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前請務必詳閱原廠之使用說明書並遵照指示使用

產品敘述
Flowtron Active Compression System (本系統) 由加壓套（本產品）及加壓主機
所構成。環繞四肢的套管透過定期充氣，以預防血液集中於四肢，藉此減少血栓
塞的風險，並作為深層靜脈血管栓塞的預防。
本產品只可和原廠製造的Flowtron DVT預防加壓機配合使用。

適應症
本產品用於預防深層靜脈血管栓塞形成。

禁忌症
以下病況不應使用間歇式氣動壓縮(IPC)：
1. 存在嚴重的動脈硬化或其他缺血性血管疾病。
2. 已知或疑似存在急性深部靜脈栓塞(DVT)或靜脈炎。
3. 存在嚴重的充血性心臟衰竭，或任何流至心臟的血量增加有可能會有害人體 
 的情況。
4.  肺栓塞。
5. 存在任何將會被加壓套所妨礙的局部病況，包含壞疽、近期接受皮膚移植、皮 
 膚炎，或受感染且未治療之腿部傷口。
6. 如果您對任何禁忌症感到不確定，請在使用裝置之前先向醫師求助。

注意事項
1. 若病患感到刺痛、麻木或疼痛，應該立即取下本產品。
2. 用於預防深層靜脈血管栓塞形成(DVT)時，建議持續性地使用，如欲中斷長時 
 間的治療，應由病患的主診醫師根據臨床判斷作決定。
3. 本產品和連接管相關的下肢放置事宜也應該納入考量，請特別留意無意識、無 
 感覺或較無法感知及/或較無法移動腿部的病患。
4. 若腿或腳已變形，或腿部明顯水腫，為該腿或該腳放上本產品時應格外小心。
5. 使用者不可對本產品進行清潔及/或滅菌以便重複使用本產品，本產品僅供單 
 一病患使用。若嘗試對這些產品進行清潔或滅菌，病患可能會有生物不相容性 
 之危害、感染或產品失效的風險。
6. 若本產品造成不良反應，波及使用者或病患，則使用者或病患應向原廠或經銷 
 商通報此不良反應。

建議事項
1. 每隔一段時間就應取下加壓套，檢查皮膚狀況有無任何發紅或壓力點的跡象。
2. 建議持續使用間歇式氣動加壓直到病患完全能走動為止。建議本系統在使 
 用上不要間斷。
3. 對於非外科病人，一旦確定有形成DVT的風險後，就應該立即使用本系統。

福創加壓套
Flowtron Garment  
型號 : DVT10, DVT20, DVT30, DVT40, DVT60L                                                                衛部醫器輸字第 03210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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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請務必詳閱原廠之使用說明書並遵照指示使用

產品敘述
Flowtron Active Compression System (本系統) 由加壓套（本產品）及加壓主機
所構成。 環繞四肢的套管透過定期充氣， 以預防血液集中於四肢， 藉此減少血栓
塞的風險， 並作為深層靜脈血管栓塞的預防。
本產品只可和原廠製造的 Flowtron DVT 預防加壓機配合使用。

適應症
本產品用於預防深層靜脈血管栓塞形成。

禁忌症
以下病況不應使用間歇式氣動壓縮 (IPC):
1. 存在嚴重的動脈硬化症或其他缺血性血管疾病。
2. 存在嚴重的充血性心臟衰竭，或任何流至心臟的血量增加有可能會有害人體 
 的情況。
3. 已知或疑似存在急性深部靜脈栓塞 (DVT) 或靜脈炎。
4. 存在任何將會被加壓套所妨礙的局部病況，包括壞疽、近期接受皮膚移植、皮 
 膚炎，或受感染且未治療之腿部傷口。
5. 注意：如果您對任何禁忌症感到不確定，請在使用裝置之前先向病患的醫師求 
 助。

