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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版PLUS SPA

水压按

摩

Wellsystem Medical/Medical Plus/Wellsystem Spa

水按摩与水疗二合一

式

Wellsystem Medical 医疗版

Wellsystem Medical/医疗版 Plus

概述

增加血液循环和代谢功能，在缓解身体肌肉疼痛方面
效果显著。

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会逐渐衰老，
背部疼痛、关节疼痛、肌肉紧张、肌肉失衡、生活压
力有关的肌肉紧张、颈椎不适、偏头痛。这些都是经
常遇见的亚健康和常见身体不适症状，可通过独特的
“干水按摩”疗法概念进行预防和康复，从而专业地
缓解这些不适症状。

两种系统均获得了欧洲IIa级医疗器械指令（MDD）的
批准，并且除了具有出色的l康复特性外，还商业案例
中提供可观的财务收益。

自1992年以来，德国Wellsystem公司作为JK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从著名的第一代Hydrojet版水疗床开
始成功引入干式水按摩系统进入康复系统。后续产品
继承了原有的性能和优点，并进行了技术更新，现在
先进的WellSystem Medical干式水疗床是一种新开
发的水力按摩床现已上市。两种系统都将水喷射按摩
的力量与热敷和放松的温暖融为一体。加热到25至40
度的水以0.5-4bar的压力均匀运动地喷向天然橡胶床
的下侧，通过水动力作用于身体背部。

Wellsystem Medical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
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高水平的操作性和用户舒适度，同
时需要的空间很小，并且不需要其他人员。在整个应
用过程中，用户不用退掉衣服便可以享受水疗按摩服
务。另外可以使用Wellsystem_Spa轻松有效地增强
视觉、听觉、嗅觉的放松，以创建感官上的健康水疗。
所有Wellsystem产品都为用户和经营者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机会，可确保用户忠诚度，同时以最小的努力
最大化您的服务范围。

Wellsystem Medical_Plus不仅赋予了新的设计，
更重要的是它还提供了一系列新功能，例如不同类型
的按摩，各种速度和压力水平，均根据患者的需求设
置。此外还有六种治疗性按摩程序，这些程序由医学
专家根据临床经验设计和开发，并针对不同身高提供
合适的尺寸大小。所有功能都集成在易于操控的控制
面板中。

//与对传统按摩程序进行了合理的补充之后，这完全
实现了我们最初的想法和期望，即在经典按摩程序的
基础上增加合理的补充项目。经过测试，我们的用户
对Well system的使用表现出很好的接受度。疗效便
是决定性因素。//

Wellsystem Medical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
可用于多种适应性，因为该疗法可提供深层肌肉放松，

-------医学博士 沃尔夫冈·维恩

Wellsystem Medical and Wellsystem Medical_Plus

MEDICINE
Wellsystem Medical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将水
的温度和压力与有益的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
水疗体验，发挥广泛的积极作用：

干式水压按摩床适合如下场景：
背部疼痛
肌肉紧张

缓解疼痛

肌肉失衡

降低肌肉紧张

缓解压力

纠正肌肉失衡

颈源性头疼

改善肌肉张力

轻度纤维肌痛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过度肌肉疲劳

促进静脉和淋巴通畅

脊柱可逆性功能障碍

放松皮下组织

颈椎、腰椎病、坐骨神经痛

对促进神经系统修复有积极影响，对身体内脏器官
也有很好的康复作用

此外Wellsystem Medical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为
后续治疗措施（例如扩展，手动疗法或物理疗法）提供了理
想的准备，并且非常适合在脊椎按摩疗法或其他康复辅助使
用。

//有了Wellsystem medical，您就可以为每位患者提供正确
的治疗概念。Wellsystemmedical意味着全面、个性化的按
摩无需更改，无需后续操作。它非常容易使用。 //

-------

学

士 沃尔夫冈·维恩

以下按摩程序可用于治疗
最重要的肌肉群
自动程序 1 OB 1-EX 4
自动程序 2 OB 1-OB 4
自动程序 3 OB 1-OB 2
自动程序 4 OB 3-OB 4
自动程序 5 EX 1 -EX 4
自动程序 6 EX 1 -EX 3
OB1:

/颈

：斜

肌、

提肌。

OB2:以胸椎骨为中心，以菱形肌和锯状肌后面表面。
OB3: 上腰段到L3椎体、髂腰段中分。
OB4/EX1: 伊里奥骨区。
EX2: 臀部：梨状肌，臀肌。
EX3: 大腿背侧区域：股二头肌，股直肌。
EX4: 小腿肌肉：腓肠肌，比目鱼肌。

