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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科技成就

BIOMAT 垫是现代科技的结晶，使用效果已得到实践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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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本笃十六世赐福表彰Richway对增进
医疗事业的贡献。

来自日本文化机构Fushimi亲王的表彰 Richway受到白宫邀请Richway首席执行官Jeanna Kim与马来西亚皇后

联合国协会特别成就嘉奖状

“Richway国际公司Jeanna Chun Kim博
士，因联合国表彰你在增进医疗服务方
面的领袖作用，圣父本笃十六世热情地
向你赐予宗座祝福，祈愿你得降浩荡天
恩，祈愿圣母玛利继续护佑你。”

2009年5月6日，自梵蒂冈

日本文化机构Fushimi亲王颁奖表彰Richway日
本公司为增进日本人民医疗服务而做出的贡献。

Richway于2006年成为美国总统选定的优秀企业，
公司创始人应邀参加布什总统举行的白宫晚宴。

马来西亚皇室是Biomat垫的用户。

Jeanna Chun Kim博士，首席执行官
Richway 国际公司

“兹以此状表彰她在促进人类健康方面的
杰出贡献和执著努力。另外，在为造福
贫困人群和整个社会而增进基本医疗服
务方面，她还展现出强大的领导力和承
诺。有鉴于此，本人于2009年6月16日
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在本嘉奖状上签
字并加盖联合国协会之官印。”

Kernal Roemawi教授，
医学博士，哲学博士

有Biomat垫的生活



Richway
让我们的声音传遍世界各地

来自RICHWAY在夏威夷的问候
您好！感谢您近期光顾Richway & Fuji Bio Inc.公司。您好！感谢您近期光顾Richway & Fuji Bio Inc.公司。
希望本公司产品的卓越质量能得到您的认可，并希望您通过使用本公司的产品能获得诸多健康上的裨益。希望本公司产品的卓越质量能得到您的认可，并希望您通过使用本公司的产品能获得诸多健康上的裨益。

Richway & Fuji Bio IncRichway & Fuji Bio Inc.公司不断努力改进和创新，让您的生活和相貌洋溢着健康和幸福。本公司采用最先进的

技术、工艺和方法来制造所有产品，以满足您对质量、性能和专业化设计的要求。技术、工艺和方法来制造所有产品，以满足您对质量、性能和专业化设计的要求。Biomat垫在世界各地有成千

上万的用户。它帮助满意的用户增进了健康，并且我们相信它同样也会协助缓解您的健康问题。再次感谢您的光上万的用户。它帮助满意的用户增进了健康，并且我们相信它同样也会协助缓解您的健康问题。再次感谢您的光

顾。感谢您的厚爱，并祝您健康长寿，尽享“顾。感谢您的厚爱，并祝您健康长寿，尽享“Rich”之福。

谢谢！致以热情的问候

Richway & Fuji Bio Inc. 公司客户服务部



尊敬的Richway
用户大家庭
我们相信合作的力量。

我们相信有了勤奋和执著，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努力追求

卓越和诚信。

我们认识到生活方式

与健康之间的关系

以及保持健康的重要性。

您想要进步。

您迫切希望成功。

您展现出最重要的成功要素：

追求、矢志创造不凡的执著，

积极改变现状的愿景，

以及起而行之的勇气。

我们知道，我们的宗旨是让生活更美好

并且我们坚守基本信念：

气色更好、感觉更好和活得更好。

我们的产品体现

当今的科学进步成果。

我们努力获得时间和财务的自由。

我们为社区服务，

我们尊重环境 ，

并且我们将家庭放在第一位。

我们努力做有爱心的人，

并且我们向任何有心学习的人

传授我们的心得。

我们坚信Richway，

我们坚信我们提供的产品，

并且我们坚信我们的目的。

致以最热情的问候

Jeanna Kim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ichway & Fuji Bio Inc.公司



有BIOMAT垫的生活

Biomat垫的17层结构：

生物科技的独特创新

表面材料：有机硅聚氨酯和棉

防水层

紫水晶层，用于传导天然红外线

Hyron棉层，用于隔热

TOCA层，用于产生天然负离子

纳米铜编织层

桃和葡萄籽纤维层，用于保温

碳纤维层，用于电磁拦截

铜编织层，用于电磁拦截

玻璃纤维层

保温层

有机硅和特氟隆逆流加热层，带电磁拦截功能

无纺布层

铝层，用于反射红外线

无纺布层，用于保温

热保护层

底部材料：高质量棉，带黄铜纹



安 全 系 统

调 节 器 功 能
软触式电源开关和温控/定时器
Biomat垫 7000mx的控制系统有许多实用的温度及定时设置功能，
并且采用最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来减少电磁波。

