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指南

iCare PATIENT2
iCare EXPORT

繁體中文

手
機

和
電

腦
快

速
指

南
iCare PATIENT2 和

 EXPORT



PATIENT2 Android 的快速指南
步驟

步驟

頁面

頁面

PATIENT2 iOS 的快速指南

1 開始使用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 4

2 傳輸測量和登入 5

3 圖形功能 7

1 開始使用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 10

2 將眼壓計與行動裝置配對 11

3 傳輸測量和登入 13

4 圖形功能 15

5 如何開啟眼壓計上的藍牙 17

如果在使用 PATIENT2 應用程式時需要
協助，請聯絡您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或 
iCare 經銷商。

在使用 iCare PATIENT2 之前請閱讀
本快速指南。逐步按照指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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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2 Android 的快速
指南

請確認安裝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的行
動裝置已設定為正確的時間和日期。

在進行測量之前，請將眼壓計的時間從預設
時間手動更新至您的當地時間，或將眼壓計
連接到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或 iCare 

EXPORT 軟體來自動更新為當地時間。

患者可以使用 iCare PATIENT2 查看其 IOP 測量結果，並將結
果傳輸到 iCare CLINIC 或 iCare CLOUD。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使用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僅能將 IOP 測量結果傳輸到 
iCare CLINIC。

4開始使用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 針對 Android |1

2 53 4

從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

按下「開始使用應用程式」按鈕。

請選擇您的居住區域。選擇 IOP 資
料的儲存位置。

向下捲動，閱讀並同意服務條款。

您現在已準備好開始使用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

1

2

3

4

5

針對 Andr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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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保行動裝置的螢幕和金鑰並未
鎖定。

測量後，使用提供的 USB 線將眼壓
計與手機連接。如有需要，您可以使
用提供的轉接頭。

連接 USB 線後，測量資料會自動從
眼壓計傳輸到雲端。在傳輸測量資
料時請勿拔除連接線。

1

2

3

3a

2b

3b

針對 Android |2 傳輸測量和登入

USB-C

Micro USB

USB-AUSB-C

2a 6 測量傳輸完成後請拔除 USB 線。

使用您的 iCare 憑證登入。如果需
要如何獲得 iCare 憑證的相關資
訊，請閱讀眼壓計攜帶箱中的「開
始指南」。

按下「測量」按鈕來查看您的 IOP 
測量結果。

4

5

6

4 5

USB-C

Micro USB

USB-AUSB-C

針對 Android |



87圖形功能

設定 

所選測量結果

測量日期和時間

圖形比例尺可以從  調整。

紅色指示燈  顯示圖形比
例尺外的測量值。

在圖形上或藥丸功能表上捲動以查看您
先前或下一次的測量結果。

要查看每次測量的結果，請捲動螢幕頂
部的藥丸功能表或按一下圖形上的點。

用兩根手指拖曳觸控螢幕放大，以在
圖形上看到較少的 IOP 結果。縮小以
查看完整的圖形。

3

1

針對 Android |

按下  以查看圖形比例尺外的測量值。

所選測量結果

針對 Andro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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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T2 iOS 的快速指南

請確認安裝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的行
動裝置已設定為正確的時間和日期。

在進行測量之前，請將眼壓計的時間從預設
時間手動更新至您的當地時間，或將眼壓計
連接到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或 iCare 

EXPORT 軟體來自動更新為當地時間。

患者可以使用 iCare PATIENT2 查看其 IOP 測量結果，並將結
果傳輸到 iCare CLINIC 或 iCare CLOUD。醫療保健專業人員使
用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僅能將 IOP 測量結果傳輸到 iCare 
CLINIC。

1

從 App Store 下載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

按下「開始使用應用程式」按鈕。

請選擇您的居住區域。選擇 IOP  
資料的儲存位置。

向下捲動，閱讀並同意服務條款。

1

2

3

4

開始使用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

42 3

針對 iOS |針對 iOS |



12112 將眼壓計與行動裝置配對

3a 3b 4 檢查眼壓計上的藍牙是否開啟， 
若並未啟用請將其開啟。請參閱
第 5 章獲取相關指示。

前往智慧型手機的設定並開啟 
藍牙。

按下「掃描裝置」。如果應用程 
式要求使用藍牙的權限，請按下 

「確定」。

按下帶有序號的眼壓計。

按下「配對眼壓計」。

1

2

3

4

5

在 30 秒內輸入眼壓計螢幕上
顯示的 PIN 碼，然後按下「配
對」。否則，您需要重新開始配
對流程。

當眼壓計成功與行動裝置配對
時，請按下「繼續」。

您現在已準備好開始使用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

6

7

8

6 7 8

針對 iOS |針對 i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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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2 3測量完 IOP 後，您可以使用「同步」
按鈕將測量結果傳輸到雲端中。

