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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动态葡萄糖监测（CGM）使用指南

第1节：	 欢迎使用CGM

动态葡萄糖监测（CGM）比只进行血糖（BG）监测让您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葡萄糖的控制情况。
使用探头即可每24小时收到多达288个探头葡萄糖（SG）读数，从而填补每次血糖（BG）浓度
检查之间的空白。CGM警报就过高和过低的葡萄糖浓度值向您发出通知。从图表和趋势箭头中
可以看出葡萄糖浓度的变动速度和方向。

能连接智能设备的MiniMed 770G系统有SmartGuard功能，可根据SG值自动调节胰岛素的
输注。SmartGuard技术可用于两种模式：手动模式或自动模式。在本节中，您将了解如何
使用CGM以及在“手动模式”下的SmartGuard暂停功能：SmartGuard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和
SmartGuard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您稍后还将了解SmartGuard“自动模式”。

使用CGM的第一个步骤是了解CGM系统的组成部件。

CGM系统包括３个主要物品：

1 发送器*
Guardian Link (3)发送器与葡萄糖探头相连，将葡萄糖
读数发送至您的胰岛素泵。发送器上标有“GL3”。只有标
有“GL3”的发送器才能与MiniMed 770G胰岛素泵通信。

1

2

2 葡萄糖探头
Guardian Sensor (3) 可测量体内葡萄糖浓度。 3

3 胰岛素泵
MiniMed 770G胰岛素泵可显示葡萄糖浓度读数。

其他物品包括：one-press助针器、椭圆形胶布、充电器
和测试仪。

务必始终使用与MiniMed 770G系统一同送到的部件。

此文档中的插图只是系统部件的一般呈现形式。
*发送器与胰岛素泵的距离必须在1.8米（6英尺）之内，且无任何障碍物，才能传递探头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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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SG和BG
血糖仪可测量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葡萄糖探头可测量组织细胞周围的液体（称为细胞间液）
中的葡萄糖浓度。

葡萄糖可在血液和细胞间液之间移动。大多情况下，葡萄糖会先移动到血液中，然后再移动到
细胞间液中。由于葡萄糖的这种移动方式，血糖值（BG）和探头值（SG）会很接近，但极少
会完全相同。这种差异是正常的，且也应该在预期之中。

发送器
葡萄糖探头

组织间液

葡萄糖

血管

皮肤

细胞

葡萄糖浓度快速上升或下降时，预期会看到血糖仪读数与探头葡萄糖读数之间的差异更大。

例如，发生以下情况时可能会出现这种较大的差异：

• 餐后或大剂量输注胰岛素时

• 运动时

• 箭头出现在胰岛素泵屏幕上时（如第3页上趋势中的说明所述）

警告：探头值与血糖值不相同。您的探头值和血糖值读数将彼此接近，但极少会完
全相同。
务必总是参照血糖仪值来做治疗决定。MiniMed 770G系统持续葡萄糖监测不能替代
血糖仪，不能用于作出治疗决定。血糖值可能与探头值不一样。使用探头值来做治
疗决定可能会导致出现高血糖或低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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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趋势

使用CGM时，您会想要关注SG趋势。通过这些趋势，您可深入了解葡萄糖浓度变动方向和速
度。探头图表和趋势箭头用于显示SG趋势信息。

注：使用CGM时，不用太关注单个葡萄糖值，而应该更关注葡萄糖变动方向和速
度。

“主页”屏幕中的探头信息的示例

趋势箭头

探头值读数

 U
活性胰岛素

mg/dL

SG图表	

通过查看上面的探头信息，可以看到当前探头葡萄糖读数是100mg/dL。查看图表时会发现SG在
下降。

在这个例子中，还可以看到数值上方的箭头。这些箭头表示葡萄糖值增大或减小的速率：

 或 
 - 探头值一直在以至少每分钟1mg/dL但慢于每分钟2mg/dL的速率增大或减
小。

 或 	
 - 探头值一直在以至少每分钟2mg/dL但慢于每分钟3mg/dL的速率增大或减
小。

 或  - 探头值一直在以至少每分钟3mg/dL或更快的速率增大或减小。

注：餐后、大剂量给药时或锻炼时，很可能会发现葡萄糖浓度趋升或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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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个性化警报

SmartGuard暂停功能按患者需求个性化后最有帮助。CGM培训期间会设置这些功能。然后当你
使用探头时，随着对探头提供的信息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对这些设置进行调整。医疗专业人员会
与患者共同努力，以确定初始设置，还会帮患者进行所需要的调整。 

您的警报设置既适用于“手动模式”，也适用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然而，SmartGuard暂停
设置仅适用于“手动模式”。当泵从“手动模式”切换至“自动模式”时，SmartGuard暂停设置将关
闭。要了解自动模式如何发挥作用，请参见开使使用MINIMED™ 770G SMARTGUARD™自动模
式。

下面的图表所示的是可针对过高和过低的探头葡萄糖读数进行个性化的各种设置。

探头值
读数

高探头值警报

高探头值前警报

上升警报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	
低探头值前警报

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	
低探头值警报

探头值警报及暂停设置

250mg/dL

70mg/dL

注：请确保在进行现场培训时，有医疗专业人员为您规定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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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探头功能
在您设置任何SmartGuard功能前，您必须首先打开探头功能。 

要打开探头功能：

1) 按 。

2) 选择选项。

3) 选择其他设置。

4) 选择探头设置。

5) 选择探头将该功能设置为开。

现在您可以访问SmartGuard功能菜单，并输入设置。

高探头值设定
这些设置在下列时刻提醒您:

•	 上升警报—探头值正在迅速增大时

•	 高探头值前警报—探头值正在接近高探头值界限时

•	 高探头值警报—探头值达到高探头值界限时

探头值
读数

高探头值警报
高探头值前警报

高探头值界限

上升警报

高探头值警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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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探头值界限
第一步是设置高限（高）。高探头值界限可以设置为从100到400mg/dL。这个设置是其他高探
头值设置的基础。可以为白天或晚上的不同时间段设置八个高探头值界限。输入的高探头值界限
也适用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

注：上限与葡萄糖浓度目标不同。医疗专业人员会帮助患者确定最佳设置，确保泵
只在需要时才向您发出警报。

高探头值前警报
启用高探头值前警报后，每当探头值预计会达到上限时，患者都会收到警报，从而在葡萄糖浓度
过高情况发生之前让患者知道葡萄糖浓度有可能会过高。这有助于您评估所发生的情况，并按医
疗专业人员的说明采取必要措施。

高探头值前时间
高探头值前时间决定着会在达到上限之前多少分钟收到高探头值前警报。可将其设置为5到30分
钟。

高探头值警报
启用高探头值警报后，每当探头葡萄糖读数达到或超过上限时都会收到警报。这样就可以按需按
医疗专业人员的说明进行评估和治疗。 

Sara一直在努力使其葡萄糖浓度得到控制。她的医疗专业人员已将其上限设置为
225mg/dL ，并告诉她使用高探头值警报。如果她的葡萄糖浓度达到此上限，她
就会按需检查血糖并使用胰岛素，以便进一步确保将她的葡萄糖浓度恢复到正常
范围内。 

高探头值警报.....

