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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謝謝惠顧，同時恭喜您購得本產品！您現在已

經擁有了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Photizo寵物護
理光療儀可爲您提供數年平穩、無故障運行的

服務，值得您的期待。

Photizo團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加上潛心的思 
考、奉獻精神和研究成果，才能為您帶來這款 
性能優異的高質量設備。我們相信，與衆多用 
戶一樣，該設備將有助於您愛寵的康復，緩解

它們的疼痛與不適，提高整體健康水平。

在您邁向健康的途中，我們很榮幸成為您新夥
伴。更多信息，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photiz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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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衆所周知，陽光（最古老的光療方法）既具有
治癒作用又具有保健作用。光是一種能量，而
能量可以維持生命—它無法被破壞，但可以轉
化為其他形式。

發光二極管（LED）提供的能量不足以破壞組
織，但卻可以促進自然的自我修復，還能緩解
疼痛。通過優化其功率輸出，讓效率最大
化，LED提供了與激光相同的具有治癒效果的波
長，但傳輸更溫和，不像激光那樣存在對眼睛
造成意外傷害的風險。.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是一款LED設備，其發出
的紅光和紅外線可穿透皮膚，刺激目標區域的
能量產生和其他代謝過程。紅外線是唯一能產
生治癒效果的物理療法之一。受損的細胞可以
通過光療來恢復活力。   

簡而言之，LED儀是一種用於產生特定波長的光
的便携設備，經研究證實，具有治療性質的本
質上是特定波長的光本身。每一種生物系統均
具有其獨特的吸收光譜，決定了可以吸收哪些
輻射波長，以產生給定的治療效果。光譜中可
見的紅色和不可見的紅外部分，已被證實對活
體組織具有高度吸收性和獨特的療效。  

LED儀還可以讓光束散開，而不是集聚光束。 
LED儀的廣角範圍擴散使其更易於使用，光照可
以穿透更寬的表面區域，因此，在相同的給定
區域内，與激光相比，LED的處理時間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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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提供一鍵式、預編程、
劑量有效遠紅外LED燈，可用於治療多種疼痛和
炎症。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可確保針對特定
病症提供精準、有效量的焦耳/劑量。

          禁忌症與注意事項

注意，必須將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視為一種
輔助治療形式，與醫學治療結合使用，Photizo
寵物護理光療儀的製造商和分銷商始終主張用
戶須在臨床醫生的監督下使用該設備。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不能替代標準的醫療程
序、藥物和/或治療。對於超出設備使用所提
倡的指導原則和光療方案範圍而造成的任何損
壞、損失或傷害，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的製
造商和分銷商概不負責。

還請注意，並非所有情況都適合光療。不要僅
僅依靠Photizo寵物護理儀器，也不要停止使用 
其他藥物、抗生素或抗真菌治療。

• 癌症：光療法不能治癒或引起癌症。請勿對
任何癌症或可疑的癌性腫塊使用光療法。光
療不會引起癌症—迄今為止，任何醫學或科
學文獻中都尚未出現基於LED的光療設備具
有突變作用的證實。Photizo 寵物護理光療儀
產生的光是紅外和近紅外的非電離光，與光
譜的另一端與有害的紫外線（UV）相對。
但是，Photizo 寵物護理光療儀可用消除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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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療的副作 用，例如粘膜炎，它就是
化學療法和放射 療法引起的一種痛苦不堪
的副作用。

• 妊娠：妊娠期間進行紅光或紅外線療法的效
果尚未進行測試。雖然胎兒不會受到光線的
負面影響，但我們不建議在正發育的胎兒正
上方的區域使用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

• 癲癇：有些研究認為，頻率在5-10Hz範圍內
的脈衝可見光可能會引起癲癇發作。Photizo
寵物護理光療儀不會在5-10 Hz的範圍內脈
動，但 是，癲癇患者應避免直視探頭發出
的光束， 以防萬一。

• 不要過度光療；過度使用並不會讓傷口癒合
或疼痛緩解更快。每天過量使用可能會導致
過度刺激和延遲癒合（抑製作用）。

• 對於一些慢性病患者而言，最開始光療的時
候可能會引起一些輕微的不適。這是身體對
開始癒合過程的一種反應。您不必擔憂，可
放心繼續光療。

• 無需護目鏡，但是由於光線非常明亮，請勿
直視發射的光線。

• 請勿隨意停止使用藥物和醫護執業者的處
方。Photizo 寵物護理光療儀治療是一種輔
助療 法，可以促進和刺激細胞加快癒合過
程，緩 解疼痛和肌肉痙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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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您在光療後可能會對自身的健康狀
況產生虛假的認知。請勿對某一區域過度進
行光療。

