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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注意事項
手冊中的符號

產品上的符號
進行任何設定前請務必詳閱使用
說明。

警告

表示潛在的危險情況或使用不當，
可能導致嚴重的人身傷害或死亡。
備註：

此符號表示製造商，

背景顏色：黃色

並出現在製造商的

三角邊框：黑色

名稱和地址旁邊。

符號：黑色

此符號表示等同電位

注意事項

注意標誌 警告標誌表示有潛在的
危險， 若不當之操作或使用有可
能導致人員的輕/ 中度傷害，
或資產/環境的若干損害。

它用來表示系統部件
具有相同的電位。

此圖片顯示製造商， 並顯示在製
造商的名稱和地址旁邊。

接地保護

該符號表示等電位極， 它使系統
的各個部份具有相同的電位。

I ：交流開關 - 開

O : 交流開關 - 關

此設備配有Y型分接電源線以減少纜線纏繞。基於安
全原因，請確保電源線的單側陰性端側朝下或呈水平
放置- 不可朝上。並請勿讓液體或濕氣進入單電源線
輸入端(在正常設備電源連接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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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為避免觸電危險，請將本裝置連接到有接地線保護的電源使用。
未經製造商授權，不得修改本裝置。

為了避免觸電危險，請由合格的維修人員為您更換使用手冊中指定的保險絲類型。

為降低火災或雷擊危險，請勿將本裝置曝露在雨中或潮濕環境中。本裝置僅供室內使用。

電源開啟時請勿連接/斷開連接。操作過程中，該設備可能會變熱，特別是在底部和後面板
部分。若需更換實體影像接頭時，請等到設備冷卻後再重新連接設備。

用於連接訊號輸入/輸出或其他的外接設備應符合醫療電氣設備的UL / EN 60601-1。任何人
員在連結醫療系統設備或將設備連接到信號輸入源或信號輸出源，請確保符合醫療系統標準
IEC 60601-1-1的要求。
依系統標準所定義，不符合UL / EN / IEC 60601-1的設備應排除在醫療環境之外。

注意事項
為了降低火災或雷擊危險以及煩擾的干擾風險，請使用推薦的配件。

請勿將圖像用於診斷或評估目的。壓縮可能會造成圖像失真，因此不適合用於診斷。

MVR / MVR Pro是第一等級醫療設備（符合醫療設備指令93/42/ EEC）。作為此醫療設備
的操作人員，請正確使用本裝置以確保手術病患/ 使用者/ 第三人之安全與權益。若當地法
令無相關規定， 原廠建議至少每兩年， 由合格人員進行一次安全檢查。 (依據 EN 62353)。

若經過強烈的電氣干擾，(如雷擊或強烈的靜電放電…等)，產品之輸出訊號可能造成閃爍，
變色或變黑此時請將本裝置關機， 等候數秒， 再重新啟動。
廢棄時處置方法：使用當地法規進行適當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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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資訊:
MediCapturer建議使用MediCapture®品牌的USB 隨身碟。
有關如何購買隨身碟,的相關訊息，請參考本公司網站medicapture.com,或業務專員。
技術支援:
如需技術支持和其他問題，請參考本公司網址medicapture.com 或致電 888-922-7887
（美國境內免費電話）或503-445-6935（美國境外）
。

MediCapture® Inc.

2250 Hickory Road, Suite 200		
Plymouth Meeting, PA 1946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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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說明
1. 請務必詳閱本文件之各項說明。
2. 請妥善保存此份手冊。
3. 請留心本手冊所載之各項安全警示。
4. 請務必遵守各項操作指示說明。
5. 請勿不當使用本裝置。
6. 請使用沾有表面消毒劑、酒精或可揮發性清潔劑的軟布定期清潔本裝置， 清潔時以乾布
輕拭本裝置之表面即可。消毒殺菌劑之用法請參考製造商之說明。

		重要！請確保勿使濕氣進入本裝置。請勿使用具腐蝕性之清潔溶液於本裝置。
7. 不要遮蔽裝置之任何通風口。依照製造商之說明進行安裝。
8. 請勿安裝在任何熱源，如輻射源，加熱器，鍋爐或其他產生熱源的設備附近。

9. 請勿任意破壞電源線插頭的接地裝置， 該接地裝置為確保使用過程中之用電安全而設
計， 請務必保持其完整無損。若您的插頭和插座無法匹配，請諮詢合格電器專員為您更
換無法使用之輸出插座。
10. 電源線請予以適當之保護， 勿使之遭人為踩踏，扭曲或彎折等，以確保電路之安全。並
請防止插座附近以及電源線從電源插座中鬆脫。
11. 請使用原廠提供或建議之配件。僅使用醫院級或同等電源線並有可靠的接地保護。
12. 建議將本裝置安裝固定于台車， 立架， 三腳架或適當之支架之上使用。台車及裝置移動
搬運時請注意，避免傾倒以免造成人員受傷及器材之損壞。將設備放置在易於斷開電源
線的位置。
13. 遇到雷雨氣候， 或長時間不使用時， 請拔掉電源插頭。

14. 斷開電源方法：請將設備後面板上的開關關閉以斷開電源，並拔下電源線插頭。
15. 請勿將盛有水或其他液體的容器（如花瓶等）放置在設備的頂部。也請勿在設備上潑灑
水。

16. 本裝置若遇到任何故障或損害之情況請務必將維修工作交給合格的維修人員，(例如電源
線或插頭毀損，液體潑灑到設備上，重物從高處墜落到設備上，設備暴露在雨中或潮濕
環境中，或者不正常操作等情況)，則需要進行維修。
17. 本裝置之維修/保養/校正， 將由原廠提供必要之技術支援。
18. 若有需要，製造商可提供必要文件檔案，以協助維修人員進行零件維修或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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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使用

MVR / MVR Pro用於連結各種手術影像系統。 MVR / MVR Pro具有瀏覽，存檔，檢視和處理圖像的
功能， 從這些外科手術影像系統紀錄，以便它們可以以其原始記錄狀態進行檢查。
此設備未設定之病患族群，但預設的用戶職業別為醫生或護士，年齡介於20-59歲之間，教育程度大
學或大學或以上。

不適應症和副作用:

與產品直接相關的不適應症尚不明確。請根據病患的一般情況，由主治醫生決定是否適用本裝置。進
一步的細節和說明請參考最新的醫學文獻。
一般功能描述:

