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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眼内压测量技术



精确、易用的眼压计是所有诊
所不可或缺的设备

您的诊所一天有多少个红眼患者？ 
每一个红眼患者都应该接受眼内压测量。

“大部分眼疾都会造成红眼。红眼患者都应该接受眼内压测
量。使用 TONOVET 眼压计测量眼内压快速又简单。低接触的
测量不会对动物造成疼痛，也不需要局部麻醉。它可在一分
钟之内快速完成测量并提供重要的结果数据；眼压过高或过
低往往是判断眼疾轻重的唯一明显症状。” 

- 伊莉娜.皮耶提拉 兽医师， DipECVO
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兽医系眼科临床讲师 -

“红眼是兽医眼科最常见的症状表现之一。此症状表现的鉴
别诊断范围极广，包括需要立即以手术或药物介入治疗以挽
救患者视力的眼科疾病。青光眼是一种具威胁性的眼科疾
病，其可能的初期表现除了轻微至中度的结膜充血外，便无
其他任何眼部病症。如果未测量眼内压，此病症可能会被一
般临床医生所忽略。我认为 TONOVET 是一款操作简易、不会
侵扰到患者的眼压计，甚至是极幼小的患者也可使用。” 

- 玛尔塔.雷娃，兽医博士， DipECVO 
西班牙巴塞隆纳大学，兽医系眼科临床讲师 - 

“眼内压的测量是完整眼科检查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
葡萄膜炎和青光眼的诊断与管理尤其重要。因此，操作简单
且可靠的眼压计对全科医生和眼科医生来说都是不可少的基
本设备。TONOVET 已受到许多兽医眼科医生的青睐，因为它
轻巧便携、操作简单、耐受性极佳，而且无需操作人员事先
进行局部麻醉或校准。”

- 詹姆士.奥利弗BVSc CertVOphthal DipECVO MRCVS
英国肯特福德动物健康基金会，小动物研究中心高级眼科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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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价值和医护质量      增加获利

投资回本分析 
例子 – 价格可能因不同市场而异

可带来获利的眼压测量

非压力式眼压测量法
任何一间兽医诊所都能提供精确的眼压测量。
现代的数字式眼压计可靠、简单易用，并可带
来获利。

诊断性眼压测量法的重要性早已深受肯定。青光
眼和高眼压会对患病动物的视力造成重大的威
胁。身为基层医疗提供者，全科医生必须能识别
并记录眼内压增加的情况。

如果数字式眼压计可靠、容易使用，而且患者均
耐受良好，为什么未纳入为所有全科诊所的标准
设备呢？ 

这是因为有些诊所觉得其投资成本（数千美
元）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如果一支眼压计
需要数千美元，而我们只是偶而使用，而且每
次收费不能太高，那我们将永远无法回本，更
遑论从中获利。”

幸好，一些甚至是规模较小的全科诊所已证明这
是个错误的想法。他们利用数字式眼压计提供更
优质的眼科医疗服务，并认为眼压计也是他们极
其重要的利润中心。

根据美国田纳西州杰克逊的斯通海文公园兽医
院（Stonehaven Park Veterinary Hospital）的约翰. 

戈德博尔德兽医师表示：“数字式眼压计是我们
的设备之中获利最高的一项投资。”他指出： 
“我们投资数字式眼压计是为了改善我们的患者
医疗质量。而它做到了。我们现在能提供更优质
的基层眼科医护服务。”他也补充说道：“更令
人惊喜的是，通过频繁的使用及合宜的收费， 
我们的眼压计还创造了丰厚的获利。”

戈德博尔德医生如何在他的一人小型诊所中
实现这些？他会在患者第一次出现症状时或 
出生后前几年内使用眼压计为牠们建置基线读
数。对于较易患上青光眼的患者（42种犬科品
种和其混种），他会一年测量一次眼压，或更
频繁地监控。所有头部或眼部受创的患者和 
所有 6-7 岁以上的患者 在进行所有眼科
检查时都会进行眼压测量。

