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veal LINQ™ 系统可让医生了解
您日常生活中的心脏健康状况

Reveal LINQ™

植入式心电事
件监测系统

乐享生活，健康无忧



为什么长期监测心脏健康
状况可能适合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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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可能因心跳异常引起的症状，医生
可能会建议您使用心脏监测器。

但是，心跳异常可能很难捕捉和诊断。心跳
异常的发生可能没有规律，而且您可能感觉
不到心跳异常。

针对这一问题，现在有一种解决办法。植入
式监测器可以全天候监测您的心脏是否存在
心率不齐的情况，而不会给您的日常活动带
来任何影响。

这可以帮助您的医生判断您的症状是否由心
脏健康状况引起，从而进行对症治疗。



长期监测心脏健康状况可能会改
善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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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原因晕厥
您反复经历不明原因昏厥。这种情况也称为 
“昏倒”或“惊厥”。

•  为什么要监测？昏厥可能源于严重起因，
包括心跳异常。

中风
如果您存在称为房颤的心跳异常状况，那么
您发生二次中风的风险就会增加。 

•  为什么要监测？中风幸存者可能经历过房
颤，但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监测心脏健康
状况可以发现房颤，由此您可以接受对症
治疗。

房颤
是指心率急促且不规则的情况，也称为 “AF” 
或“AFib”。

•  为什么要监测？长期监测您的心脏健康状
况可以检查治疗效果。

心悸
心悸是指心脏有敲击、快速跳动或扑动的感
觉。

•  为什么要监测？心悸可能是心跳异常的症
状。



了解 Reveal LINQ 植入式心电
事件监测器（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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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 LINQ ICM 是一种植入皮下的小型器
械，用于监测您的心脏健康状况，使用寿命
长达三年。†对大多数患者来说，外观上看不
到已植入的器械。
†请参阅 Reveal LINQ ICM 临床医师手册了解使用参数。

实际大小



相信这种世界上最小的植入式心
电事件监测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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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先进
只能通过长期监测才能获知关于您的心脏的
一些信息。Reveal LINQ ICM 还可以检测到
心跳异常状况，这是其他心脏监测器难以检
测到的。

使用高效
一次植入等同于佩戴数十个短期心脏监测
器。这可以加快诊断和治疗速度。‡

始终监测
借助这款心脏监测器，医生可以随时跟踪您
的心脏健康状况，同时您的生活不受影响。

方便快捷
借助这款心脏监测器，可以减少您的就医次
数。§ 不再需要使用导联线和电极片。不会给
您的日常活动或出行计划带来任何影响。植
入式心脏监测器随时随地进行监测，从而减
少您自己和看护者的工作。

操作智能，提供个性化服务
Reveal LINQ ICM 会根据您的具体状况自动
向医生发送您的心脏健康状况信息。您甚至
可以标记症状，以便医生可以将您的心跳与
感觉相对应。

请咨询您的医生，了解远程监测的风险和益
处，并确定 Reveal LINQ ICM 是否适合您。

‡ 一次植入可持续长达三年，植入式监测等同于 36 个使用寿命为 30 天
的监测器。

§与短期监测器比较。



植入安全又快速

植入 Medtronic 心脏监测器通常只需不到五
分钟的时间，

且无需对患者进行全麻。
这款监测器植入皮下，在门诊即可完成植入
手术。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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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
LINQ 
ICM

之后您可以继续
进行日常活动。



远程联系您的医生，根据您的具体状况提供
个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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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有关设置家用发送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患者手册。 

植入后，您即可返回家中，借助家
用发送器将 Reveal LINQ ICM 监
测的心脏健康状况信息发送给医
生。Ω

您可能还会收到一个患者控制器。
如果有症状出现，可以按控制器上
的一个按钮。

Reveal LINQ ICM 全天候监测并记
录心跳异常，同时您的生活不受影
响。

您只需将家用发送器插上电源即
可。

然后，医生可以在办公室远程访问
您的心脏健康状况信息，并且必要
时与您联系。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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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患者手册。