MVR / MVR Pro是一款醫療級高解析度錄影機.MVR / MVR Pro不包含任何與病患接觸的配件。
它是一種輔助工具，在使用該裝置時僅供醫療評估使用。MVR MVR Pro可以由內建的觸控螢幕進行
操作。 亦可由外接的觸控螢幕操作或者前面板的按鈕或者原廠提供的遙控器操作之。
MVR機種除了無內建觸控螢幕外， 其他操作方式與 MVR Pro相同。
外接觸控螢幕詳細資料可參考本公司網站 www.medicapture.com 。
安裝完所有影像連結裝置後（請參考後面板部分），使用者可以將影像系統提供的圖像和影像即時儲存到USB
存儲裝置中。圖像以JPG格式或PNG格式儲存;影像以高品質MP4格式儲存。這兩種紀錄的格式都可以從USB記
憶體查看並儲存到任何常見的PC系統或伺服器上以進行長時間儲存。
附加（可選）功能包括:

•

啟動 4K : MVR / MVR Pro 可以將 2160p30 之 HDMI 訊號錄製為2160p30， (未啟動前， 4K
訊號將被降階錄製成1080p30) 。

於檢視功能，使用者可以在當前的病患診療內檢視已記錄的資料。

當診療結束後， 使用者可以存取已儲存之資料 (記憶體或外接USB 存儲裝置)， 並對不同的病患診療
紀錄進行檢視及編輯。
MVR / MVR Pro支援多重輸入源之錄製。 MVR / MVR Pro 可自動檢測兩種可能影像輸入源的輸入解
析度。因此，MVR / MVR Pro必須在訊號源啟動之前打開。如果檢測到兩個訊號，連接的螢幕上會出
現雙訊號源 (可交互切換)圖示。使用者可以在當前的病患診療期間在這些訊號源之間切換。要瞭解更
多詳情，請參考手冊更改當下的輸入訊號部分。
請注意:

MVR / MVR Pro 的功能強大但結構精巧。採被動式及安靜無風扇之散熱設計。故設備在運作時碰觸
可能略感微熱，此屬正常現象。 MVR / MVR Pro可於 - 20°C至40°C 之溫度範圍內運行。

MediCapture建議安裝在通風並散熱良好處。 且不建議將MVR / MVR Pro與變壓器或其他較容易發熱
的設備堆疊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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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1. 將帶有HDMI輸出插槽的攝像機連接到匹配的MVR / MVR Pro 輸入插槽。建議盡可能縮短電纜連
線，以避免電纜引起的電磁干擾。
2. 將隨附的MediCapture USB隨身碟插入前面板。（首先連接USB 隨身碟和所有外接裝置，例如滑
鼠，鍵盤，觸控式螢幕等，然後再從後面板開啟設備。)
3. 從後面板電源開關開啟本設備。 MVR / MVR Pro 開始啟動後將自動進行開機程序。
4. 在錄製圖像和影像之前，建議檢查MVR / MVR Pro設定頁面中的預設值。初始預設值可於基本資訊
頁面中查看：
。
只要新的病患診療尚未開始， MVR / MVR Pro 之系統初始設定皆可在基本資訊 頁面中進行
修改
。
建議用戶於初次使用MVR / MVR Pro之前， 檢查下列設置項:

a) 使用者介面語言( User Interface Language)

➤ 設置 Settings ➤ 系統 System ➤ 語言 Language
注意：每次出現觸控鍵盤時，您都可以選擇觸控鍵盤配置（語言）。 只需點擊“globe /地球”
圖示即可更改配置方式。

b) 時區，日期和時間 (Time zone, date and Time)

➤ 設置 Settings ➤ 系統 System ➤ 日期和時間 Date and Time

c) 病患資訊定義 (Patient Information definition)

➤ 設置 Settings ➤ 系統 System ➤ 病患資訊 Patient Info

d) 存儲位置選擇 (Storage target selection)。需多重存儲時， 可從三個選項中任選其中兩個, 此設
置非常重要，因為它還定義了在檔案櫃和現有病患資訊的搜索選項中 “檢視功能”的選項。
➤ 設置 Settings ➤ 檔 案 櫃 Archive ➤ 存儲 Storage

e) 影像編解碼格式H.264或HEVC (Video quality and codec format H.264 or HEVC)
➤ 設置 Settings ➤ 影像/音訊 Video / Audio ➤ 影像品質 Recording Quality

f) 照片格式JPG或PNG (Photo format JPG or PNG)

➤ 設置 Settings ➤ 影像/音訊 Video / Audio ➤ 照片設置 Photo Settings

g) 印表機選擇和列印份數 (Printer Selection and Number of Print Copies) 請讓您的IT管理員先將
MVR / MVR Pro連接到LANLAN網路或Wi-Fi 無線網路。
➤ 設置 Settings ➤ 系統 System ➤ 印表機 Printer

h) 音訊錄製ON / OFF和麥克風選擇 (Audio–Recording ON/OFF and microphone selection)
➤ 設置 Settings ➤ 影像/音訊 Video/Audio ➤ 音訊輸入 Audio Input

5.一旦您的設備被設定完成，您即可像平常一樣開始使用您的影像設備。當點擊“New Patient”按鍵
時即可建立一個新病患檔案資料夾並輸入此人的相關資訊。您可點擊相對應的按鈕Record Photo
選擇拍照或Record Video錄影。結束時請再按一次錄影以完成錄製。
6. 在您為當前病患完成記錄時，按退出診療按鈕。
. 之後， 您可以結束操作或者存取已儲存之
資料或影像。 兩種操作都會結束診療，如果您希望回到目前的診療， 請按上方的返回符號
， 以回到目前的診療。
7. 診療錄製結束後， 即可安全地將 USB 隨身碟自MVR / MVR Pro 退出。 待USB存儲裝置退出後，
將之插入任何 PC 電腦， 即可將檔案存放到電腦中， 進行後續的檢視， 編輯， 及存檔
..等工作。
注意 : 錄影中請勿將隨身碟從MVR / MVR Pro中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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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螢幕
僅適用 MVR Pro 機型