// Wellsystem Medical是一种特别温和的治疗方式，
可用于几乎所有脊柱和主要关节的急、慢性骨科疾病。//
-------

学

士 沃尔夫冈·维恩

Wellsystem Medical and Wellsystem Medical_Plus

操作与应用

Wellsystem Medical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充满
约300升水，可将其加热到25至40摄氏度的舒适温度。两
个喷嘴均匀的运动，在天然橡胶床的底部滑动。压力强度
按摩区域和按摩时间可以针对不同应用程序单独控制。该
系统通过带有软触摸键盘的控制面板进行操作。简洁形象
的图形按键使操作极其简单实用。
使用Wellsystem Medical水压按摩喷嘴可以从头到脚以
镜像弧线移动，也可以在单独设置的按摩域做定点和定位
（镜象按摩）移动，可以单独选择脉冲按摩模式。Well
system Medical_Plus除了Medical功能外还提供平行、
镜像、环形和平行程等多种按摩模式选项。
此外，Wellsystem Medical_Plus可以根据患者的身体高
度灵活调整按摩并调节运行速度。两种版本的机器都可以
选择芯片卡服务。Wellsystem Medical_Plus还提供了6
种完美平衡程序供您选择，这些程序已经集成到设备中。

还提供可自由编程的芯片卡，使您可以为两种设备存储定
制的按摩时间，压力强度和按摩类型组合。Wellsystem
Medical_Plus还使您能够将按摩喷嘴移动到精确定义的
位置，并将这些位置作为程序保存到芯片卡中。

按摩类型

按摩区域

平行按摩

全身

镜像按摩

背部

环形按摩

肩部

平行行程按摩

腰部

脉冲按摩

腿部

程序选择

定位按摩
定点按摩

Wellsystem Medical Plus 投资收益计算

基于每次每人使用15分钟，
每次收费为：88RMB

Wellsystem Medical and Wellsystem Medical_Plus

每天平均设定有12个用户使用

投资与收益
Wellsystem Medical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已通过
医疗器械指令（MDD）的IIa级认可。两种系统除了具有出
色的治疗特性外，还具有重大的财务收益，因此证明了该系
统的可盈利投资快速回报。有多种使用Wellsystem Medi
cal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的方法，例如用于按摩的
费用由私人健康保险或作为个人健康服务来支付。为了简化
付款方式，有一个接口可用于所有可商购的控制系统以及具
有集成付款功能的芯片卡。Wellsystem Medical和Well_
system Medical_Plus以其高水平的操作性和用户舒适度而
著称，同时需要的空间极小且无需额外人员。在整个应用过
程中，患者仍要穿衣服。通过独特的操作模式和用户友好性
您可以在实践服务范围内投资购买具有治疗实用性和经济价
值的服务：提供最大范围的服务，而对人员和患者的工作量
却最小。复杂的信息包将使您轻松地将Wellsystem Medi_
cal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所提供的好处告知您的患
者。

每天机器运行时间为：

3小时

每年收益为：

380160.00RMB

每月收益为：

31680.00RMB

每天收益为：

1056.00RMB

场地成本每月：

3000.00RMB

电费成本每月：

270.00RMB

每月净收益：每月收益-每月场地成本-每月电费

Wellsystem Medical和
Wellsystem Medical_Plus
平均每天只有3个使用便可轻松支付
采购投资。

Wellsystem Medical 投资收益计算
基于每次每人使用15分钟，
每次收费为：68RMB
每天平均设定有12个用户使用
每天机器运行时间为：

3小时

每年收益为：

293760.00RMB

每月收益为：

24480.00RMB

每天收益为：

816.00RMB

场地成本每月：

3000.00RMB

电费成本每月：

270.00RMB

每月净收益：每月收益-每月场地成本-每月电费
每月净收益：

21210.00RMB

年净收益：

254520.00RMB

每月净收益：

28410.00RMB

年净收益：

340920.00RMB

Wellsystem _Spa

放松身心
日常紧张生活中的压力不仅会在脸上留下岁月的的痕迹，长期的压力会消耗能
量和动力。经常出现头疼和偏头痛。 为了充分补充繁忙工作消耗的能量，需要
越来越长的肌肤再生阶段。 心理也处于压力之下，阻碍了适当的恢复。最终，
这会导致精疲力竭。
Wellsystem_Spa可以轻松有效地将Wellsystem Medical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的干水压按摩床转变为感官保健水疗中心。在很短时间内，
使您的用户可以放松并有效降低压力并深度放松。
Wellsystem_Spa旨在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高干式水压按摩床的包括
全方位的按摩疗养理念。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更好的视觉、听觉、嗅觉等为您
的用户的最佳康复体验。

wellsystem_spa 运用水、光、
空气、颜色、香气和声音创造
了一个放松的世界，以进行个
性化的放松，需要较少的空间。

水

胶原蛋白光

Wellsystem_Spa代表感官上的增强
用Wellsystem Medical干水按摩
和Wellsystem Medical_Plus。
在治疗期间，病人可以平静地休养

Wellsystem_Spa使用一定波长的可见光
的633 nm(胶原蛋白光)的深度穿透面部护
理。光线刺激代谢皮肤成纤维细胞，促进
形成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这加强并防止结
缔组织的过早老化皮肤。长期使用可以改
善肤色泽，减少皱纹和细纹。

