要刪除之前的患者面診畫面，
將圖像轉移到電腦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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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資料功能
這項功能可讓您每次要開始錄製面診影像時輸入患者資料。這些資料可包含在靜止圖像和影片的檔案名稱
裡。欲使用這項功能，必須將 USB 鍵盤插進 USB200 的機器背面。大部分廠商出產的鍵盤均能與本機器
相容。

設定患者資料功能
欲啟動這項功能，請按下機器正面面板上的選單 (Menu) 按鈕來顯示「主選單」(Main menu) 畫面。然
後選擇「設定」，再選擇「患者資料」。「患者資料」選單隨即顯示。將「收集患者資料」設定為
「是」。接著設定下列選項：
• 檔案名稱資訊－讓您能夠指定要將患者的哪些資料自動包含在資料夾名稱與檔案名稱中。您
有下列選項：
o 無－患者資料將不包含在資料夾名稱與檔案名稱中。
o 姓名－將包含患者姓名
o 身分證號－將包含患者身分證號
o 姓名＋身分證號－將包含患者的姓名及身分證號
• 患者戳記－能讓您將下列患者資料印在圖像和影片上：患者姓氏及名字、性別和身分證號。
如果您用這個選項，您最好也考慮用「時間戳記」選項，該選項可從主選單 > 設定選單 >
日期 / 時間下選取。
• 戳記位置－您可以選擇「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或「右下角」。

使用患者資料功能
在您啟動這項功能後，每一次開始錄製面診影像時 (亦即您每次按下新患者 (New Patient) 按鈕或插入
隨身碟時)，「病人資料」畫面就會出現在螢幕上。將 USB 鍵盤（未提供）插入機器背面，用它來輸入
患者的姓氏和名字、身分證號、出生年月日和性別。「其他」欄位能讓您輸入其他資料，像是主治醫師
的姓名。
欲到下一欄，請用鍵盤上的 Tab 鍵。如果您需要到上一欄，只要按幾次 Tab 鍵，游標就會到螢幕最上
方。(也可以用 Shift+Tab 鍵向上移動)。
當您資料輸入完畢時，請在鍵盤上按 Enter 鍵。若您不想輸入任何資料，只要在病人資料畫面出現時直
接按 Enter 鍵即可。

存取患者資料
每一個面診錄影的患者資料會存放在一個名為 Patient_Info.txt 的文字檔案，跟影像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裡。請注意，即使不用「患者資料」功能時，這個文字檔仍會存在。這是因為這個檔案同時也用來存放
USB200 的相關資訊 (產品序號等等) 以作為故障排除之用。
此外，有些圖像格式會在圖像標頭存放患者資料 (圖像格式在「圖像選項」選單中選擇，見第 13 頁)：
• JPG 和 TIFF－患者資料存放在可交換影像檔案格式 (EXIF) 標頭的「說明」欄位中。這個標準
圖像標頭為相機製照商廣泛採用。如要閱讀標頭內容，您的電腦需要有協力廠商的 EXIF 檢視軟
體。另外要注意的是已發現某些圖像編輯程式會破壞 EXIF 標頭；請檢查您圖像編輯軟體的規格
是否與 EXIF 的格式相容。
• DICOM－患者資料存放在 DICOM 標頭的適當欄位中。此種格式最好是對 DICOM 有經驗的使
用者才選用；您的電腦上必須安裝協力廠商的 DICOM 軟體才能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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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外接式硬碟
您可以將一個外接式硬碟插進 USB200 機器正面或背面面板上的其中一個 USB 插口。和快閃隨身碟相
比，硬碟能夠提供的儲存空間更大。 一般的硬碟可以存放數百小時的影片。.購買外接式硬碟之前，請
注意下列事項：
• 硬碟必須採用「FAT32」格式，不是「NTFS」格式。
• 刪除硬碟裡預先載入的任何軟體 (它可能跟 USB200 不相容)。
• 務必將存錄到隨身硬碟裡的影片和圖像轉移備份到您的電腦或網路，以保護您的影片和圖像。
• 機器只會錄製一份圖像或影像。也就是說，如果先在機器背面插了一個硬碟，然後在正面又插
了一個隨身碟，則影片和圖像只會錄到硬碟裡。如果想錄到機器正面的隨身碟裡，請先將背面
的硬碟抽出，關上 USB200 的電源，然後再打開電源。
•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medicapture.com 網站上的 Support (技術支援) 一節中標題為 Using a
Hard Drive with the MediCap USB200 (「在 MediCap USB200 上使用硬碟」) 的文件。

