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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簡介
本手冊內容為上銀科技沐浴移位機MLT-H100 (以下簡稱為MLT-H100)之操作使用

說明。

MLT-H100為HIWIN醫療設備之照護設備類產品，適用於醫院、安寧緩和病房與

照護機構。若對於產品有任何使用上的建議，請聯繫：

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IWIN TECHNOLOGIES CORP.
40852台中市南屯區精科路7號
Tel: (04)2359-4510
Fax: (04)2359-4420
www.hiwin.tw
business@hiwin.tw

1.1 重要訊息

1. 使用前詳細閱讀操作手冊

請在使用前詳細閱讀此操作手冊，務必隨時保持本說明書備份並與設備一起存

放。請經常重新閱讀此操作手冊並瞭解安全的防護措施。只有經過設備教育訓

練才能操作此設備。請確保未經認可的人員切勿使用此設備。

2. 操作者的責任

操作者有責任確保自身已熟讀並瞭解操作手冊內容。然而無法保證操作者在閱

讀過本操作手冊後，可以獨自操作、檢驗、測試、校準、維修、故障排除或問

題解決。操作者在操作MLT-H100前，必須經過完整的設備教育訓練，方可操

作此設備。

3. 通報非預期的事件

如果發生任何非預期的事件，請聯絡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保養與維護

請勿自行更換設備的任何部件。

請參閱8.產品保養與維護對本設備進行定期保養。

5. 錯誤與疏忽

此操作手冊內容若有錯誤與疏忽之處，煩請通知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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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安全資訊

此符號為安全警語，使用前請詳細閱讀操作手冊，以免造成病患、員工或自身

之危險與設備損壞。

產品操作

病患體重不得超出設備之最大承載重量135 kg。

為避免設備損壞，請依循額定運轉率10%進行操作詳見7. 產品技術規格。

 操作人員必須為已受訓人員並全程照護病患。

請勿重壓擔架，避免設備傾倒造成人員傷害。

為避免夾傷，使用設備時照護者與病患的手腳應和夾縫保持距離。

為避免設備重心不穩而傾倒，應確保病患的肢體不任意移動。

為避免病患摔落，請將病患正確定位於擔架上，使用並正確固定和拉緊安全帶。
 

為確保病患在擔架上的安全，移動過程中，手能施力的病患應全程握住安全握
把，並繫上安全帶。

照護者在操作過程應與安全握把保持安全距離，避免病患突然將其往上推，打
傷照護者。

切勿在不平整、坡度過大與通道有阻礙的路面操作本設備，避免設備傾倒或病
患摔落。

切勿讓異物掉落至升降軌道，避免造成設備故障與人員傷害。

電池充電前先確認電壓是否相符。

切勿碰撞電池造成破裂、漏液，導致人身傷害。

遇到緊急狀況可使用緊急停止鈕將設備暫停並做處理。

病患若突然發生癲癇或痙攣，請立即將病患由MLT-H100移開至安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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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與消毒

每位病患使用後都必須確實進行清潔與消毒，避免交叉感染。

清潔與消毒過程應全程使用手套，避免傷害皮膚。若消毒劑接觸到皮膚或眼
睛，請立刻用大量的清水進行沖洗。如果症狀持續沒有緩解，請立即就醫。

請勿使用鋼絲絨或菜瓜布刷洗MLT-H100與其配件。

保養與維護

請務必確實執行定期檢查(自我查檢表)，避免產品因故障導致人身傷害。隨著使
用次數的增加，檢查的頻率也必須跟著提升。

請勿擅自改裝本設備所有部件，避免因故障導致人身傷害或設備損壞。

必須由通過核可的授權人員按適當的頻率進行檢修，避免因產品的不安全造成
人身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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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功能
本設備適用於病患的升降與水平移動，在沐浴過程中，照護者可單人操作設備將