空气
Wellsystem_Spa电离环境中的空气，
产生氧离子，使病人享受在治疗期间
呼吸新鲜和富含负氧离子空气。有助
于恢复。

多彩光普
在Wellsystem_Spa，柔和的色彩创造了
一种病人可以在其中平静、
下来的氛围
从苛刻紧张的生活回归自然的宁静。

芳香
如果有需要，可以提高Wellsystem_Spa
的空气质量带有芳香的气味，以改善病人的
情绪和提供深度放松。可选用的气味有刺激
的檀香，清新爽口柠檬草，苏打水和夏季清
香的牧草。

音乐
音乐可以帮助重新发现平静和舒缓压力。
干水按摩伴随着Wellsystem_Spa舒缓的
声音，可以是放松的音乐或用户自己播放
列表。Wellsystem_Spa拥有两个SD卡槽
以及一个适用于所有普通MP3播放器的适
配器。

Wellsystem Medical and Wellsystem Medical_Plus

多种国际认证
Wellsystem_Spa是对Wellsyste 系列产品
的有价值补充，多样化的项目，在医疗保健
方面提高疗养效果。因此，Wellsystem_Spa
满足了病人的个人需求，并在用户满意度上做
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安装方便、操作简单、
不占用额外空间。

个人放松需要最少的空间
全方位康复概念
模块化用法
员工投入少
运营成本低
空间紧凑

// Wellsystem_Spa是一种有效的扩展方式
从干式水按摩到健康水疗的感官体现。//

All-round recuperation

全方位的康复

技术参数和尺寸
设备尺寸(长、宽、高):
750 x955 x520毫米
设备重量:~ 33kg
功耗:100w
连接/保险丝:220- 240v / 16 A
GS认证(德国莱茵)
电磁兼容测试
CE标志

Wellsystem Medical_Plus

Wellsystem Medical_Plus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操作特征

舒适功能 [额外添加非标配]

操作特征

技术数据和尺寸[标准]

•带软触键盘的控制面板

• Medical_Plus芯片卡包装

• 带软触键盘的控制面板

• 最长可设置时间：45分钟

• 显示按摩时间

• 可自由编程的芯片卡，用于单独编程和分阶段

• 显示按摩时间

• 最大允许承载重量：210KG
• 压力可调范围: 0.5-4 bar

• 显示压力设定

编程

• 显示压力设定

• 显示身体高度设定

• 床单

• 枕头

• 显示按摩速度设定

• 水温可调范围: 25-40 °C

• 延长垫

• 可选按摩类型:

• 设备尺寸 (L x W x H): 2150 x 1100 x 570 mm

- 镜像按摩

• 床面(L x W): 1950 x 800 mm

• 枕头
• 可选按摩类型:
- 平行按摩
- 镜像按摩
- 环形按摩
- 平行行程按摩
- 脉冲按摩
• 可选择的按摩区域:
- 全身, 背部, 肩部, 腰部, 腿部
- 分区按摩，自由选择区域

技术数据和尺寸[标准]

- 脉冲按摩

• 未加水设备毛重: 168 kg

• 可选择的按摩区域:

• 加水后设备毛重: 472 kg

• 最长可设置时间：45分钟

- 全身, 背部, 肩部, 腰部, 腿部

• 可加水容量: 304 l

• 最大允许承载重量：210KG

- 分区按摩，自由选择区域

• 功率: 2800 W

• 压力可调范围: 0.5-4 bar

- 定点按摩，自由选择区域

• 电源电压 / 保险丝: 220-240 V / 16A

• 按摩速度可调范围: 5-30
• 身高可调范围: 45-65 cm from C7-S1

舒适功能 [额外添加非标配]

• 水温可调范围: 25-40 °C

- 定点按摩，自由选择区域

• 设备尺寸 (L x W x H): 2150 x 1100 x 570 mm

• 6种预设治疗性按摩程序:

• 床面(L x W): 1950 x 800 mm

- 全身

• 未加水设备毛重: 168 kg

- 整个背部

• 加水后设备毛重: 472 kg

- 上背部

• 可加水容量: 304 l

- 下背部 (腰部区域)

• 功率: 2800 W

- 臀部/大腿

• 电源电压 / 保险丝: 220-240 V / 16A

- 臀部/整个腿部

• 用于服务访问和所有商用控制系统的LAN接口

• 用于服务访问和所有商用控制系统的LAN接口
• EMC 测试报告（电磁兼容测试报告）

（参数取决于技术和设计的修改

• CE 认证

以及可用性。)

• 医疗器械指令MDD, IIa级

• EMC 测试报告（电磁兼容测试报告）
• CE 认证

• Medical_Plus芯片卡包装
• 可自由编程的芯片卡，用于单独编程和分阶
段编程
• 床单
• 延长垫

• 医疗器械指令MDD, IIa级
（参数取决于技术和设计的修改
以及可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