上升警报
上升警报会在葡萄糖浓度迅速上升时发出通知。此警报有助于了解进食或（例如）忘记大剂量给
药对葡萄糖浓度的影响。 

当葡萄糖浓度以下列方式上升时，可将上升警报设置为发出警报： 

 - 探头值以每分钟1mg/dL或更快的速率上升。

 - 探头值以每分钟2mg/dL或更快的速率上升。

 - 探头值以每分钟3mg/dL或更快的速率上升。

自定义  - 探头值以您设置的速率增大。可将此速率设置为每分钟1.0到5.0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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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低探头值设定”

1) 按 。

2) 选择选项。

3) 选择SmartGuard。

4) 选择高探头值设定。

5) 在该时段上按 。

如果仅设置一个时段，则按 。如果要设置多个时段，
则按  滚动到第一个时段末尾，然后按 。

在此例中，仅设置了一个时段。

6) 按  或  设置高限值，然后按 。

在此例中，该限值已设置为250mg/dL。

7) 按  继续显示下一屏幕。

8) 选择每个要启用的功能。如果已启用某个功能，则再次将
其选中即可将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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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置选择完毕后，选择下一步。

在此例中，“高探头值警报”已启用。

10) 选择完成。

11) 验证设置是否正确，然后选择保存。

“高探头值设定”现已设置完毕。

警告：务必总是参照血糖仪的数值来做治疗决定。MiniMed 770G系统持续葡萄糖监
测不能替代血糖仪，不能用于作出治疗决定。血糖值可能与探头值不一样。使用探
头值来做治疗决定可能会导致出现高血糖或低血糖。

注：白天和夜晚可设置多达8个不同的时段。每个时段都可以在相应日间或晚间时段
中有效果最好的不同的上限和上限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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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探头值设定
现在来看低探头值设定。您可选择在葡萄糖浓度达到下限之前或之时接收警报。当您的探头值
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低探头值界限时，您还可以使用SmartGuard暂停功能自动暂停您的胰岛素
输注。可以选择的低探头值设定如下：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	
低探头值前警报

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	
低探头值警报

探头值
读数

低探头值警报及暂停设置

低探头值界限

低探头值界限
第一步是设置低限。低探头值界限可以设置为从50到90mg/dL。这是其他葡萄糖浓度过低相关
设置的基础。可以将此界限看作您希望能避免达到的最低探头值。此外，如果达到此最低探头
值，您希望处于此探头值或低于此探头值的时间尽可能的短。可以为白天或晚上的不同时段设置
八个低探头值界限。 

SmartGuard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是一项SmartGuard暂停功能。启用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功能时，如果探头
值正在接近低探头值界限，泵将暂时停止输注胰岛素。这将避免输注会继续降低探头值水平的额
外胰岛素。	

注：如果您的探头值比低探头值界限高出70mg/dL，胰岛素输注将不会被暂停。 

低探头值前警报
启用低探头值前警报时，如果您正在接近低探头值界限，则会收到警报，从而使您在葡萄糖浓度
过低情况发生之前知道葡萄糖浓度有可能会过低。基于您的SmartGuard暂停设置，低探头值前
警报表现不同：

• 如果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功能打开，胰岛素输注暂停时会发生低探头值前警报。

• 如果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功能关闭，探头预测您将在30分钟后达到低探头值界限时会
发生低探头值前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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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

Sam在晚间使用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功能。他知道如果他的探头值接近低探头值
界限，则他的胰岛素输注会停止。他关闭了低探头值前警报设置。当这发生时，
他不想收到警报。他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泵将停止胰岛素输注，且如果达到低探
头值界限时自己将收到低探头值警报。

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
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是一项SmartGuard暂停功能。启用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后，泵会在探头值
达到或低于下限时暂时停止输注胰岛素。这样可防止输注更多胰岛素。

注：每个时间段只能使用一个暂停功能；您不能同时打开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和低
探头值时暂停输注。

低探头值警报
启用低探头值时警报后，每当探头葡萄糖读数达到或小于下限时都会收到警报。这样就可以检查
血糖浓度并按需按医疗专业人员的说明和治疗。

注：如果已启用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或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低探头值时警报就会
被自动设置为关闭，这样患者就知道葡萄糖浓度达到或低于下限。

低探头值XXmg/dL（50mg/dL或更低）：
系统也有一个固定的探头值过低XXmg/dL（50mg/dL或更低）报警。该报警是出厂设定并且不
能更改或关闭。探头值达到或低于50mg/dL时会收到这个报警。“手动模式”和SmartGuard“自动
模式”中均会发生这个报警。

警告：不要用“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功能来预防或治疗低血糖。请始终使用血糖仪
确认您的探头值读数，并遵循医疗专业人员的指示来治疗低血糖。只使用“低探头值
时暂停输注”来预防或治疗低血糖可能导致低血糖时间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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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GUARD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

Alexa的医疗专业人员建议她在白天时使用低探头值前警报和低探头值时暂停输
注功能。如果她在达到低探头值界限前收到警报，她会检查血糖，并在必要时使
用碳水化合物进行处理。如果她的探头值仍达到了低探头值界限，她知道自己将
收到警报，且胰岛素泵会暂停输注胰岛素。

恢复基础率警报
除了暂停胰岛素输注外，泵还可以自动恢复基础率胰岛素的输注。如果胰岛素被低探头值前暂停
输注或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功能暂停，满足以下任何一种条件时，基础胰岛素输注将自动恢复：

• 如果探头值高于低探头值界限且正在升高

• 最长暂停2小时后
恢复基础率警报处于打开状态时，由于探头值高于低探头值界限且正在升高，泵自动恢复基础率
输注时会发生警报。恢复基础率警报处于关闭状态，当基础率胰岛素恢复时，您不会收到警报。 

如果基础率胰岛素输注在两小时的最长暂停时间后恢复，即使恢复基础率警报关闭，您也会收到
警报。重要的是，要检查您的血糖值，确保葡萄糖处于安全水平。

重要提示：胰岛素的最长暂停时间是2小时。关于SmartGuard暂停功能的其他信息
可见第41页的探头警报和暂停。

设置“低探头值设定”

1) 按 。

2) 选择选项。

3) 选择Smart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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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低探头值设定。

5) 在该时段上按 。

如果仅设置一个时段，则按 。如果要设置多个时段，
则按  滚动到第一个时段末尾，然后按 。

在此例中，设置了多个时段。

6) 按  或  设置低限值，然后按 。

在此例中，该限值已设置为70mg/dL。

7) 按  继续显示下一屏幕。

8) 选择每个要启用的功能。如果已启用某个功能，则再次将
其选中即可将其关闭。

在此例中，“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已被启用。

9) 设置选择完毕后，选择下一步。

注：每个时间段只能使用一个暂停功能。打
开了任何一个暂停功能，低探头值时暂停输
注功能都会自动打开。

10) 在该时段上按 。

11) 按  设置第二个时段的结束时间，然后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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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  或  设置低限值，然后按 。 