安全注意事項

• 本設備不防水，因此請勿在水附近使用，因
為與水接觸可能會導致觸電。請勿將設備存
放或放置在水槽、浴室、衛生間或其他可能
與水接觸的地方。

• 切勿浸入水中或用水清潔設備。清潔時，始
終使用柔軟的干布擦拭。

• 僅在乾淨、乾燥的皮膚上使用，因為電子設
備接觸水時可能會損壞。

• Photizo 寵物護理光療儀具有內置電路，因
此請小心操作和存放。

• 長時間存放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不使用
時，請先將電池充滿電，否則電池可能會損
壞。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在以下情況下使用是安
全的：

• 動物的生長板。
• 有金屬植入物的患者。
• 使用抗凝藥物的患者。
• 糖尿病患者。光療法將極大地幫助治療糖尿

病各種併發症。

 光療前準備

清潔、維護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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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前後，應使用乾
淨的乾布和非磨蝕性清潔劑對其進行清
潔。Photizo專業護理光療儀必須始終存放在安
全乾燥的地方，最好放在隨附的提包中。使用
設備時應小心，不應浸入或在水中操作設備。

在進行光療之前請清潔皮膚，因為雜物可能會
阻隔光線。開始光療之前，請按照指示清潔探
針。

 個人如何進行光療？

在開始使用本產品之前，請閱讀使用說明中的
禁忌症，預防措施和安全預防措施部分。

請記住，在使用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前後， 
請使用一塊乾淨的乾布和非研磨性清潔劑其進
行清潔。

• 將探頭直接放在皮膚要光療的區域，然後按
電源按鈕。光療儀將發出兩次嗶聲。在治療
開放性傷口時，探頭不應接觸皮膚。

• 保持探頭照射的位置，直到設備再次發出兩
次嗶嗶聲。光療儀會自動關閉。這表示一
劑。如果需要兩次或三次劑量（請參閱下
表），請保持探頭在適當位置不動並按照指
示重複劑量。

• 將探頭移至下一個位置。再次按下電源按
鈕。

• 重複步驟，直到全部待光療區域得到覆蓋。

• 僅在探頭就位後才按下電源按鈕。電源按鈕
上方的小電源按鈕LED亮綠燈，將指示設備
是否正在光療週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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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探頭貼在皮膚上可確保最大穿透深度。在
治療開放性傷口時，探頭不應接觸到皮膚。

• 身體對光療不會產生抗性，因此可以持續進
行治療。

症狀與治療：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主要用於：

• 家養寵物 –狗和貓
• 大型牲畜 – 牛、綿羊、山羊、豬、雄鹿等。
• 馬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可以緩解疼痛，刺激細
胞修復和癒合，減少腫脹與炎症，在急性創傷
條件下，可刺激免疫系統發揮作用。這款光療
儀可有效治療與關節炎和過度使用性損傷相關
的慢性疼痛和炎症。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可以促進癒合，減輕疼
痛、腫脹和炎症，減少肌肉痙攣，增加血液流
通和淋巴管的直徑，確保清除體内廢物，保障
進入治療區域的氧氣、營養物質和藥物濃度的
流入。

• 皮膚狀況：傷口、撕裂傷、蜱蟲叮咬壞
死、熱點、膿腫、馬鞍瘡、纖維瘤、冗長
肉芽、肢端舔肉芽腫、瘀傷、外耳炎、膿
皮病、足底皮炎、皮膚過敏、濕疹等。

• 肌肉骨骼問題：關節炎、肌腱炎、肌炎、
韌帶/肌腱扭傷/拉傷、瘀傷、骨折、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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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背部疼痛、夾板固定、過度使用損傷、
滑膜炎、水腫、血腫、肌肉損傷、肌肉痙
攣、觸痛點、黏液腫、乳腺炎等。

• 手術後：手術涉及的任何區域，包括植皮
手術。

• 其他：角膜潰瘍、病毒/皰疹有關疾病、鼻
竇炎、眼眶後創傷。

在使用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之前，請仔細閱
讀以下治療指南和操作說明，確保正確使用並
獲得最佳療效。