內建之觸控螢幕

可方便地存取及操作 MVR Pro
設置
按壓機身左側的按
鈕，可以調整觸控螢
幕之角度位置

前面板
錄影按鈕

按下錄影來錄製螢幕上
顯示內容的影像。按一
次開始錄製，然後再按
一次即停止

拍照按鈕

當按下此鈕即可將螢
幕上顯示的圖像記錄
到存儲裝置內

新病患按鈕

請於每個新病患開始錄製之前按下
New Patient 即可在USB儲存裝置中為
您建立一個新檔案資料夾來儲存病患
的圖像和影像

光環

當可錄製時或可建立新病患時，
亮藍燈

藍色背光LED燈顯示當前可用的功能。

USB裝置插槽

您可以在這裡連接一個
USB存儲裝置，將圖像
和影像儲存於該裝置中

紅外線接收器

後面板 MVR / MVR Pro
天線接頭1

腳踏開關/
遠端控制線

HDMI輸入1
用於藍牙和Wi-Fi
適用於配置HDMI插 電源插孔
天線接頭2
USB 插槽 (2)
Wi-Fi的第二天線安 槽的高解析度攝像機 使用隨附的電源線連接
網路線插孔
（DVI需轉接器）
。
100V-240V插座
裝位置

LAN

WiFi / BT

WiFi

USB

PC
Remote

HDMI out

I =開

Input 1 (4K / HD)

（連接電源
主電源）

電源開關

Input 2 (HD)

0 =關閉

H/S

（無電源，
電源連接）

耳機/麥克風插孔

PC連接器

HDMI 輸入

輸出可用於連接
(USB type-C)
連接維修介面和外 高解析度的顯示
器或可選購之觸
部控制RS-232）
。
控螢幕。

HDMI輸入2

等電位極

適用於配置HDMI插
槽的高解析度攝像機
（DVI需轉接器）
。

本裝置針對病患環境中的IEC60601認證設備和於病患環境外IEC60XXX的認證設備

本裝置必須使用經認證的電源線。應符合相關的國家安裝和/或設備規定。電源線應高於IEC 60245
（標準53）的普通韌性橡皮護套的軟線或符合IEC 60227（標號53）的普通聚氯乙烯護套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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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使用者介面
MVR / MVR Pro可於其畫面顯示易懂之操作圖示。 相關圖示可由觸控螢幕上直接點按操作之。
拍照
錄影開始/ 停止
控制圖示及檢視最新之診療資料
切換輸入訊號源
USB或內部存儲之剩餘時間/容量
網路存儲狀態
基本資訊 頁面

在MVR / MVR Pro即時檢視畫面中，圖示大小位置係於高清 (HD) 螢幕上所呈現，
在4K 螢幕上， 圖示呈現將顯得相對較小。

結束當前診療

請注意:

操作圖示位置可依您喜好的位置調整， 只需簡單的左右滑動， 就可以
將圖示調換位置至左右端， 甚至若您不希望看到這些圖示， 可以進一
步左右滑動將它們隱藏起來。
滑動觸控螢幕時請用單指滑動操作。

遙控器
重要:

使用前, 請取下
遙控器的保護片
或先插入電池。

輸入選擇鍵:

拍照鍵:

在輸入1和輸入2之
間切換 。

將螢幕上的圖像拍照存
入USB存儲裝置中。

方向操控盤:

OK按鈕 = 選擇按鈕
OK 3秒 = 暫停錄製影像

上/ 下頁鍵(右):

退出鍵:

進入/退出MVR /MVR
Pro 基本資訊頁面 。

建立新病患鍵:

錄影鍵:

退出檢視頁面 。
在每次錄製診療之前
按下。即可建立一個
新病患檔案用來儲存
病患之資料。

錄製呈現在螢幕上的影
像檔，按一次開始錄影,
再按一次結束錄影。

結束診療。 結束錄製
以進行後續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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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 MVR / MVR Pro
MVR / MVR Pro可連接到一個或兩個影像源（例如，內視鏡，手術相機，超音波等）。
請注意：請先插入USB 隨身碟和所有外部設備，例如滑鼠，鍵盤，觸控螢幕，HDD等， 再從後面板
開啟本設備。
1. 如果您想將MVR / MVR Pro添加到您已經使用的影像設備，請先找出主影像源的影
像輸出。
2. 連接影像源上的影像輸出端和MVR / MVR Pro後面板上相對應的影像輸入端之間的
訊號線。
3. 插入電源線 。
4. 您還可以將標準腳踏開關或攝像機擷取器連接到後面板上。使用腳踏開關或擷取器
拍照。將腳踏開關或擷取器連接到“遠端控制”插孔。透過輕踩腳踏開關或擷取器，
它將執行與前面板上的“拍照”按鈕相同的功能。
請注意: 若需要操控兩個遠端影像源來處理錄製（拍照 + 錄影）此時可使用MVR / MVR Pro配置的1對

2的分接線來連接兩條遠端控制連接線。
腳踏開關可於medicapture.com網站上選購。
注意 MVR / MVR Pro相容的攝像機擷取器必須是簡單的“按壓觸發”類型，而非“可編程”類型的擷器。

插入USB 隨身碟
開始使用本產品最簡便的方法是錄製到隨附的USB隨身碟中(注1)。先將隨附的隨身碟插入本裝置正面
的USB插槽中。建議您使用MediCapture品牌的隨身碟。
USB 裝置插槽

在此連接一個USB 存儲裝置,
圖像和影像將被記錄至此存
儲裝置內。

1

MediCapture 隨附的隨身碟可能來自不同廠牌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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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病患資料
病患資料輸入的工作流程取決於病患資訊的設置。
➤ 設定 Settings ➤ 系統 System ➤ 病患資訊 Patient Info
MVR / MVR Pro開機後，會從首頁開始。 或者結束上一段診療， 亦會回到首頁。
詳細流程及設定如下圖 :
開啟MVR / MVR Pro後的開機順序。

開啟
開啟

選擇或添加病患並開
始新的診療

無病患資訊
若找不到先前建立的病患資料,可由MVR / MVR Pro來
建立一個檔案用於存儲該診療中記錄的圖像和影像。
檔案按順序編號（CASE0001，CASE0002等）
。

手動輸入病患資訊
您可以輸入病患資訊以將圖像和影像分配給病患。
要輸入病患資訊，請使用機器配置之觸控螢幕，
外接觸控螢幕或USB鍵盤。

即時檢視影像畫面

返回診療畫面

結束診療

(即時檢視畫面)

結束診療

使用病患按鈕來結束錄製診療
您亦可使用前面板的 “建立新病患” 按鈕， 來結束上一段診療錄製。

光環

亮藍光表示當前的診療錄製可
以結束 (結束診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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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輸入病患資料
您可以輸入病患資訊以便將
圖像和影像分配給該病患。
病患資訊的設定必須設置為
手動 Manual 。

