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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说明
编号 26102

1. 作用原理：

虫子叮咬皮肤在所难免。通常，昆虫会
吸取人体的血液，并同时传播毒素。被
虫子叮咬后的局部皮肤会出现疼痛和
肿胀的症状，并令人瘙痒难忍。有时越
挠越痒，抓破皮肤后常常会引起皮肤感
染。到目前为止只有冷敷或是使用特殊
的药膏才能缓解这些不适。蚊虫叮咬加
热止痒器采用一种新颖又有效的办法来
消肿止痒。这些会引起瘙痒，肿胀及炎
症的毒素一般是由蛋白质分子构成的。
在达到一定温度后，蛋白质会改变它的
分子结构，从而失去它的生物活性，促
使迅速且有效地缓解治愈昆虫叮咬带来
的困扰。另外，通过加热被虫子叮咬的
部位能改变皮肤和皮下受体（此类游离
神经末梢能感受冷、热、轻触和痛的刺
激）。这也能起到止痒消痛的作用，同
时保证整个治愈过程无刺激，无副作
用。蚊虫叮咬加热止痒器正是利用了这
个原理将被虫子叮咬的皮肤局部加热到
一定的温度。功效已经医学测试证明
（由医学博士M.Sorf, Poliklinik Nove 
Mesto n/V (SK)-2006:
•   74% 受测者使用后马上能让不适感

得到缓解。
•  66%受测者使用24小时后，咬伤处

完全治愈。
•  20% 受测者使用后情况得到好转。
•  78% 受测者使用24小时后，咬伤处

的红肿直径小于6毫米。

•  若在没有加热治疗的情况下，只有
18 %的受测者的红肿直径小于6毫
米。

2. 产品说明：

•  本仪器只能适用于人体。
•  为避免无意按到加热按钮，请妥善

存放本仪器。否则可能会引起持续
加热或高温烫伤的不良后果。

•  请先将加热金属片接触到皮肤后，
再按下加热按钮。若提前按加热按
钮可能会烫伤皮肤。

•  出于卫生的考虑，请一人专用一台
仪器。

•  糖尿病患者不能使用本仪器。因为
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对疼痛变得不敏
感，所以在使用本仪器时会不小心
烫伤皮肤。

•  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群，3岁以下的婴
幼儿以及对热源不敏感的人群（例
如患有某些皮肤疾病，皮肤结疤的
区域或者因服用镇痛的药物，酒精
或毒品）不能使用本仪器。

•  本仪器对虫子叮咬后引起的过敏无
效。

•  本仪器仅供私人使用，而非商业用
途。

•  本仪器应防撞击，防潮防尘，远离
化学用品，避免巨大温差和直接的
阳光照射。

•  只有本产品的客服或是有相关许可
的商家允许维修本仪器。请在申请
维修前确保是否已经更换电池。



•  本仪器符合欧洲医疗电子产品的标
准93/42/EEC。

•  本仪器符合欧洲标准EN60601-1-2
， 在电磁相容性方面做了相应的预
防措施。请注意，便携式或是可移
动的高频通讯设备可能会影响本仪
器。对此，您可向我们的客服中心
要求进一步的相关数据。

3. 关于昆虫的几点建议

•  请不要用快速或急促的动作去触怒
昆虫; 不要拍打昆虫。

•  在室外要小心饮用带甜味的饮料，
特别是瓶装或是罐装的饮料。请尽
量使用吸管！

•  请和昆虫窝以及成群的昆虫保持距
离（建议3到4米）。

•  请在室外活动时穿着长袖或紧身的
衣服。

•  尽量不要打死昆虫，因为这样昆虫
会分泌一种有气味的物质，这种物
质会使得周围的昆虫变得有攻击
性。

•  在室内，您可以使用玻璃杯或一小
块硬纸板捉住昆虫，然后将它们放
回室外。

•  请在门窗前安装防蚊纱窗。
•   请在床的周围装上蚊帐。
•  特别是有对昆虫有过敏的情况下您

要特别小心，避开会有许多昆虫出
没的场所。如有需要，要将您过敏
的情况告知您身边的人，以便他们
在紧急情况下能够更好的帮助您。

•   在某些情况下最好能随身携带急救
包，并告诉您身边的人在紧急状况
下如何使用 。

4. 产品说明：

a 仪器部件
b 带有指示灯的加热按钮
c 电池盒盖

5. 操作

安装电池
首次开机使用时将电池盒盖向后推开。
电池盒中配有一节9号电池。请将电池
取出拆开包装，将电池扣入连有电线的
电池接触端，同时注意正负极。然后再
将电池放回电池盒，电池端朝上，把电
线塞进仪器中。请注意在关上电池盒时
不要卡住电线以免损坏它。



