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RRES NEMO®
引流袋清空装置  

安装, 操作及维护说明

SERRES NEMO®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SERRES 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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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Serres 公司 （ “SERRES OY” ， “Serres公司” ， “我们” ，或 “生产厂家” ），即
SERRES NEMO® 引流袋清空装置的生产厂家 (“SERRES NEMO®”) 提供本说明为确保SERRES 
NEMO®引流袋清空装置进行正确和安全地安装、使用及维护。

安装、使用及维护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如未按本说明进行操作将导致厂家提供的质保失效并可能导
致人员或财产受到损害。

 

SERRES NEMO® 使用概述

SERRES NEMO® 被设计用于清空和冲洗SERRES 2000 ml和3000 ml 的引流袋。

SERRES NEMO® 通过该装置中的水喷嘴穿刺SERRES 2000 ml和3000 ml 的引流袋盖，通过水压
穿透引流袋进行清空和冲洗，并将引流袋内废液排入污水管道中。

运输和存放

• SERRES NEMO® 应存放于15℃至35℃的室内。运输和存放过程中应防止受潮、灰尘等
污物影响。
• 为保障 SERRES NEMO®的使用寿命、性能及安全性，建议在运输和存放时使用原始包
装材料。

处理和回收

•  SERRES NEMO®报废时请联系SERRES公司技术支持或当地经销商以获取该装置的消毒说明， 
并查看当地有关处理和回收的法律法规。处置不当可能会对环境、人员和财产造成污染或损害。

•  请勿将该装置作为未分类的城市垃圾处理。   

警告! SERRES NEMO® 清空引流袋后袋内可能有废液残留。
SERRES NEMO® 不对引流袋或袋中废液进行消毒。详见安全说
明–生物危害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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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保

SERRES公司保证SERRES NEMO®的材料和工艺在正常使用下从购买之日起1年（质保期）内不存在
任何缺陷。质保在购买国家/地区有效。请在收到货物后立即检查SERRES NEMO®机器是否存在缺
陷、损坏或部件缺失，并立即进行安装和调试。 质保申请最晚在质保期结束后的30天内向SERRES公
司或您当地的SERRES经销商提出。一旦收到有效的质保申请，我们将判断进行维修或更换，但必须
遵守以下条件：SERRES公司的唯一责任是使用相同或类似的产品对SERRES NEMO®进行维修或更
换。更换SERRES NEMO®或其配件及零件时，用户必须向我们（或SERRES当地经销商或其授权服
务合作伙伴）提供被更换的原SERRES NEMO®或其配件及零件。新的SERRES NEMO®或其配件及
零件归用户所有，更换后的SERRES NEMO®或其配件及零件归我们所有。

该质保不适用于以下情况，并且SERRES公司不会对由以下情况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数据丢失、损坏
或其它责任负责： (a) 因未遵循与SERRES NEMO®安装、使用、操作、维护或处理相关的说明而
造成的损坏；(b) 因SERRES NEMO®清洗盘的不当使用而造成的损坏；(c) 因使用非SERRES公司的
产品及使用非SERRES公司制造或推荐的零件、组件或配件而造成的损坏；(d) 因正常磨损、滥用、误
用、故意或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e) 不影响SERRES NEMO®正常操作的非功能性损坏或缺陷，如
划痕、凹陷或色差；(f) 被SERRES公司授权人员（包括SERRES当地经销商或其授权的合作伙伴）以
外的或未被SERRES公司书面授权的人员维修、改装过的SERRES NEMO® 或其配件及零件的损坏；
以及 (g) 任何SERRES公司序列号被更改、移除或污损。