13) 按  继续显示下一屏幕。

14) 选择每个要启用的功能。如果已启用某个功能，则可再次
选中将其关闭。

在此例中，低探头值前警报、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以及恢
复基础率警报均已打开。

15) 选择下一步。

16) 选择完成。

17) 验证设置是否正确，然后选择
保存。

“低探头值设定”现已设置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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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白天和夜晚可设置多达8个不同的时段。每个时段都可以在相应日间或晚间时段
中有效果最好的不同的下限和下限警报。

休眠时间
通过高探头值休眠和低探头值休眠功能可以设置您想等待多长时间收到提示，以提示您在警报状
况仍然存在。您在收到并清除高探头值或低探头值警报后，仅会在当前设置的休眠时间结束，
而且警报状况仍然存在时，才会再次收到警报。高探头值警报的休眠时间可设置为5分钟到3小
时。低探头值警报的休眠时间可设置为5分钟到1小时。

1) 按 。

2) 选择选项。

3) 选择SmartGuard。

4) 选择休眠时间。

5) 选择高探头值休眠。

6) 按  或  设置合意的时间，然后按 。

7) 选择低探头值休眠。

8) 按  或  设置合意的时间，然后按 。 

9) 验证设置是否正确，然后选择保存。

注：关于SmartGuard暂停功能的其他详细信息可见第49页的培训分发资料。对于
胰岛素泵技术和操作方面的全部说明，请参见MiniMed™ 770G系统用户指南。

注：当SmartGuard“自动模式”变为激活状态时，SmartGuard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和
SmartGuard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功能会被自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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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眠时间…

Robert的医疗专业人员告诉他启用高探头值警报并将休眠时间设置为2小时。如
果他的探头值达到高限，他会检查血糖浓度并按需进行大剂量给药。如果葡萄糖
仍然处于或高于上限，他的泵会在2小时后再次向他发出警报。

更改高探头值设定或低探头值设定
使用CGM时，患者和医疗专业人员可能会发现必须更改现有设置。要更改现有设置：

1) 按 。

2) 选择选项。

3) 选择SmartGuard。

4) 选择高探头值设定或低探头值设定。

5) 选择编辑。

6) 选择要更改的时段。

a. 按需更改结束时间，然后按 。

b. 按需更改高或低限值，然后按 。

c. 突出显示箭头后按 继续显示下一屏幕。

7) 如果要启用某个已关闭的功能，请将其选中。如果要禁用某个已启用的功能，请将
其选中。 

8) 选择下一步。

9) 完成后选择完成。

10) 验证设置是否正确，然后选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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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静默功能
通过警报静默功能，可在所设置的时段内使探头警报静默。如果警报静默处于已启用状态时发生
探头警报，泵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发生了探头警报，且通知灯也会闪烁，但不会蜂鸣或振动。
可转到“历史”菜单中的“报警历史”，以查看发生了哪个或哪些探头警报。如果未在警报静默期结
束时清除该消息，则泵会发出蜂鸣、振动、或者蜂鸣加振动，直到清除该消息为止。

设置“警报静默”

1) 按 。

2) 选择声响选项。

3) 选择警报静默选项。

4) 选择要使其静默的警报。

5) 选择持续时间。

6) 按  设置要使警报静默多长时间，然后按 。

7) 选择开始。

所设置的持续时间耗尽时，警报会自动恢复为声响或振动。探头值过低XXmg/dL (50mg/dL
或更低）报警和低探头值警报警报无法静默。

警报静默…

上课时Sandra使用警报静默功能，这样她就不会在发生警报时影响到其他同学。
她定期查看泵以检查警报，并且能够按需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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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配对泵和发送器

首次使用探头之前，需要让泵和发送器配对，以使二者能够相互通信。这样探头信息就可以显示
在泵屏幕上了。

要将泵与发送器配对：

1) 将发送器连接到充电器上，并确保其已充满电。
充电器

发送器

注：发送器充满电时，充电器上的没有任何指示
灯闪烁。关于发送器充电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45页的Guardian Link (3) 发送器的充电和储
存。

2) 按 。

3) 选择选项。

4) 选择其他设置。

5) 选择设备选项。

泵一次只能与一台发送器配对。需要与新的发送器配对
时，必须先选择管理设备，选择旧的发送器编号，然后选
择删除。

6) 选择设备配对。

“新设备”屏幕出现。

7) 将发送器（仍与充电器连接）放在泵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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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泵上的搜索并立即从充电器上取下发送器。

  

G
L3

开始搜索过程时，会发生以下情况：

• 泵上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泵正在搜索兼容设备。

• 发送器上的绿灯开始闪烁。

注：搜索过程最多可能需要两分钟。在搜索过程中，无法访问泵屏幕或暂停
泵。

“选择设备”屏幕显示可用设备列表。

9) 选择与发送器背面序列号匹配的CGM设备。

10) 确定泵屏幕上的发送器序列号
与发送器背面的序列号匹配，
然后选择确认。

   

Medtronic MiniMed, Inc. 
Northridge, California 91325

当泵与发送器配对成功，会显示一条消息。如果“探头”功能打开，“主页”屏幕上就会
显示“连接”图标 。

如果泵未找到发送器，则会显示“未找到设备”警报。如果胰岛素泵找不到发送器，
请参见《MiniMed™ 770G系统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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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只需在首次设置发送器时执行这些步骤。不需要每次开始使用新探头时都重复
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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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植入并启用探头

植入探头之前，把所有所需物品放到一起：

Guardian	Sensor	(3)	系统部件*

5 7

6
1

32 4

One-press助针器 Guardian	Sensor	(3)	
和塑料底座

椭圆形胶布 Guardian	Link	(3)	发送器

1 按钮上的凸起部分 3 底座 7 预先裁出的孔

2 拇指纹 4 针筒

5 探头

6 底座脚

•	 One-press助针器是必需品，目的是用于正确地植入探头。

•	 Guardian	Sensor	(3)	有专用包装，发货时已连接到塑料底座上，必须有该底座才能
将其正确地装入助针器中。

•	 椭圆形胶布是必需品，用于将探头固定到位。

•	 Guardian	Link	(3)	发送器在探头植入后连接，并用椭圆形胶布覆盖。

*关于Guardian Sensor (3) 部件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咨询Guardian Link (3) 发送器、Guardian Sensor (3)  
和one-press助针器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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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植入部位
根据年龄，探头可以在任何一个带阴影的区域植入。

