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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欢迎使用SmartGuard自动模式
在《开始使用MiniMed™ 770G SmartGuard™自动模式》指南中，您将了解可根据葡萄糖传感
器（探头）葡萄糖浓度（SG）值自动调整基础率胰岛素输注的SmartGuard技术。若要使用该技
术，泵需要处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在本节中，您将了解自动模式及其工作方式。

对于有关自动模式和能连接智能设备的MiniMed 770G系统的全部信息，请参见
《MiniMed™ 770G系统用户指南》。

注：任何时候泵不处于自动模式时，都称为处于手动模式。手动模式不是在菜单中
打开或关闭的模式，而仅仅是泵在不处于自动模式时所处的模式。

处于自动模式时：

• 基础率胰岛素根据探头值和最近的胰岛素输注需求来输注。这种基础率胰岛素输注称
为“自动基础率”。

• 自动模式使用目标值120mg/dL。

• 可以在进行运动时或其他希望提高目标值的时候将目标值临时更改为150mg/dL。

• 您仍需要输入进食的碳水值以及血糖（BG）值来校准探头。

• 输入的血糖值超过150mg/dL时，自动模式可能会建议进行校正大剂量给药，具体取决
于对您胰岛素需求的计算结果。

• 如果泵需要血糖值才能进入或保持在自动模式，您会收到需要血糖值的警报。

注：在自动模式下，有时基础率胰岛素是根据您最近的胰岛素需求进行输注，而非
根据探头值读数进行调整。这被称作“安全基础率”。在了解自动模式的基础知识后，
您将了解安全基础率。



2

使用指南 I 检查和提醒

第1节：	 开始SmartGuard自动模式前的检查和提醒

在开始之前，请务必阅读并遵循以下一般性提示。

血糖检测
您输入泵中的血糖值读数可能用于以下用途：

• 校准探头。

• 进入自动模式。

• 收到泵的通知时保持在自动模式。

• 输入的血糖值等于或大于150mg/dL时，建议进行校正大剂量给药。

如果认为有任何血糖检测结果不准确，请洗手并重新检测血糖。泵提示输入新的血糖值时，请务
必通过指尖采血检测血糖并输入新的血糖值。

校准
使用葡萄糖传感器的第一天过后，必须达到的校准次数下限是每12小时一次。如果系统检测到
需要进行校准以确保探头读数的准确性，则可能会收到另一条现在请校准警报。每天校准4次
效果最佳。最好在血糖变化不快时进行校准。出现 ，  或者 ，  箭头时进行校准可
能会降低探头的准确度。许多人发现餐前是校准的好时间。对于更多信息，请查看《开始进行
MiniMed™ 770G持续葡萄糖监测》校准一节中的校准准则。

碳水值输入
处于自动模式时，请务必输入碳水值，并确认胰岛素输注以接收进食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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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首次使用SmartGuard自动模式

首次使用SmartGuard自动模式之前，您需要完成几个步骤。某些步骤比其他步骤花费的时间更
长，而某些步骤则需要在其他步骤之前先完成。以下是如何使泵首次进入自动模式的说明。

重要提示：请与您的医疗专业人员一起确定您何时应该打开自动模式功能，并确定
您的个人设置。

使泵为SmartGuard自动模式做好准备

注：当自动模式的设置为开时，若要使其激活或开始运行，必须先完成其他
步骤。如果您正在使用SmartGuard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或SmartGuard
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功能，当自动模式变为激活状态时，这两个功能自动关
闭。

1) 至少用胰岛素泵输注胰岛素48小时。这被称作自动模式初始化。在初始化期间，泵
跟踪您在的个性化胰岛素输注需求以便用于自动模式。自动模式的初始化始于胰岛
素泵开始输注胰岛素后的首个午夜，过48小时才能完成。泵不需要开启自动模式设
置就可以进行自动模式初始化。我们稍后将打开自动模式。

例如，如果胰岛素泵在第1天下午3:00开始输注胰岛素，则初始化始于第2天午夜
00:00，结束于第4天午夜00:00。 

12:00AM
（午夜）

12:00AM
（午夜）

12:00AM
（午夜）

12:00AM
（午夜）

3:00PM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已开始胰
岛素输注

已开始48小
时的初始化

48小时初
始化完成

现在可以
激活自动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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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当前没有在使用探头，则打开“探头”选项并启用探头。若要自动模式运行，则必
须有一个在运行的探头。