 注意事項
1. 使用者不可對本產品進行清潔及/或滅菌以便重複使用本產品，本產品僅供單 
 一病患使用。 若嘗試對這些產品進行清潔或滅菌，可能會導致病患有生物不相 
 容性之危害、感染或產品失效的風險。
2. 本產品的放置應避免對皮膚持續形成壓力點，請特別留意無意識、無感覺或較 
 無法感知及/或較無法移動腿部的病患。
3. 每個輪班都應該時常檢查病患的皮膚狀況。
4. 必須運用臨床判斷，判定是否需針對病患的皮膚狀況採取其他額外的保護措 
 施，或是否應停止治療。
5. 若病患感到刺痛、麻木或疼痛，應該立即取下本產品。
6. 當用於預防 DVT 時，建議持續使用間歇式氣動加壓直到病患完全能走動為止。 
 建議本系統在使用上不要間斷。
7. 對於四肢較不敏感、患有糖尿病、具有循環受損，或是皮膚較脆弱或受損的病 
 患，應謹慎使用本系統。
8. 注意：這些應僅視為指南，不應取代臨床判斷與臨床經驗。
9. 若本產品造成不良反應，波及使用者或病患，則使用者或病患應向原廠或經銷 
 商通報此不良反應。

建議事項
1. 確認加壓機管組和加壓套管道裡並未扭結。
2. 時常檢查加壓套是否仍正確接於病患身上。

型號 : TRP10, TRP20, TRP30, TRP40, TRP60L  



使用前請務必詳閱原廠之使用說明書並遵照指示使用

產品敘述
Flowtron Active Compression System (本系統) 由加壓套（本產品）及加壓主機
所構成。 環繞四肢的套管透過定期充氣， 以預防血液集中於四肢， 藉此減少血栓
塞的風險， 並作為深層靜脈血管栓塞的預防。
本產品只可和原廠製造的 Flowtron DVT 預防加壓機配合使用。

適應症
本產品用於預防深層靜脈血管栓塞形成。

禁忌症
以下病況不應使用足部加壓套：
1. 存在嚴重的動脈硬化症或其他缺血性血管疾病。
2. 已知或疑似存在急性深部靜脈栓塞 (DVT) 或靜脈炎。
3. 存在嚴重的充血性心臟衰竭，或任何流至心臟的血量增加有可能會有害人體 
 的情況。
4. 肺栓塞。
5. 存在任何將會被加壓套所妨礙的局部病況，包括壞疽、近期接受皮膚移植、皮
 膚炎，或受感染且未治療之腿部傷口。
6. 如果您對任何禁忌症感到不確定，請在使用裝置之前先向病患的醫師求助。

注意事項
1. 若病患感到刺痛、麻木或疼痛，應該立即取下本產品。
2. 用於預防深層靜脈血管栓塞形成 (DVT) 時，建議持續性地使用，如欲中斷長時 
 間的治療，應由病患的主診醫師根據臨床判斷作決定。
3. 應當指示病人不要在使用本產品的時候站立或走動。
4. 使用者不可對本產品進行清潔及/或滅菌以便重複使用本產品，本產品僅供單 
 一病患使用。若嘗試對這些產品進行清潔或滅菌，病患可能會有生物不相容性 
 之危害、感染或產品失效的風險。
5. 若本產品造成不良反應波及使用者或病患，則使用者或病患應向原廠或經銷 
 商通報此不良反應。

一般建議
1. 每隔一段時間就應取下加壓套，檢查皮膚的情況。
2. 假如適當的話，應教導病患如何正確使用本系統、治療的目的為何，並教導其 
 應向護理人員回報任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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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 FG100, FG200

製造廠名稱/地址： Manufactured by ArjoHuntleigh Polska Sp. z o.o.  
 (地址: ul. Ks. Wawrzyniaka 2, 62-052 Komorniki, Poland)   
 for ArjoHuntleigh AB (地址: Hans Michelsensgatan 10, 

  SE-211 20 Malmö, Sweden)
藥商名稱: 沙露德醫藥有限公司
藥商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7樓之1

產品規格

型號 類型 尺寸 加壓方式
DVT10 小腿型加壓套 43 cm (17 inches) 單一式
DVT20 小腿型加壓套 58 cm (23 inches) 單一式
DVT30 全腿型加壓套 71 cm (28 inches) 單一式
DVT40 全腿型加壓套 89 cm (35 inches) 單一式
DVT60L 小腿型加壓套 81 cm (32 inches) 單一式
TRP10 小腿型加壓套 43 cm (17 inches) 連續式
TRP20 小腿型加壓套 58 cm (23 inches) 連續式
TRP30 全腿型加壓套 71 cm (28 inches) 連續式
TRP40 全腿型加壓套 89 cm (35 inches) 連續式
TRP60L 小腿型加壓套 81 cm (32 inches) 連續式
FG100 足部加壓套 男性≦ US 7 

女性≦ US 9
單一式

FG200 足部加壓套 男性 > US 7.5 
女性 > US 9.5

單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