➤ 設置 Settings ➤系統 System
➤病患資訊 Patient Info

按下繼續開始新的診療

在存儲資料中搜索最近的病患
若非使用手動輸入病患資訊,您亦可點擊螢幕“輸入病患資料”中的“搜索”圖示來以搜尋病患名
單,此時MVR / MVR Pro將列出位於存儲媒介中的所有近期病患（已被啟用和連接的病患）
。
選擇現有病患資料，然後
再次點擊以將病患資料複
製到新診療中。 您仍然可
以修改這些資料。
點擊繼續開始新診療。

擷取圖像
要擷取圖像，請按觸控螢幕上之“拍照”圖示， 或按前面板上的“拍照”按鈕 。

光環

當設備準備好擷取圖像時亮起藍燈。擷取圖
像時會短暫變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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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影像
要開始錄製影像，請按觸控螢幕上的錄製影像圖示， 或前面板上的錄影按鈕。
再次點擊按鈕則停止錄製。

錄影提示:

• 正在錄製影像時，您可以擷取靜態圖像。正在進行影像錄製時，只需按“拍照”
按鈕即可。檢視影像檔案時，您可以在時間軸中看到標記。 這些標記有助於
辨識在錄影期間何時拍攝該圖像。
• 長時間錄影會自動將檔案分成4GB的文件。這確保資料保存為可方便管理的大
小。這個過程是“無縫的”。當進行長時間的錄製時，您不會注意到新檔案自動
開始錄製的時間。使用“連續播放”（大多數儲存裝置播放機的功能）播放長時
間錄音時，于播放時不會出現間隙。

有關標記的更多
資訊，請參考“
在MVR / MVR
Pro中檢視影像”
章節。

光環

設備準備好錄製影像時亮起藍燈。
錄製影像時藍燈會閃爍。

暫停錄影
要使用暫停錄影，您必須在設置中啟用該功能。
      ➤ 設置 Settings ➤影像/音頻 Video/Audio ➤ 錄製 Recording Options
啟用暫停後，“暫停”圖示將出現在即時檢視畫面中。

要暫停錄影，請點擊觸控螢幕上的“暫停”圖示。 要繼續錄製影像，請再次點擊“暫停”圖示。
替代操作方式：

要在錄製影像時暫停影像，請按前面板上的錄製影像按鈕3秒鐘。 您也可以使用遙控器的
OK按鈕。
當影像錄製暫停時，光環會以非常快的順序閃爍。

要繼續錄製影像，請再次按遙控器的錄製影像按鈕或確定按鈕。
暫停功能僅用於建立一個包括不同部分內容的影像檔案。

它可以在一個影像錄製過程中多次使用，以消除“不需要的”部分。當您在檢視暫停的影像檔案
時，您可以在時間軸中看到標記。 這些標記有助於識別影像的不同部分。
有關標記的更多信
錄影開始

錄影結束
錄影暫停 錄影暫停

第一部分

錄影開始

第二部分

息，請參考

“在MVR / MVR Pro

上檢視影像”一章。

第三部分

錄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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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時檢視畫面中變更輸入訊號源: 多重輸入源
若同時有兩個攝像機連接， MVR / MVR Pro 會自動偵測輸入解析度， 並顯示額外的圖
示於螢幕上。 用戶可以選擇於同一個診療中， 在輸入源1與2之間切換， 但如果有錄影
正在進行中， 需要先停止。

使用觸控螢幕時， 您只要簡單觸按螢幕上的輸入源圖示，即可自由切換。或者您亦可用遙控器的按鈕
來進行切換。

存儲選擇 : 多重存儲方式
➤ 設置 Settings ➤ 檔案櫃 Archive ➤ 存儲 Storage
MVR / MVR Pro提供了將錄製
的資料儲存到多種儲存目標的
可能性。
注意：您只可以同時選擇兩種
類型/儲存選項。
選項包括：
• USB儲存

• 內部儲存
• 網路儲存

您還可以為不同的儲存目標選
擇不同的影像解析度。
範 例：您可以將高解析度的
影像錄製到USB儲存裝置並以
較低的解析度來錄製到網路儲
存裝置。

注意：圖像將依原輸入的解析度被擷取。

設置1080p時將支援1920x1200和1280x1024解析度 - 以原解析度和格式記錄和擷取 。

錄製到USB 隨身碟
錄製到隨附的MediCapture USB隨身碟是開始使用MVR / MVR 最簡單的方法， 當您完成錄製時，您可
以取出隨身碟並輕鬆攜帶。
請確保已開啟USB存儲方式。
➤ 設置 Settings ➤ 檔案櫃 Archive ➤ 存儲 Storage

USB裝置插槽

您可以在這裡連接一個USB
儲存裝置，將圖像和影像儲
存於該裝置中。

注意：如果IT環境中的規定不允許使用USB儲存方式，IT管理員可以禁用USB選項進行儲存。
➤ 設置 Settings ➤ 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 ➤ 存儲原則 Storag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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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到USB硬碟
錄製到USB硬碟與錄製到USB隨身碟非常相似。 使用USB硬碟的主要好處是它可以提供比USB隨身碟
更大的儲存容量。 在使用MVR / MVR Pro的USB硬碟之前，請注意以下事項：
• 刪除硬碟上預裝的所有軟體程式（可能與MVR / MVR Pro不相容）。

• 為了保護影像和圖像，請務必將其從外接硬碟傳送到電腦或網路進行備份。
• 由於外接USB硬碟容量較大，MVR / MVR Pro大約需要20-60秒才能識別設
備。請耐心等待，直到外接硬碟被識別。即當New Patient背光燈亮起並且
連接的顯示器上出現USB圖示時，外接硬碟已被識別。

注意：
插入外接硬盤後，
請勿拔下電源插頭！
請等待至少一分鐘，
讓系統有足夠的時間
識別外接硬碟。

硬碟格式

外接USB硬碟有不同的“格式”：FAT32，NTFS或exFAT。 MVR / MVR Pro 可以處理這三種格式。 若
裝置無法識別USB硬碟，請將硬碟格式化為FAT32可能會有幫助。
注意：自動影像修復功能不適用於 exFAT 格式。MediCapture建議使用 FAT32 或 NTFS格式的硬碟 。

如何確定USB硬碟的格式：
•

將存儲裝置插入Windows電腦 。

•

在一般選項中，將列出檔案系統（格式）。

•

按滑鼠右鍵點選存儲裝置圖示，然後選擇“屬性”。
將圖像從USB存儲裝置中傳輸到您的電腦

1. 如果您將影像錄製到USB隨身碟或USB硬碟，請在結束錄製時從MVR / MVR Pro中拔下它。
將存儲裝置連接在電腦上的USB插槽。
注意： 錄影時，請勿從MVR / MVR Pro中移除USB存儲裝置（隨身碟或硬碟）
		