急性損傷：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可以刺激細胞內部的能
量產生（ATP），最高可達250倍，從而刺激細
胞以最佳狀態運行。使用該設備還可進一步刺
激和調節DNA和RNA（這兩者可謂是細胞內部
的編程）的合成，遵循恰當的癒合過程，並調
節疤痕組織/冗長肉芽的形成。通過使用這款
光療儀，可以將自然癒合過程加快30-40％，減
少疤痕組織形成和並發症的可能性。使用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能刺激內啡肽和血清素
的分泌。內啡肽和血清素是身體自產的鎮痛和
放鬆的“良藥”。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有效地減少了因損傷、
創傷或過度使用引起的炎症，減少了肌肉痙攣
和觸痛點。這款光療儀通過增加血管和淋巴直
徑，清除受傷或發炎區域的多餘廢物，從而幫
助減輕腫脹。這樣可以減緩因神經末梢的壓力
和刺激帶來的疼痛，同時增加流向該區域的血
液，確保組織可以吸收更多的營養和氧氣。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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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助於減少多餘的傷口組織，降低繼發細菌
感染的風險。 

傷口區域血液供應的增加，確保更高濃度的局
部和全身性藥物輸送到受影響的區域。Photizo
寵物護理光療儀可刺激免疫細胞發揮作用，抵
抗感染的可能性。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刺激細胞達到最佳狀態
（皮膚、骨骼、神經、包膜、軟骨和肌肉組
織），維持機體組織的健康。這一功效可能有
助於防止神經、骨骼/關節和血管等組織的退
化。

過度使用傷害和慢性病：

機體組織的癒合分為三個階段，即炎症、增殖
和組織階段。當組織未能完成此週期時，就會
發生慢性“損傷”或過度使用的炎症反應。組織
停留在炎症階段，遲遲不能進入到增殖（細胞
和組織的實際癒合）或組織階段。為了治愈這
些“損傷”，人體需要刺激細胞程序（DNA和
RNA），例如，完成炎症階段，然後進入真正
的治愈階段。當炎症過程形成疤痕組織，會引
起黏連，抑制肌肉和組織纖維的正常“滑動”，
從而引起刺激，造成進一步的炎症，變成一個
惡性循環。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可以緩解肌肉痙攣，舒
緩觸痛點的疼痛感，縮短炎症過程，減輕疼
痛，從而打破惡性週期，讓組織有機會開始癒
合過程，或者讓慢性疾病保持無痛期。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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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使用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進行治療不會
引起黏連，但可以控制炎症過程和不適感，減
少形成更多疤痕組織的風險。

請始終在問題初現時直接進行治療，這將有助
於預防慢性疾病。慢性肌肉痙攣和觸痛點通常
是由於長期過度使用肌肉組織或對肌肉群產生
反應性肌肉保護，阻礙了廢物的清理以及營養
物質和氧氣流入的結果。

慢性疼痛：各種類型的關節炎和不可逆
的關節損傷、慢性肌肉痙攣、觸痛點/穴
位

• 使用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能刺激內啡肽和
血清素的分泌。內啡肽和血清素是身體自產
的鎮痛和放鬆的“良藥”。（這種效果在貓科
動物中尤爲明顯）

• 有效地減少因損傷或過度使用引起的炎症。
減少了肌肉痙攣，放鬆緊綳的觸痛點。通過
增加血管和淋巴直徑，可清除受影響區域的
多餘廢物，從而幫助減輕腫脹。這樣可以減
緩因神經末梢的壓力和刺激帶來的疼痛。流
向該區域的血液量增多，確保組織可以吸收
更多的營養和氧氣。

• 降低傳導速度，降低對疼痛傳導神經的刺
激。

• 有效減少肌肉痙攣並釋放緊繃的觸痛點。

• 刺激細胞達到最佳狀態（皮膚、骨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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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包膜、軟骨和肌肉組織），維持機體
組織的健康。這一功效可能有助於防止神
經、骨骼/關節和血管等組織的退化。

• 對針灸穴位進行光療效果極佳。

不同動物類別的使用劑量：

症狀類別 家養寵物 大型牲畜和
馬匹

皮膚問題 單份劑量 單份劑量

淺表肌/肌腱/
韌帶

單份劑量 雙份劑量

深層肌肉/肌
腱/韌帶

單份劑量 三份劑量

關節和骨骼
問題

單份劑量 雙份劑量

軟組織問題：肌肉、腱、筋膜和韌帶：

急性損傷：

開始時，每天對受傷和疼痛的區域進行一次光
療，持續十天。之後，如果情況仍然存在或動
物仍然感到不適，則每週治療兩至三次。如果
出現急性疼痛，您可以每天進行兩次光療，持
續兩至三天，但隨後恢復至每天一次的光療頻
率，持續十天。

