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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treatment device for hair growth, which comprises a main housing (1)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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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治汙器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匡府 器械，具休地說涉及治 行脫友促迸共友再生的治

行 器 。

背景技木
脫友是一神常見病 ，脫友的原 因是多 方面的。 如分脂溢性脫友，神銓

性脫友，物理性脫友，以及遺估性脫友。 脫友的主要原 因可以 患錯力 共

皮下的毛細血管扒退化，血流不物，共友管界不足，細胞不生長，毛襄萎

縮所致 。力了治 好脫友，出現 了許多 治 污脫友和促迸共友再生的匡府 器械，

如同美的器械有振功按摩伏、 高頻放屯治 行伙，以及激光治行伙等。 但上
述治 府伙由于缺乏針吋性，未能有效地解決脫友致病的主要因素，治 府效

果不明昱，不但使患者蒙受治 行 費用的損失，近喪失了最佳治 府 吋札。

如何解決現有技木存在的不足，則是本友明所面惟 的改汁琛題 。

友明內容
本友明提供了一神速效生友治 行 器，它可以解決現有技木存在的治 持

效果不明昱等岡題。

力 了迷到解決上迷技木岡題的 目的，本友明的技木解決方案是，一科

速效生友治 府 器，它包括治 行 共患成，和治行 共患成相連的杆休以及手柄，

其特征在于治 行 共患成包括主亮休和盎休，盎休表面改有若干根織激孚休，

主亮休腔 內改有均上迷蝕激寺休通迂早域連接的能友出豚沖波的泳沖友生

器 。

在本友明中，近具有 以下技木特征 所述的蝕激早休采用桂橡股制成

柱狀，所述的豚沖友生器能侍 出不同強度的泳沖波，刺激活化神婪細胞促
迸生友。

在本友明中，近具有 以 下技木特征 所述治 府 共患成的盎休力叩刺盎，

盎表面逐改有若干撮叩刺針，所述的叩刺針采用塑料或功物毛制成。

在本友明P ，返具有以 下技木特征 所迷的每撮叩刺針碩端制成斜角

式，或韓尖式，或弧形 式，叩刺盎上的叩刺針整休形狀力中坷 高周 園低的



弧形狀 。 整休和每撮。刺針制成上述形狀，可以有效融激共皮表面 ，刺激

大胸皮居，從迸血液循琢 ，活化神鋒細胞 。

在本友明中，近具有以 下技木特征 所述治好 共主亮休腔 內迂安裝有

磁秩 。 通迂磁缺友出的磁力域七泳沖波共同作用 ，提高治 府效果 。

在本友明中，迂具有以下技木特征 所迷杆休力汲片 重疊式，下面的

定片 ，一端七手柄部 固定 另一端占主亮休 固定，上面的力功片 ，一端均

手柄 固定 另一端均主亮休活功連接 。 采用及片 式，可以提高杆休彈性雯

化幅度，易于掌握吋共皮刺激的合迢度，迎提高 了杆休的使用青命 。

在本友明中，逐具有以下技木特征 所述豚沖友生器的控制健改在手
柄端 ，估愉早域埋改在功片 七定片之間 。

治 持 忖，手握控制手柄，將魁激早休和叩刺針向脫友部位迸行反夏叩

刺，使脫友部位受到有效刺激，占此同吋，因蝕激早休被作用 ，泳沖友生

器舍依搪蝕激的強度等因素，自功碉市友出豚沖波刺激大胭皮居，活化細

胞 另外，高強度磁秩舍戶生磁物吋血液迸行有效地磁化，豚沖波和磁物

以及。p刺的多重作用 ，加快 了新阱代榭，疏通油脂分泌迂多 而堵塞的毛孔，

使脫友共皮赴充分得到管界，威桂了脫友戶生的病 因，伙而迷到促迸共友
再生的 目的。

附囤說明

下面錯合附團和奕施例村本友明迸行祥細地描述 。

囤 1 是本友明速效生友治狩 器主祝圈

團 2 是本友明速效生友治狩 器治 好 共患成赴局部剖視軋
囤 3 是圈 2 中的 A 向視圈

圈 4 是圈 2 中的 B 向視軋