病患從床上移位至浴室，減輕照護者身體負擔並確保病患的安全。

本產品可搭配“上銀科技”水療設備 MHS-B100使用。

2.1 產品限制

● 成人使用。

● 病患體重不得超過最大載重135 kg。

2.2 產品使用壽命

按此操作手冊的產品功能和定期的保養與維護使用條件下，本設備的預期使用壽

命為5年。電池的使用壽命為3-5年，取決於使用頻率、充電間隔與儲存環境。

2.3 產品使用前注意事項

● 每次使用前後，務必參閱8.產品保養與維護之自我查檢表並確實執行，確保設

備的安全性。

● 每位病患使用後，務必參閱6.產品清潔與消毒並確實執行，避免交叉感染。

● 每次使用前務必檢查電池的電量，若電量不足，請立即停止使用並為其充電。

● 每次使用前務必確保各部件無任何損壞。

● MLT-H100推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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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 標示意義 符號 標示意義

 
B型接觸部件: 電擊防護符合
IEC60601-1規定要求。

 
緊急停止

安全操作負荷 135 kg
 

請在使用前閱讀本操作手冊

 升降行程 400 mm 請繫上安全帶

 
電池 警告，電池充電中

 保險絲 15A/20 mm
 

警告標誌

IP 65 防護等級
 

警告有電

 
遵循歐盟指令2012/19/EG 
(WEEE)的規定單獨回收電器和
電子組件

 
禁止踩踏

環境危險-含鉛

不可丟棄

 
禁止伸入

 可回收

2.4 產品標籤與符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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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各部件名稱

1. 擔架與背靠擔架 

2. 枕頭 

3. 床墊 

4. 安全帶 

5. 推行握把 

6. 背部角度調整拉桿 

7. 背部角度調整機構 

8. 安全握把 

9. 側邊護欄 

10. 立柱 

11. 操控握把 

12. 遙控器 

13. 控制盒 

14. 電池 

15. 緊急停止鈕 

16. 腳輪 

17. 腳輪煞車桿

14

13

15

17

12

11

17

16

7

1

2

3

4

5
6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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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各部件功能

   

擔架與背靠擔架

MLT-H100擔架的左右兩端均可做為背靠擔

架，選定後再將枕頭移動過去即可。 (圖1)

背部角度調整機構

拉動角度調整拉桿，將背靠擔架推至所需

角度；放開角度調整拉桿，檢視定位插銷

是否固定到位，確保背靠擔架穩固無晃

動。(圖2)

安全握把

MLT-H100配有兩個可活動的安全握把。

使用時，降下最適合病患握住距離的把

手。(圖3)

腳輪煞車

● 限制腳輪轉動：用腳向下踩壓腳輪煞車

● 恢復腳輪轉動：用腳向上推動腳輪煞車

圖1 圖2

圖3 圖4

0°
15°

30°
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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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器

遙控器控制擔架床的升降。

● 調升MLT-H100，請按「↑」。

● 調降MLT-H100，請按「↓」。

控制器

控制器內的上方為電池，下方為控制盒。

警告

避免電池過度充電，且放電後應

立即充電，若不立即充電會產生

硫酸鉛化的現象而造成蓄電池提

早劣化。

蓄電池電壓下降會造成機器的驅

動器無法作動。

電池

● 電量表示

電量燈號顯示在控制盒外部，當電池電量不足時會發出蜂鳴音提醒，需盡快進行充

電，避免電池造成永久性損壞。充電中指示燈為紅色，充飽電為綠色。

● 電池充電

將插頭連接AC電源線，然後與插座連接(請參閱圖7)。充電時，升降功能無法作動。

● 電池的使用環境

充電：0℃ (32℉) ~ 40℃ (104℉)

放電：-15℃ (5℉) ~ 50℃ (122℉)

保存：-15℃ (5℉) ~ 40℃ (104℉)
● 電池使用的注意事項

1. 首次使用或一段長時間後重新啟用的電池，使用前必須予以充電8~12小時。

2. 蓄電池在貯存中會自行放電而導致容量降低，所以必須保存在低溫、乾燥，及無直

接日照或火源附近之場所。

3. 電池設計為週期性使用，建議時常充電以保持電池於最佳狀態。

圖5 圖6

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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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安全裝置