注：要将探头植入上臂背面和臀部可能需要帮助。一些用户发现要自已将探头植入
手臂和臀部非常困难。

2-13岁 14岁及以上ages 2 to 13 ages 14 and older 

Front of body Back of body Front of body Back of body 身体正面 身体背面 身体正面 身体背面

Guardian Sensor (3) 已经过研究并被批准由下列年龄段人群在下列探头植入部位使用：

批准的年龄 葡萄糖传感器植入部位

2-13 腹部和臀部

14岁及以上 腹部和手臂

探头植入部位至少：

• 距肚脐2英寸（5厘米）。
• 距胰岛素泵输注部位1英寸（2.5厘米）。
• 距手动胰岛素注射部位1英寸（2.5厘米）。

为了获得最佳探头葡萄糖浓度测量性能，要避开以下部位：

• 衣服可能会摩擦或束缚的部位（例如腰线）
• 身体自然弯曲幅度很大且可能会将探头拉出的部位
• 有疤痕、硬化组织或妊娠纹的地方
• 频繁运动或摩擦的部位

准备植入部位：

• 用肥皂和水洗手。
• 用酒精棉签清洁所选部位，并让酒精风干。不要做静脉注射的准备。



22

使用指南 I 植入并启用探头

植入探头

 MMT-7
020

Guardian  Sensor (3)

5062424-012_B

正确 不正确

1 打开探头包装。拉
动纸封皮的一角打
开探头包装。

2a 捏住探头塑料
底座。通过仅捏
住底座，取出连
有底座的探头。
将探头和底座放
在干净平坦的表
面（如桌面）
上。

2b 折叠不干胶凸舌。确保将探头不干胶凸
舌折叠在探头连接器和卡扣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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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参阅图示以了解握住助针器进行
加载的正确和不正确的方法。

正确 不正确

手指没有握在侧
面按钮上。

3 将探头装到助针器上。完全按图
中所示握住助针器，也就是将拇
指放在助针器上的拇指纹上。不
要握住侧面按钮。将助针器向下
按到底座上，直到将助针器底部
平放在桌面上为止。 

4 从底座上卸下助针器。要将助针器从底座上卸下，
请按图中所示（将拇指放在助针器上的拇指纹上）
握住助针器。将另一只手的两根手指放在底座臂
上，慢慢竖直上拉助针器。

注：一定要先将底座牢牢按在桌面上，然后
再上拉助针器。

注意：请勿悬空将底座与助针器分离，因为
这样做可能损坏探头。

注：可用助针器上的拇指纹进行左手或右手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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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取下底座后探头仍会留在助针器内。助针器两侧的箭头都用
于指明探头针的位置。

5a 将探头放
到身体上。
让助针器一
直靠着已清
洁的植入部
位，不要将
助针器过
深地按入皮
肤。

5b 植入探头。同时按两个按钮上
的凸起部分，然后同时松开。
现在不要向远离身体的方向拉
动助针器。

5c 将助针器
抵靠在身体
上。继续让
助针器一直
靠着身体至
少五秒钟，
以使不干胶
贴在皮肤
上。

5d 从身体上
取下助针
器。慢慢地
向远离皮肤
的方向拉动
助针器，同
时确保未按
压按钮。

注：未能将助针器牢靠地平放在身体上可能
在按下按钮后使助针器反弹并导致探头的植
入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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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下针筒。用一只手将探头底座轻轻抵在皮肤上。用另一
只手捏住针帽顶部，然后慢慢将其向远离探头的方向平直拉
动。将针筒丢弃到锐器盒中。

重要说明：将
所有探头胶布
和不干胶贴在
皮肤上之后，
如果继续施加
压力，则会获
得最佳粘贴效
果。这样有助
于使探头一直
牢固地放好并
彻底植入。

注：涂抹其他的液体胶。在取
下衬纸之前，您可以在不干胶
衬垫下涂抹Skin Tac之类可选
的液体胶。使其风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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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 揭下不干胶衬垫衬纸。在位置
上按住探头，并轻轻地从不干
胶衬垫的下方移除衬纸。现在
不要揭下矩形不干胶凸舌上的
衬纸。

7b 将整个不
干胶衬垫按
到皮肤上。
在皮肤上压
紧不干胶，
然后将整个
不干胶衬垫
抚平，以使
其贴在皮肤
上。

8a 展开不干
胶凸舌。从
探头连接器
下方展开不
干胶凸舌。

8b 将不干胶
凸舌拉直。
将不干胶凸
舌拉直，以
使其平铺在
皮肤上，但
现在不要揭
下不干胶衬
纸。

注：Guardian Sensor (3) 胶布
对压力很敏感。继续对不干胶
施加压力，以确保探头在最长
7天的佩戴中一直处在已植入皮
肤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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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探头上贴胶布
务必先用提供的胶布将探头在皮肤上固定好，然后再将发送器连接到探头上。

 
胶布宽的部分覆盖半个探
头底部。

1 揭下衬纸1。 2 按图所示贴上胶
布，然后向下压
紧。

3 撕掉每一侧的衬	
纸2。

4 将胶布压平。

重要说明：将所有Guardian Sensor (3) 胶布和不干胶放在皮肤上之后，如果继续施
加压力，会获得最佳粘贴效果。这样有助于使探头一直牢固地放好并彻底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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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发送器

G
L3

G
L3

胶布宽的部分覆盖发送
器末端和皮肤。

1 将发送器连接到探
头。探头与发送器
正确连接后，发送
器上的绿灯会闪烁
6次。 

2 揭下不干胶凸舌
上的衬纸。用不干
胶凸舌盖住发送
器。切勿过紧牵拉
凸舌。

3 要再贴一块胶
布，请撕掉衬	
纸1。

4 旋转第2块胶布，
使胶布覆盖发送
器。向下压紧。

注：等待发送器上的绿灯闪
烁。如果发送器上的绿灯不闪
烁，则参见发送器用户指南的 
“故障排除”一节。

重要说明：将发送器连接到探头上之后，如果没看到发送器上的绿灯在闪烁，则断
开发送器的连接，然后将其放回充电器中，以确保发送器已充满电。然后将发送器
重新连接到探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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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定期检查探头植入
部位。如果探头和发送器
不牢固，请再另外粘贴胶
布。

5 撕掉每一侧的衬纸2。 6 将胶布压平。

更换探头时记住这四个步骤的顺序很有帮助：

1. 植入探头。

2. 用胶带将探头固定到位。

3. 连接发送器。

4. 再贴一块椭圆形胶布。

注：将发送器连接到探头上之后，二者会形成对水密封状态，最长可在2.4米（8英
尺）深的水下防水30分钟。配戴者可以淋浴和游泳，而不必取下它们。

注：正确地粘贴椭圆形胶布是确保成功使用探头的关键。由于这种探头本质上小而
灵活，因此椭圆形胶布有助于将其固定好，以防身体运动或体力活动将其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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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胶布是否已贴好
务必定期检查探头所在部位，以确保探头仍然牢固，并未被拉出。如果探头已被拉出，请勿尝试
将其推回原位。可能需要植入新的探头。

正确

椭圆形胶布覆盖探头、探头周围的皮肤
和发送器背面。

启用探头
植入探头并连接到发送器上之后，泵和发送器会开始通信。

要确保泵在“主页”屏幕中，这样才会在探头准备好启动时显示探头已连接消息。这通常耗时不到
一分钟，但最长可能会耗费10分钟的时间。

1) 选择开始新探头。

2) 已开始探头初始化消息出现。

3) 先后按  和  即可清除该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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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始化中...主屏幕上显示“初始化...”，直到探头准备好进行
第一次校准。

