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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Q™ ICM 

患者系统综览

开始使用心电事件
监测器



欢迎使用

第1步
揭下贴纸后，按图中所示将其贴到家用发送

器上

第2步
立即在睡觉的地方旁边设置家用发送器， 

以确保医生可收到共享的心脏数据

第3步
在MonitorYourHeart.com注册，以便通过
电子邮件接收有用信息，使您植入器械后的

生活更加便利。

揭下贴纸后，按图中所示将其贴到家
用发送器上。

开始监测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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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电事件监测系统

如果医生担心您有心脏问题，则Reveal LINQ植入式心电
事件监测器（又称为“ICM”或“循环记录仪”）系统可以派
上用场。

以无线方式从器械中收集心脏数据，并向医生提供
这些数据的发送器。

植入胸部的小型器械。此器械可自动监测心
脏的异常节律，最长可持续使用三年。†

Reveal 
LINQ 
ICM

1

2

心电事件监测系统包括：

患者控制器是选配部件，由医
生提供。如果已收到患者控制
器，则可在出现症状时用其手
动作出标记。

要确保医生能接收您的心脏数据，请立即
设置家用发送器。

在MyCareLink™监测
器附近的就寝，这样您
睡觉时能与监测器共享
数据。

在家将MyCareLink监测器设置好之后，它便会开
始自动从Reveal LINQ ICM中收集有您的心脏信
息，并向医生提供这些信息。

心脏数据由Reveal 
LINQ ICM记录

医生可查看您
的数据，还会在
需要时联系您。

5

† 对于使用情况参数，请参见Reveal LINQ ICM临床医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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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家用发送器‡

将监测器电源插入床
附近的标准电源插座

将此设置指南中的贴纸
贴在手持记录仪上。

放置监测器，在睡觉时要
与其始终相距不到6.5英尺
（2米），使其指向床尾。

等待蜂窝数据信号
条和白色箭头出现。

监测器通电时寻找
Medtronic徽标。

§  注：如果手动发送步骤已在医院完成，则无须
再执行一次。屏幕会变暗，此时已准备好进行
自动发送。

仅需按照下一页中的手动发送步骤
操作一次§，即可完成初始设置。

确保插入家用发送器的地方可以收到良好的蜂窝数据信号。如果不
能，则将它插在别的地方：您所处时间较长，又可以收到较好的信号。

1

2

3
6

5

4

‡  要详细了解家用发送器的设置方法，请参见患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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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的患者控制器
医生可能会建议您多携带一个小型器械，以标出症状。如果收到
这样的器械，则始终都要随身携带，以便在出现症状时标记。

使用患者控制器：
出现症状时按下并松开按钮。搜索指示灯会开始发出闪烁
的蓝光。

迅速将患者控制器在Reveal LINQ ICM正上方平贴在胸
部。

成功标出症状后会发出成功提示音，成功指示灯也会亮
起。 
如果未在15秒内发出成功信号，则重复步骤1-2。

家用发送器下次向医生发送信息时，也会共享当时的心脏状况信
息。

应该标记何种症状？
• 眩晕
• 晕厥
• 头昏
• 心脏扑动或心跳速度快（心悸）

设置家用发送器（续）

1

2

3

•  在距家用发送器不到6.5英尺（2米）的地方睡觉
•  始终让家用发送器插入电源插座，并确保插座未被可
关闭的墙壁开关控制

•  不要按任何按钮，除非已明确说明

医生会告诉您是否需要进行手动发送。 

记住，心脏信息会自动发送，通常会在您睡觉时发送。只须做以
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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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发送

按灰色的圆形按钮开始。 屏幕中显示向下箭头时
将记录仪放回底座中。

屏幕中显示向上箭
头时拿起记录仪。

查看绿条显示的
数据发送进度。

让记录仪处于Reveal LINQ 
器械上方，并等待绿条变长。

如果医生要求手动发送，
则按以下说明手动发送

1

2

3
6

5

4

显示绿色对号，确认数据
已发送完毕。
注：屏幕会变暗，此时已准备好进
行自动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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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寻求帮助