要查看有关葡萄糖传感器的使用和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CGM）的说明，请参见 
《开始进行MiniMed™ 770G持续葡萄糖监测》。如果尚未接受有关使用探头的培
训，请与医疗专业人员联系。

如果已用医疗专业人员的设置将“大剂量向导”功能设置完毕，则跳至第4步。

接下来，请在“大剂量给药量估算设置”屏幕输入您的“碳水系数”和“活性胰岛素时
间”。这些设置可作为单独的大剂量给药量估算设置输入，也可作为大剂量向导设置
的一部分输入。如果选择在“大剂量向导”功能中输入设置，则必须完成所有大剂量
向导设置：碳水系数、胰岛素敏感系数、目标血糖值和活性胰岛素时间。

注：如果已将练习用的设置输入“大剂量向导”功能，请务必咨询医疗专业人
员，并输入您的个性化设置。如果您的“大剂量向导功能”中有练习用的设
置，并且您不会在“手动模式”中使用“大剂量向导”功能，请确保输入您的个性
化“碳水系数”和“活性胰岛素时间”，并关闭“大剂量向导”功能。

3)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输入“碳水系数”和“活性胰岛素时间”：

单独的“大剂量给药量估算设置”

若要将“碳水系数”和“活性胰岛素时间”作为单独的设置输入：

a) 按下 。

b) 选择选项。

c) 选择输注设置。

d) 选择大剂量给药量估算设置。

e) 选择碳水系数或活性胰岛素时间。

f ) 输入您的设置。

“大剂量向导”设置

要使用“大剂量向导”功能输入碳水系数、活性胰岛素和其他“大剂量向导”设置，
请参见《开始使用MiniMed™ 770G胰岛素泵》。

4) 在“主页”屏幕检查以下内容：

• 在使用的临时基础率

• 当前大剂量输注，包括“方波”大剂量和“双波”大剂量

• 输注已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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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或取消每个条件之前，SmartGuard自动模式无法激活或开始运行。

5) 请阅读以下警告。检查屏幕确保已将“自动模式”设置为开。

警告：如果您在过去的3天里使用过此泵来练习按按钮，或者泵中设置的基
础率胰岛素不是您实际的基础率胰岛素，则不要将泵置于自动模式中。这可
能会使胰岛素输注过少或过多，引起高血糖或低血糖。自动模式使用泵的最
近输注历史以确定所您将收到的自动基础率输注量。

a) 按下 。

b) 选择选项。

c) 选择SmartGuard。

d) 选择自动模式。

e) 再次选择自动模式以打开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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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检查屏幕以确定“自动模式”设置为“开”。选择保存。

请注意，自动模式血糖警报设置为开。您将在第20页
的安全基础率相关信息中了解到此警报。

注：如果SmartGuard自动模式尚未准备就绪，在
选择保存后，将会出现一条警报，指示您检查“自
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

6) 最后一步是输入血糖值。您可在“输入血糖值”菜单中手动输入血糖值，或使用
Accu-Chek® Guide Link血糖仪输入血糖值。

如果您在过去12分钟内输入了血糖值，泵或许已处于自动模式。泵将告知您何时应
该输入血糖值。查看泵屏幕，并按说明操作。

注：如果使用的是新探头且其仍在初始化中，或者刚刚输入新探头的首次校
准，则泵还没有准准备好让您输入血糖。

注：如果输入的血糖值大于150mg/dL，则胰岛素泵可能会在进入自动模式时
建议进行校正大剂量给药，具体信息请参见第12页上的“在SmartGuard自
动模式中使用胰岛素泵”。

屏幕 步骤

SmartGuard自动模式盾牌 “主页”屏幕上的盾牌表示泵正处于自动模式。

a) 转到第10页上的在SmartGuard自动模
式中查看葡萄糖传感器图表，以继续了
解自动模式功能。

b) 稍后您可能需要查看第8页上的如果
胰岛素泵未处在SmartGuard自动模式中
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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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 步骤

自动模式未就绪消息（泵上的
提示灯闪烁或不闪烁）

这表示泵不处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

a) 请阅读第一屏信息。

b) 按下 以结束阅读信息。

c) 选择确定。

d) 要了解“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请转到
第8-11页如果泵不处于SmartGuard
自动模式该怎么做，然后完成所需执行
的全部操作。