連接到網路
您可以用一個介面卡將 USB200 連接到網路，介面卡可向 MediCapture 購買。設定網路連線需要電
腦網路知識，因此建議您聯絡電腦專業人員來為您的機器進行連接。
您將 USB200 連接到您的網路後，就可以從網路上的任一台電腦存取連接到 USB200 的 USB 隨身
碟。USB200 的 USB 隨身碟會像任何其他磁碟機一樣地顯示在您的電腦上，然後您就可以將存錄到
USB200 的 USB 隨身碟的影片和圖像「拖放」到您電腦的磁碟機上。
欲將 USB200 連接到您的網路，您需要以下配備：
•

網路升級套件，可向 MediCapture 購買。該套件包含一個插進 USB200 機器背面的網路介
面卡。

•

一個插到 USB200 機器背面的 USB 鍵盤 (需要用它在 USB200 的「網路設定」選單中輸入
資訊)。大部分廠商出產的 USB 鍵盤均能與 USB200 相容。

•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medicapture.com 網站上的 Support (技術支援) 一節中標題為
USB200 Networking Guide (「USB200 網路連線指南」) 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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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規格
機型

MediCap USB200。數位醫療影像擷取裝置。從類比影像來源存錄數位圖像和影片
到到 USB 隨身碟或 USB 隨身硬碟。

外殼

堅固耐用的金屬外殼，塑膠面板具有高度耐衝擊性

按鈕

密封薄膜，防抗液體

LCD 螢幕

2 1/2 吋全彩 (僅供影像確認及導覽之用，非供診斷用途)

內建喇叭

200Hz-15kHz、1W，有選單可選取音量控制 (僅供聲音確認之用，非供診斷用途)

影像輸入/輸出

PAL 或 NTSC (可選取的選單) 輸入及輸出可用 S-Video 或 composite BNC 連接

聲音輸入／輸出

標準 3.5mm 立體聲電話迷你接頭 (一個用於輸入一個用於輸出)

USB 支援

USB2.0、高速、正面一個插口、背面三個插口。正面插口用來將圖像和影片擷取到
USB 隨身碟。背面插口提供額外用途。

踏板開關支援

提供免持式擷取功能 (與標準踏板開關相容，不附帶)
標準 3.5mm 迷你接頭 (一個用來擷取靜止圖像，一個用來擷取影片)

機械規格

尺寸：240 x 210 x 63mm 重量：1.7 公斤

環境條件

保存和運輸：攝氏 -40° 至 +85° 操作温度：攝氏 -20° 至 +40°

電源

AC 100-240V, 50/60Hz, 20W, 三孔 AC 插頭

媒體

USB 隨身碟 (建議使用 MediCapture 廠牌)、或外接式 USB 隨身硬碟

圖像格式

JPEG、TIFF、BMP、DICOM

圖像大小

NTSC: 720 x 480 像素. PAL: 720 x 576 像素

影片格式

H.264、DVD 畫質。NTSC: 720 x 480 像素. PAL: 720 x 576 像素
畫質等級：
低 (比 DVD 差)：
1.5 Mbps 變動位元速率 (VBR)
一般 (和 DVD 相同)： 2.5 Mbps VBR
高 (比 DVD 好)：
3.5 Mbps VBR

