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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學

細胞也要「做運動」？
細胞中電子運動正常（量子平衡）是生命活動的基礎。
通過「量子共振」來啟動休眠的細胞，增加其生命力，從而加速新陳代謝，提升細胞自癒力，達到「量子平衡」，機體就
會呈現出年輕、有活力的狀態。因此，細胞中電子運動正常，就是保持年輕健康的關鍵。

嶄新TECAR能量熱傳導技術 刺激細胞微循環
Winback利用300kHz至1MHz之間不等的高頻電流，令細胞中的氧份流動加速，有效自然癒合和細胞修復。配備1.0至5.0
五種不同類別的TECAR能量熱傳導技術“Transfer Electrode Capacitative (CET) and Resistive (RET)＂，運用CET電容溫
熱技術和RET抗阻熱能療法，刺激微循環，達到完美養生瘦身功效。

生物活化頻率電流 促進細胞自然再生
非侵入性

100%天然能量

BACKHZ 能量 (BIO-ACTIVATOR CURRENT IN KILOHERTZ生物活化頻率電流)，是在300KHz、500KHz和1MHz之間的高
頻電流，可精準定位不同層次，激活細胞組織再生和促進新陳代謝，給予細胞生物活化電流正常數值，帶動細胞平衡，有
效淨化、活化細胞，加速了生物組織的「natural regeneration 自然再生」。

REGENERATIVE ACTION 再生動力學 (BIOBACK活化細胞)
根據Winback再生動力學原理，能量深入肌膚可改善微循環，重建皮膚結構。能量可加速皮膚細胞內側和細胞外側的運
動，並具有改善皮膚結構的作用，有效減少皺紋，令皮膚恢復自然光澤。

DYNAMIC ACTION 細胞動力學 (THERMOBACK細胞液滲透)

Winback細胞動力學說明能量可促進新陳代謝，增加血液循環，為肌膚帶來活力十足的能量，並有助消除脂肪和毒素，同
時令肌膚嫩白細緻，仿如再生。

先進創新

安全性

具有獨特配件和功能的Winback能提供發

具設計感的外殼在審美水平其高的

揮無限治療的可能性。Winback集中世界

法國製造。Winback不僅具有吸引

各地專家的意見，不斷發展和改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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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外觀，與其他設備比較，

者不需要重新購買儀器，只需購買或升級

Winback更具有多功能，令治療者

備件，即可將儀器的功能發揮至極緻。

每次都有舒適的體驗。

300KHz至1 MHz的高頻電流已被許多醫

可以隨時透過「Winback學院」獲

學和研究機構證實對人體是安全有效的

得世界各地治療數據支持的操作技

。此外，當觸碰儀器時，Winback會自動

專業教學

術及最新知識。Winback學院會向

啟動，治療師可專注於治療，當停止操

所有治療師教授專業的操作技巧，

作時，儀器將會自動停止，確保安全。

務求令達至最理想效果。

適合人士
愛美一族
‧調控生物電子回復平衡，可使細胞復原，膠原自體再生
‧抵抗自由基，預防老化，並改善黑眼圈、肌膚鬆弛等問題
美容學

水腫及體脂肪偏高人士
‧利用透熱效及高速排水排解功能
‧加速全身微循環，打擊內臟脂肪
‧將脂肪及體內毒素排出體外，通順經絡袪水腫，回復健美體態
調理女士月經不適
‧透過溫熱效應覆蓋強化微循環
‧促進細胞膜打開增加活躍功能，確保鋅離子的穩定性
‧暢通輸卵管，從根本改善女性經痛等問題
亞健康人士
‧常見徵狀包括：臉色蒼白、肩頸背痛、睡眠質素欠佳等
‧透過量子共振激活休眠的細胞，促進新陳代謝
‧達至機體健康、有活力的狀態

物理學

低頭族
‧低頭族頸椎負荷重，容易肩頸膊痛
‧利用不同的電極，促進體內離子流動
‧配合熱能釋放肩頸繃緊，喚醒沉睡的細胞組織
腰背痛人士
‧長期著高跟鞋、坐姿或站姿不正確，容易腰酸背痛
‧治療師的按壓將能量點對點地傳送至目標位置
‧舒緩繃緊痛楚及保養脊椎
注重健康的養生一族
‧中醫的「祛毒」就是「舒經活絡，打通管道」
‧通過「量子共振」使細胞電位恢復正常，降低局部組織電阻
‧打開電通道，排走積聚的廢物及毒素，達到保健養生效果

運動學

運動愛好者
‧深層熱能可直達內臟及深血管
‧緩解運動後肌肉疼痛及長期運動令肌肉受壓的痛症
‧利用Winback Fit movement，可促進體內離子的流動
‧加速身體微循環，增加新陳代謝

HEALING

97%
治療癒合

物理學

EFFECTIVE

產生細胞組成的極快速電振盪離子流動，這些振盪使細胞質
膜可滲透，促使細胞內外互相交流，消除勞損性問題，更快
速地癒合組織。

81%

PAIN RELIEF

舒緩解痛

運動學

EFFECTIVE

有效抑制疼痛等相關症狀高達48小時。
能量振盪令疼痛信號被中斷（超極化和去極化），當疼痛感官
被延阻時患者便能立刻減輕痛楚感覺，有效舒緩各種不同成因
帶來的肌肉疼痛，如過度勞損、突如其來的粗勞及長期動運令
肌肉受壓等痛症。