诊所在提供更佳的患
者医护服务的同时仍
可享有理想的投资回
报。非压力式眼压测
量法是眼科医疗的新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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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TV01  
尺寸： 
13–32 毫米 (宽) * 45–80 毫米 (高)  * 230 毫米 (长)
重量：155 克 (不含电池)， 250 克 (4 x AA 电池)
显示单位：毫米汞柱 (mmHg)

仅供兽医使用。

使用者好评 / 兽医师

“我接受的是 Tonopen 的操作训练，使用上也感到满
意。但有一次，我在布拉登河动物医院（Braden River 
Animal Hospital）使用 Tonovet 进行“测试”检查之后便
十分喜欢这个设备。它的测量结果准确、可靠，甚至可
供技师使用。我的每次结果都能与眼科医生相符，患者
的耐受性也很好。” 

- 莎侬.艾芙斯医生，美国 -

“眼压测量变得十分简单！操作非常方便、可靠。整
个医护团队都可使用此产品获取可复验的结果。测量
非常快速、简易，无需投入大量时间或成本便可提升
医疗质量。” 

- 珍娜.里察德斯医生， 加拿大 -

“我喜欢 TONOVET，我已经用了 4 年，它真的非常好
用。我现在可以为非常小的动物和鸟类测量眼内压，若
使用其他眼压计是无法做到的。TONOVET 完全不需要
局部麻醉，这实在是好极了！”

- 芮.奥丽维拉医生，葡萄牙 -

“TONOVET 操作简易。我在小动物患者身上使用 
TONOVET，包括一些稀珍动物。”

- 那塔奈特.斯里特拉昆医生，泰国 -

“TONOVET 使眼内压测量变得非常简单。我将它使用
在马、狗、猫和所有啮齿科动物上，牠们在检查期间和
之后都很安定。探头更换方便，而且不需要校准。”

- 贝尼尔.恩格拉夫医生，丹麦 -

“TONOVET 对小动物诊所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产品。它
可准确测量，医生和技师容易上手操作，而且对待患
者温和舒适。它不需要局部麻醉，而且只接触到极小
的角膜区域，因此非常适合较难控制或疼痛中的动物
患者。”

- K . 麦尔那医生，美国 -

这些 - 以及
其他更多的 – 
使用者都推荐 
TONOVET

研究引用
兽医眼科学。2013

TonoVet 检测高眼压和 /  
青光眼的准确度比 Tono-Pen XL 高

- 麦勒兰等，美国 -

“这是测量动物眼压的最佳方
式。所有在我们的小动物医院中
接受诊治的患者都能良好接受这
支眼压计。它很准确，而且使用
简便。此外它非常耐用，携带至
其他诊所使用也很方便。我实在
很喜欢这个实用的工具。”

- 芭芭拉.奥尼尔医生， 加拿大 -

“还没使用 TONOVET 之前，测量眼内压是件苦差事，
可靠性也令人质疑。如今，我们定期使用 TONOVET，
并觉得它操作简单且可靠。 它对我们的眼科检查技术
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我们及对患者皆助益良多。我们
对它爱不释手！”

- M. 默瑟医生，加拿大 -

“我喜欢 TONOVET，它是个杰出的产品。它可使用在
各种不同的动物身上，不会造成疼痛也无需使用麻醉。
我最近刚对小鸟、老鼠之类的动物使用这个产品。”

- 大卫.威廉斯教授，英国 -

技师

“我们都爱用它 – 而且拒绝使用其他任何眼压计  
– 急诊科用了我们的眼压计之后也是如此！”

- 贝嘉.罗丝，美国 -

“身为技师，我们非常喜爱这
个产品！现在，猫和狗即使在
手术后，表现也比以往更佳、
更自在！”

- 珍妮佛.琼斯，美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