上述质保中提供的补充条款明确代替SERRES公司可能承担的任何其它责任。SERRES公司对于因
SERRES NEMO®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索赔、要求或诉讼而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对任何方的
累计责任赔偿将不超过购买者为SERRES NEMO®支付的购买价。无论是否造成违反质保、违反合
同、疏忽、后果责任或其它直接、特殊、间接、偶发、惩罚性或继发性的损害，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即使已经通知了SERRES公司这些损害的可能性，或者是否已经合理地遇见了这些损害的可能性，并
且即使本质保提供的任何排他性补充条款均无任何根本目的也同样如此。某些当地法律不允许限制或
排除偶发性或继发性损害的责任，因此上述条款可能对您不适用。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本质保和上述补充条款是排他性的，并代替适用法律允许的所有其他口头
或书面、法定、明示或默认的质保、补充条款和条件。 SERRES公司特别声明不承担任何法定或默认
的质保，包括但不限于：由于交易、使用或贸易惯例，针对隐藏或潜在缺陷的质保以及针对专利侵权
的质保，对适销性、设计、针对特定目的的适用性提供质保。 如果不能合法地取消法定或隐含的质
保，则所有此类质保都限于上述质保书所述的明确的质保期，并且受限于本质保文件中的其他规定。

此质保不可转让，只能由SERRES NEMO®的原始购买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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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和替换件

作为维护，可购买替换件替换已损坏或磨损的组件。使用非SERRES公司的产品、零件或组件会导致
质保失效，并且无法保证SERRES NEMO®的安全性。

  描述  产品编码

  清洗盘  6003020

  内密封件  5798713

  外密封件  579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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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说明和生物危害警告

概况
在安装、使用或维护SERRES NEMO®前请务必阅读并理解本说明、SERRES NEMO®的操作方式以
及如何将包括血源性病原体和传染源污染的风险降至最低。SERRES NEMO®专为清空和冲洗Serres 
2000ml和3000 ml引流袋所设计。使用Serres 2000 ml和3000 ml引流袋之外的产品可能会增加
人员和财产受损害的风险。

只有经过SERRES NEMO®使用和维修保养培训的医务人员和维护人员，通过贵机构的血源性病原体
政策培训才能安装、使用和维护SERRES NEMO®。

如果SERRES NEMO®已损坏或缺少零件则请勿安装或使用。请与Serres公司、您当地的Serres经销
商或其他授权的服务合作伙伴联系。

• SERRES NEMO®仅用于SERRES 2000 ml 和 3000 ml的引流袋。

• 请勿将SERRES NEMO®作为垃圾桶或垃圾处理设备使用。  

• 请勿使用SERRES NEMO® 清空Serres含固化剂的引流袋。

• SERRES NEMO® 清空和冲洗引流袋后引流袋内可能残留废液。 
  SERRES NEMO®不对引流袋消毒。 

• 在使用SERRES NEMO®或处理引流袋时始终穿戴个人防护设备(PPE)。

• 用户有责任获得SERRES NEMO®在当地的安装、使用、维护、 
  医疗废物及体液收集和处置的许可证。

• 医疗废物和体液的不正确存放和处理可能导致环境污染。

警告! 血源性病原体风险。感染源风险。使用通用预防措施。   
SERRES NEMO®不对引流袋消毒。清空和冲洗引流袋后引流袋内
可能残留废液和感染源。  始终穿戴个人防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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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安全

• SERRES NEMO®清洗盘包含pH 7.5 (14 ml) 的中性洗涤剂。 

• 始终穿戴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PPE)手套/防护服/护目镜/口罩

• 始终遵循洗涤剂生产厂家提供的说明和建议。

• 如果接触到清洁剂，请立即冲洗眼睛；或立即摘下隐形眼镜；持续冲洗，立即致电卫生保健中心以
获取进一步医嘱指示。

警告! 清洗盘中的洗涤剂会造成严重的眼部损伤，或引起皮肤刺
激。如果洗涤剂不慎进入眼睛，请用水仔细冲洗几分钟，并摘下隐
形眼镜，持续用水冲洗，并寻求医疗建议/治疗。使用PP（聚丙烯）
处理清洗盘内洗涤剂 。

电气安全

• 始终使用SERRES NEMO®自带的电源线连接到带有保护性接地的安全插座（例如3脚插座）。我们
建议使用接地故障断路器(GFCI)。

• SERRES NEMO®不可使用延长电缆或延长电线。  

• 维护前请务必将SERRES NEMO®与主电源断开。

• 如电源线损坏，请务必从插座上拔下SERRES NEMO®的电源插头；然后，与Serres公司的技术支
持、您当地的Serres经销商或其授权的服务合作伙伴联系。