如果提示灯闪烁，请检查“主页”屏幕：

a) 按 返回到“主页”屏幕。

b)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所需的操作。

注：在泵准备好接收血糖值前输入血糖值并不能帮助您更快地进入自动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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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检查SmartGuard自动模式就绪程度
如何判断泵是否处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
在打开SmartGuard自动模式且完成“自动模式就绪程度”的每个步骤后，自动模式变为激活状
态。当自动模式变为激活状态时，一个带探头值有蓝色轮廓大盾牌出现在“主页”屏幕的中央。

如果您看见这样的“主页”屏幕，泵就处于自动模式，并正在输注“自动基础率”。

SmartGuard自动模
式盾牌
探头值

活性胰岛素mg/dL

活性胰岛素
 U

9:00
AM

如果泵不处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该怎么做
如果自动模式已打开但没有变为激活状态或没有运行，请检查“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该屏幕
可帮助您确定自动模式未变为激活状态的原因。可能可以进行一些操作使自动模式变为激活状
态。

要检查自动模式就绪程度

1) 从“主页”屏幕按 。 

2) 选择状态。

3) 选择自动模式就绪程度。

“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出现，向您显示已针对自动模式
准备好了什么，尚未准备好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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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显示已准备就绪的项目、需要您进行操作的项目以及需要您
等待的项目：

• 对号图标  表示该选项已准备就绪。该项目显示为灰色。

• 项目旁边的问题图标  表示您需要进行特定操作以使泵进入自动模式。

• 项目旁边的等待图标  表示泵正在更新，此时无需采取任何操作。

对号图标

等待图标

问题图标

自动模式血糖正常
自动模式已启用
探头未准备好
未在进行大剂量给药
输注正常
未设置碳水系数
基础率正常
活性胰岛素已更新
自动模式已更新

自动模式就绪程度

注：对于“问题”项 和“等待”项 相关帮助，请参见第31页上
的“SmartGuard™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简明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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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泵处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时，“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显示所有项目为灰色且已勾选。这
表示“自动模式”所需的全部步骤已完成，自动模式正在运行或变为激活状态。

自动模式就绪程度
自动模式血糖正常
自动模式已启用
探头正常
未在进行大剂量给药
输注正常
碳水系数正常
基础率正常
活性胰岛素已更新
自动模式已更新

如果并非所有项目都已灰显并打钩，请参见第31页上的“SmartGuard™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
简明参考指南”。

在SmartGuard自动模式下查看探头图表
自动模式下的探头图表显示有关您的探头值和趋势、输入的血糖值、自动基础率输注和输入的大
剂量信息。

若要使用探头图表

在“主页”屏幕按下 以查看探头图表。 

时间跨度

mg/dL刻度

大剂量、血糖、探头值以及
时间

时间跨度内的探头读数	
（蓝色线）

“希望达到的范围”
（绿色带）

最新探
头值自动基础率输注

高探头值界限

低葡萄糖传感器值界限

校正大剂量

碳水大剂量

血糖输入

mg/dL
170mg/dL, 6: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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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显示从40到400mg/dL的探头值范围。横穿屏幕的绿色带表示从70到180mg/dL的探
头值范围。蓝色线显示时间跨度内您的实际探头值。在蓝色线的右端是一个蓝色圆点，
表示最近的探头值。

关于校正大剂量、输入的血糖值和餐时（碳水）大剂量的详细信息显示在图表中。若
要查找某图标的详细信息，请在图表上寻找此图标，然后按下  或  以滚动至该图
标。该图标的详细信息位于屏幕底部。显示在图表中的图标是：

 –  表示“自动基础率”或“安全基础率”输注

 – 表示仅用作校正的大剂量

 –  表示手动或使用血糖仪输入的血糖值

 – 表示包括碳水输入的大剂量；它显示仅碳水或碳水加校正大剂量

按下 	 或  以在时间跨度内循环。探头值和时间、血糖值读数和时间以及大剂量的
量显示在屏幕底部。

大剂量的量后面接着一个（常）表示通过大剂量功能输注的常规大剂量。基础率表示
那时输注的“自动基础率”或“安全基础率”的量。输入的血糖值被标记为“血糖”，例如血
糖，121mg/dL，而探头值仅显示其值，例如，121mg/dL。