如果15分钟过后初始化进度条尚未出现或看起来没有进
展，则查看速阅状态屏幕。如果看到下一次校准时间已经
列出，则正在初始化探头。

注：下次连接发送器时，会看
到这些屏幕。如果刚刚植入新
探头，则选择开始新探头。如
果只是已经先断开发送器连接
再重新连接发送器，则选择重
新连接探头。

注：“One-press传感器助针器和Guardian™ Sensor (3)的一同使用方法简明参考指
南”（在第53页上），可在 培训分发材料（在第49页上）中查看，以便在葡萄
糖传感器准备和植入过程中帮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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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校准

必须有血糖仪读数，CGM系统才能提供探头读数。这些血糖仪读数会被输入泵中，用于校准探
头。要获得最佳CGM性能，校准不可或缺。有CGM也需要用血糖仪进行检查。

要校准，必须用手指针刺血样通过血糖仪测血糖浓度，然后将测得的值输入泵中。胰岛素泵会接
受20和600mg/dL之间的血糖仪读数。血糖仪读数必须在40到400mg/dL之间才能进行校准。

警告：处于“自动模式”时要始终在指尖采集血样来校正探头。指尖是唯一针对“自动
模式”做了研究的采样部位。不要在手掌部位采集血样来校准探头，因为此部位未经
验证可用于自动模式，所以系统的性能也未知。

植入新探头后，需要在以下时间校准：

• 将发送器连接到探头上并开始进入初始化时段后2小时内

注：准备好首次校准探头时，泵会通过现在请校准警报通知您。

• 在6小时内再次校准（仅针对植入探头后的第一天）

• 每12小时再次校准

• 当系统检测到需要进行校准以获得最佳性能时

第一天过后，必须达到的校准次数下限是每12小时一次。但是如果需要更早地进行校准，您可
能会收到现在请校准警报。每天校准3到4次最佳。最好在葡萄糖浓度变化不快时进行校准。例
如，进餐前通常是校准的好时机。当有 、 、 、 时进行校准可能会降低探头精度。

重要提示：必须立即输入血糖值读数。避免使用旧的血糖值读数或用于先前校准的
血糖值读数。
两次校准尝试之间至少要等待15分钟。	

注：为继续收到探头值读数、警报和报警，有必要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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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新探头两小时后，或在需要进行校准的其他时间，您会收到现
在请校准警报。如果您不能立即校准（例如正在开车或开会时），则
可设置休眠时间，以便在所设置的时间提醒您校准。可按需更改休眠
时间。

如果打算检查血糖浓度并立即校准，则只须选择休眠时间。

选择“休眠时间”后，需要校准会显示在主页屏幕中，直到输入血糖浓
度校准为止。

输入血糖浓度校准值后，才会收到探头值读数或探头警报和报警。

校准探头
有多种不同的方式可用于输入血糖读数校准探头。

使用Accu-Chek®Guide	Link血糖仪进行校准

当您使用Accu-Chek Guide Link血糖仪时，血糖仪值会自动出现在血糖仪屏幕上。

1) 检查血糖。按血糖仪上的 将BG读数发送到胰岛素泵中。

2) 选择是确认血糖仪读数。

如果认为血糖仪结果是不准确的，请勿现在确认。选择
否，洗手，然后重新检测您的血糖。

3) 选择校准探头用血糖值校
准。

如果您计划使用“大剂量
向导功能”输注大剂量，
请选择大剂量给药。

如果您两者都不想做，请
选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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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输入血糖值进行校准

您可以通过输入血糖值进行校准。

1) 按 。

2) 选择设定血糖值。

3) 选择设定血糖值。

4) 按  或  输入血糖值，然后按 。

5) 选择保存。

出现一条信息，询问您是否想使用输入的血糖值进行校准。

6) 如果您想进行校准，请选择是。

如果您不想进行校准，请选择否。

7) “主页”屏幕出现，表明您的泵正在校准。

注：当您的泵校准时，您可以执行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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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剂量向导”功能校准

使用“大剂量向导功能”时能进行校准。

1) 按 。

2) 选择大剂量。

3) 选择大剂量向导。

4) 按 。

5) 按  或  输入血糖值，然后按 。

6) 按 。

7) 按  输入碳水值，然后按 。

8) 选择下一步。

9) 选择输注大剂量。

10) 按 并选择是校准探头。

你还可以通过“探头设置”和“事件标记”菜单进行校准。全部说明请参见MiniMed™ 770G系统用户
指南。

输入用于校准的血糖值后，“主页”屏幕上会显示系统正在进行校
准。

在5分钟内将再次开始看到探头值读数。 

警告：如果发现血糖仪读数与探头葡萄糖读数之间的差异很大，则先洗手，然后再
进行一次手指针刺血糖浓度检查，以便进一步确保读数更加准确。检查探头所在部
位，确保探头椭圆形胶布已使探头一直处于已固定到位的状态。否则必须将其取
下，然后植入新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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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提示
可用校准提示在必须进行下次校准之前通知自己。例如，假定已在07:00校准，并已将提示时
间设置为4小时。由于下次校准会在晚上7:00（12小时后）到期，因此会在下午3:00（即下次
校准到期之前4小时）收到校准提示。这有助于确保您每天校准3或4次。校准提示的默认设置
是“开”，提示时间是一小时。

要更改校准提示

1) 按 。

2) 选择选项。

3) 选择提示。

4) 选择校准。

5) 按  滚动至时间，然后按 。

6) 按  或  调整为合意的时间，然后按 。

在此例中，提示时间已设置为1小时。

7) 选择保存。

就寝前校准…

Pam不想在夜间被现在请校准警报吵醒，所以她在就寝之前检查血糖并校准探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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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查看显示的探头信息

一旦探头开始将探头值读数发送至泵，“主页”屏幕会以下例中的类似方式显示您的读数。

 U

9:00
AM

活性胰岛素

mg/dL

状态图标
趋势箭头

SmartGuard
暂停输注图标

最近的探
头值读数

高探头值界限

3小时探头值图表

低探头值界限
 

注：这是泵处于“手动模式”时的探头显示。该显示与泵处于SmartGuard“自动模
式”时不同。要了解“自动模式”可以显示的信息，请参见开始使用MINIMED™ 770G 
SMARTGUARD™自动模式。 

状态图标
使用CGM时，除了泵图标，还会看到额外的探头图标。

连接：探头功能打开并且发送器正成功与泵通信时，连接图标显示为绿色。
探头功能打开，但发送器未连接或与泵的通信已丢失时，连接图标显示为一
个红色的叉。

 

校准：校准图标用于显示下次葡萄糖传感器校准到期之前的大致剩余时间。
校准图标仅在探头功能打开时出现。图标的颜色及其周围的圆圈用于指明校
准状态。探头完全校准后，图标外有一个绿色的完整圆圈。随着下一次探头
校准时间的临近，绿色外圆圈变小，并且图标的颜色改变。当图标变为红色
时，需要校准探头。如果距下一次探头校准的时间不可用，图标有一个蓝色
的完整圆圈围绕一个问号。连上新葡萄糖传感器后或正在校准葡萄糖传感器
时，会在圆中显示三个点。这种情况也发生在发出“校准未被接受”警报后的
15分钟内。