團 5 是本友明速效生友治 行 器 叩刺盎剖視團 。

1．治行 共患成 2 主亮休 3．叩刺盎 4扁強度永久磁翎 5．桂橡股柱

6．叩刺針 7．杆休 7- 1 功片 7-2．定 片 8．手柄 9．控制按鍵 。

具休 奕施方式

參几 團 1、 囤 2、 圈 3 、 囤 4 和團 5 ，速效生友治行 器主要由治 行 共患

成 1、杆休 6 和手柄 7 所枸成 。治 行 共患成 1 包括主亮休 2 和圓形 叩刺盎 3 ，

圓形 叩刺盎 3 扣裝在主亮休 2 。 叩刺盎 3 改有四根由桂橡股柱 5 制成的



蝕激屯板，逐改有數圈由塑料制成的若干撮。刺針 6。 每撮叩刺針 6 制成

45。斜角 式，叩刺盎 3 上的叩刺針 6 整休形狀力中間高周 固低的弧形狀 。

占然，叩刺針 6 傾斜方向也可以根搪需要迭捧其它形 式，如雄尖式、弧形

式或半球形 。

主亮休 1 腔 內改有均上述蝕激尋休通迪早域連接的能友出泳坤波的豚

沖友生器，園 中未示 出，泳沖友生器可以采用振蕩 屯路等屯路形 式奕現 。

杆休 7 力及片 式，即功片 7- 1 和定 片 7-2，定 片 7召一端占手柄 8 部 固

定 另一端占主亮休 1 固定，功片 7- 1 端七手柄 8 固定 另一端占主亮

休 1 活功連接 。 豚沖友生器通迂早域占控制按鍵 9 連接，孚域預埋在功片

7- 1 尚定 片 7-2 之同。

力了宴現組合效座 ，主亮休 1 腔 內底面近改有 高強度永久磁鋼 4。

治 行 忖，將控制按健 9 升后 ，豚沖友生器赴于工作狀怒，將桂橡股柱
5 和叩刺針 6 向脫友部位迸行反夏敲打，使桂橡肢柱 5 和叩刺針 6 作用在
脫友部位，由于桂橡腋柱 5 蝕激振功，使泳沖友生器接收到振功信寺，根
搪接收的信考友出豚沖波不浙佑愉至脫友部位，刺激大肪皮房活化細胞，

促迸共皮 內的毛細血管折張，改善微循杯，疏通油脂分泌迪多 而堵塞的毛
孔，恢夏噸骨均共皮間的正常距 萬 ，吐共友的根部得到充分得到萱芥，使
原柬稀少 的共友或禿頂在短忖期內衣出新友。

以上所迷，仗是本友明的較佳 奕施例而 已，井非是舛本友明作其它形

式的限制，任何熟 悉本舌並的技木人員 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木內容加以

交更或改型 力等同吏化的等效奕施例 。 但是凡是未脫 禹本友明技木方案 內

容，依搪本友明的技木奕辰吋以上宴施例所作的任何 筒羊修改、等同雯化

占改型 ，仍厲于本友明技木方案的保妒范 園 。



、 、
杖 利 要 求 半

1．一科速效生友治 狩 器，它包括治 行 共患成，和治 行 共患成相連的杆

休以及手柄，其特征在于治行 共患成包括主亮休和盎休，盎休表面設有若
干根蝕激尋休，主亮休腔 內設有均上述蝕激孚休通迂早域連接的能友出豚

沖波的豚沖友生器 。

2．根搪杖利要求 1 所迷的治府 器，其特征在于所迷的蝕激早休采用桂
橡肢制成柱狀，所述的泳沖友生器能佑 出不 同強度的泳沖波，刺激活化神
鋒 細胞促迸生友。

3．根搪杖利要求 2 所述的治府 器，其特征在于所迷治府 共患成的盎休
力叩刺盎，盎表面迂改有若干撮叩刺針，所述的叩刺針采用塑料或功物毛
制成 。

4．根搪杖利要求 3 所述的治行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每撮叩刺針頂端

制成斜角 式，或雄尖式，或弧形 式，叩刺盎上的叩刺針整休形狀力中同高

周 圃低的弧形狀 。

5．根搪枚利要求 4 所述的治行 器，其特征在于所迷主亮休腔 內迂安裝
有磁秩 。

6，根搪枚利要求 5 所述的治狩 器，其特征在于所迷杆休力汲片 重疊式，

下面的定片 ，一端七手柄部 固定 另一端占主亮休 固定，上面的力功片 ，
一端均手柄 固定 另一端占主亮休活功連接 。

7．根搪杖利要求 6 所述的治府 器，其特征在于所述泳沖友生器的控制

鍵改在手柄端，估愉寺域埋改在功片 占定片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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