• 将SERRES NEMO®放置在靠近墙壁电源插座的位置，以便用户能够快速轻松地从墙壁电源插座上
拔下电源插头。

• 拔下电源插头时请拔插头而非电缆。

警告!  触电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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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和厂家声明— 电磁抗扰度
SERRES NEMO®引流袋清空装置旨在用于专业医疗机构环境。 

指南和厂家声明—电磁辐射 

SERRES NEMO®引流袋清空装置旨在用于以下指定的电磁环境中。 
用户应确保该装置在此环境中使用。

测试  合规  电磁环境—指导

射频辐射CISPR 11 第1组 该装置仅将RF能量用于内部功能。因此，它的设
备辐射非常低，不会对附件的电子设备造成任何干
扰。

射频辐射CISPR 11 A级 SERRES NEMO®引流袋清空装置适用于除住宅以
外的所有场所，直接连接到低压电源网络的场所除
外，这些低压电网为家用建筑物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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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要求

SERRES NEMO®安装要求：
• 符合技术规格和图纸中所述规格的开放区域。

• 冷水源，水压1至8bar (800kPa) 之间，该装置带有一个连接软管，该软管带有G1/2连接器。

• 规格最小为DN50的医用污水管道，紧密连接SERRES NEMO®和污水管道。使用DN50直径的管道
进行医用污水排放必须符合当地法规。污水管道口的高度必须低于SERRES NEMO®的排水口。连接
中应该没有气隙。请勿使用开放式地漏。

• 电源220-240 V / 50Hz带保护接地的电源插座。我们建议使用接地故障断路器 (GFCI)。

 
工具要求
• SERRES NEMO®可使用标准管道工具安装。

打开包装

• SERRES NEMO®在侧面有提手。

• 只可使用提手从运输托盘上提起SERRES NEMO®。

• 始终至少2人一起从运输托盘上抬起该装置。

    安装

SERRES NEMO®设计用于安装在潮湿的房间，例如水闸室。我们建议在安装了SERRES NEMO®的
房间安装地漏。

警告! 请勿在患者进行治疗的地方使用 SERRES NEMO®。

警告!  重型设备。使用举重工具或多人操作。有肌肉拉伤或背部受
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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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不要将SERRES NEMO®连接到
热水供水网络。

法规、建筑规范要求和许可证

安装之前，用户应查看有关医疗废液的收集和处理的当地法律法规。用户有责任获得所有必要的当地
许可证，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安装、使用和维护SERRES NEMO®。 

SERRES NEMO®的不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以及医疗废液、传染源和体液的存储或处理都可能导致
对环境、人和财产的污染和/或损害。

安装步骤

• 第一步: 连接到冷水供应网络
如图所示，首先将滤水器插入软管接头。然后使用连接软管将设备连接到供水网络。G1/2连接器用于
将装置连接至冷水网络。仅可使用装置附带的软管组。 

SERRES NEMO®具有AB型气隙 (SFS-EN 13077) ，可作为供水网络的反虹吸保护装置。如果当地
法规要求除气隙以外还需要其它类型的防回流保护，用户必须在安装SERRES NEMO®之前安装此类
额外的必要保护。

• 第二步：连接到污水管道
从SERRES NEMO®背面弯曲处通过DN50的管道连接到污水管道；弯头可以旋转180º.。必须符合当
地法规使用直径至少为50MM的管道进行连接。污水管道的高度必须低于SERRES NEMO® 的排水
口。 SERRES NEMO®不得通过开放式水槽或开放式地漏连接至污水管道。排水连接处不应有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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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步：连接电源
将SERRES NEMO®的电源线连接到具有保护性接地的电源插座上。我们建议使用接地故障

断路器 (GFCI)。请勿使用电源延长线。

• 第六步：排空内部水泵
 - 打开主开关。
 - 打开冷水水龙头。
 - 按下盖子的前面板上的开始/暂停按钮，排除内部水泵中的空气。
 - 在没有引流袋的情况下进行五次排空循环。

• 第三步：使SERRES NEMO®保持水平  
使用水平仪确保SERRES NEMO®竖直站立且保持水平。为此，请将水平仪放在SERRES NEMO®的
背面，以确保其竖直。如有必要可调整其支撑脚。 请勿从SERRES NEMO®顶部的盖子测量。取下塑
料包装。