声响图标：如果警报静默打开：声响 、振动 或者声响加振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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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Guard暂停输注图标
在任何时段中将SmartGuard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或SmartGuard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设置为 
“开”后，都会在主页屏幕中看到SmartGuard暂停图标。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或“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已打开并已准备就绪。
如果任一暂停功能变为激活状态，图标会在胰岛素输注停止时闪烁。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或“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已打开但不可用。这可
能是因为最近有暂停事件或无探头值可用。	

探头状态
例如，可转到“探头状态”菜单查看下次校准何时到期，剩余探头使用寿命，以及剩余发送器电池
电量。

1) 从“主页”屏幕按 。

2) 选择状态。

3) 选择探头。

您也会在通知、速阅状态和设置屏幕中看到额外探头状态信
息。

当前探头值
最新探头读数显示在“主页”屏幕中。这些读数每5分钟更新一次。探头可读取40到400mg/dL的
葡萄糖浓度值。

注：一个、两个或三个趋势箭头可能有时会显示在探头探头值读数上方。通过这些
箭头，可了解探头值的变动速度和方向。要查看这些箭头，请参见 第3页上的趋
势。 

探头图表
显示在“主页”屏幕中过去3小时的探头葡萄糖读数的图表。输入至
探头设置中的探头值上限显示为橙色，而您的探头值下限显示为红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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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探头图表
除了3小时的图表，还可以查看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的葡萄糖趋势图表。

170mg/dL，6:45	AM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mg/dL

7 8

时间跨度

mg/dL刻度

大剂量、血糖、探头值以及
时间

最新探
头值

血糖输入

时间跨度内的探头读数
（蓝色线）

“希望达到的范围”
（绿色带）

碳水大剂量

校正大剂量或
手动大剂量

高探头值界限	

低探头值界限

图表显示从40到400mg/dL的探头值范围。屏幕上的绿色带表示从70到180mg/dL的探头值范
围。蓝色线显示在相应时间跨度内的实际探头值。在蓝色线的右端是一个蓝色圆点，表示最近的
探头值。

图表上显示了关于校正大剂量、血糖值输入和碳水或进食大剂量的详细信息。若要查看某图标的
详细信息，请在图表上找到此图标，然后按下 	或 滚动至该图标。该图标的详细信息位于
屏幕底部。图表上显示的图标是：

 – 表示校正大剂量或手动大剂量

 – 表示手动或使用血糖仪输入的血糖值

 – 表示包括碳水输入的大剂量；它显示仅碳水或碳水加校正大剂量

按下 	或  以在时间跨度内循环。探头值和时间、血糖读数和时间以及大剂量的量显示在屏
幕底部。

大剂量的量后面接着一个（常）表示通过大剂量功能输注的常规大剂量。血糖值输入标记为血糖
值，例如，血糖，121mg/dL，12:30。探头值仅显示其值和时间，例如：121mg/dL，12:35。 

按下 	或  以更改图表上显示的时间跨度。可选择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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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这些图表：

1) 从“主页”屏幕按 。

2) 按  可在图表中向回滚动。探头值会显示在图表底部。

3) 按  可查看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的图表。

4) 按  可返回到“主页”屏幕。

注：请记住将MiniMed Mobile应用程序下载到您的iOS或Android设备上。有关
MiniMed Mobile应用程序的更多信息，可以在随泵发送的《MiniMed™ Mobile应用
程序用户指南》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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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探头警报和暂停

警报是使用持续葡萄糖监测的重要部分。我们已在前面第4页上的个性化警报中讨论过其中
的某些警报。第51页上的葡萄糖传感器警报简明参考指南中的表内，有最常发生的警报。

您会通过以下方式收到警报或SmartGuard暂停事件的通知：

• 通知指示灯闪烁。

• 泵根据您的声响选项设置发出蜂鸣、振动或发出蜂鸣加振动。

• 描述警报或暂停事件的信息出现在泵上。

收到警报时请按这些步骤操作：

1. 阅读屏幕上的文字。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2. 按 。

3. 在所要选择的选项上按 。

探头警报
这是低探头值前警报屏幕的示例。

这是探头已失效屏幕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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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Guard暂停功能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
当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事件发生时，警报出现。胰岛素输注停止。
先后按  和  即可清除该警报。胰岛素输注仍处于暂停状态。如
果低探头值前警报打开，则泵每分钟发出蜂鸣或振动，直至警报清
除。如果警报在10分钟内未清除，泵开始发出警笛声。

注：如果探头值仍达到低探头值界限，就会出现低探头值警报。

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
当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事件发生时，报警出现。胰岛素输注停止。
泵在10分钟内会继续每分钟发出蜂鸣或振动，直至您按下 和 以
清除报警。 

如果10分钟后未清除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报警：

• 泵开始发出警笛声。

• “医疗设备”报警出现。

胰岛素输注暂停最长2个小时。 

SmartGuard暂停“主页”屏幕
清除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或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消息并且胰岛素输
注停止后，“主页”屏幕中会显示： 

•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或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出现在“主页”屏
幕底部的红色条幅中。

• “主页”屏幕上的图表带阴影，以表示胰岛素暂停输注的持续
时间。

• SmartGuard暂停输注图标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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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基础率胰岛素输注
SmartGuard暂停功能在运行时，有两种方式可用于重新开始胰岛素输注：自动恢复和手动恢
复。 

自动恢复基础率输注
基础率在以下情形中自动恢复：

• 探头值高于低探头值界限且正在趋升。如果您打开了恢复基础率警报，则当基础率输注
自动恢复时警报发生。 

• 胰岛素已暂停输注2个小时的最长时间。当这发生时，您总是会收到一条信息和警报。

注：胰岛素输注恢复时，发生暂停时正在进行的任何大剂量输注都不会恢复输注。
胰岛素输注恢复时，发生暂停时正在使用的基础率模式会重新使用。如果发生暂停
时正在运行临时基础率且仍有剩余时间，则会恢复临时基础率输注。

手动恢复基础率输注
您有时会自行选择恢复基础率胰岛素输注。可能您的医疗专业人员已经建议您进食碳水化合物以
提高您的葡萄糖浓度，且不希望胰岛素继续暂停输注。可执行以下步骤以恢复基础率胰岛素输
注：

1) 从“主页”屏幕按 。

2) 选择恢复基础率。

3) 选择恢复基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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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是恢复基础率输注。

SmartGuard暂停功能不可用
在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或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事件后，基础率输注恢复时，SmartGuard暂停功
能在一段时间内不可用。

SmartGuard暂停功能不可用的时间长度取决于以下内容：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不可用30分钟：

• 您已经手动恢复了基础率胰岛素。

• 基础率胰岛素根据探头值自动恢复。

• 您已对警报做出反应，且暂停达到了2小时的最长暂停时间。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不可用4小时：