緊急停止鈕

● 啟動緊停裝置：按壓紅色鈕，設備將停

止運作
● 解除緊停裝置：順時鐘旋轉紅色鈕

緊急升降按鍵

若遙控器失效導致擔架無法升降，請使用

緊急升降按鈕操控。(圖8)
● 調升MLT-H100，請按「↑」。

● 調降MLT-H100，請按「↓」。

安全帶

胸前與腿部的安全帶

扣上插扣，調整安全帶至病患舒適之長度

並固定。雙手需放於安全帶外。

床墊

● 床墊固定：將扣件插入，旋轉插扣固定

片，再順勢將其水平推入固定。

● 床墊拆卸：將扣件固定片推出，卸下插

扣。

枕頭

將枕頭放置於床墊上，插入插扣繫緊，調

整至病患感覺最舒適的位置。

圖8 圖9

圖10 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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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產品操作

5.1 將病患從病床轉移到MLT-H100

1. 將床墊與安全帶就定位，選擇MLT-H100適合的一端做為背靠擔架，放上枕頭

並固定。取下側邊護欄，並降下病床床欄。

2. 將背靠擔架的角度調至與病床同水平。

3. 將病患側翻至背對MLT-H100的方向。

4. 推行MLT-H100接近病床，使擔架靠近病患並貼近床面。(圖12)

5. 踩下MLT-H100的腳輪煞車。(圖13)

6. 翻轉病患的背並確保其躺在擔架的正確位置上(可搭配轉位工具使用)。(圖14)

7. 放上側面護欄、為病患固定安全帶，並降下安全握把。 

警告

為避免夾傷，使用設備時照護者與病患的手腳應和夾縫保持距離。

圖12

圖14

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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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為病患沐浴

 請閱讀"上銀科技"水療設備MHS-B100之使用說明書搭配使用。

1. 請手能施力的患者雙手握住安全握把，利用MLT-H100將病患轉移至浴室，協

助脫下患者衣物。

2. 確認背靠擔架角度為30°，調升擔架至最高點，並調降浴缸至最低點。(圖18)

8. 鬆開MLT-H100的腳輪煞車。(圖15)

9. 將MLT-H100從床上完全移出。

10. 將背靠擔架往上抬升至背部角度調整機構的第三格(30°)，並請手能施力的病

患握住安全握把。(圖16)

圖15

圖17

圖16

圖1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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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病患進行初步淋浴。(圖19)

4. 推行MLT-H100到浴缸上方的中間位置，並踩下MLT-H100的腳輪煞車。

5. 調整擔架與浴缸高度至符合照護者的舒適高度。

6. 為病患進行沐浴與渦流按摩。(圖20)

6. 泡澡後，讓水從浴缸內排出。請手能施力的病患握住安全握把。將浴缸降至

最低位置。使用淋浴蓮蓬頭為病患進行快速淋浴。(圖21、22)

圖19 圖20

圖21 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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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擦乾病患與擔架上的水，避免水滴落到地面。為病患蓋上浴巾或穿上衣服，

保持其身體溫暖。

8. 調降浴缸至最低位置並調升擔架床至最高位置。(圖23)

9. 鬆開腳輪煞車後，將MLT-H100拉離浴缸並推回房間。(圖24)

警告

為避免夾傷，應確保病患的肢體不任意移動，並且在移動過程中均握住

安全握把。

警告

為避免病患摔落，請將病患正確定位於擔架上，使用並正確固定和拉緊

安全帶。

圖25

圖23 圖24

5.3 將病患從MLT-H100轉移到病床

1. 降下病床的側邊護欄。

2. 為了預防弄濕病床，在病床擺放浴巾，且擦乾患者身體。(圖25)

3. 調整背靠擔架的角度至水平。

4. 調整擔架的高度，使其可以平穩的放到床面上。(圖26)

圖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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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踩下MLT-H100的腳輪煞車。(圖27)

