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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最新迷你瘦身机 

Caviet 



１．无竞争商品 
 
２．沙龙专卖 
 
３．累计销量25,000台 
 
４．日本制造 
 
５．专家研发 
 
６．多功能多模式迷你型 
 
７．高性能高品质 

日本最先进技术 

5大功效3种模式 

紧致 丰胸 

美体 

多种功能模式，为您塑造完美身材！！ 



                    沙龙界的益处 

１．小型轻便又耐用，为您省去多台仪器的费
用，想瘦哪就瘦哪！ 
 

２．一台仪器，同时体验多种功能与效果，让
美容院销量大幅度增加！ 
 

３．迷你多功能又方便，也适合家庭用，让您
短时间内达到满意的效果。 
 

４．迷你仪器，配上瘦身专用啫喱，每个月都
有持续利润。 
 
５．无形的收获更值得信赖。 
  
６．使用10分钟后就可以看到明显效果，让顾
客亲身体验，放心，安全。 
 

3种模式为您解决一切烦恼 

甩掉顽
固脂肪 

改善皮
肤松弛 

塑造完
美胸围 

美体模式 提拉紧致模式 丰胸模式 

受专家级美容师认可 
   Caviet  5大功能！！ 

分解脂肪 

提拉紧致 

燃烧脂肪 

红色LED：防止肌肤老化。 
蓝色LED：修复损害肌肤。 

导入 



       沙龙美容院畅销的理由！ 
                      顾客们购买它的理由！ 
 

１．迷你多功能型，在家里也能同样感受到和
美容院一样的效果！一台仪器多种效果，即使
不用去美容院也可以享受到同样的效果。 
 
２．让您实现想减多少就减多少的愿望！ 
 
３．「沙龙的最终目标」＝「顾客的最终目标」 
  短时间内达到最满意效果！ 
 

４．家用时只要把仪器放到想瘦位置即可，让
您轻轻松松甩掉多余脂肪！ 
 

５．同时也针对上班族，没时间去沙龙的顾客
们，短时间内解决赘肉烦恼！ 
 

６．无论在哪里，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减肥，
只需要10分钟就能看到明显效果！ 
  

胳膊手臂多余赘肉 
轮胎肚，产后肚皮松

弛等 

10分钟后      
立即见效！ 

臀部松弛，下垂 

小腿粗壮 

大象腿 



一台甩脂机，5种功能+3种模式！ 
第三代升级版Caviet为您创造塑身美丽奇迹！ 

      多种模式功能，解决肥胖烦恼，健康享瘦生活！ 
 
 
➊多余赘肉！                     → 美体模式 
 
➋皮肤松弛等部位！            → 塑身紧致模式  
  
❸胸小，下垂等多种烦恼！   → 丰胸模式 

新功能 



 

MFIP＝断续式脉冲振动波，是特经许可的最新技术。 

 

脉搏式震动直接导入皮下组织，分解脂肪聚集，自然排出体外。 

 

EMS=低刺激，RF=温热感  

 

MFIP 振动波＝指压模式，脉冲频率间隔性的指压按摩效果。 

0.25～1.0秒 

1群 

2群 

1群 2群 



高能超脉冲将平时难以渗透的成长因子，胶原蛋白，透明质酸等成分补充到肌肤。通过
震波来有效分解脂肪聚集。 

 

通过脉冲模式，打开毛孔，将啫喱渗透到肌肤内，产生空洞现象，有效消减脂肪聚集。 

 

通过仪器高速脉搏的震动，涂在肌肤上的精华液，透过皮下组织使脂肪细胞产生气泡，破
裂。使堆积皮下的顽固脂肪有效分解，通过汗或尿自然排出体外。 

 

高能超脉冲有效改善肌肤老化，消掉多余脂肪，让肌肤紧密且富有弹性。 

  

沉淀在皮下深层的顽
固脂肪 

通过仪器导入，透过气穴，
使细胞产生空洞现象。 

分解脂肪聚集 
通过仪器的高速震波，使肌

肤温热感溶化脂肪 
血液及淋巴无阻碍得到，
通过汗和尿排出体外 



EMS＝低周波低刺激肌肉法，另肌肉自然收缩及放松，模仿运动时所带动的肌肉
运动。 

因这方式的运动可以达至深层肌肉比普通运动所带来的肌肉训练效果更佳。 

 

强化肌肉，使基础代谢上升到自然消耗顽固脂肪，变成易瘦难胖体质！ 

 

