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市面上各種血糖機比較(一) 

機器名稱 

公司名稱 

Accu-Chek Active 

羅式 

Accu-Chek Advantage

羅式 

Accu-Chek Compact 

羅式 

機器原理 光學式 電化學式 光學式 

測試時間 5 秒 26 秒 15 秒 

顯示數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需血量 1－2UμL(微升) 4μL(微升) 3－3.5μL(微升)  

血量不足 

可否再補滴血 

可，5 秒內可再補一滴

血。取出試紙滴血可在 20

秒內滴足血量插回機器 

可，15 秒內可再補一滴

血。超過需更換試紙重新

測試 

可，25 秒內可再補一滴

血。超過需更換試紙重新

測試 

測試室溫 14-40℃ 14-40℃ 10-40℃ 

溼度範圍 <85% <85% <80% 

AST 採血 否 否 否 

開機模式 試紙插入開機 試紙插入開機 按鍵開啟 

記憶功能 200 組 (含日期時間) 480 組 (含日期時間) 100 組 (含日期時間) 

測試範圍 10-600 mg/dl 10-600 mg/dl 10-600 mg/dl 

尺寸 113*46*20 mm 84*56*20 mm 103*52*31 mm 

重量 45 g﹝不含電池﹞ 57 g 120 g 

電池 
一 顆 3 伏 特 鋰 電 池

CR2032 

一顆 3伏特鋰電池 

CR2032 或 DL2032 
兩顆 AAA 鹼性電池 

試紙原理 葡萄糖去氫酶 葡萄糖去氫酶 葡萄糖去氫酶 

資料傳輸，將血糖

數值下載至電腦 
紅外線或外接傳輸線 外接傳輸線 紅外線或外接傳輸線 

血容比 

20％ -70％ 

(試紙取出滴血後再插入機

器) 

30％-55％ 

(試紙插在機器內滴血) 

20％ -65％ 20％ -70％ 

試紙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開封後 90 天 

 



目前市面上各種血糖機比較(二) 

機器名稱 

公司名稱 

Accu-Chek Go 

羅式 

Accutrend  

羅式 
 

機器原理 光學式 光學式  

測試時間 5 秒 12 秒  

顯示數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需血量 1.5μL(微升)  滴滿試紙黃色區  

血量不足 

可否再補滴血 

可，15 秒內可再補一滴

血。超過需更換試紙重新

測試 

不可 

 
 

測試室溫 10-40℃ 18-32℃  

溼度範圍 <85% <85%  

AST 採血 可 否  

開機模式 試紙插入開機 按鍵開啟  

記憶功能 300 組 (含日期時間) 50 組 (含日期時間)  

測試範圍 10-600 mg/dl 20-600 mg/dl  

尺寸 113*46*20 mm 115*62*18.5 mm  

重量 55 g﹝不含電池﹞ 90 g  

電池 
一 顆 3 伏 特 鋰 電 池

CR2430 或 DL2430 
三顆 AAA 鹼性電池  

試紙原理 葡萄糖去氫酶 葡萄糖氧化酶  

資料傳輸，將血糖

數值下載至電腦 
紅外線或外接傳輸線 外接傳輸線  

血容比 25％ -65％ <55％  

試紙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目前市面上各種血糖機比較(三) 

機器名稱 

公司名稱 

OneTouch Profile 

壯生和壯生 

OneTouch SureStep 

壯生和壯生 

OneTouch Ultra 

壯生和壯生 

機器原理 光學式 光學式 電化學式 

測試時間 45 秒 15-30 秒 5 秒 

顯示數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需血量 10μL(微升) 10μL(微升) 1μL(微升) 

血量不足 

可否再補滴血 
不建議補滴血 不建議補滴血 否 

測試室溫 15-35℃ 10-35℃ 6-44℃ 

溼度範圍 0-90% 10-90% 10-90% 

AST 採血 否 否 可 

開機模式 按鍵開啟 按鍵開啟 試紙插入開機 

記憶功能 250 組(含日期時間) 150 組(含日期時間) 150 組(含日期時間) 

測試範圍 0-600 mg/dl 0-500 mg/dl 20-600 mg/dl 

尺寸 109*66*30 mm 89*61*21 mm 79*57*21 mm 

重量 127.5 g 107.7 g 42 g 含電池 

電池 兩顆 AAA 電池 兩顆 AAA 電池 
一 顆 3 伏 特 鋰 電 池

CR2032  

試紙原理 葡萄糖氧化酶 葡萄糖氧化酶 葡萄糖氧化酶 

資料傳輸，將血糖

數值下載至電腦 
可，外接連接線 可，外接連接線 可，外接連接線 

血容比 25％-60％ 25％-60％ 35％-55％ 

試紙有效期限 開封後 4個月 開封後 4個月 開封後 3個月 

 



目前市面上各種血糖機比較(四) 