点击 	或 以更改图表上显示的时间跨度。可选择3小时、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

显示这些图表：

1) 从“主页”屏幕按 。

2) 按  可在图表中向回滚动。探头值显示在图表底部。

3) 按下  可查看6小时、12小时和24小时的图表。

4) 按 返回到“主页”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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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在SmartGuard自动模式下使用泵

现在您了解将如何在SmartGuard自动模式下使用泵。自动模式屏幕与手动模式屏幕相似，但并
不完全相同。若要使用自动模式，您需按照屏幕上的说明，然后应用您所知的关于使用泵的知
识。首先，我们将从一些基本功能开始，例如输入血糖值和碳水值、输注大剂量、校准探头以及
输入和取消您的临时目标。

在SmartGuard自动模式下输入血糖值
您将向泵中输入血糖值：

• 若要校准探头

• 当泵向您发出警报时，若要继续使用自动模式

有两种方法可在自动模式下输入血糖值。您可以手动或使用Accu-Chek Guide Link血糖仪输入
血糖值。

使用Accu-Chek	Guide	Link血糖仪输入血糖值（包含或不包含进食的碳水
值）、输注大剂量和校准探头

1) 检查血糖。按血糖仪上的 将BG读数发送到胰岛素泵中。

2) 选择是确认血糖仪读数。 

如果认为血糖仪结果是不准确的，请勿现在确认。选择
否，洗手，然后重新检测您的血糖值。

3) 大剂量给药将被突出显
示。如果您想用此血糖值
进行校准，请选择校准探
头。

4) 如果您想要大剂量给药，请选择大剂量给药。

如果您不想要大剂量给药，请按下 ，然后选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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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碳水以输入进食的碳水值。

如果您没有进食碳水，请前往下一步。

6) 选择下一步以查看计算的大剂量的量。

7) 选择输注大剂量以输注大剂量。

“已开始大剂量”信息短暂出现，然后“主页”屏幕出现，其中有
一条条幅会显示正在输注的大剂量。

注：如果您输入的血糖值超过150mg/dL，自动模式可能会建议进行校正大剂量给
药。进入大剂量菜单并在必要时输入碳水值，然后选择输注大剂量。

注：和在手动模式下一样，您可以在任何时候轻松停止大剂量。按下  并选择停
止大剂量。然后，选择是以停止大剂量。查看已输注的大剂量的量，然后选择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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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手动输入血糖值和进食的碳水值、输注大剂量和校准探头

1) 按下 。 

2) 选择大剂量给药。

3) 选择血糖。

4) 请按下 	或  以输入您的血糖值读数，然后按下 。

5) 选择碳水。

6) 请按下 	或 	以输入您进食的碳水值，然后按下 。

7) 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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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查看计算的大剂量的量。 

9) 选择输注大剂量以输注大剂量。

如果您不希望输注大剂量，请按下 。

“已开始大剂量”信息短暂出现。

出现一条信息，询问您是否想使用输入的血糖值进行校准。

10) 如果您想进行校准，请选择是。

如果您不想校准，请选择否。

“主页”屏幕出现，显示正在输注的大剂量。

注：如果您输入的血糖值超过150mg/dL，自动模式可能会建议进行校正大剂量给
药。进入大剂量菜单并在必要时输入碳水值，然后选择输注大剂量。

注：和在手动模式下一样，您可以在任何时候轻松停止大剂量。按下  并选择停
止大剂量。然后，选择是以停止大剂量。查看已输注的大剂量的量，然后选择完
成。

若手动只输入您的血糖值

1) 按下 。

2) 选择设定血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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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设定血糖值以调整血糖值。

4) 按下 	或  以输入您的血糖值读数，然后按下 。

5) 选择保存。

出现一条信息，询问您是否想使用输入的血糖值进行校准。

6) 如果您想进行校准，请选择是。

如果您不想校准，请选择否。

如果您的血糖值读数超过150mg/dL，泵可能会建议进行
校正大剂量给药。

a) 请阅读第一屏信息。

b) 按下  以结束阅读信息。

c) 选择大剂量给药。

d) 从上述说明中的第5步，也就是第14页上的“手动输入
血糖值和食物碳水量，进行大剂量输注，以及校准葡
萄糖传感器开始。

输入并取消临时目标

若要输入您的临时目标

标准自动模式目标值是120mg/dL。您可在运动或其他您希望自动模式目标值升高的时候
将自动模式目标值临时更改为150mg/dL。请咨询您的医疗专业人员有关您的临时目标使
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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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 。 