! 此將導致 您錄製的檔案損壞。
2. 電腦可像管理任何其他裝置一樣的方式管理USB裝置。您可以在電腦上找到該裝置後打開
它，便可以看到檔案內容。
3. 在電腦裝置上您可以單擊圖像和影像來檢視，或者您可以先將它們移動到電腦上的硬碟
來存儲後再查看它們（建議）。有關如何存取電腦上的檔案和資料的相關資訊，請參考
Windows或Mac OS的文件。

錄製到內部存儲
錄製到內部存儲作為第二個存儲選項可以提高存儲資料的安全性，因為您可將錄製的備份保存在此。
但因為容量限制,請勿將內部存儲視為長期存儲方式。
因為即使最大的內存也終將飽和。 最佳做法是定期清除暫存。

MVR / MVR Pro提供自動清理內部存儲的功能。 清理內部存儲裝置的規則應由IT管理員設置。
➤ 設置 Settings ►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 ► 存儲規則 Storage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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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製到網路存儲
記錄到網路存儲是長期存儲的最佳選擇。 圖像和影像將即時的用標準格式記錄到此外部大容量存儲裝
置中。
請讓IT管理員設置網路存儲設置。

1. 請使用MVR / MVR Pro背面的網路線插孔來建立與網路伺服器的實體LAN連結。 或者，您
可以設置與Wi-Fi路由器的Wi-Fi連結。
		 ➤ 設置 Settings ➤ 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 ➤ 無線網路 Wi-Fi
2. 針對有線LAN連接：請選擇IP設置中的自動設置IP或手動設置IP。
		 ➤ 設置 Settings ➤ 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 ➤ 網路 Network

3. 網路存儲伺服器的屬性 。
		 ➤ 設置 Settings ➤ 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 ➤ 網路存儲伺服器 Network storage server
4. 網路儲存的存儲設置（啟用和解析度限制）。
		 ➤ 設置 Settings ► 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 ► 存儲 Storage

您可以從即時錄影檢視您的當前的診療。 在完成診療之前，此有助於控制您錄製的內容。在檢視之前
必須先停止錄影。
點擊檢視的圖示以進入檢視模式。 當您結束“Review 檢視模式”螢幕將返回到即時錄影畫面。

控製圖示
檢視目前的診療

檔案櫃
檔案櫃的主要功能是可以讓您瀏覽您已錄製的診療紀錄。 您可以從“開始”畫面進入檔案櫃。 而您啟用
的存儲選項皆可以在檔案櫃中存取。 請確認所有啟用的存儲選項都需連上MVR / MVR Pro 。
檔案櫃有以下的功能：
• 查看圖像和播放影像
• 刪除檔案

• 刪除空的診療

• 從暫停的影像中擷取快照。 暫停的影像可以逐幀移動
• 使用註釋來編輯圖像並將其儲存為新圖像
• 放大或裁剪圖像並將其儲存為新圖像

• 將完整的診療，單張圖像或單個影像複製到USB
• 選擇圖像並將其列印在報告上

• 將報告發送到網路印表機或將其儲存為PD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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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個儲存方式。內部，USB或網路

點擊診療以選擇

要選擇診療，影像或靜止圖像，只需點擊預覽圖示即可。

點擊影像以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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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VR / MVR Pro上檢視影像
所選影像將自動開始播放。 要暫停影像，請點擊“暫停”圖示。

您現在可以使用時間軸滑軌來改變想選擇的影像位置, 或輕點前後逐幀檢視。
您可以使用兩根手指放大暫停的影像。

如果您要拍攝暫停影像的快照，請點擊照相圖示。 該擷取的圖像將被添加到
病患資料夾中 。

拍快照

您可能會在影像時間軸中
看到標記。標記在以下情
況會建立：
• 影像在錄製過程中
暫停
• 錄製期間截取圖像

• 影像訊號源無法同
步未超過10秒
（最可能是影像線
損壞）

您可以使用藍色的前進/
後退圖示在標記之間跳
轉。

一個標記向後

一幀向後

標記

在時間軸中的位置 一個標記向前

向前一幀

在MVR / MVR Pro上查看靜止圖像

可以用多種方式編輯所
選圖像，然後將其存儲
為診療的新圖像。
選項包括：

• 放大/裁剪
• 添加文字說明
• 用圓形，正方形或徒
手畫圖標記區域
• 將圖像檔案添加註
釋，該註釋將顯示在
報告中

注意：若想瞭解所有的編輯
選項，請在medicapture.com
上觀看我們的示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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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印製報告
您由診療檔中所選擇的靜止圖像可以保存為PDF報告。 報告也可以使用網路印表機來印製*。
您所有選擇的圖像都可以顯示
在報告中。
透過點擊上方圖示，您可以更
改報告的配置（每頁圖像數
量，排列）並選擇列印份數。

*請讓IT管理員連接網路印表機
或本地Wi-Fi印表機並設置印
表機屬性。

報告標題的圖像
您可以匯入標題圖像來個人化您的報告。 此圖片將顯示在報告的第一頁上方。推薦的標題圖片大
小為1600-3200像素寬。 建議高度為200-1000像素，.PNG或JPG文件皆可用於標題圖像。

在電腦 上查看靜止圖像
您可以輕鬆查看已傳輸到電腦的錄製圖像。 Windows和Mac電腦 提供內建軟體來檢視，當您快速
點擊圖像檔兩次時，該軟體將自動開啟。 您還可以使用許多第三方供應商提供的專業醫療圖像管
理程式查看和編輯靜止圖像。

在電腦上查看影像
MVR / MVR Pro 可錄製 H.264或HEVC（= H.265）格式的高解析度影像，有時稱之為MPEG-4或
MP4。 這些廣泛使用的格式非常適合醫療應用，因為它們以高度壓縮的大小提供最高品質的影
像。 新的Windows和Mac電腦提供內建的播放軟體，當您快速點擊影像檔兩次時，該軟體將自動
開啟。 但是，一些較舊的電腦可能需要額外安裝的軟體才能播放H.264 / HEVC的影像。 例如，
在Windows XP和Vista電腦上，透過在Windows Media Player上安裝一個簡單的“附加組件”來啟用
播放。 有關如何安裝此“附加組件”的資訊，請參考medicapture.com/support。