更换电池
在您按下加热按钮后若指示灯不亮，就
必须更换电池。本仪器所配的9号电池
可以供电使用本仪器大约100次。请不
要使用充电电池。更换下来的电池请勿
扔入生活垃圾中。您有义务合理地处
理废电池，将废电池交给专门的经营电
子产品的商品或是当地的专门的废品
回收点。提示：在含有有毒物质的电
池上您可以看到下列标识：Pb=含铅电
池，Cd=含镉电池，Hg=含汞电池。

6. 使用说明

蚊虫叮咬加热止痒器在下述情况下请
勿使用：
•  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及无生活自理能

力的人群。
•  糖尿病患者或者对疼痛不敏感的人

群。
•  服用有镇痛作用的药物，毒品或酒

精的人群。
•  某些敏感的皮肤区域（如眼皮，黏

膜等）。
在每次使用之前要确保被虫子叮咬后伤
口中的刺已经拔出，若没有，请小心地
先将刺拔出。在被虫子叮咬后直接使用
本仪器效果最佳，因为毒素还没有在皮
肤中扩散。如果您没有及时治疗或是被
叮咬的部位已经出现瘙痒，发炎和肿胀
的症状，那效果可能不是非常明显。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请重复使用本仪器，通
常能够止痒并加速伤口治愈过程。请先
将本仪器的金属加热片贴住被叮咬过的
伤口，然后再按下加热按钮。这时蓝色

的加热指示灯就会提示您，金属加热片
正在加热中。加热片需要大概25秒钟
的时间来达到它50℃ 左右的最高温。
请不要加热超过30秒钟，而是在适当
的时候停止加热皮肤，以免烫伤。金属
加热片的最高温度是受到本仪器电子控
制的。这个温度和人体感受到的温度受
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皮肤类型，皮
肤湿润度，脂肪比例，体温，外界温度
等等。请注意，皮肤一旦稍微出现不
适，在还没有烫伤皮肤前或者仪器使用
已经达到最高限时时，立即松开加热按
钮，中止使用本仪器。否则可能会出现
严重烫伤皮肤的情况。本仪器不配有自
动断电装置。您只要一松开加热按钮，
本仪器就自动关机停止加热，金属加热
片慢慢冷却下来。如果您马上继续使用
本仪器，而加热片还没有完全冷却下
来，那么加热时间也要相应缩短。因此
建议您最好让金属加热片冷却30秒钟
之后再继续使用本仪器。使用后，请您
先等待至少60秒钟之后再将本仪器收
放起来，并注意妥善保管，避免因存放
不当而无意按到加热按钮。

7. 清洁与报废

•  每次清洁本仪器之前请将电池取
出。

•  请用一块略微湿润的布擦拭本仪
器。较脏的地方可以用布沾点较温
和的肥皂碱擦拭。

•  请不要让本仪器沾到水。如果沾到
过水，那么本仪器在充分晾干后才
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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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使用化学清洁剂或是去污粉来
清洁本仪器。

•  请按照废旧电子产品的规定
2002/96/EC – 欧盟废电子电机设备
指令 (WEEE) 报废本仪器。 您如对
报废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咨询当
地相关的负责部门。

8. 技术参数

•  型号: ISK
•  供电: 供电9伏电池
•  重量: 37 g （不含电池）
•  金属加热片最高温度: 68 ℃ + 0 

℃/ -3℃ (不接触皮肤) 
约47 ℃ ± 3 ℃ （接触皮肤） 
该值取决于具体皮肤类型和特性 

•  从室温加热到最高温的用时: 
大约25秒钟（接触皮肤）

•  运行本机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 
0 ℃ 到40 ℃ ，20-65% 相对湿度

•  保存本机允许的最高环境温度: 
0 ℃ 到60 ℃ ，<95% 相对湿度

•  标识注释: 标识注释 
本机类型 B 
请阅读使用说明书

9. 保修说明

本仪器享受两年期材料或制造工艺缺陷
的保修。下述情况不在保修范围内：
•  因没有按照使用说明操作而造成的

损坏。

•  易耗部件。
•  消费者购买时已经发现有缺陷的。
•  人为造成的仪器损坏。
保修服务保护了消费者应当享有的法律
权益。但是只有提供发票凭证才能够享
受保修服务，并且从购买当天起两年内
有效。消费者也可以将产品送至我们专
有的保修服务中心或是由我们认可的维
修店进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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