2) 选择临时目标。

3) 按下 

 

	或 	以设置临时目标持续时间，然后按下 。
持续时间可以以30分钟为增量设置。默认值是2小时。

4) 选择开始。

“已开始使用临时目标”信息短暂出现，然后“主页”屏幕出现，
其中有一条条幅会显示剩余的“临时目标”时间。

若要取消您的临时目标

如果您需要在临时目标持续时间到期前返回至120mg/dL的标准自动模式目标，您可以取
消临时目标。

1) 按下 。

2) 选择取消临时目标。

临时目标屏幕出现，显示临时目标的详细信息。

3) 选择取消临时目标以取消临时目标。

如果您在查看详细信息后不想取消“临时目标”， 
请按下 。

“临时目标已结束”信息和“临时目标”的持续时间短暂出现。然
后“主页”屏幕出现。



18

使用指南 I 在SmartGuard自动模式下暂停和恢复输注

第5节：	 在SmartGuard自动模式下暂停和恢复输注

当泵处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时，您可以在任何您需要的时候暂停胰岛素输注。 

若要暂停输注

当您沐浴、淋浴或为任何原因暂时断开泵的连接时，请暂停胰岛素输注以便“自动模式”
能跟踪您已接受的胰岛素的准确的量。

1) 按下 。

2) 选择暂停输注。

3) 选择是以确认。

“输注已暂停”信息短暂出现。然后，“主页”屏幕出现，其中有
一个红色盾牌和一个红色“输注已暂停”条幅。

注：为避免出现“失去探头信号”的警报，如果断开连接30分钟或更久，请将泵就近
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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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恢复输注

1) 按下 。

2) 选择恢复输注。

3) 选择是以恢复输注。

“输注已成功地恢复”信息短暂出现，然后“主页”屏幕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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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关于安全基础率的信息

当泵处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但未根据探头值读数调整基础率时，其正处于“安全基础率”输
注状态。与“自动基础率”相似，“安全基础率”根据您最近的胰岛素需求自动输注胰岛素，以涵盖
您的基础率需求。但是，“安全基础率”不会根据您的探头值调整输注的量。

当泵处于“安全基础率”时，SmartGuard自动模式盾牌的轮廓是白色的，如下例所示。视情况，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显示探头值读数。

“安全基础率”在以下情况时激活：

• 探头值读数不可用，因为您的发送器和泵之间无通信，或者探头校准已失效。

• 探头读数可能比实际葡萄糖浓度值低。

• 您的血糖值与探头值相差35%或更多。

• 您已经更换了探头，且其正处于探头初始化期间。

• 自动模式已经以您的个人最小自动模式基础率输注率运行2.5小时。

• 自动模式已经以您的个人最大自动模式基础率输注速率运行4小时。

泵处于“安全基础率”的最长时间为90分钟。但是，它可能比90分钟短，且在您意识到之前已自
行解决。例如，如果泵错过了来自发送器的探头值，其会临时进入“安全基础率”，但随后会接收
到下一个探头值。

在其他时间，如果泵处于“安全基础率”且您可以采取操作帮助解决问题，则会出现警报，向您显
示应采取的操作。这些操作的示例有，输入校准、输入新的血糖值或者对“失去探头信号”警报做
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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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叫做“自动模式血糖警报”的选择性设置，旨在帮助限制处于“安全基础率”的时间。当此警
报打开时，“自动模式血糖警报”会在建议血糖值输入时出现。该设置在您收到泵时已打开。 
当“自动模式血糖警报”设置打开时，触发以下警报：

• 自动模式最大输注率

• 自动模式最小输注率

• 需要血糖值

• 必须校准才能使用自动模式

注：确保自动模式血糖警报打开，并按照泵警报屏幕上的说明，以帮助限制泵处于 
“安全基础率”输注的时间。

注：MiniMed 770G胰岛素泵的模式和胰岛素输注表位于第33页上的附录中，所
示的信息有关手动模式、自动进行基础率输注的自动模式，以及进行“安全基础率”输
注的自动模式。

