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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痛擺脫鬆弛肌

V臉極緻提升

單極射頻

●    英國頂尖醫療儀器生產商BTL研發
●    美國FDA及歐盟CE認證
●    大量科學研究和實證,絕對安全可靠

嶄新拉提技術COLLAGEN XP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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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頻  V臉
超・頻  亮眼
Collagen XP     

高聚焦超聲波
HIFU

雙極/多極射頻
Bipolar/Multi-polar 
RF

單極射頻
RF

0級�毋須麻醉��������� 5級�需要麻醉 3級�麻醉視乎個別情況 5級�需要麻醉�

即時緊實線條、提升輪
廓，最佳效果於3個月後

能量穿透力更強大，直
達骨膠原層底部，更深、
更廣、更均勻

獲美國FDA認可及歐盟
CE認證，安全及效果
經醫學臨床測試

部 份 品 牌 只 獲 韓 國
KFDA認可，而非美國
FDA

有機會灼傷表皮，進行
時或需表皮冷卻

能量偏高，有機會灼傷
表皮，進行時需表皮冷
卻�

能量傳送不均勻，只能
分段式加熱

未能深入，且能量會隨深
入度而減弱，影�成效

可深入真皮層及皮下組
織，但非針對性

或會即時緊緻，持久度
較射頻高�

短暫緊緻，持久度成疑 一些療程只短暫緊緻，
亦有部份療程較為持久

痛楚度

持久度

深入度

安全度

超・頻   與其他技術比拼

＋ －

Specification
Country

Power Supply

Maximum power input

Mains voltage

Frequency

Radio Frequency Rated power

Maximum output voltage (electronically limited)

Electrical protection class

External exchangeable fuse

Design

Weight - unit

Weight – applicator XP

Dimensions – applicator XP (W x H x D)

Dimensions – system console (W x H x D)

Graphic color touch screen

Classification

Applied parts type

High frequency leakage currents

Reference patch electrode referenced to earth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rating

Adjustable values

Set power

Therapy cycle time

United Kingdom

250VA

~ 100V to 240V alternating

50Hz to 60Hz

120W

<250V

II (according to IEC 536)

2 x T4AL / 250V, tube fuse 5 x 20mm, acc. to IEC 127-2

Max. 7.30kg (66lb)

Max. 700g incl. cable (1.54lb)

108 x 66 x 180mm (4.25” x 2.6” x 7”)

406 x 270 x 302 mm (15.98” x 10.63” x 11.87”)

Diagonal 8.4“ / 21.5cm, 640x480 pixels

BF

Less than 150mA RMS

 

IP20

Continuous 1 to 90 (units relative to rated power)

30 sec



# Efficacy of monopolar radiofrequency on skin collagen remodeling:
   a veterinary study by Klaus Fritz, Jan Bernardy, George Sonn Tiplica & Alena Machovcova. 

* Two-Treatment Protocol for Skin Laxity Using 90-Watt Dynamic Monopolar Radiofrequency Device With Real-Time
   Impedance Monitoring, David McDaniel, Robert Weiss, Margaret Weiss, Chris Mazur, Charmaine Griffen. 

如何重現緊緻V臉？
・創新�超��頻�V臉拉提技術結合單極射頻�X

超聲波，以超聲波的規率性震動，推動射

頻能量直達膠原層底部，更深、更廣、更

平均地激活膠原蛋白及彈力蛋白增生，令

V臉輪廓緊緻提升，雙眸更顯神采。

膠原層 
   51%#

緊緻度 
   35%*

皺紋 
    42%*

透過熱能收緊纖維蛋白，令胸部緊緻有彈性並增加承托力

胸部肌膚老化，無法對抗地心
引力而逐漸鬆弛、下垂

胸部肌膚緊緻提升，增加承托
力，回復線條

 超・頻  胸部緊緻提升

AfterBefore

針對胸部
上半方

再生骨膠原令嘴唇更覺飽滿、減少細紋、嘴角提升

嘴角下垂、乾紋、欠立體感 嘴角提升、乾紋減淡、立體豐盈

 超・頻  豐唇提升去紋

Before

治療前� 2次治療後 治療後

緊緻眼周、撫平眼袋、提亮眼眸

照片由Dr. Nicole A. Hartsough提供

*實際效果因人而異

治療前�

提升輪廓，減淡法令紋

照片由Dr.Christine Kelley提供

治療前� 2次治療後

照片由Dr. Nicole A. Hartsough提供

 超・頻  亮眼
提升眼瞼、減淡魚尾紋與皺紋�

2次治療後

治療前�

照片由Dr. J. Tenore提供

超・頻  V臉
改善雙下巴、緊緻下頜輪廓  

4次治療後

針對手臂內鬆弛位置(俗稱拜拜肉)，重點緊緻線條

手臂線條鬆弛下垂 回復結實線條

 超・頻  手臂線條緊緻
應用於鬆弛手背位置，拉提皮膚、撫平手紋，回復彈性皮膚

手背有皺紋，欠飽滿彈性 撫平皺紋，增加彈性光澤

  

 超・頻 手背拉提去皺

●   獨特膠原再生技術(Collagen�XP™)
●   首創安全及穩定120W單極射頻+超聲波

●   科學研究實証2次療程減少42%皺紋*
●   通過美國FDA認證有效減少皺紋和法令紋
●   無痛、不需麻醉、無傷口

●   智能電極貼電阻安全檢測

●   可治療面、頸、唇、手、前胸和私處

●   機頭零損耗，低成本，高回報

●   獨特金屬圓錐形六角平頂式(Flat�Top)緊貼皮膚

其他RF儀器

治療時阻抗範圍

骨組織�(高阻抗性)

不穩定
能量輸出

一致性
能量輸出

熱
效
應

過熱

火花

電弧或切割

不良接觸�(非常高阻抗性)

軟組織

(低阻抗性)

具有潛在危險阻抗範圍

120W單極射頻 + 超聲波

COLLAGEN XP TM 臨床實證
精密能量傳送，持續監測導電情況，確保安全

After�2�treat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