• 第四步：使用墙壁支架将SERRES 
NEMO®固定在墙壁上
使用墙壁支架将SERRES NEMO®固定在墙
壁上。使用墙面所需的合适的螺丝。用四个
螺钉将SERRES NEMO®安装到墙上。

安装完成后，测试SERRES NEMO® 
• 通过清空5个3000 ml的Serres 引流袋来测试SERRES NEMO®
 - 不允许漏水。
 - SERRES 3000 ml引流袋会在13秒内破裂，这是正常现象， 
   说明SERRES NEMO®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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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和关闭机器盖

SERRES NEMO®通过盖子上的手柄打开和关闭盖子，出于安全原因，程序运行时无法打开机器盖。

    SERRES NEMO®的使用和操作

SERRES NEMO®仅用于清空SERRES2000和3000ml的引流袋。SERRES NEMO用于清空收集到
SERRES 2000和3000ml引流袋中的的医用废液。

警告!  明确禁止清空含有固化剂的引流袋! 使用之前应进行用户培
训以减少个人或财产被损害风险。

警告!  挤压伤害。打开或关闭机器盖时应小心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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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引流袋放入SERRES NEMO®
• 将要清空的引流袋放在装置中，袋盖位于固定环的顶部。引流袋的摆放方位没有限制。

• 清空箱周围的溢出槽收集所有在故障情况下从引流袋泄漏的液体。

• 在使用清空装置前，引流袋上的弯角
接头和串联管需取下，并密封引流袋！ 

正确密封引流袋 患者端接头未封闭 弯角接头未拔出 含固化剂的引流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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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SERRES NEMO®无法对引流袋进行消毒，引流袋在清空和
冲洗后可能含有残余液体和传染源，应注意血源性病原体传染源危
害，所以使用时请务必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清空引流袋

• 确保要清空的引流袋上的弯角接头和串联管已取下，并密封好引流袋。

• 打开 SERRES NEMO® 的盖子 (如上图)。

• 将要清空的引流袋放入装置中(如上图)。

• 通过按下SERRES NEMO® 盖子上的手柄，关闭机器盖，直到盖子锁定（如上图）。

• 绿灯闪烁5秒。

• 按下盖子的前面板上的开始/暂停按钮，启动清空程序，黄灯亮。

• SERRES NEMO® 清空程序将持续运行约20秒。

• 当清空程序完成且绿灯亮起时，可打开盖子。将空的引流袋从SERRES NEMO®中取出。

• 将被清空及冲洗过的引流袋按照医院的具体说明处理，按照一般医用废物进行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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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开关

• SERRES NEMO® 在盖子后面有个开/关按钮。在SERRES NEMO®正常使用时不必关闭装置。图
标   的LED灯亮起时说明电源已接通。

Nemo

• SERRES NEMO® 的前面板有个开始/暂停按钮和4个LED灯。按开始/暂停按钮启动或暂停 
SERRES NEMO® 。

• 底部的LED灯亮起时电源打开。
 

• 绿灯闪烁。
当引流袋放置在固定环上，关上机器盖（安全锁打开），绿灯闪烁5秒，表示盖子已正确关闭。 

• 绿灯亮表示清空循环在20秒内已经完成 。

• 黄灯亮20秒，表示程序正在进行。

• 黄灯闪烁
SERRES NEMO® 的水箱注满时，循环将自动开始；注满水箱可能需要几秒钟。SERRES NEMO®的
水箱必须注满，这样装置才可以启动。如果一个接一个的清空引流袋，可能没有时间及时注满水箱。
当水箱注满时黄灯停止闪烁。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Serres公司，或者您当地的Serres经销商或
其他被授权的合作伙伴。 

• 红灯亮
这表示发生了以下情况–  

 - 在程序循环期间按下了开始/暂停按钮
 - 在程序循环期间抬起了SERRES NEMO® 的手柄 
 - 在程序循环期间发生电源故障 
 - 水龙头关闭

 
 再次按下开始/暂停按钮，重新开始循环

 - 如果水箱在2分钟内没有注满水，红灯会亮起，注水口会自动关闭。

 请联系Serres公司，或者你当地的Serres经销商或其他被授权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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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电源指示灯没有亮起 