6. 將安全握把升起，側邊護欄取下，解開病患身上的安全帶。

7. 將病患轉向至背對MLT-H100，使其完全離開擔架(可搭配轉位工具使用)。(圖28)

8. 鬆開MLT-H100的腳輪煞車。(圖29)

9. 調升擔架至離開床面的高度並拉離病床。

10. 將病患轉向，使其可以平躺在床面上。(圖30)

圖27

圖29

圖28

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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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產品清潔與消毒
為了達到最佳的效果及避免設備損壞/故障，建議使用下述規格的消毒劑。

● Super HDQ Neutral®  (Spartan Chemical Company, Inc. )
● 通過US EPA註冊許可

● pH中性

警告

設備於每次病患使用後都必須確實進行清潔與消毒，避免交叉感染。

警告

將病患安全送回病床後，再進行設備的清潔與消毒。

警告

清潔與消毒過程中，應全程使用手套，避免傷害皮膚。若消毒劑接觸到

皮膚或眼睛，請立刻用大量的清水進行沖洗。如果症狀持續沒有緩解，

請立即就醫。

用於消毒 MLT-H100的附件

● 防護手套

● 消毒劑儲放槽

● 消毒噴頭

● 乾布和溼布

● 軟毛刷

警告

請勿使用鋼絲絨或菜瓜布刷洗MLT-H100與其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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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清潔與消毒時，必須全程遵守下述步驟：(請搭配水療設備MHS-B100使用)

1. 檢查消毒劑的殘餘量，戴上手套。

2. 升起安全握把，取下側邊護欄，並拆除床墊、枕頭與安全帶放置到浴缸內。

3. 移動MLT-H100靠近浴缸，使擔架在浴缸上方，將其降低至適合清潔的高度。

4. 使用淋浴蓮蓬頭沖洗並搭配軟毛刷清除MLT-H100與拆下的配件的可見髒污。

5. 打開MHS-B100主機蓋，拿出消毒噴頭對準MLT-H100。

6. 短按 開啟消毒功能。(圖31)
7. 按壓消毒噴頭開關，噴灑消毒劑在MLT-H100與拆下的配件，並搭配抹布進行

清潔消毒。(圖32)

8. 鬆開消毒噴頭的開關，再度短按 ，將消毒噴頭放回原位。

9. 使用淋浴蓮蓬頭以常溫水大量噴灑並搭配乾淨的布擦拭，將殘餘消毒劑徹底

清除，並蓋回主機蓋。(圖33)

10. 使用乾淨的乾布做最後擦拭。(圖34)

圖31 圖32

圖33 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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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產品技術規格

規格

最大乘載重量 135 kg

設備重量 90 kg

尺寸 1890 (L) x 1000 (W) x 1540 (H) mm

迴轉範圍 2050 mm

床面高度 475 ~ 875 mm

背部角度調整範圍 0°、15°、30°、45°、65°

升降速度 0.75 m/min (Max.)

升降行程 400 mm

操作模式 (最大工作週期)
額定運轉率10%；
連續運轉2分鐘，休息18分鐘

噪音值 65dBA

控制力 5 N

電力

電源 電池 (4.5Ah)

充電器 LAK2J (INPUT: AC110-240V 50/60Hz)

充電器防護等級 IP 65

保險絲 15 A/20 min

運輸、儲存

與操作環境

溫度
運輸與儲存: -10℃ ~ +50℃
操作環境: +15℃ ~ +40℃

溼度
運輸與儲存: 10% ~ 80%
操作環境: 15% ~ 100%

大氣壓力
運輸與儲存: 500 ~ 1100 hPa
操作環境: 860 ~ 1060 hPa

允許搭配組合 MLT-H100 可單獨使用，或搭配“上銀科技”水療設備 MHS-B100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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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產品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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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產品保養與維護