您可以放心使用这款心脏监测器，因为它具
有以下特点：

经临床验证且广受信赖
Medtronic 心脏监测器是是世界上最小
的1植入式监测器，已经过最广泛的临
床研究2。 
已经有超过 150万人植入 Medtronic 
植入式心脏监测器来监测心脏健康状
况。3 

数据安全
这款心脏监测器使用 Bluetooth® Low 
Energy 向您的手机应用程序发送心脏
健康状况信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是 
Medtronic 的首要任务。这款器械的连
接功能可以保护您的数据安全。

在 MRI 环境中使用安全††

通过将您的器械识别卡提供给成像技术
人员，他们可以获得更多信息。

在机场安检时使用安全
这款心脏监测器不受机场安检和扫描
影响。



Medtronic 植入式心脏监测器由 Medicare 和
私人保险公司广泛承保。请咨询您的保险公
司进一步了解植入或监测相关费用。

有疑问？ 有关常见问
题和更多信息，请访问 
MonitorYourHeart.com。

费用和保险范围

9



请咨询您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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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监测心脏健康状况需遵医嘱，并不适合
所有人。请咨询您的医生，了解长期监测心
脏健康状况是否适合您。您的医生应与您讨
论所有可能的获益和风险。虽然很多患者能
够从长期监测中获益，但疗效各异。 

有关更多信息，请拨打 Medtronic 免费热线
1-800-551-5544 
（美国中部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7:00 
至下午 7:00）或访问 Medtronic 网站 
Medtronic.com/HeartMonitor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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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CM 尺寸比较指南，Medtronic 存档数据，2021 年。
2 Medtronic Reveal™ 出版物，Medtronic 存档数据，2022 年。
3  Medtronic Reveal™ ICM 系列数据，存档数据，2021 年。 

Reveal LINQ™ LNQ11 植入式心电事件监测器和患者控制器
Reveal LINQ 植入式心电事件监测器是一种植入式监测系统，既可由患者启动，
也可自动启动，可记录皮下 ECG，适合用在以下情况中：
•  有临床症状或状况表明其心律失常风险增大的患者 
•  有短暂性症状如晕眩、心悸、晕厥和胸痛等症状的患者，这些症状可能表示患者

患有心律失常
此器械尚未专门针对儿科使用进行测试。
与植入 Reveal LINQ 植入式心电事件监测器相关的可能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手术
部位感染、器械移位、器械腐蚀出皮肤和/或对器械材料敏感。
使用 Reveal LINQ 植入式心电事件监测器进行治疗需由您的医生开具处方。这种
治疗并非所有患者都适用。请与您的医生交流，以便了解该治疗是否适合您。您
的医生会与您讨论所有可能的获益和风险。虽然很多患者能够从该治疗中获益，
但疗效各异。
查看器械手册了解有关 使用说明、适应证、禁忌证、警告、注意事项以及潜在 并
发症/副作用的详细信息。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 Medtronic，电话号码：1 (800) 
328-2518 和/或查询 Medtronic 的网站，网址： www.medtronic.com。
注意：联邦法律（美国）规定此器械仅限由医生或遵医嘱销售。

其他器械信息： 
Medtronic CareLink™ 监测器和 Medtronic CareLink 网络
预期用途：根据医嘱以及产品手册中的介绍，CareLink™ 监测器和 CareLink 网络
用于传输一些 Medtronic 植入式心脏器械上的患者数据。这些产品不适合在紧急
状况下作为医疗救护用品，并且只能按医嘱使用。 
禁忌证：CareLink 监测器不存在禁忌证。
警告和注意事项：CareLink 监测器只能用于查询兼容的 Medtronic 植入式器
械。CareLink 监测器应在开具处方的国家/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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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Medtronic。Medtronic、Medtronic 徽标和“生命因科技不凡”都是 
Medtronic 的商标。Bluetooth® 文字标志和徽标是属于 Bluetooth SIG 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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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免费电话：800.633.8766
全球电话：+1.763.514.4000

请咨询您的医生，了
解长期监测是否适合
您，以及您是否准备
好接受植入手术。

进行注册，以详细了解 
Reveal LINQ ICM 是否适合您。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MonitorYourHear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