原因:

电源线未连接或者未插紧

解决方案:

确保电源线连接牢固

原因:

装置后面的电源开关在OFF的位置

解决方案:

确保电源开关在ON的位置

故障: 清空程序没有开始，红灯亮起。

原因:

供水故障

解决方案:

检查进水连接是否正常，水龙头是否打开。

如果水龙头已关闭，请按“开始”按钮重新

启动。

故障: 清空程序无法启动

原因:

盖子未完全关闭

解决方案:

将盖子上的把手放在向下位置。

然后用双手用力向下按，绿色LED灯开始闪烁

（持续5秒）并且电子锁发出咔哒声。按开始

按钮启动清空循环。

故障: 液体泄漏 

解决方案:

如果有液体泄漏，按下开始/暂停按钮停止清空循环，并断开电源线。请联系Serres 公司，或者

您当地的Serres经销商或其他被授权的合作伙伴。

    故障排除



SERRES NEMO® www.serres.com17

故障: 盖子无法打开。红灯亮起 

原因:

在清空循环期间电源中断了。

解决方案:

按下开始/暂停按钮，直到清空循环结束绿灯

亮起。

原因:

SERRES NEMO® 盖子上的手柄在清空循环

结束之前被抬起且绿灯亮起。

解决方案:

按下开始/暂停按钮，直到清空循环结束绿灯

亮起。

原因:

用户在清空循环期间按下了开始/暂停按钮

解决方案:

按下开始/暂停按钮，直到清空循环结束绿灯

亮起。

故障: 引流袋冲洗效果差

解决方案:

按下开始/暂停按钮重启程序循环。如果问题仍在存在，请联系Serres 公司，或者您当地的

Serres经销商或其他被授权的合作伙伴。

故障: 引流袋无法清空

解决方案:

按下开始/暂停按钮重启程序循环。如果问题仍存在，请联系Serres公司，或者您当地的Serres
经销商或其他被授权的合作伙伴。

其他问题:

请联系Serres公司，或者您当地的Serres经销商或其他被授权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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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RES NEMO®  的清洁

• 用消毒医院设备的清洁剂擦拭SERRES NEMO®的外部。

• 每天清洁。每天必须用清洗盘对清空腔进行清洗，清洗盘是一次性使用的。

• 请勿使用研磨性清洁剂或溶剂清洁该装置。

• 请勿将任何系统部件浸入液体中。

• 请勿用软管冲洗SERRES NEMO®。

• 任何电气连接都不允许液体或者湿气进入。

• 请勿对系统部件进行消毒。

化学安全

• SERRES NEMO®的清洗盘含有pH 7.5 (14 ml) 的中性洗涤剂。 

• 始终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PPE) 包括合适的手套，防护服，眼镜和面部保护装备。 

• 始终遵循洗涤剂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和建议。

• 如果接触到洗涤剂，请立即冲洗眼睛；并请摘下隐形眼镜，持续冲洗，立即致电卫生保健中心以获
取进一步医嘱指示。

警告!  清洗盘中的洗涤剂会造成严重的眼部损伤，或引起皮肤刺
激。如果洗涤剂不慎进入眼睛，请用水仔细冲洗几分钟，并摘下隐
形眼镜，继续用水冲洗，并寻求医疗建议/治疗。使用PP（聚丙烯）
处理洗涤盘内洗涤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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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清洗盘清洗清空腔

一次性清洗盘的日常使用确保了清空腔的清洁度，可确保SERRES NEMO®的正常运行。

将含有洗涤剂的清洗盘放入SERRES NEMO®中清洗清空腔。

请注意 - SERRES NEMO® 的清洗盘无法对清空腔进行消毒。

在清洗循环前也需要将清洗盘放置在固定环上，并密封盖子，以防止在清洗循环过程中水和污染物的
溅出。

请按照以下步骤清洗清空腔：
• 步骤一: 打开盖子 (详见打开和关闭盖子的说明)

