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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什么是乐芭迪? 
乐芭迪 (LEBODY)是一款使用中周波电流刺激促进细胞新陈代谢，收缩

肌肉，使肌肉强化，增加肌肉的专业脂肪管理仪器 。中周波电流刺激

可缓解疼痛，快速缓解激烈运动后产生的肌肉疼痛，使您快速回到生

机蓬勃的生活当中。 

减少体脂肪 

及 

体内废物 

脂肪团 

减少 

改善皮肤弹力及

再生效果 
肌肉强化,增加 



原理 

中 频 
乐芭迪使用对皮肤刺激最低，且能够深入渗透的中频交流电流

(1,000Hz~10,000Hz)。 中频电流10分钟内刺激肌肉120次以上，

让肌肉收缩，可有效改善皮肤弹力与浮肿 

低频 中频 高频 

1Hz 1,000Hz 10,000Hz 



功能及特点 

增加运动效果与塑身管理 
乐芭迪中频刺激可强化肌肉，增加代谢量，引起体内脂肪成分的燃烧。非常适

用于日常塑身管理及欲减肥的人群。  

刺激运动神经 肌肉收缩运动 强化增生肌肉 消耗能量 减少脂肪团 

促进 
血液循环 

新陈代谢 
淋巴循环 排毒 减少浮肿 减少脂肪团 



功能及特点 

缓解肌肉疼痛 
乐芭迪中频有利于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可促进淋巴循环排除体内污垢及毒

素，而且还可以缓解肌肉疼痛 

运动后 
僵硬的肌肉 按摩效果 

改善血液循环
及 

僵硬的肌肉 
缓解疼痛 



功能及特点 

已被论文证实的 
中频效果 
据SCI 级论文所记载，1000hz 频率可刺激肌肉产生

最大效率的产生。且脉中频的强烈刺激可增加肌肉的

强度 

Immediate Effects of Various 
Physical Therapeutic Modalities 
on Cervical Myofascial Pain and 
Trigger-Point Sensitivity. Arch 
Phys Med Rehabil 
2002;83:1406-14. 

! 

Electrical Stimulation 
Using Kilohertz-
Frequency 
Alternating Current, 
2009, Alex R Ward 

! 



功能及特点 

唯一的中频电流 
乐芭迪与众多低频激仪器不同，它使用皮肤抵抗最低，高渗透力的中频。 

乐芭迪利用“脉中频”的中频干扰疗法，提高了塑身效果 



功能及特点 

调节强度， 
安全的照度传感器 
乐芭迪可调节强度，根据使用者的需求来进行调节。  

而且内置照度传感器，使用更加安全 

接触式传感器 

阶段显示窗口及
强度调节按钮 



功能及特点 

随时随地 
轻松操作 
乐芭迪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携带便利。重量仅有300克。符合人体

工学设计的握柄，只需放在欲减脂的腹部、背部、大腿、小腿、

手臂等部位即可 



功能及特点 

两种模式 
乐芭迪根据使用目的分为两种（GYM,SLIM）模式。 

GYM模式适用于长期运动人群运动结束后进行塑身管理，加大

运动效果。SLIM模式适用于欲改变体型与局部管理人群，且此

模式的脉周波可深层刺激肌肉达到运动效果 

GYM MODE 

SLIM MODE 

모드표시창 

모드변경버튼 



乐芭迪专用按摩膏 

含双专利成分 
专用按摩膏 
乐巴迪专用按摩膏含法国SEPPIC公司Adipoless与中药成分Botaniceutial 

Plus-10两种专利成分。按摩膏中马黛茶提取物、芦荟叶汁成分可使皮肤变

得光滑，富于弹性，达到塑形的效果 



临床资料 

获得最多腹部 
临床试验结果 
乐芭迪在公认机构进行临床试验，其有效性已被证明。 

而且相关的临床数据最多，消费者的满足度也非常高 

<临床机构 : 韩国皮肤临床科学研究所 > 



改善纹理 

临床资料 

Before 8 Weeks 

临时减少
脂肪团 

Before 8 Weeks 

改善大腿
浮肿 

Before 8 Weeks 

改善 
腹部、腰部
浮肿 

Before 8 Weeks 



临床资料 

临床数据 



营销战略 

电视购物销售额 
突破150亿韩币！ 
14次售空记录! 
通过韩国GS电视购物销售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做了20次直播销

售，其中14次售空，销售额突破了150亿元韩币 



营销战略 

SNS与口碑营销 
乐芭迪通过Facebook及各种SNS、微博等，通过口碑营销覆盖全世界。 

通过网络不断进行推广，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宣传与营销，使得全世界消费者了

解乐巴迪产品 



营销战略 

媒体的宣传 
乐巴迪通过韩国国内美容、娱乐经纪活动产品赞助与线下活动进行宣传

。另外，通过国内外媒体（包括每日经济、BNT）的报纸与杂志报到不

断的向消费者进行宣传 



营销战略 

被众多知名人士与专家 
认可的名牌产品 
众多知名人士在使用乐芭迪，被著名酒店spa、健身中心、美容院等机构

认可为明星产品。同时，已经过韩国国内院长级专业医师认证，且被认

可的产品 



差别性 

优 势 SIXPAD EMS TRAINING 4.0 SPOPAD LEBODY 

能量 低频电流(20hz) 低频+调中频 低频电流(22hz) 中频率电流 (1000hz) 

使用方式 贴片 穿 贴片 紧贴在使用部位 

主要使用部位 腹部、 臂部、 大腿部 全身（腹部、 臂部、 大腿部） 腹部、 臂部、 大腿部、 小腿部 
腹部、背部、臂部、  

大腿部 

主要效果 肌肉刺激 肌肉刺激 肌肉刺激 肌肉刺激 

临床结果 有 无 无 

脂肪团减少，赘肉减少 
弹力改善，浮肿改善 

皮肤光滑改善 
血液循环改善 

照片 



差别性 

使用方法 

① 长按上端的电源开关打开电源。 ② 请挑选其中一个模式，GYM或
SLIM 

③ 涂抹“LEBODY Fit Cream” 
在产品下方的4个电极上。 

④ 贴压在使用部位，使用时间为3分
钟。 

⑤ 利用按钮把强度调节至需要的阶段。 ⑥ 使用后，擦净产品下方的乳霜后放
到充电座上。 



Contact

(646) 327-9322
(347) 282-6332

info@lebodyusa.com
www.lebodyusa.com

160 71 Willets Point blvd #L1, Whitestone, NY, 1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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