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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re HOME2 – 入门指南
感谢您购买 iCare HOME2，IOP 自我测量的黄金标准。iCare HOME2 眼压计设计
用于帮助患者在家测量眼压。iCare HOME2 通过全天和夜间监测眼压变化，彻底
改变了青光眼护理。

iCare 软件以图形格式提供 IOP 测量结果的全面视图。使用智能手机或 Web 浏览
器可以轻松访问测量结果。iCare HOME2 自测眼压计也可以自行使用。眼压计提
供最近 100 次测量结果。

开始使用 iCare HOME2 和 iCare 软件：

1. 按照本指南第 1 章中的说明设置眼压计的语言、日期和时间。这将确保 IOP 测
量结果以正确的本地日期和时间信息存储。

2. 按照 iCare HOME2 快速指南中的说明，了解如何使用 iCare HOME2 进行测
量。还请查看 iCare HOME2 携带式仪器箱中 USB 内存设备中提供的 iCare 
HOME2 用户使用说明视频。

3. 对于患者 - 要通过 iCare 软件使用 iCare HOME2，请按照本指南第 2 章和第 3 
章中的说明操作。

4. 对于医疗保健专业人士 - 要通过 iCare 软件使用 iCare HOME2，请按照本指南
第 2 章和第 4 章中的说明操作。

您可以在 iCare HOME2 产品包中找到 iCare HOME2 和 iCare 软件的说明书和快
速指南。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iCare 分销商、您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或  
home-software-support@icare-world.com。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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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置语言、日期和时间

1.1 设置语言

1. 按住  打开眼压计。

2. 按  直到在显示屏上看到设置。

3. 按 。

4. 按  或  直到显示语言。

5. 按  更改语言。

6. 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语言，然后按 。

1.2 设置日期

7. 要更改日期，请按  或  直到显示日期。

8. 按 。

9. 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日期格式，然后按 。

10. 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年份，然后按 。

11. 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月份，然后按 。

12. 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日期，然后按 。

1.3 设置时间

13. 要更改时间，请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时间。

14. 按 。

15. 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时间格式，然后按 。

16. 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时区，然后按 。

17. 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时间（几点），然后按 。

18. 按  或  直到显示想要使用的时间（几分），然后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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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Care 软件系统概述
iCare 软件系统由以下功能组成：

• iCare HOME2 是用于测量眼压的自测眼压计。

• iCare CLINIC 是一种基于云的软件服务，由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管理。通过 iCare
CLINIC，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患者可以在浏览器上查看和分析 iCare HOME2 的
测量结果。

• iCare CLOUD 专为患者设计，用于创建用于存储 iCare HOME2 测量结果的私人
帐户。

• iCare PATIENT2 专为患者查看 IOP 测量数据而设计的移动应用程序。iCare
PATIENT2 也可以供患者或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使用，将数据上传到 iCare CLINIC
或 iCare CLOUD。

• iCare EXPORT 是适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C 应用程序。iCare EXPORT
可用于查看 IOP 数据以及将数据上传到 iCare CLINIC 或 iCare CLOUD。

注意！iCare HOME2 眼压计可以连接到 iCare CLINIC 或 iCare CLOUD，但是不能
同时连接。如果患者的眼压计未注册到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 iCare CLINIC 帐户，
则患者可以将其测量数据存储到 iCare CLOUD 中的私人帐户。

iCare 
CLOUD

HOME� 连接到医
生的临床帐户

HOME� 连接到患
者的私人帐户

应医疗保健专业
人士邀请，患者可

进行访问

选项 �

选项 �

iCare HOME� 使用型号

3 对于患者

注册 iCare HOME2 并开始使用 iCare 软件 

为了在智能手机或 Web 浏览器中查看 iCare HOME2 测量结果，iCare HOME2 眼
压计需要注册到：

• iCare CLINIC 帐户或
• 您的私人 iCare CLOUD 帐户。

咨询您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是否有已注册或可注册 iCare HOME2 的 iCare 
CLINIC 帐户。iCare HOME2 注册到 iCare CLINIC 帐户后，您的医疗保健专业人
员可以为您提供 iCare 患者凭据。然后，您便可以在 iCare PATIENT2 应用程序或 
Web 浏览器中访问您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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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iCare HOME2 眼压计未注册到 iCare CLINIC 帐户，请按照以下步骤设置您
的私人 iCare CLOUD 帐户：

1. 前往 www.icare-world.com/cloud/registration/

2. 首先选择您的国家/地区。

3. 通过单击所有复选框并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来接受使用条款。

4. 您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单击激活链接。

5. 通过填写网页上所需的信息（包括您选择的密码）来完成注册。您可以在
眼压计背面找到设备的序列号。

6. 您将收到注册确认电子邮件。该电子邮件中提供了可访问 iCare CLOUD 帐
户的网址。

7. 可使用相同的 iCare 凭据登录 iCare PATIENT2 移动应用程序。

要将 iCare PATIENT2 应用程序与您的眼压计一起使用，请按照 iCare PATIENT2 
和 EXPORT 简易指南中的说明操作。

要将 iCare EXPORT PC 应用程序与您的眼压计一起使用，请按照  
iCare PATIENT2 和 EXPORT 简易指南中的说明操作。您可以从  
https://www.icare-world.com/apps/export/ 下载 iCare EXPORT PC  
应用程序

iCare EXPORT 可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使用。

如果您想取消订阅 iCare CLOUD，请联系  
home-software-support@icare-world.com。

4 对于专业人士

开始使用 iCare 软件

iCare CLINIC 软件可用于管理向患者借出 iCare HOME 和 HOME2 眼压计， 
以及查看、分析和报告 IOP 测量结果。

有关 iCare CLINIC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care-world.com/product/icare-clinic-software/

有关订阅 iCare CLINIC 的信息，请访问：https://store.icare-world.com/

有关将 iCare HOME2 眼压计添加到 iCare CLINIC 的信息，请按照 iCare 
CLINIC、EXPORT 和 PATIENT 专业人员使用手册中的说明操作。

此外，iCare EXPORT PC 应用程序可用于查看 IOP 测量结果，还可用于创建表格
式的简单测量报告。

您可以从 https://www.icare-world.com/apps/export/

下载 iCare EXPORT PC 应用程序。HOME2 产品携带式仪器箱中的 U 盘中提供了 
iCare CLINIC、EXPORT 和 PATIENT 专业人员使用手册。

https://www.icare-world.com/cloud/registration/
https://www.icare-world.com/apps/export/
mailto:home-software-support%40icare-world.com?subject=
mailto:Icare-mHOME-support@icare-world.com
https://www.icare-world.com/product/icare-clinic-software/ 
https://store.icare-world.com/
https://www.icare-world.com/apps/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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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icare-world.com

iCare 是 Icare Finland oy 的注册商标。Centervue S.p.A、Icare Finland Oy 和 Icare USA Inc. 隶属于 Revenio 集团，代表 iCare 品牌。本手册中
提及的所有产品、服务或优惠并非在每个市场均得到批准或提供，且经批准的标签和说明可能因国家/地区而异。产品规格可能会因设计和交付范
围的变化以及持续的技术发展而变化。

Icare Finland Oy
Äyritie 22
01510 Vantaa, Finland
电话：+358 0 9775 1150
info@icare-world.com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阅读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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