改善肌肤松弛，最终打造女性完美身材曲线。 

 

 



■620nm （±10nm） 红色LED  
 
刺激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和淋巴循环，活性皮肤组织。通过血液循环分解脂肪，
将体内毒素排出体外，活性肌肤，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 
 
■415nm （±10nm）蓝色LED  
 
除了可以修复受损肌肤之外，还能快速为皮肤消炎杀菌去除青春痘，淡化色素
沉淀，使老化肌肤变得更加健康滋润。 



フォスファチジルコリン 

逐渐渗透到脂肪細胞的同时，天然乳化的存在将脂肪分解并排出体外。在欧美国家医疗机构中，
治疗高血脂症也被广泛使用。 

分解脂肪的巴拉圭茶提取物×抑制新脂肪的咖啡提取物，含有效成分的国际（法国）专利成分。 
 

消脂和分解脂肪的混合原材料。据说在美国，治疗肥胖症的方法是直接注射到脂肪里，有效分
解和燃烧脂肪。 

仅涂抹也有其效果，帮助分解脂肪细胞，促使脂肪运动。 
 

香草具有温感成分。这种温感可帮助促进「新陈代谢，加快吸收」由温感促使毛孔打开，有效成分
渗透到肌肤中。 

            ※此成分说明指一般记载，不含商品说明。 
 

ユニスリム 

リポケア 

フィトソニック 

バニリルブチル 

et BODY（专用瘦身啫喱精华） 

アクティポリン８G 
活化线粒体，促进胶原蛋白在真皮成纤维细胞合成，使真皮中的脂肪含油率下降，减少脂肪，快速
消脂的最新减肥啫喱。 

姜花中提取的精华，可阻止皮肤内的水分流失，增强血流速度，消肿，以及加强脂肪燃烧的效果。 
レガンス 

レスベラトロール 
含葡萄等的一种多酚。不仅防止肌肤衰老及延长肌肤寿命，还可以减少脂肪堆积，改善脂肪代
谢。 



ボルフィリン 
增强脂肪细胞，促进脂肪，加快脂肪细胞的增长，即使不用做美容整形也能拥有理想中的胸围。 

促进脂肪细胞成熟，调整激素平衡，丰胸。是纯植物中提取的安全成分。 

含有丰富的丰胸生长因子，综合因素，是美容大国法国的专利。增进肌肤胶原蛋白再生和弹性，达
到胸部丰满圆润的效果，提拉胸部肌肤，重塑胸部线条。 

豆科葛根提取精华，含有雌激素，具有高度同源性的高活性异黄酮，调节女性荷尔蒙分泌，改善
肌肤细纹和随着年龄增加导致的胸部松弛下垂等，促进胸部再次增长。 

※此成分说明指一般记载，不含商品说明。 
 

アディフィリン 

バイオバスチル 

プエラリアミリフィカ根エキス 

et BUST  

セリレシン 
可修复肌肤表皮内膜的损坏，恢复健康状态，让肌肤细嫩光滑富有弹性。 



 
以下医疗器械，可能对您的身体产生重大危害，请勿并用。 
 
►体内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或者除颤器等体内植入型医疗器械的用户 

► 心脏人工心肺机等维持生命的电子设备 
► 使用心电图等装配型医疗器械 

 
 

禁忌事项 

 

以下情况，请勿使用。 
 
► 发烧，突发疾病，感染性疾病，心脏病，血压异常等 
► 患皮肤病，皮肤异常现象 
► 怀孕，哺乳期 
► 恶性肿瘤 
► 过敏性体质（皮肤病） 
► 整形手术后的部位 
► 血友病，出血性疾病 
► 异常斑点，痣等部位 
► 晒黑部位 
► 纹身部位 
► 对光过敏 
► 现在患有消化系统疾病，或者有可能患有消化系统疾病 
► 使用类固醇激素或化妆品引起的易过敏部位 