警告

請務必確實執行定期檢查(自我查檢表)，避免產品因故障導致人身傷害。

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加，檢查的頻率也必須跟著提升。

警告

請勿擅自改裝產品部件，以確保使用安全並避免設備損壞。

警告

必須由通過核可的授權人員按適當的頻率進行檢修，以確保使用安全。

8.1 維護說明

保固期內，若因以下情況，導致設備故障與毀損，不予免費維修保固。

● 未依照操作手冊方法導致使用錯誤，或操作者未經過設備教育訓練。

● 不當的修理及改裝，為非經授權人員之修護。

● 火災、水災、地震、雷擊或環境因素、其他因素及自然現象之不可抗力因素。

● 未符合操作手冊內申明之使用條件。

● 未使用指定電源或使用延長線搭接，導致設備故障與毀損。

● 意外碰撞引起之損害。

● 更換消耗性零件：床墊、枕頭、電池、安全帶、腳輪。

8.2 查檢表

建議每週乙次，於安裝及每次維修後，依照本手冊後附自我查檢表進行檢查。

8.3 產品廢棄方式

請遵守當地國家的法規及規範，適當的廢棄時機為產品壽命終止時，應聯絡適

當的廢棄物公司處理。

● 金屬部件作為廢棄金屬處置

● 塑料件依照材料類型作廢棄處置

● 電器和電子元件作為電子廢棄物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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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產品故障排除

問題和狀況 問題排除

放掉遙控器按鍵後，

擔架持續上升或下降

立即按下紅色緊急停止鈕，拔出電池，將病患從MLT-H100移開，

並通知原廠。

按下遙控器按鍵後，

擔架無法上升或下降

1. 確認電池完全插入控制盒。

2. 確認是否誤觸緊急停止鈕，如有誤觸請解除。 
3. 確認電池有充足的電量。

4. 確認搖控器插頭正確插入控制盒。

5. 確認致動器插頭正確插入控制盒。

6. 遵照步驟1-5仍無法排除問題，則使用控制盒緊急升降按鍵，

降低擔架，並將病患從MLT-H100移開，同時通知原廠。 

推行時，

MLT-H100難以操控

1. 確認所有腳輪煞車都已解煞。

2. 確認所有腳輪都能自由轉動。

3. 確認腳輪是否壓碾到異物。

若以上步驟還是無法排除，請先將病患從MLT-H100移開，同時

通知原廠。

操作過程中發出異常聲音 將病患從MLT-H100移開，同時通知原廠。



項次 種 類 檢 查 項 目

1 整體架構 (1) 目視所有零件，確認零件無裂痕或鋒利邊緣

(2) 目視機械結構，確認螺絲是否鬆脫

(3) 腳輪是否能正確固定或是自由轉動、旋轉

(4) 目視床墊、枕頭，確認無任何裂縫讓水滲入

(5) 目視安全帶，確認無磨損、裂縫、破口

(6) 標籤完整黏貼於設備上

2 電  源 (1) 充電器插頭外觀是否有破損、裂痕

(2) 充電器電源線外表是否有破損

(3) 充電器電源線是否有過度折損、彎曲、糾結

(4) 控制盒指示燈是否正常

3 訊號線 遙控器與致動器訊號線是否有破損、裂痕、鬆脫

4 功  能 (1) 按下遙控器向上/向下按鈕，測試向上/向下作動情況

(2) 按下控制盒緊急升降按鍵向上/向下按鈕，測試向上/向下作動

情況

(3) 緊急停止的功能：持續使擔架上升/下降移動，緊接者按下緊急

停止按鈕，確認擔架停止作動

備註 (1) 使用設備過程中，應依操作手冊規定的作業程序處理。 
(2) 不得對設備進行修改。

(3) 保養維護建議週期：每週乙次。

若以上檢查項目中，設備有任何問題請聯絡原廠/產品經銷商。 

沐浴移位機MLT-H100
自我查檢表



1. HIWIN為上銀科技的註冊商標，請勿購買來路不明之仿冒品以維護您的權益。

2. 本型錄所載規格、照片有時會與實際產品有所差異，包括因為改良而導致外觀或規格等發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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