聲音格式

AAC, 2 個頻道、16 位元、 22050 Hz 取樣 128 kbps 位元速率

套件內容

MediCap USB200、USB 隨身碟、影像連接線、電源線、使用者指南

認證
符合醫療器械指示 93/42/EEC 的規範標準
醫療設備在電擊、火災和 機械危險方面符合 IEC 60601-1:2005,
ANSI/AAMI ES60601-1:2005, CAN/CSA C22.2 No.60601-1:2008,
E361228
本機器符合美國 FCC (聯邦通訊委員會) Part 15 的規範標準。

符合 RoHS (危害物質禁用指令) 規範

分類
I 級設備 操作模式：連續
無 AP/APG。機器本身不與病人接觸。
備註：上述規格得於未經通知的情況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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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MediCapture 有限保固
MediCapture Inc. (“MediCapture”) 提供下列產品在材料與製作方面無缺陷為期一 (1) 年的保固。產
品如需保固維修，保固期間將依產品修復至正常運作狀態並送還用戶所需天數加以順延。

MediCapture MediCap® USB200 醫療影像錄製設備
保固條件
本保固產品若於購買日期後一年內經發現有材料或製作上的缺陷，MediCapture (或 MediCapture
授權維修中心) 將使產品恢復原本的運轉狀況，不收取零件成本或工錢。注意：MediCapture 保留使用
重新修整的組件作為保固替換品之權利。
本保固僅適用於 MediCapture 授權零售商出售之此等產品，且只有原始購買者有權執行本保固。
本保固僅適用於美國境內五十 (50) 州及哥倫比亞特區。它不適用於美國屬地或領土或任何其他國家。這是
Medicapture 對以上列出產品所作出之唯一明示擔保。任何適用於這些產品的暗示性擔保限於本明示保固的期間。
對於以上列出產品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或無能力使用而造成的營收或獲利損失、不便、替換設備或服務的花費、儲
藏費用、資料丟失或損毀，或其他任何特殊、偶發或間接損害，無論訴請基於何種法律理論，並且即使
Medicapture 已被告知此類損害的可能性，Medicapture 概不負責。 在任何情況下，對 Medicapture 所做的追索不
得超過造成指控損害之上列產品購買價格。除了前述列出的情況外，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或無能力使用上述產品而
對您與您的財產以及他人及他人財產所造成的損失、損害或傷害之所有風險和責任，若非由 Medicapture 疏忽直
接造成的，皆由您承擔。(某些州不允許暗示性擔保有時間限制，或是不允許對偶發或間接損害設立除外條款或限
制，因此上述除外條款或限制可能不適用於您)。

本保固賦予您特定的法律權利。您也可能享有因州而異的其他權利。若遇有本保固任何條款無法實
施的情況，其餘條款將維持其完整效力。

擁有者之責任
 請完整閱讀本使用者指南。
 可以不必註冊保固。但萬一需要保固維修時，您必須要能提供購買日期證明及出售方的資訊 (須為
MediCapture 或授權經銷商)。請保存您的購買收據和發票。
 確定您保存的購買證明包含產品序號，而且該序號與您購買的機器上的序號相符。
 您的產品一經發現有任何故障，請立即通知您向其購買的 MediCapture 或授權經銷商。
 如果產品需要維修，請將它送至 MediCapture 授權維修中心。運費必須由您預付。本公司不接受
貨到時由收受方支付運費的安排。保固產品由 MediCapture 或授權維修中心修好後，將以我方預
付郵資的方式寄還給寄件人。
 寄回維修之產品 (無論是否有保固) 必須要有一個由 MediCapture 或授權維修中心核發的退還商品
授權 (RMA) 號碼。

除外條款
重要事項：以下情況可致使本保固失效。





上述產品是向未經 MediCapture 授權的轉售商購買的。
變造或取下產品的商標、名稱、編號或序號。
使用對產品造成損壞的 (非由 MediCapture 出售的) 零件或組件。
因疏忽、濫用、誤用、改造或意外損壞而導致的產品故障。
©2014 MediCapture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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