其他功能
錄製影像時截取圖像

在錄製影像時，您還可以擷取靜止圖像; 只需像往常一樣按下“拍照”按鈕/鍵。
在影像檔內建立標記

標記是影像檔案中的註記，用於標識重要的事件。標記在以下情況下會添加到影像時間軸內：
•

在影像錄製期間擷取圖像

•

影像源短時間內失去同步（可能是損壞的電纜等原因...等）

•

影像錄製暫停後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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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pture 專屬的影像檔自動修復功能

錄製期間請勿移除USB存儲裝置！ 若錄製過程中移除USB存儲裝置將會導致檔案損壞。
在即時錄製影像期間關閉MVR / MVR Pro的電源或電源故障也會導致影像檔案損壞。

MVR / MVR Pro具有自動影像修復功能。 一旦插入帶有損壞影像的USB存儲裝置，MVR / MVR Pro就
會檢測到該檔案並將其修復以進行後續播放。 成功修復後螢幕上會彈出訊息，通知您修復的進度。
MVR / MVR Pro還會掃描內部存儲中是否存在損壞的影像檔案並自動進行修復。

請注意：影像自動修復功能僅適用於格式化為FAT32或NTFS的USB存儲裝置。 影像自動修復功能不
支援為exFAT格式的USB存儲裝置。

腳踏開關/ 攝像機擷取器

標準的腳踏開關/ 攝像機擷取器插孔位於後面板上。 它與前面板上相應的Capture Photo拍照按鈕具有
相同的功能。 請注意，腳踏開關/擷取器對應簡單的“閉合觸點”模式; 請勿使用“可編程的”。
請注意：要從圖像源（Capture Photo拍照 + Record Video 錄影）操作兩條遠端控制線，MVR / 		
MVRPro遠端控制接頭需要一個轉接器。

基本資訊 / 系統設置
即時畫面中顯示基本資
訊 圖示。 透過使用觸
控螢幕或USB滑鼠，您
可以單點擊基本資訊圖示以進
入“基本資訊 ”頁面。 “基本資
訊 ”頁面為您提供系統設置及預
設選項的相關資訊。

請注意：

設置圖示/功能僅在尚未開始錄製診療時方可用。 若已開始診療後，將無法更改“設置”內容。
如果要進入系統設置，則需要先結束診療。 然後開啟“基本資訊 ”頁面並點擊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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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適用於管理員）
您可以在“設置”中找到所有MVR / MVR Pro設置功能。
請注意： 只有技術人員或IT管理員才能更改進階設置以及附加的網路或DICOM設置
設定僅提供英語版本。

進階設置可以通過密碼保護。 您可以自行建立您的的密碼。

Structure of Settings:
Video/Audio
• Video Input
- Renaming Video Input 1
and Video Input 2
- Picture in Picture
- Stamp function in pictures
and videos
- Parallel recording
• Recording Quality
- Quality
- Codec selection
• Recording Options
- Video Time Limit
- Time Lapse Speed
- Pause Function
- Pre-Recording
• Photo Settings
- Image Format
- Freeze on capture
• Audio Input
- Audio activation
- Microphone selection (voice
source) Bluetooth / Wired
headset microphone / USB
microphone
System
• Patient Info
- Patient Info selection
(Off / Manual / CSV)
- Location input (Hospital /
Department / Location /
Device title)
• Printer
- Printer Selection
- Number of copies
• Display (MVR Pro only)
- Brightness

• Date and Time
- Time zone selection
- Date
- Time
• Language
- User Interface language
selection
Archive
• Storage
- Activation of USB / Internal /
Network
- Resolution limits
• Report Settings
- Header image import
- Page layout
- Page size
- Auto print report (activation)
Advanced
(can be password protected)
• Network
- Auto IP / Manual IP selection
- Manual IP setup
• Wi-Fi
- Wi-Fi activation
- Selection of available
Wi-Fi connection

• Network Storage
- Server Properties
- Video resolution limit to network
(preset for administrator)
- Find server
- Connection test
• Remote Access
- MVR IP address info
- Remote Configuration
activation
- Remote password configuration
- Resolution limits
- Streaming activation
- Streaming password
configuration
- Streaming resolution
• Bluetooth
- Bluetooth activation
- Pairing with visible
Bluetooth device
• Update & Default
- Update firmware
- Format USB storage
- Format internal storage
- Reset settings to default
- Reset device to factory default
• Activation keys
- 4K recording

• Storage Rules. Internal Storage.
Rules for deleting files
on internal storage
- Disable USB
- Auto delete Internal Storageactivation
- Keep 10GB free space
- Keep last 7 days
- Settings and password to
share internal storage over the
network (Sa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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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影像輸入設定
➤ 設定Settings ➤ 影像/音訊 Video/Audio ➤ 影像輸入Video Input
畫中畫錄製（PIP）

使用多重輸入時，您可以將
MVR / MVR Pro設置為畫中畫
模式。
輸入源 2將在輸入源 1畫面中
顯示。

• 此合成畫面將被記錄為病
患診療檔案中的一個圖片
或一個影像檔。

• 您可以選擇PIP畫面的大
小和位置。
平行錄影

使用多重輸入時，您也可以將MVR / MVR Pro設置為平行錄影。
當您開始錄影時，輸入源 1和輸入源 2將會同時錄影。 在病患診療檔案中 將建立兩個獨立的影像文件。
您只能在即時畫面螢幕中看到
• 一個輸入，但也會同時記錄第
• 二個輸入。
注意： 您只能為特殊影像輸入設置選擇一個選項：PIP或平行錄影。

錄影選項
➤ 設置 Settings ➤ 影像/音訊Video/Audio ➤ 錄影選項 Recording Options
影像時間限制

允許您選擇錄影的時間限制。 例
如，您可以將錄影時間限制設置
為5分鐘。
延時模式錄影

延時模式錄影是一種節省存儲
裝置上的記錄空間的選項。 它
對於完整記錄持續很長時間的
手術或過程非常有用。 您可以
在存檔的編輯功能中從已錄製
的影像中拍攝快照，以將重要
事件選取為截取的圖片。
請注意：以延時模式錄製的影像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播放（取決於時間流逝速度）。 當您對影像檔
案的需求是即時影像播放時，請勿使用延時錄製。
您可以通過移動滑塊來更改延時錄製的速度（=係數）。