• 探头值已经达到低探头值界限。

• 您未对警报做出反应。

• 基础率胰岛素暂停输注已达到2小时的最长暂停时间。

注：如果警报在4小时的不可用时间内被清除，SmartGuard暂停功能在30分钟以后
会变为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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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I Guardian Link (3) 发送器的充电和储存

第10节：	 Guardian Link (3) 发送器的充电和储存

每次使用之前都要对发送器充电。发送器在充电时，充电器上的绿
灯会闪烁。充电完成时，充电器上的绿灯将保持常亮，不会闪烁并
且持续15至20秒，然后熄灭。每个使用探头之后都需要对发送器充
电。已充满电的发送器最多可在不再次充电的情况下使用七天。最
多可能会耗费两小时的时间才能充满电。

G
L3

从充电器中取出发送器时，发送器上的绿灯应该会闪烁。这表明发
送器电池电量足以将其连接到探头。如果没看到发送器上的绿灯在
闪烁，则将其放回充电器中，直到其充满电为止。

G
L3

要将发送器、充电器和测试仪在室温下存放在洁净干燥的地方。尽管未要求，但仍可以在充电器
上存放发送器。	

注意：发送器必须每60天进行充电。请勿将发送器连到充电器上存放超过60天。否
则，发送器电池将会永久性损坏。使用之前，断开并重新连接发送器与充电器以再
次充电。

如果将发送器连接到充电器上但看不到充电器上亮灯：更换充电器电池。如果在更换电池后充电
器上仍无亮灯，则发送器针可能已损坏。请联系24小时技术支持部门。

对发送器充电时看到充电器上的红灯在闪烁：更换充电器电池。 

为发送器充电时，如果看见充电器上红灯长短交加闪烁：请为发送器充电1小时。如果红色灯继
续续闪烁，请为发送器充电八小时。如果红色灯在八小时充电后继续闪烁，请联系24小时技术
支持部门。

更多信息请参见Guardian	Link	(3)	发送器和充电器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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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I 乘飞机出行

第11节：	 乘飞机出行

如果您佩戴了CGM设备，它可在商用客机上安全使用。如果航空人员问询您器械的使用，请向
其出示医疗急救卡。 

重要提示：在出行时请特别注意监测您的葡萄糖浓度。请务必准备好在需要时对葡
萄糖浓度变化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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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I X光检查、MRI扫描或CT扫描

第12节：	 X光检查、MRI扫描或CT扫描

警告：请勿使本泵暴露于MRI设备、透热器械
或其他可生成强磁场（例如：x射线、CT扫描或
其他类型的辐射）的设备之中。强磁场可能使
器械发生故障，导致严重伤害。如果泵已接触
强磁场，请停止使用，并联系24小时技术支持
部门，以获取进一步帮助。磁场以及与磁铁直
接接触可能影响您系统的精准运作，从而导致
诸如低血糖或高血糖的健康风险。
套管式输注管路，如Quick-set、Silhouette和
Mio，可以在进行这些检查程序时留在原来的
位置上。但是，使用针而非套管输注胰岛素的
输注管路，比如Sure-T，必须在这些程序前取
下。	
请勿使探头或发送器暴露于MRI设备、透热器
械或其他可生成强磁场的设备之中。接触强磁
场的情况尚未评估，可能会使设备失灵，会导
致严重人身伤害或不安全。如果探头或发送器
无意已接触强磁场，请停止使用，并联系24小
时技术支持部门，以获取进一步帮助。



48



49

培训分发资料

培训分发资料

本节中有分发材料，可在培训时或培训后使用。 
•	 探头警报简明参考指南提供关于可能会收到的警报的信息。

•	 One-press助针器和Guardian™	Sensor	(3)	用法简明参考指南可在植入新探头时，
提醒您要执行的步骤。

•	 SmartGuard™暂停功能简明参考指南提供关于SmartGuard™暂停功能的详细信息。

尽管撕下这些分发材料，将其放在容易取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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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警报
此表所示的是在使用CGM时某些可能最常收到的警报。

注：要静默警报，请按 ，然后在所要选择的选项上按 。

警报 原因 要执行的步骤

高探头值警报 探头值等于或大于所设置的上
限。

不要根据探头值治疗血糖异常。要
用血糖仪证实探头值。请按需根据
医疗专业人员的说明治疗，然后继
续监测血糖浓度。

低探头值警报 探头值等于或低于所设置的下
限。

不要根据探头值治疗血糖异常。要
用血糖仪证实探头值。请按需根据
医疗专业人员的说明治疗，然后继
续监测血糖浓度。

高探头值前警报 在您设置的“高探头值前报警”
的时间之后，探头葡萄糖读数
预计会达到葡萄糖浓度上限。

不要根据探头值治疗血糖异常。要
用血糖仪证实探头值。请按需根据
医疗专业人员的说明治疗，然后继
续监测血糖浓度。

低探头值前警报 在30分钟内，探头葡萄糖读数
预计会达到葡萄糖浓度下限。

不要根据探头值治疗血糖异常。要
用血糖仪证实探头值。请按需根据
医疗专业人员的说明治疗，然后继
续监测血糖浓度。

上升警报 探头葡萄糖读数增速等于或快
于所设置的速率限值。

不要根据探头值治疗血糖异常。要
用血糖仪证实探头值。请按需根据
医疗专业人员的说明治疗，然后继
续监测血糖浓度。

现在请校准 必须进行校准才能接收探头葡
萄糖读数。

将血糖值输入泵进行校准。

探头警报简明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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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原因 要执行的步骤

探头信号已中断 在初始化过程中或初始化之
后，泵与发送器之间的通信已
经中断30分钟。

确保探头仍插在皮肤中，并且发送
器和探头仍处于已连接状态。将泵
更靠近发送器。

校准未被接受 系统不能使用输入的血糖仪读
数来校准探头。

您的泵会在15分钟内提示您为校准
输入新的血糖仪读数。在检查血糖
前，请洗手并使其干透。 

未收到血糖值 发送器未能从泵接收血糖浓度
校准读数。

使泵靠近发送器，然后选择是。泵 
会再次尝试发送血糖浓度读数。

探头已失效 葡萄糖传感器已达到7整天的最
长使用寿命。

取下探头，然后按新探头植入和启
动说明操作。

正在更新探头 探头正在更新。 除非得到通知，否则不要校准。这
可能最长会耗费3小时的时间。

更换探头 已连续收到两次“校准未被接
受”警报。

取下探头，然后按新探头植入和启
动说明操作。

探头警报简明参考指南



53

 

植入新探头
先洗手，然后用酒精清洁植入部位。

1. 打开探头包装。拉动纸封皮的
一角打开探头包装。

 MMT-7
020

Guardian  Sensor (3)

5062424-012_B

2a. 捏住探头塑料底座。通过仅
捏住塑料底座，从包装中取出
连有塑料底座的探头。将探头
和底座放在干净平坦的表面 
（如桌面）上。

2b. 折叠不干胶凸舌。确保将探头不干胶凸舌折叠
在探头连接器和卡扣下方。

     正确 不正确

3. 将探头装入助针器。完全按图
中所示 握住助针器，拇指放在
助针器上的拇指纹上。不要握
住侧面按钮。将助针器向下按
到底座上，直到将助针器底部
平放在桌面上为止。 