DRAINAGE

6X

6 倍 快 速 排 解 QUICKER
把CET及RET互相配合，帶出6倍快速排解功能，快速高效
排水排毒，30秒開始便感覺到熱能在體內運行。
當
加大能量時，生物組織會自然地轉化
成熱能加速體內循環，釋放能量流動。由於脂肪及體內毒
素會隨著循環進入血管，透過6倍快速排解功能，脂肪及體
內廢物會隨之快速排出體外。

物理學

運動學

美容學

5大TECAR 技術 針對不同目標 實現無限可能
CET 電容溫熱技術

RET 抗阻熱能療法

‧使用熱能治療代替刺激作用

‧直接將電極作用在人體組織上，產生高頻電流迴圈

‧平衡細胞離子交替，令肌膚組織重獲失去的彈性

‧配合RET固定板使用，電流更集中在目標治療部位

‧配合CET固定板使用，治療師無需手握治療頭

‧通過中性回流電極分散返回

‧將能量集中在治療者身上

‧加速體內循環運行，激活血管

‧提高代謝、活性化內臟，達到完美瘦身

‧CET可觸及肌膚下1至2厘米位置

‧RET可深入硬組織治療，觸及肌肉及筋腱層面

‧DEEP CET可更深入皮膚下2至4厘米層面

‧獨有熱傳導RET+模式利用300KHz電頻及低頻技術，
深入骨骼筋腱深層

‧可連續或間斷地發射出300KHz(DEEP CET)至
(CET)500KHz電流

‧可連續或間斷地發射出300KHz(RET+)至
(RET)500KHz電頻

‧讓血液流動加速以刺激細胞獲得更多養分

‧啟動智能操作SWAP傳導交替模式，預設程式指令能量
在CET及RET之間不停轉換，使能量深入不同層面，發
揮最大功能

‧讓肌膚恢復緊實彈力

獨有TECAR 能量熱傳導技術 配備
獨特TECAR 5.0能量熱傳導手環
‧由治療師的手取代治療頭把熱能深入目標位置

‧增強細胞癒合作用，透熱效應覆蓋強化各處微循環

‧把患處的繃緊及痛楚頓時釋放

‧讓肥大臃腫的組織無處藏身，喚醒各沉睡的細胞組織

‧點對點穴按有效通順經絡去水腫

MIX3
‧突破傳統的多極高頻技術
‧具備三極面部及身體治療頭
‧可發出連續或間斷地發射出500KHz至1MHz的電流
‧同時輸出低頻電流，有效治療舒緩過度勞損帶來的肌肉疼痛

90個專業運動組織
25個國家

認可指定理療儀器

韓國射箭團隊

Dwayne Cowan

奧運總會、法甲足球隊、法國籃球隊、
欖球隊、美國軍隊
拳擊手
Cheick Kongo

0120
網球手 David Ferrer

使用機構：

2016里約奧運-西班牙單車國家選手(完成賽事後護理)

SPECIFICATIONS 規 格
能量 Power

︰ CET 400VA - RET 100 Watts

頻率 Frequency

︰ 1 Mhz, 500 Khz & 300 Khz

功能 Function

︰ Dynamic – Low pulse / Super pulse - Boost / SWAP - BEAT - RET +

尺寸 Size

︰ 45cm x 45cm x 138cm

淨重 Weight

︰ 16kg（主機 Device）/ 18kg（底座 Trolley）

總重量 Weight

︰ 34kg

ACCESSORIES 配 備
TECAR 1.0
MOBILE CET
移動式CET

MOBILE RET
移動式RET

FIXED

Manual mode full operation

手動模式 全面運作
: 3 electrodes of different sizes for focused or radial action

：3 個不同尺寸的電極，用於聚焦或徑向作用

: 3 electrodes of different sizes for small and large areas

：3 個不同尺寸的電極，用於小和大範圍面積

: Return plate and 10 FLEX adhesive plates

固定

：回路電位板及回路軟性導電貼

TECAR 2.0
New

Hands-free mode assisted operation

免手持模式 輔助操作
1 FIXED CET / 1 FIXED RET (Rectangular electrodes - FIXED PAD)
1 個固定CET / 1 個固定RET（矩形電極 - 固定板）

TECAR 3.0

Express mode mobility operation

New

專業模式 移動操作
MOBILE electrod (return)
移動式電極（返回）

TECAR 4.0
New

Express mode localised operation

快速模式 局部化操作
MIX3 (Body) - MIX3 (Face) - MIX STICK
MIX3（身體） - MIX3（面部） - MIX STICK

TECAR 5.0

New

金獎品牌

Intelligent mode simultaneous operation

智能模式 同步操作
A pair of Power Bracelets
一對能量手環

ISO 9001:2008
Certificate No:Q181

香港總公司熱線 2425 0188

國內免費服務熱線 800 830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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