機器名稱 

公司名稱 

Glucometer Elite 

拜耳 

Ascensia Confirm 

拜耳 

Ascensia Esprit2 

拜耳 

機器原理 電化學式 電化學式 電化學式 

測試時間 30 秒 30 秒 30 秒 

顯示數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需血量 5μL(微升)  2.5μL-3.5μL(微升) 2.5μL-3.5μL(微升) 

血量不足 

可否再補滴血 
可 否 否 

測試室溫 10-40℃ 10-40℃ 10-40℃ 

溼度範圍 20％-80％ 10%-80％ 10%-80％ 

AST 採血 可 可 可 

開機模式 試紙插入開機 
按鍵開啟或拉推測試儀

把手 

將活動墊拉左，然後連同

直推蓋向上推 

記憶功能 20 組(含日期時間) 100 組(含日期時間) 100 組(含日期時間) 

測試範圍 20-600 mg/dl 10-600 mg/dl 10-600 mg/dl 

尺寸 81*51*14 mm 110*68*25 mm 82*67*23 mm 

重量 50 g 98－102 g 64－68 g 

電池 
兩 顆 3 伏 特 鋰 電 池

CR2032 

一 顆 3 伏 特 鋰 電 池

CR2025 

兩 顆 3 伏 特 鋰 電 池

CR2016  

試紙原理 葡萄糖氧化酶 葡萄糖氧化酶 葡萄糖氧化酶 

資料傳輸，將血糖

數值下載至電腦 
可，外接連接線 可，外接連接線 可，外接連接線 

血容比 20％-60％ 20％-55％ 20％-55％ 

試紙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目前市面上各種血糖機比較(五) 

機器名稱 

公司名稱 

Precision QID 

亞培 

Optium 

亞培 

Precision Sof-Tact 

亞培 

機器原理 電化學式 電化學式 電化學式 

測試時間 20 秒 
20 秒(血糖) 

30 秒(血酮) 
20 秒 

顯示數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需血量 3.5μL(微升) 
3.5μL(微升)(血糖) 

5.0μL(微升)(血酮) 
2－3μL(微升) 

血量不足 

可否再補滴血 
可，在 30 秒內補滴血 可，在 30 秒內補滴血 可 

測試室溫 18-30℃ 
15-40℃(測血糖) 

18-30℃ (測酮體) 
18-30℃ 

溼度範圍 10％-90％ 10％-90％ 10％-90％ 

AST 採血 否 否 可 

開機模式 試紙插入開機 試紙插入開機 試紙插入開機 

記憶功能 10 組 450 組(含日期時間) 450 組(含日期時間) 

測試範圍 20-600 mg/dl 20-500 mg/dl 30-450 mg/dl 

尺寸 97*48*14.5 mm 99.5*56.4*22.3 mm 130*90*40 mm 

重量 39g ＜79g 312g 

電池 
不可更換式電池3.0伏特

DC 
兩顆 (AAA)電池 一顆9伏特方形鹼性電池

試紙原理 葡萄糖氧化酶 葡萄糖去氫酶 葡萄糖去氫酶 

資料傳輸，將血糖

數值下載至電腦 
可，外接連接線 可，外接連接線 可，外接連接線 

血容比 20％-70％ 

20％-70％ 

(血糖<300mg/dl) 

20％-65％ 

(血糖>300mg/dl) 

20％-70％ 

(血糖<300mg/dl) 

20％-65％ 

(血糖>300mg/dl)  

試紙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 

 



目前市面上各種血糖機比較(六) 

機器名稱 

公司名稱 

FreeStyle 

亞培/禾申堂經銷 

OmnitestEZ 

B-BRAUN /禾伸堂 
 

機器原理 電化學式 電化學式  

測試時間 15 秒 15 秒  

顯示數值 血漿血糖值 血漿血糖值  

需血量 0.3 μL(微升) 3μL(微升)  

血量不足 

可否再補滴血 
否 否  

測試室溫 15－35℃ 10-35℃  

溼度範圍 5％-90％ 10%-90％  

AST 採血 可 否  

開機模式 試紙插入開機 試紙插入開機  

記憶功能 250 組(含日期時間) 200 組(含日期時間)  

測試範圍 20-500 mg/dl 10-600 mg/dl  

尺寸 20.3*38.2*9.8 mm 22.8*54.5*91 mm  

重量 63 g 55 g  

電池 兩顆 AAAA 電池 
兩 顆 3 伏 特 鋰 電 池

CR2032  
 

試紙原理 葡萄糖去氫酶 葡萄糖氧化酶  

資料傳輸，將血糖

數值下載至電腦 
可，外接連接線 可，外接連接線  

血容比 0％-60％ 20％-60％  

試紙有效期限 
至有效期限；在台灣建議

開封後 3個月 

至有效期限；在台灣建議

開封後 3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