範例：x60將加速影像播放60次（用1小時錄製的影像將在1分鐘內播放完畢）。
暫停功能

您可以開啟可供選擇的暫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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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啟用金鑰
➤ 設置 Settings ➤ 進階設定Advanced settings ➤ 啟用金鑰 Activation keys
升級為 4K錄影

• MVR / MVR Pro可以升級到更
高解析度 2160p 來錄製。
• 您的攝像機設備應提供
2160p30 HDMI 的訊號。
• 如果您的攝像機設備提供
4 個3G-SDI 四分割（=方形
分割）或雙格交錯格式的模
式，MediCapture的附加設備
MVC Pro HDMI – SDI 可將您
的SDI訊號轉換為HDMI
訊號。
• 請輸入8位啟用金鑰。
金鑰僅適用於當前的設備，
不能用於其他設備。

注意: 最大解析度2160 僅 4K 版之MVR / MVR Pro 能夠提供 。

請聯繫MediCapture獲取MVR / MVR Pro 2160p金鑰的訂購信息。 需要提供設的裝置ID（請參考基本
資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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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MVR / MVR Pro 規格表
功能
外殼
按鍵
錄影連結

錄製解析度
錄影格式
錄製碼率

圖像格式
錄音

耳機輸入

將影像和靜止圖像以高解析度從醫療影像源錄製到USB隨身碟。
不銹鋼金屬外殼
不銹鋼，防潑水
HD inputs: HDMI (DVI with adapter), 1920x1200p60, 1080p60/50/30/25,
1080i60/50, 720p60/50, 1280x1024p60/50
4K / UHD Input: HDMI 2160p30/25*, 1920x1200p60/50, 1080p60/50/30/25,
720p60/50, 1280x1024p60/50
Video output: HDMI (DVI with adapter), 3840x2160p60/50/30/25,
1920x1080p60/50
1280x720, 1280x1024, 1920x1080, 1920x1200, 3840x2160*
*For 3840x2160 recording, “4K recording” needs to be activated.
MP4: H.264 / HEVC H.265 High Efficiency Video Coding
H.264 coding (Adaptive Constant Bitrate):
Normal quality: (HD 1080): 16 Mbps, (HD 720): 8 Mbps
Super quality: (HD 1080): 32 Mbps, (HD 720): 16 Mbps
HEVC coding (Adaptive Constant Bitrate):
Normal quality: (HD 1080): 8 Mbps, (HD 720): 4 Mbps
Super quality: (HD 1080): 16 Mbps, (HD 720): 8 Mbps
JPG / PNG
藍牙麥克風，
帶麥克風的有線耳機（4極），
USB麥克風
PIN 腳定義 :
1.
2.
3.
4.

內建記憶體存儲
外接存儲裝置
USB 支援
Remote
LAN
WLAN

Bluetooth
機體

左
右
共用/接地
麥克風輸入

High speed solid-state memory 128GB
Larger Internal Storage by order.
USB存儲（隨身碟或硬碟）。FAT32 / NTFS / exFAT
USB3.0, Super speed, 1 前置插槽, 2 後置插槽
後置USB插槽的最大允許負載為1A
3.5毫米迷你插孔。 相容標準腳踏開關（不包括在內）
和按壓觸發攝像機擷取器。
RJ-45, Ethernet 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
Dual-band 2x IEEE802.11a/b/g/n/ac

Operating bands:
2.412-2.472GHz, 5.18-5.24GHz, 5.26-5.32GHz, 5.5-5.70GHz
BT4.1+HS, BLE, 2.402-2.480GHz
MVR / MVR Pro 含觸控螢幕:
尺寸（寬x深x高）：173 x 153 x 50mm（不帶天線），重量：1,28公斤
MVR 未附觸控螢幕
尺寸（寬x深x高）：160x150x40mm（不帶天線） ， 重量：1.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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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環境

防止滲透液體：
易燃混合物存在時
的防護等級：
功率
保險絲
隨附套件內容

操作：環境溫度-20° 至+ 40°C， 氣壓700至1060hPa ，
濕度30至75％（非冷凝），
存儲和運輸：環境溫度-40°至+ 85°C， 氣壓700至1060hPa，
濕度0至93％（非冷凝）
IP20（=未受保護）
該設備無法防止爆炸

（請勿在可燃的氣氛中操作此設備）
AC 100-240V，0.4-0.2A，50 / 60Hz，3針 AC插孔
T1AH, 250V
MVR / MVR Pro 醫療影像錄影機，USB隨身碟，HDMI線，Wi-Fi / BT天
線，HDMI轉DVI 轉接器，分接遠端控制線，電源線，紅外遙控器，橡膠腳墊
（4），使用手冊（中文）

符合之規章及認證

IEC 60601-1:2005, IEC 60601-1:2005/AMD1:2012,
IEC 61000-4-4:2012,
IEC 60601-1-6:2010, IEC 60601-1-6:2010/AMD1:2013 IEC 61000-4-5:2014 +A1:2017, IEC 61000-4-6:2013,
EN 60601-1:2006/ A1:2013/ A12:2014
IEC 61000-4-8:2009, IEC 61000-4-11:2004 +A1:2017
EN 60601-1-6:2010/ A1:2015.
ETSI EN 301 489-1 V2.1.1: 2017-02
ANSI/AAMI ES60601-1 (2005/(R)2012 + A1:2012,
ETSI EN 301 489-17 V3.1.1: 2017-02
C1:2009/(R)2012 + A2:2010/(R)2012) – Amend.
EN 55032:2015, Class B
1 – Rev. 2012/08/21;
EN 61000-3-2:2014, EN 61000-3-3:2013
CAN/CSA-C22.2 No. 60601-1:14 - Edition 3 – Rev.
EN 61000-4-3:2006 +A1:2008 +A2:2010,
2014/03;
EN 61000-4-2:2009
EN 61000-4-4:2012, EN 61000-4-6:2014
IEC 60601-1: 2005 + CORR. 1:2006 + CORR. 2:2007 EN 61000-4-11:2004+A1:2017,
+ AM1:2012 - Edition 3.1 – Rev. 2013/05/01;
EN 61000-4-5:2014+A1:2017
EN 60601-1:2006/A1:2013/A12:2014 - Publication
Date: 2014/06/24;
ETSI EN 300 328
IEC 60601-1-6:2010 (Third Edition) + A1:2013;
ETSI EN 301 893
EN 60601-1-6:2010/A1:2015
EN 60601-1-2:2015 (IEC 60601-1-2: 2014)
47 CFR FCC Part 15 Subpart B and
Emission: CISPR 11:2015, Class B
ICES-003 Issue 6: 2016 (Class B Limit)
IEC 61000-3-2:2014 and IEC 61000-3-3:2013
Immunity: IEC 61000-4-2:2008, IEC 61000-4-3:2010,