若要编辑“SmartGuard自动模式血糖警报”设置

1) 按下 。 

2) 选择选项。

3) 选择SmartGuard。

4) 选择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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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自动模式屏幕出现时，“自动模式血糖警报”
设置为开。 

如果您想要关闭“自动模式血糖警报”，选择自动模式血糖
警报以将设置更改为关。

5) 选择保存。

注：泵可处于安全基础率的最长时间为90分钟。进入安全基础率90分钟后，如果导
致切换到“安全基础率”的情况还没有解决，泵就会退出“自动模式”并进入“手动模 
式”。当泵处于“手动模式”时，它使用您已设定的“基础率”设置。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0页上的关于安全基础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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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关于SmartGuard自动模式自动退出的信息

在某些情况下，泵会自动退出SmartGuard自动模式：

• 在其处于安全基础率90分钟后，且导致“安全基础率”的情况尚未解决。

• 当出现自动模式退出时，“自动
模式退出”屏幕出现。选择是以
查看“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

     

• “高探头值警报”导致泵退出
SmartGuard自动模式。选择确
定并按照“自动模式退出”屏幕上
的说明以重新进入自动模式。

     

请记住当您在“主页”屏幕上看不到SmartGuard自动模式盾牌的任何时候，您可以检查“自动模
式就绪程度”屏幕，以确定重新进入自动模式需要什么。

注：如果泵退出了SmartGuard自动模式，且您想要使用SmartGuard“低探头值前
暂停输注”或“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功能，您需要前往“低探头值设定”屏幕打开此功
能。有关说明请参见《开始进行MiniMed™ 770G持续葡萄糖监测》中的“设置低葡
萄糖传感器值设定”。如果要恢复自动模式，请参见第25的返回至SmartGuard自
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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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手动退出SmartGuard自动模式

在任何时候您都可以手动退出SmartGuard自动模式并返回至手动模式。 

若要退出SmartGuard自动模式

1) 按下 。

2) 选择选项。

3) 选择SmartGuard。

4) 选择自动模式以访问“自动模式”屏幕。

5) 再次选择自动模式以关闭自动模式。

6) 选择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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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返回到SmartGuard自动模式

 

警告：使用注射器或笔手动注射胰岛素后的一段时间内，不要使用自动模式。手动
注射没有计算入自动模式中。因此，自动模式可能输注过多胰岛素。过多的胰岛素
会导致低血糖。请咨询您的医疗专业人员了解手动注射胰岛素后需要等待多长时间
才可恢复自动模式。

如果导致泵退出自动模式的情况得以解决且您已经向泵中输入了血糖值，则泵可能会重新进入自
动模式。如果您已经手动关闭了自动模式设置，您将需要将其重新打开以再次使用自动模式。

若要打开SmartGuard自动模式

1) 按下 。

2) 选择选项。

3) 选择SmartGuard。

4) 选择自动模式以访问“自动模式”屏幕。

5) 再次选择自动模式以打开自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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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保存。

7) 如果胰岛素泵不进入自动模式，请参见第8页上的“检查SmartGuard自动模式就
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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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SmartGuard自动模式下的报警和警报

除《MiniMed™ 770G胰岛素泵使用指南》中介绍的泵和探头报警外，只有当泵处于SmartGuard
自动模式时，您可能会收到以下警报和报警。

标题和文本 原因 接下来的步骤

已启用自动模式
现已关闭以下
SmartGuard设置： 

• 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

• 低探头值时暂停输注

泵已经启动自动模式。现已关闭
SmartGuard“低探头值前暂停输注”和“低探
头值时暂停输注”设置。

• 选择确定以清除警
报。

• 警报仅为信息。此
时无需采取操作。

自动模式退出
基础率名称已开始。是
否要查看“自动模式就
绪程度”屏幕？

泵已退出自动模式。 按照泵屏幕上的说明
操作。检查“自动模
式准备就绪程度”屏
幕，获取重新进入自
动模式的信息。

自动模式最大输注率
自动模式已处于最大输
注率状态4小时。输入
血糖值以便继续使用自
动模式。

如果泵已经以最大自动模式基础率输注速率
输注胰岛素长达4小时，您会收到该警报。
您的个人最大自动模式基础率输注速率是自
动确定的。

• 选择确定以清除警
报。

• 输入血糖值以便继
续使用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最大输注率
自动模式一直无法使您
的探头值下降。输入血
糖值并恢复输注，以在
自动模式下继续。