 (经常或定期去往医院的患者请跟医生商量后使用。18岁以下请勿使用。） 

危険 

警告 



► 伤口处请勿使用。 
► 身体不适时请勿使用。 

► 饮酒时以及酒后请勿使用。 
► 皮肤黏膜或阴部请勿使用。 

► 本产品对头，脸，脖子，腋下，腹股沟部位，手，脚踝，接近骨头的部位（如：胳膊肘，膝盖，
锁骨，骨盆）等部位请勿使用。 

   
► 过去对以下内容有过经历的患者请跟医生商量后使用。 
  ・化纤过敏（皮疹等） 
 ・化妆品过敏(皮疹等) 
 ・对仪器治疗过敏等 

禁忌事项 

注意 



LED：红蓝自动亮灯 

➊MFIP 

➊MFIP 
➋CV 
❸EMS  
❹DHS 

➋CV 

❸EMS 
❹DHS 
※3和4不能同时使用 

美体模式 （想瘦部位） 

    
【➊MFIP＋➋CV】＋❹DHS 

塑身紧致模式 （改善皮肤松弛等功能）    
 
【➊MFIP＋➋CV】＋❸EMS 

丰胸模式 
           ※要与专用丰胸啫喱并用效果更佳     
➊MFIP＋❹DHS （胸部） 
 
➊MFIP＋❸EMS （大胸肌） 

新功能 



 

➊ 专用啫喱「et BODY 」涂抹于想瘦部位。 

 

➋ 塑身紧致模式（想瘦的部位） 

   【〈MFIP〉＋〈CV〉＋〈DHS〉】 
   ☞仪器贴近涂抹过啫喱的部位，慢慢以按摩方式推动使用。 
 
❸ 提拉紧致（松弛或下垂部位） 

   ➋使用后，想防止或改善皮肤松弛等部位时 
   【（MFIP）＋（CV)＋（EMS）】 
    
❹ 丰胸模式 

   只打开【（MFIP)＋（DHS）】模式即可。 
   ※注意：一定要和专业丰胸啫喱「et BUST」一起使用。 
 ☞使用时，慢慢以滑动的方式轻轻推动。 
    
 ❺防止胸部下垂的使用方法 

   【（MFIP）＋（EMS）】模式开启后，放到大胸肌上从
下往上以同样方式慢慢推动即可。 
    
 ※为安全起见，本仪器10分钟后电源会自动关闭。 
   想持续使用时，再开启以上模式即可。 
  
     一个部位持续10秒，每10秒以滑动的方式轻轻按摩。 
 ※每10秒会有提示嘟的声音，可以按声音提示使用。 
使用后，请在仪器放置过的穴位，淋巴等部位用手轻轻按摩 。   
  

 
➊1个部位10分钟，4个部位，一天最多可使用40分钟。 
➋2和3并用的情况下，1个部位20分钟，1天2个部位，最多可
使用40分钟。 
❸同一部位3天一次（1周2次） 
 

胸部 胳膊 

腹部 

大腿内侧 

腿
肚
子 

后背 

腰部 

臀部 

大腿内侧 



腹部 大腿 臀部 

胳膊 小腿 胳膊 使用后，请在仪器放置过部位用手轻轻按摩。 
用后，请用纸巾或毛巾等把啫喱擦干净后妥善保管。 

※注意：请不要使用超过40分钟以上，以免产生故障或
危险。用后放置40分钟后才可继续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机体会产生温热状态，请放心使用。 

由外至内 

丰胸方法 

由下往上 

（大胸肌）由下往上 
最后，用手轻轻按摩 

护理方法 

将啫喱（et BODY）涂抹于护理部位后，请按图和
以下步骤使用。 

①美体模式<MFIP>+<CV>+<DHS>一起使用。 
<MFIP>+<DHS>1~4键（由弱到强） 
根据自己的使用方式任意选择。 

 ②提拉紧致模式<MFIP>+<CV>+<EMS>一起使用。 
 

 ※一个部位持续10秒后以滑动方式慢慢移动，每10秒会有提示
嘟音，请按照提示音使用。 
使用后，请在仪器放置过的穴位，淋巴等部位用手轻轻按摩。  

 
 
 
 

将啫喱（et BODY）涂抹于护理部位后，请按图和以下步
骤使用。 

①丰胸模式＜MFIP＞+＜DHS＞1~4键（由弱到强）任意选
择，全程时间10分钟。 

 
②紧致模式＜MFIP+EMS＞按照左下图，大胸肌部位由下

到上轻轻推动5分钟。 
 
 

注意：使用时请关闭《CV》键 
一周2次，（3天一次） 

 



需要购买时请直接与本公司联系。 
J．B．MACHINERIE「東京支社」 

     网址： http://www.jb-m.jp/ 
邮箱地址：Info＠jb-m.jp 

为了防止非法盗卖， 
本产品不予网购 

http://www.jb-m.jp/
http://www.jb-m.jp/
http://www.jb-m.jp/


套装价格：225,000（税前） 

美体专用 

丰胸专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