使用您的 iCare 憑證登入。如果
需要如何獲得 iCare 憑證的相關
資訊，請閱讀眼壓計攜帶箱中的 

「開始指南」。

登入後，您可以按下「測量」按鈕
來查看 IOP 的測量歷史記錄。

1 2

3

3 傳輸測量和登入

1a

針對 iOS |針對 iOS |



1615針對 iOS |4 圖形功能

在圖形上或藥丸功能表上捲動以查看您
先前或下一次的測量結果。

要查看每次測量的結果，請捲動螢幕頂
部的藥丸功能表或按一下圖形上的點。

用兩根手指拖曳觸控螢幕放大，以在
圖形上看到較少的 IOP 結果。縮小以
查看完整的圖形。

按下  以查看圖形比例尺外的測量值。

設定 

所選測量結果

測量日期和時間

圖形比例尺可以從  調整。

紅色指示燈  顯示圖形比
例尺外的測量值。

所選測量結果

針對 iOS |



17開啟眼壓計上的藍牙

按一下  來開啟眼壓計。

按住 ，直到您在眼壓計螢幕上看到「設定」， 
並按一下 。

如果藍牙已關閉，按一下  以進入「藍牙」功能表。

按住 ，直到您看到「開啟」，並按下 。

1

2

3

4

5

將眼壓計保持垂直狀態
以執行這些指示。

出廠設定的預設情況下，您眼壓計的藍牙將呈開啟
狀態。如果您要檢查眼壓計上的藍牙是否開啟或想
開啟藍牙，請按照下面的指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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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re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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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PORT 的快速指南

1 下載並設定 iCare EXPORT 20

2 使用 USB 線連接和發送測量結果 22

3 透過藍牙連接和發送測量結果 23

如果在使用 EXPORT 軟體時需要協助，
請聯絡您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或 iCare 
經銷商。

在進行測量之前，請將眼壓計的時間從預設時間手動更新至您
的當地時間，或將眼壓計連接到 iCare PATIENT2 應用程式或 
iCare EXPORT 軟體來自動更新為當地時間。

如果患者的眼壓計尚未註冊至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 iCare CLINIC 帳戶， 
則患者可以將其 IOP 測量資料存儲到 iCare CLOUD 上的私人帳戶。如果需
要如何設定私人帳戶的相關資訊，請閱讀眼壓計攜帶箱中的「開始指南」。

在使用 iCare EXPORT 前請閱讀快速
指南。逐步按照指示操作。

使用 iCare EXPORT 時，請確認電腦的時間和日期正確。

步驟 頁面

下載並設定 iCare EXPORT1

從以下網站下載 iCare EXPORT：

https://www.icare-world.com/ 
apps/export/。

按兩下 iCare EXPORT 的  
Setup.exe 檔案。

閱讀設定精靈上的指示， 
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選擇「我同意」來接受軟體許可協
議。若要繼續請按一下「下一步」，
直到安裝完成。

1

2

3

2 3

https://www.icare-world.com/apps/export/
https://www.icare-world.com/apps/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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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裝完畢後，按一下 

「關閉」。

按兩下桌面上「iCare 
EXPORT」的圖示，或在

「Windows 開始」功能表中
找到程式，在「Icare」 
資料夾下啟動程式。

您可以從右下角的功能表
中選擇語言。

4

5

6

54

使用 USB 線連接和發送測量結果2

使用提供的 USB 線將眼壓計與電腦連接。

眼壓計會自動將測量結果發送到伺服器。

請注意！一旦您傳輸了資料，測量結果就會自動從眼壓
計的記憶體中刪除。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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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執行這些指示，請確保眼壓計和電腦的藍牙均已
開啟。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第 5 章〈如何開啟眼壓
計上的藍牙〉。

在您將眼壓計連接到 iCare EXPORT 前，請確認已開
啟眼壓計。

按一下左下角的「選擇 BT 裝置」。

從下拉清單中選擇您的眼壓計序號。您可以在眼壓計
背面的標籤上找到序號（SN）。

輸入顯示在眼壓計螢幕上的 PIN 碼，然後按「確定」 

1

2

2

4 3

4

在 iCare EXPORT 應用程式中

透過藍牙連接和發送測量結果3

眼壓計連接至 iCare EXPORT 應用程式，然後自動將測
量結果傳送至 iCare CLOUD 或您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 
iCare CLINIC 帳戶。

11

請注意！一旦您傳輸了資料，測量結果就會自動從眼壓計的記
憶體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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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瞭解更多資訊，
請參閱說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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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358 9 8775 1150
info@icare-world.com

Icare USA,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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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1 888.422.7313 | 傳真：+1 877.477.5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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