自动模式一直无法降低您的探头值。泵被暂
停，预测的探头值已超过目标值。

注：
• 该警报的标题与表中先前的 

“自动模式最大输注率警报”的
标题相同。

• 如果您暂停了泵，则泵不会输
注胰岛素。但是，警报仍可能
会发生。

• 选择确定以清除警
报。

• 检查血糖并将血糖
值输入胰岛素泵
中。

• 按照医疗专业人员
的指示，并继续监
控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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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和文本 原因 接下来的步骤

自动模式最小输注率
自动模式已处于最小输
注率状态达2.5小时。
输入血糖值以便继续使
用自动模式。

如果泵已经以最小自动模式基础率输注速率
输注胰岛素长达2.5小时，您会收到该警报。
您的个人最小自动模式基础率输注速率是自
动确定的。

• 选择确定以清除警
报。

• 输入血糖值以便继
续使用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最小输注率
探头值处于目标值以下
已达2.5小时。准备好
时请输入血糖值并继续
输注，以便继续使用自
动模式。

胰岛素泵已被暂停，预测的SG值已处于目标
值以下2.5小时。

注：
• 该警报的标题与表中先前的 

“自动模式最小输注率警报”的
标题相同。

• 如果您暂停了泵，则泵不会输
注胰岛素。但是，警报仍可能
会发生。

• 选择确定以清除警
报。

• 检查血糖并将血糖
值输入胰岛素泵
中。

• 按照医疗专业人员
的指示，并继续监
控血糖。

需要血糖值
输入新的血糖值才能进
入自动模式。

必须输入新的血糖值才能进入自动模式。 执行指尖针刺采血并
输入新的血糖值。

建议大剂量给药
对于输入的
XXX mg/dL，泵建议进
行校正大剂量给药。选
择“大剂量”来设定大剂
量。

自动模式根据您已输入的血糖值建议进行校
正大剂量给药。

请考虑输注建议的校
正大剂量。

必须校准才能使用自动
模式
请输入血糖值并校准探
头以使用自动模式。

需要校准以使泵保持在自动模式。 执行指尖针刺采血。
请输入血糖值并校准
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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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和文本 原因 接下来的步骤

血糖过高XXX	mg/dL
检查输注管路。检查酮
体。监测血糖。是否确
认血糖？

您输入的血糖值超过250mg/dL。

注：当自动模式功能关闭时，“血
糖值过高警报”的说明有所不同。

检查输注管路。检查
酮体。监测血糖。 
确认血糖。

高探头值	
探头值已过高超过1小
时。检查输注管路。检
查酮体。监测血糖。

接着

自动模式退出 

监测血糖并根据需要治
疗。基础率名称已开
始。输入血糖值以便继
续使用自动模式。

探头值已过高超过一小时。此值取决于设置
的葡萄糖阈值和时间长度：300mg/dL或更
高长达一小时；250mg/dL或更高长达三小
时。

•	高探头值
检查输注管路。检
查酮体。监测血
糖。 

•	自动模式退出
监测血糖并根据需
要治疗。输入血糖
值以便继续使用自
动模式。

探头值过低XX	mg/dL
探头值低于50mg/dL。
检测血糖并治疗。

探头值低于50mg/dL。 按需要执行指尖针刺
采血并治疗。监测血
糖。

注：您可以使用自动模式中的“警报静默”功能以使大部分警报静默，但以下报警和
警报将仍发出声调。

• 自动模式退出警报
• 高探头值警报
• 探头值过低XX mg/dL（50mg/dL或更低）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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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SmartGuard™自动模式未就绪该怎么做
自动模式就绪程度表显示当等待图标 或问题图标 出现在“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上的项目
旁时该怎么做。若要打开“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请从“主页”菜单选择状态，然后选择自动模
式就绪程度。