您应该可以放心，因为您的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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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器械的连接设计可以保护您的数据安全。

在MRI环境中使用安全Ω 
通过将您的器械识别卡提供给成像技术人员，以便他们可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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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疑解惑
在MonitorYourHeart.com注册，即可观看有帮助的视频教程，
还可以注册以便通过电子邮件接收有用信息，使您植入器械后
的生活更加便利。

需要帮助？
请通过1-800-551-5544致电Medtronic。

北美中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晚7点，患者服务专员可以提供
帮助。

Medtronic和医生办公室可能会联系您，帮助您在植入后完成设
置。 

Ω 更多信息请参见患者手册。

注册接收电子邮件 — 
请扫描此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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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了解的Reveal LINQ系统
相关情况

其它器械信息

问  旅行时要做什么？
答  要随身携带MyCareLink监测器，只须记得放置它的位置在您睡觉

的地方附近，并且可以收到足够强的蜂窝数据信号。不必担心漫游
费，但时区会改变时可能需要联系诊所，看看是否要在离开前改变
监测时间安排。

问  能否接受MRI扫描？
答  能。如果按说明进行MRI扫描，则Reveal LINQ ICM不会在特定

MRI环境中造成任何已知危害。通过将您的器械识别卡提供给成
像技术人员，以便他们可以获得更多信息。

问 能否接受机场安检？
答  能，应该不会有问题。只须携带器械识别信息卡，出示给机场安检

人员。

问  为何务必让MyCareLink监测器一直插入电源？
答  MyCareLink监测器会自动运行，以发送心脏数据及进行软件更

新。一定要使其插入电源，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操作。

问  怎样才能确认我的心脏信息已发送给医生？
答  如果MyCareLink监测器屏幕已变暗，则按一次灰色按钮即可查看

起始屏幕。显示出来的日期是上次成功发送的日期。如果（例如）
进行计划内定时发送时从床边走开，则可能偶尔会错过某一天的
发送。不要担心，系统会连续14天尝试重新发送相应数据。如果上
次发送之后已过了几天，则再看一看设置指南，以确保已按说明
设置监测器。

问  MyCareLink监测器灯亮起时要做什么？
答  无须做任何事情。监测器正在核实是否有软件更新，会自行完成

整个更新过程。

Reveal LINQ™植入式心电事件监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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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更多信息，请拨打Medtronic免费电话号码1-800-551-5544（北美中部时间周一到周五
早7:00到晚7:00）或查看Medtronic网站www.medtronic.com。

患者控制器
患者控制器预期由无医生监督的患者不在医院或诊所内使用。患者控制器可启用
Reveal™植入式心电事件监测器中的数据管理功能，以便发起心电事件数据记录，将其
存储在已植入器械的内存中。  

在电磁干扰源（如手机、电脑显示器等）附近使用患者控制器，可能会对此器械的性能
产生不利影响。

Medtronic MyCareLink™患者监测器
Medtronic MyCareLink™患者检测器是一款处方产品，根据医嘱以及产品手册中的介
绍，用于传输一些 Medtronic 植入式心脏器械上的患者数据。MyCareLink™患者监测器
向CareLink™网络进行传输的前提条件是有蜂窝数据服务。MyCareLink™患者监测器必
须已打开，并且在器械的通信范围内，才能以无线方式从已植入的器械接收数据。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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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tronic CareLink™服务由医生在处方中规定。这种服务并非人人都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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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很多患者能够通过使用这种服务受益，但疗效可能各不相同。对于更多信
息，请通过1-800-929-4043致电CareLink™患者服务部门（北美中部时间周一到周五上
午8:00到下午5:00）或查看Medtronic网站www.medtronic.com。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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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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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即可详细了解植入
Reveal LINQ ICM后的生活。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MonitorYourHe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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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多信息，请拨打Medtronic免费电话号码
1-800-551-5544 （北美中部时间周一到周五早7:00到晚7:00）或查看Medtronic网站
Medtronic.com/HeartMonitorISI。

(01)00643169574182(10)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