等級分類

I級設備/操作模式：連續
沒有AP / APG。沒有應用部分。

注意：若規格更改，恕不另行 通知
醫療器械指令93/42 / EEC

歐盟1999/5 / EC的R＆TTE指令的基本要求

醫療 - 符合IEC 60601-1，ANSI / AAMI ES 60601-1（2005）+
AMD（2012）和CAN / CSA-C22.2 No. 60601-的電擊，火災和機
械危險的一般醫療設備 - 1（2014）
本設備符合FCC 發放規則FCC第15部分B類 。
FCC ID: 2AFDI-ITCNFA324
IC: 9049A-ITCNFA324
符合RO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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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compliance information
This device complies with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This product does not contain any user serviceable components. Any unauthorized product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will invalidate warranty and all applicable regulatory certification and approvals, including
authority to operate this device.
FCC Part 15 Digital Emissions Compliance

We, MediCapture® Inc., 2250 Hickory Road, Suite 200, Plymouth Meeting, PA 19462 USA,
Phone +1 610-238-0700 declare under our sole responsibility that the product MVR / MVR Pro complies
with Part 15 Rules. Oper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two conditions: (1) this device may not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and (2) this device must accept any interference received, including interference that
may cause undesired operation.
WARNING: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This equipment
generates and radiates radio frequency energy and, if not installed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
•
•
•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e one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to.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TV technician for help.

Operations in the 5.15-5.25GHz band are restricted to indoor usage only.
Radiation Exposure Statement

The product complies with the FCC portable RF exposure limit set forth for an uncontrolled environment
and are safe for intended operation as described in this manual. The further RF exposure reduction can be
achieved if the product can be kept as far as possible from the user body or set the device to lower output
power if such function is avail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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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MediCapture Limited Warranty
MediCapture Inc. (“MediCapture”) warranties the product(s) listed below to be free of defects in materials
and workmanship for a period of one (1) year. Should warranty service be required, the warranty period will
be extended by the number of days required to restore normal operation and return the product(s).
MediCapture MVR / MVR Pro medical image recording device

Warranty Conditions

If, during the year that immediately follows the purchase date, a product covered by this warranty is found
to have a defect in material or workmanship, MediCapture (or a service facility authorized by MediCapture)
will restore the product to its original operating condition without charge for parts or labor. Note:
MediCapture reserves the right to utilize reconditioned subassemblies as warranty replacements.
This warranty applies only to those products sold by retailers authorized by MediCapture to sell such
products and is enforceable by the original purchaser only.
THIS WARRANTY IS APPLICABLE IN THE FIFTY (50) STATES OF THE USA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NLY. IT IS NOT APPLICABLE IN THE POSSESSIONS OR TERRITORIES OF THE USA
OR IN ANY OTHER COUNTRY. THIS IS THE ONLY EXPRESS WARRANTY WHICH MEDICAPTURE
MAK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OVE LISTED PRODUCT(S). ANY IMPLIED WARRANTIES
APPLICABLE TO THESE PRODUCTS ARE LIMITED TO THE DURATION OF THE EXPRESS
WARRANTY. MEDICAPTURE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LOSS OF REVENUES OR PROFITS,
INCONVENIENCE, EXPENSE FOR SUBSTITUTE EQUIPMENT OR SERVICE, STORAGE CHARGES,
LOSS OR CORRUPTION OF DATA, OR ANY OTHER SPECIAL,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CAUSED BY THE USE OR MISUSE OF, OR INABILITY TO USE, THE ABOVE LISTED
PRODUCT(S), REGARDLESS OF THE LEGAL THEORY ON WHICH THE CLAIM IS BASED, AND
EVEN IF MEDICAPTURE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IN
NO EVENT SHALL THE RECOVERY OF ANY KIND AGAINST MEDICAPTURE BE GREATER IN
AMOUNT THAN THE PURCHASE PRICE OF THE PRODUCT(S) LISTED ABOVE AND CAUSING
THE ALLEGED DAMAGE. WITHOUT LIMITING THE FOREGOING, YOU ASSUME ALL RISK AND
LIABILITY FOR LOSS, DAMAGE OR INJURY TO YOU AND YOUR PROPERTY AND TO OTHERS
AND THEIR PROPERTY ARISING OUT OF USE OR MISUSE, OR INABILITY TO USE, THE ABOVE
LISTED PRODUCT(S) NOT CAUSED DIRECTLY BY THE NEGLIGENCE OF MEDICAPTURE (some
STATES DO NOT ALLOW LIMITATIONS ON HOW LONG AN IMPLIED WARRANTY MAY LAST,
OR DO NOT ALLOW TH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OF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SO THE ABOVE EXCLUSION OR LIMITATION MAY NOT APPLY TO YOU).
This warranty gives you specific legal rights. You may also have other rights which vary from state to state.
In the event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warranty are found to be unenforceable, all remaining provisions
shall retain full force.
Owner Responsibilities
◙◙ Read the User Guide completely.
◙◙ Warranty registration is not necessary. However, should warranty service be required, you must be able to
provide proof of the purchase date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seller who made the sale (either MediCapture or
an authorized reseller). Please save your sales receipt and invoice.
◙◙ Make sure that the proof of purchase that you save contains the serial number and that it matches the
number on the unit that you purchased.
◙◙ Depending on where you purchased your unit, promptly notify either MediCapture or the authorized
reseller of any malfunction upon discovery.
◙◙ In the event service is required, return the product to an authorized MediCapture service center. All
shipments must be PREPAID. No COLLECT shipments will be accepted. Products repaired under
warranty by MediCapture, or an authorized service center,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sender PREPAID.
◙◙ Products returned for service (in or out of warranty) MUST have a Return Merchandise Authorization
(RMA) number issued by MediCapture or an authorized service center.

Exclusions
IMPORTAN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can cause this warranty to be unenforceable.

◙◙ Purchase of the product listed above from resellers NOT authorized by MediCapture to sell the product.
◙◙ Alteration or removal of the trademark, name, or identification number or serial number of the products.
◙◙ Use of parts or supplies (other than those sold by MediCapture) that cause damage to the products.
◙◙ Product failures that are the result of: neglect, abuse, misuse, modification, or accidental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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