如果出現肌肉痙攣和觸痛點，請在光療時照射
這些區域。對針灸穴位進行光療效果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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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疾病和過度使用問題：

每天對患處進行一次光療，持續五到七天時
間；之後，減少頻率至每週光療兩至三次，最
多持續三週。如果仍然感到不適，請每週進行
一次光療。如果問題仍然存在，請重新評估病
情，或諮詢獸醫。

乳腺炎：

牲畜：每週進行兩次至三次光療，直接照射有
炎症的乳房，直至病情消除。請勿停用局部或
全身藥物。

家養寵物：每天對患處進行一次光療，直至病
情消除。

      傷口、撕裂傷、蜱蟲叮咬壞死、熱
點、膿腫、馬鞍瘡、纖維瘤、冗長肉芽、
肢端舔肉芽腫、瘀傷、外耳炎、膿皮病、
足底皮炎、皮膚過敏、濕疹等。

• 急性損傷：盡快開始治療，刺激細胞修復。
每天對所有急性皮膚損傷區域進行光療，直
至治愈。

• 慢性皮膚問題：每天對患處進行一次光療，
持續五到七天時間；之後，減少頻率至每週
光療兩次。當病情穩定后，您可以將頻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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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每週一次光療，以維持皮膚的健康。

• 傳染性疾病，例如膿腫、熱點、血管瘤、棒
狀桿菌細菌病等：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的
治療不能替代抗生素或其他處方藥，但可以
通過刺激免疫系統，加速癒合過程，促進藥
物向患處輸送。 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
進行手術引流膿腫，然後光療才能獲得最佳
療效。

關節問題，骨頭瘀傷，應力性骨折和軟

骨損傷：

• 急性傷害：盡快開始治療。對整個關節隙或
受傷區域進行光療。 每天一次，持續十
天，然後恢復為每週光療三次，直至愈合。

• 慢性關節疾病，例如關節炎，髖關節發育不
良：每天一次，持續五至七天，以減輕炎
症，舒緩疼痛。 之後，每週進行兩到三次
光療，持續兩週。當病情穩定后，您可以將
頻率降到每週一次。光療時，請照射整個關
節隙、正面、側面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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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層組織瘀傷和血腫：

受傷後應盡快開始治療，光療時照射整個患
處。如果出現水腫，還應對近端淋巴結進行光
療照射，以確保更快排出廢物和蛋白質化合
物。每天光療，直至痊愈。

術後治療：

術後直接進行光療，尤其是術後馬匹。光療將
有助於防止形成冗長肉芽。每天光療一次，持
續五至十天。光療的好處包括：緩解疼痛，加
速癒合，減少疤痕組織/冗長肉芽，刺激免疫
系統發揮作用，消腫。

其他：僅在合資格的獸醫推薦下方可進
行光療！

眼部受傷，角膜潰瘍，與病毒/皰疹相關的病
症，鼻竇炎，眼眶後創傷。

眼部受傷：儘管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發出的
光很亮，但不會傷害眼睛，可對眼部外傷進行
光療，促進癒合。如果動物被光線嚇到了，您
可以從它們頭部側面進行照射，因為光線能穿
透骨骼。每天光療一次，持續五至七天。

感染病症：例如病毒/皰疹相關的病症，細菌
或真菌感染：

請不要停止用藥。每週光療三至五次，持續四
週，或直至病情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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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能刺激局部和全身免疫
系統，還可能促使機體形成針對病原體的抗
體。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操作方法

•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可使用内部可充電電
池或直接接通電源進行操作。

• 如需打開光療儀，請按電源按鈕。電源按
鈕LED指示燈亮起，同時儀器發出兩次嗶
聲。

• 光療週期結束後，儀器將發出兩次嗶聲，
並自動關閉。

• 要在治療週期中關閉設備，可按住電源按
鈕1秒鐘。光療週期停止後，電源按鈕LED
燈可能會在一段時間内保持綠色。

• 使用電池供電時，電源按鈕LED燈在光療週
期內將呈綠色穩定亮起，並在不使用時熄
滅。

• 插入主電源時，儀器將發出一聲嗶聲，在
延遲3秒後，電源按鈕LED燈將開始閃爍綠
色。電池充滿電後，電源按鈕的LED燈將停
止閃爍，並呈綠色常亮。

• 拔下電源時，儀器將發出一聲嗶聲，且電
源按鈕LED燈將熄滅。

• 每次充滿電後，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將可
以進行約90分鐘的連續光療。如果您在低溫
下使用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需注意，這
種情況可能減少每次充滿電後提供的劑量
數。