• 步骤二:  将一次性清洗盘放在清空装置的固定环上。

• 步骤三:  关闭盖子，按下盖子上的手柄直至盖子锁定，然后按下盖子前面板上的开始/暂停按钮启
动程序。一个清洗运行程序约20秒。 

• 步骤四:  当程序循环完成后，可以打开盖子，取出用过的清洗盘。

维护程序

请遵循以下维护和检测时间表，以保证SERRES NEMO®正常运行。如果装置已损坏或不符合检测标
准，请勿再使用。

警告!  SERRES NEMO® 无法对引流袋进行消毒，引流袋在清空和
冲洗后可能含有残余液体和传染源，应注意血源性病原体传染源危
害，所以使用时请务必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警告!  只有经过电气维护培训的人员才能安装、检查和测试  
SERRES N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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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6个月:   更换盖子内的内密封件(订单号 #5798713).  如果内密封件在6个月内出现磨损迹
象，则应尽快更换内封条。

• 每12个月:   定期维护如下:

• 更换盖子内的外密封件(订单号 #5798714)。如果外密封件在12个月内出现磨损迹象，则应尽快
更换外密封件。

• 更换穿刺器密封件 (订单号 #5798704)。如果穿刺器密封件在12个月内出现磨损迹象，则应尽快
更换穿刺器密封件。

• 检查SERRES NEMO® 的部件是否磨损，磨损时应更换。

• 检查管道连接和软管是否泄漏。

• 检查进水软管的滤水器。

• 检查电源线是否被割裂。

• 检查电源插头芯是否弯曲。

• 运行性能测试。 SERRES NEMO® 应符合制造商的检测要求

• 使用5个3000ml的空引流袋进行清空循环，并检查循环期间是否有任何泄漏。

 
如需定期维护和服务，请联系Serres公司的技术支持，或者您当地的Serres经销商或其他被授权的
合作伙伴。

使用计数器

SERRES NEMO® 有一个指示使用次数的计数器。当盖子完全打开时，按开始/暂停按钮10秒后指示
灯会开始闪烁，可统计使用次数。再次按下开始/暂停按钮重新激活计数程序。盖上盖子或者按下开
始/暂停按钮恢复到正常操作状态。

LED灯闪烁代表的意义:
• 红灯表示数万次循环

• 黄灯表示数千次循环

• 绿灯表示数百次循环

 
例如: 如果清空循环少于100次，LED灯不会闪烁。 进行199次清空循环后，绿灯闪烁一次。11299
次清空循环由红灯闪烁一次，黄灯闪烁一次，绿灯闪烁二次来表示。

N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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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规格和图纸

型号:  SERRES NEMO® – Serres 引流袋清空装置

参考号码 : 6001273 

技术规格:

          安装: SERRES NEMO® 可平放在地板上，见第9页“安装”。

          电气连接: 220-240V / 50 Hz Hz 电源插头 6001273 – 型号 I
          进水管连接（冷水）: G ½” (冷水)

          下水道系统: DN50 (弯)

          进水压力: 1 - 8 bar
          进水温度: +5°C 到 +26°C
          清空循环时间: 20 秒
          温度限制: 操作和贮藏+15°C 到 +35°C。转运 -20°C 到 +55°C
          湿度: 5 % 到 95 % 
          海拔高度: 2000 米以内

          电流消耗: 3.8 安培

          分贝: 分贝 最大 78 / 最小 45 / 平均 61。 分贝(A) 最大 71 / 最小 7 / 平均 46
          一次循环水量: 8L    
          回流保护: NEMO® 有一个AB型气隙作为供水网络的回流保护。

          材料: 不锈钢，塑料

          重量: 60 公斤 + 13 公斤 包装材料

          尺寸: 宽度: 331 毫米 。 深度: 最大 770 毫米。高度: 最大 1060 毫米。

          盖子打开后的高度: 最大 1300 毫米。

          接地类型: 保护接地

产品安全认证:

 实验室用电气设备

 • IEC/EN 61010-1:2010



SERRES NEMO® www.serres.com22



SERRES NEMO® www.serres.com23



rev001 - 6003870

制造商:

Serres Oy
Keskustie 23

FI-61850 Kauhajoki as
芬兰

www.serr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