正确 不正确

4. 从底座上卸下助针器。要将助针器从底座上卸
下，请按图中所示（将拇指放在助针器上的拇指纹
上）握住助针器。将另一只手的两根手指放在底座
臂上，慢慢竖直上拉助针器。

手指没有握在侧面按钮
上。

注：一定要先将塑料底座牢牢按在桌面上，然后再上
拉助针器。

注意：请勿悬空将底座与助针器分离，因
为这样做可能损坏探头。

5a. 将探头放到身体上。让助针
器稳定地靠着已清洁过的植入
部位，不要将助针器过深地按
入皮肤。

注：不将助针器牢牢平按在身上，可能会在按下按钮
后使助针器弹回，从而使探头的植入不正确。

5b. 植入探头。同时按两个按钮
上的凸起部分，然后松开。

5c. 将助针器抵靠在身体上。继续
将助针器平按在身上至少五秒
钟，以使不干胶粘到皮肤上。

共同使用One-press助针器和Guardian™ 
Sensor (3) 简明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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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从身体上取下助针器。慢慢
地向远离皮肤的方向拉动助针
器，同时确保未按压按钮。

6. 取下针筒。用一只手将探头底座轻轻抵在皮肤
上。用另一只手捏住针筒顶部，然后慢慢将其向远
离探头的方向平直拉动。将针筒丢弃到锐器盒中。 

注：涂抹其他的液体胶。在取下衬纸之前，您可以在
不干胶衬垫下涂抹Skin Tac™*之类可选的液体胶。使
选用的不干胶风干。

7a. 揭下不干胶衬垫衬纸。在位
置上按住探头，并轻轻地从不
干胶衬垫的下方移除衬纸。 

7b. 将整个不干胶衬垫按到皮肤
上。在皮肤上压紧不干胶，然
后将整个不干胶衬垫抚平，以
使其贴在皮肤上。

注：Guardian™ Sensor (3) 胶布对压力很敏感。继续
对不干胶施加压力，以确保探头在最长7天的佩戴中
一直处在已植入皮肤的状态。

8a. 展开不干胶凸舌。从探头连
接器下方展开不干胶凸舌。

8b. 将不干胶凸舌拉直。将不干
胶凸舌拉直，以使其平铺在皮
肤上，但现在不要揭下胶布
衬纸。

往探头上贴胶布

1. 揭下衬纸1。

2. 按图所示贴上胶布，然后向下
压紧。

胶布宽的部分覆盖
半个探头底部。

探头和皮肤都被
胶布覆盖。

3. 撕掉每一侧的衬纸2。

连接器和卡扣位
于胶布孔中。

4. 将胶布压平。

共同使用One-press助针器和Guardian™ 
Sensor (3) 简明参考指南



55

 

连接发送器

1. 将发送器连接到探头。

G
L3

注：等待发送器上的绿灯闪烁。如果发送器上的绿灯
不闪烁，则参见发送器用户指南的“故障排除”一节。

2. 揭下不干胶凸舌上的衬纸。用
不干胶凸舌盖住发送器。

G
L3

注：不要将不干胶凸舌拉得过紧。

3. 要再贴一块胶布，请撕掉衬 
纸1。

4. 旋转第2块胶布，使胶布覆盖
发送器。向下压紧。

胶布宽的部分覆盖发送
器末端和皮肤。

5. 撕掉每一侧的衬纸2。

6. 将胶布压平。

注：定期检查植入部位。如果探头和发送器不牢固，
请再另外粘贴胶布。

7. 此图举例说明的是贴得正确的
椭圆形胶布。

启用探头

1. 一显示已连接探头消息，就
请按 。这通常耗时不到一
分钟，但最长可能会耗费10
分钟的时间。 

2. 选择开始新探头。

3. 已开始探头初始化消息会出
现。先后按  和  即可
清除该消息。

4. 探头准备好进行首次校准之
前，初始化中...会显示在“主
页”屏幕中。

共同使用One-press助针器和Guardian™ 
Sensor (3) 简明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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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1. 选择休眠时间。

2. 泵上会显示此屏幕。检查血
糖，并使用血糖值以校准探
头。如果校准时需要帮助，
请参见第32页上的校准。 

3. 输入用于进行校准的血糖值
之后，会显示此屏幕。在5分
钟内会开始接收探头葡萄糖
读数。

共同使用One-press助针器和Guardian™ 
Sensor (3) 简明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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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关于使用MiniMed™ 770G系统的
SmartGuard™暂停功能的其他详细信息。

探头值趋势

预计探头值趋势 

暂停期间探头值趋势

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事件：

低探头值界限
停止

如果探头值达到了您的低探头值界限，胰岛素
输注将会停止。

当这发生时，您总是会收到一条信息和报警。 

在泵开始发出警笛声和“医疗设备”报警出现前，
您将有10分钟时间做出反应。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事件：

低探头值界限30min

高于低葡萄糖传感器值界限70mg/dL

高于下限20mg/dL

停止

为帮助防止探头值达到您的低探头值界限，胰
岛素输注将在以下情形时停止：

• 探头值高于低探头值界限的值等于或小于
70mg/dL。

• 您的探头值预计会在30分钟内达到低探头
值界限。

低探头值前警报打开时，当胰岛素停止输注
时，您会收到一条警报。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事件期间的低探头值警报：

低探头值界限

停止

如果胰岛素输注因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而停
止，探头值仍可能会达到您的低探头值界限。

当这发生时，您总是会收到警报。

在泵开始发出警笛声和“医疗设备”报警出现前，
您将有10分钟时间做出反应。

SmartGuard™暂停功能简明参
考指南



58

根据探头值自动恢复基础率输注：

低探头值界限

30min

开始
高于下限40mg/dL

高于下限20mg/dL

在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或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
事件期间，基础率胰岛素在以下情形中自动恢
复：

• 探头值高于低探头值界限且正在趋升。

• 胰岛素已因探头值过低情况管理暂停输注
至少30分钟。

如果恢复基础率警报打开，您会在此发生时收
到警报。请记住：可以在任何时候手动恢复基
础率胰岛素输注。

因2小时的最长暂停输注时间而自动恢复基础率输注：

低探头值界限

2小时

开始
停止 高于下限20mg/dL

在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或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
事件期间，如果基础率胰岛素因探头值而未恢
复输注，则其会在2小时后自动恢复输注。

如果您达到了2小时的最长暂停时间，即使恢
复基础率警报被设置为关，您也始终会收到警
报。请记住：可以在任何时候手动恢复基础率
胰岛素输注。

SmartGuard™暂停功能不可用：

30min
低探头值界限

开始

一旦基础率胰岛素在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
或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事件后恢复，则
SmartGuard™暂停功能将在一段时间内不可
用。

如果您对暂停报警做出了反应，则
SmartGuard™暂停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会不可
用30分钟。但是，这也可能长达4小时。对于
有关SmartGuard™暂停功能不可用时长的更多
具体信息，请参见MiniMed™ 770G系统用户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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