•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使用大容量NiMH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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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電池，與所有可充電電池一樣，其電 
池容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耗盡，且兩次 
充電之間的劑量減少。當電池容量跌至較 
低水平時，可以更換內部可充電電池。請 
聯繫您當地的經銷商，經銷商處可提供
安 裝新電池的報價。

• 未使用的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存放滿3個
月後，應將電池充滿電，否則電池可能會
有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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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沒有用戶可自行維修的
零件。

故障 解決辦法

儀器發出兩次嗶 
聲並且無法開機

電池需要充電

儀器充不了電 充電器是否已連接至 本儀
器/是否已插入主電源並
已打開？ 所有連接處插緊
了嗎？您使用的是正品 
Photizo充電器嗎？

2個大的LED燈
似乎 不亮/不
起作用

這些LED燈的波長不在 肉
眼可見範圍內，因此看不
到。要確認這 些LED是否
正常工作，可通過手機攝
像頭查看。

規格

此設備具有一個大功率紅光和紅外線二極管的
發光陣列。

型號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

包裝盒大小 22.8cm x 9.4cm x 
12.2cm 

功率輸出 可變動峰值輸出 
330mW/cm2

覆蓋區域 4.7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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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長範圍 633nm 紅光， 
850nm 紅外線

主電源 00 ~ 240 VAC

電池類型 Ni-MH

電池電壓 7.2 V DC

充電器 12V, 1A

充電時間 最長4小時

電池運行時間 可連續使用90分鐘

儀器重量 280克

標準配件

電源供應器 

使用説明書 

抽繩袋

使用環境

• 不適合在易燃的空氣或氧氣或一氧化二氮混
合麻醉劑環境下使用。

• 使用環境：32°F - 104°F (0°C -40°C)
700hPa – 1 060hPa

• 存放環境：4°F – 122°F (-20°C -50°C)
700hPa – 1 060hPa

• 濕度：15% - 95% RH
• 設備等級：II類
• 操作模式：脈沖和連續模式

如果您需要任何幫助或遇到產品故障，請聯繫
與您最近的經銷商，或發送電子郵件Photon 
Therapy Systems，電郵：info@photiz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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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不能
代替切實的醫療建議或治療，它是一款輔助性的
輔助治療設備。請勿認爲所有條件都適合用光療
進行治療。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不是診斷
工具，也無意替代醫學治療。

  警告！
只能使用隨機提供的PHOTIZO電池充電器給電
池充電。其他任何充電器都可能損壞電池或
PHOTIZO寵物護理光療儀。

保修

本品自購買之日起，對材料和生產缺陷提供一
年隨身保修，須提供原始的購買證明。因惡意
損壞、電池漏液、意外掉落、進水損壞或有機
溶劑損壞引起的任何保修索賠均不受理。

保修不包括任何郵費、運費、手續費、保險費
或送貨費。保修範圍不包括因事故、外部破
壞、改動、改裝、濫用、濫用或不正當使用而
引起的損壞、缺陷或故障。此外，保修範圍不
包括因退貨或處理而造成的產品損壞。建議購
買運費險或保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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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釋義
注意！請按照用戶説明書中的說
明 進行操作
本機上的此符號表示“請參閱用戶
手 説明書”。

SN
序列號：指示製造商的序列號，
以便可以識別特定的醫療設備

WEEE符號（電氣和電子設備的
浪費）。回收標誌。產品WEEE
符號表示該設備不得作為家用
產品丟棄。請正確處置產品，
保護環境。有關回收該產品的
更多信息，請聯繫當地主管部
門、家庭廢物管理公司或購買
該產品的商店。

此醫療設備不防水，應防止有液 
體進入。
注意！紅外線發出的光不可見。

指製造商。

設備提供特定程度的電擊防護，
特別是在允許的洩漏電流和保護
性接地連接的可靠性方面（如
有）。

設備上的此符號表示它符合歐盟
LVD法規指令2014/35/EU和EMC法
規指令2014/30/EU。





公司：Photon Therapy Systems (Pty) Ltd
地址：The Woods, Building C, 41 De Havilland 
Crescent Persequor Technopark, Pretoria, 0040

Gauteng, South Africa
網址：www.photizo.net
電郵：sales@photizo.net
電話：+27 10 590 7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