1

9

6

8

5

7

4

3

2

自动模式就绪程度
需要血糖值
自动模式已关闭
探头未准备好
大剂量给药进行中
输注已暂停
未设置碳水系数
临时基础率
活性胰岛素更新中
自动模式初始化中

自动模式就绪程度表
 

行 项目 说明

1 需要校准 执行指尖针刺采血并校准葡萄糖传感器。

需要血糖值 执行指尖针刺采血并输入新的血糖值。您的血糖值必
须在40–400mg/dL范围内，以使泵进入自动模式。

等待输入血糖值... 等待直到泵提示您输入血糖值。

正在处理血糖值... 等待直到血糖值已处理。

2 自动模式已关闭 在“SmartGuard、自动模式”屏幕中打开自动模式。 

3 探头未准备好 a) 前往其他设置>设备选项以检查发送器ID是否已输
入泵中。例如，GT6133333F。

如果未在胰岛素泵中输入发送器ID，请参见《开始
进行MiniMed™ 770G持续葡萄糖监测》中的对胰
岛素泵和发送器进行配对。

SmartGuard™简明参考指南
“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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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Guard™简明参考指南
“自动模式就绪程度”屏幕

行 项目 说明

b) 查看主页屏幕。如果看到 ，则使胰岛素泵和发送
器靠近一些。泵将尝试找到发送器信号。

如果30分钟后，泵和发送器仍然没有通信，您将收
到一个“失去探头信号”警报。确保探头仍植入在皮
肤中，并且发送器和探头仍处于连接状态。将泵更
靠近发送器。

探头已关闭 在“其他设置、探头设置”屏幕中打开探头。

4 大剂量给药进行中 在自动模式激活之前，等待大剂量给药完成或手动停
止大剂量。

5 输注已暂停 如果胰岛素输注已暂停，则无法激活自动模式。如有
必要，请按照医疗专业人员的指示来治疗低血糖。

6 未设置碳水系数 当您第一次打开大剂量向导功能时，在编辑CHO系数
屏幕中输入您的CHO系数。即使“大剂量向导”功能没
有打开，您依然可以在大剂量给药量估算设定屏幕中
输入CHO系数。

7 临时基础率 如果临时基础率当前处于激活状态，则必须等到它完
成或您取消临时基础率后才能激活自动模式。

8 活性胰岛素更新中 如果活性胰岛素正在更新，则可能需要5个小时才能完
成。您必须等到这个量更新完成。

9 自动模式初始化中 自动模式正在收集胰岛素输注的历史信息，以个性化
其自动胰岛素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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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ed	770G胰岛素泵模式和胰岛素输注

手动模式 SmartGuard自动模式
自动基础率输注

SmartGuard自动模式
安全基础率输注

“主页”屏
幕显示

可用性 当自动模式没有激活。

可与或不与动态葡萄糖监
测（CGM）共同使用。

当自动模式打开，并在
最短48小时的首次自动
模式初始化后，且有在
运行的已校准探头。需
要输入血糖值作为进入
自动模式的最后一步*，
以及后续的血糖值输入
和校准。

当缺乏有效探头值或者
已达到最小或最大自动
基础率输注限制时，泵
自动从“自动基础率”输注
切换到“安全基础率”输
注。

基础率胰岛
素输注

使用“基础率”菜单中的基
础率设置输注基础率。

使用探头值和最近的胰
岛素输注需求来自动调
整和输注基础率。

使用最近的胰岛素输注
来自动输注一个固定的
基础率。

没有将探头值用于确定
自动基础率。

如果您需要采取操作以
返回到自动基础率，则
您会收到警报。**

处于“安全基础率”的最长
时间为90分钟。如果原
因未得以解决，则泵会
退出到“手动模式”。

附录I MiniMed 770G胰岛素泵模式和胰岛素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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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模式 SmartGuard自动模式
自动基础率输注

SmartGuard自动模式
安全基础率输注

“大剂量向
导”设置

使用全部的“大剂量向导 
”设置以确定“大剂量向导”
所建议的剂量。

大剂量功能仅使用“碳水
系数”和“活性胰岛素时
间”来建议大剂量。

大剂量功能仅使用“碳水
系数”和“活性胰岛素时
间”来建议大剂量。

*对于列出的进入SmartGuard自动模式的所有要求，请参见《MiniMed™ 770G系统用户指南》 
“SmartGuard自动模式”一章中的SmartGuard自动模式就绪程度。 

**必须打开SmartGuard菜单中的“自动模式血糖警报”以接收到可听到的“需要血糖值警报”。“自
动模式血糖警报”默认设置为“开”。如果“自动模式血糖警报”为“关”，则泵上仅会出现一条可见的
条幅。

附录I MiniMed 770G胰岛素泵模式和胰岛素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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