F.I.R.指示灯（远红外线） 
使用电力产生远红外线时，

该指示灯会亮起。
第一次设置Biomat垫的温度时，

该指示灯会亮起。
Biomat垫达到设定温度后，

该指示灯会熄灭，
E.D.N.I.指示灯会开始闪动。

电磁场拦截指示灯
主动减少有害电磁波时，

该指示灯会亮起。

报警指示灯
如果有任何故障，该指示灯会亮起。
该指示灯亮起后，须检查线路连接，
确保连接牢靠。如有任何问题，
请与经销商联系。

当选为2010年最佳医疗器械
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医疗器械领域大奖

 温度指示器
（摄氏）

升温

降温

软触式电源开关



TÜV的EMF安全证书

RICHWAY BIOMAT
垫获得的认证证书

美国商标注册号码2555064

定时按键
显示Biomat垫在多长时间后关闭电源。
按此按键可更改定时设置。

 温度指示器
（华氏）

美国FDA
医疗器械

日本FDA
医疗器械编号BG 10300403

韩国MFDS
医疗器械编号A83080.01[2]



普通热量与BIOMAT垫红外线的比较
使用普通电热毯10分钟后 使用远红外线5分钟后

远红外线的皮肤穿透深度可以远远超过
其他类型的加热方式

仅对这个区域的皮肤外表面产生效果

这里比较两种不同的加热方式。一个是
简单地使用普通电热毯，另一个是远红外
线的使用。用远红外线来加热身体的方
法，将是21世纪的关注重点之一。

美国FDA
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批准的医疗设备

韩国MFDS
韩国食品药物安全部医疗
器械证书第
A83080.01[2]号

日本FDA
日本厚生劳动省医疗器械
证书第BG10300403号

ISO 13485
国际医疗器械制造商

ISO 9001
国际电气设备制造商

GMP
良好制造规范认
证第3965号
(KGMP : 1-D2337)

Richway Biomat垫获得的许可证和认证证书



KIRLIAN图像 KIRLIAN图像

紫水晶红外线 负离子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的资料，循环系统负责
输送富氧血液和清除废弃物。Inoue博士和
Kabaya博士在题为《远红外辐射所导致的生
物活动》（Biological Activities Caused by Far-
Infrared Radiation）的论文中指出，研究结
果表明远红外线能够促进人类皮肤的血液循
环，并最终提高人体组织的温度。

EMF（电磁场）是指人造交流电流所辐射出的不可见电场及
磁场。家中、办公室或车间内的所有电器以及小轿车、卡
车、大轿车、缆车和火车道都有电磁场辐射。

所有Biomat垫产品均已经过TÜV SÜD检测，可用于电磁
场，并且符合IEC 62233 (ed.1)和EN 62233:2008的规定。

什么是 EMF

这些图片说明了Biomat垫使用前和使用14天后的血液循环状况。
请注意血液循环的改善。

CE 
国际电气安全认证
第EUI-SI 
CE2013-0142号

韩国电气安全认证 
韩国电气安全认证编号
专业级：HH071485-13002A 
迷你垫：HH071485-13001A

日本电气安全认证
日本电气安全认证
第HW 2013-0145号

BBB   
商业改进局

俄罗斯CU
电气安全许可证

CVC
获得中国电气

安全管理局的许可，
证号CVC15008000012



顶尖科技成果

专业级紫水晶Biomat垫
包含：Biomat垫、控制器、棉垫、手提盒

紫水晶Biomat单人垫
包含：Biomat垫、控制器、棉垫、包

紫水晶Biomat大号垫 
包含: Biomat垫、控制器、棉垫、包

紫水晶Biomat特大号垫
包含: Biomat垫、控制器、棉垫、包

紫水晶BMP尺寸 700 x 1850毫米 / 27.56英寸 x 72.84英寸
净重 11 千克 / 24.25 磅（不含控制器）
功率 180 W
电压 交流120伏
性能 温度 35-70°C / 95-158°F
紫水晶尺寸 3 毫米 - 5 毫米
紫水晶重量 7.5千克 / 16.53 磅
紫水晶颜色 天然、紫色、透明
切工及形状 滚磨
偏光镜检测 双折射
折光率 1.544-1.553

紫水晶单人垫尺寸 1000 x 2000毫米 / 39.38英寸 x 78.76英寸
净重 17 千克 / 37.47 磅（不含控制器）
功率 180 W
电压 交流120伏
性能 温度 35-70°C / 95-158°F
紫水晶尺寸 3 毫米 - 5 毫米
紫水晶重量 9千克 / 19.84 磅
紫水晶颜色 天然、紫色、透明
切工及形状 滚磨
偏光镜检测 双折射
折光率 1.544-1.553

紫水晶大号垫尺寸 1400 x 2000毫米 /  55.12英寸 x 78.76英寸
净重 27 千克 / 59.52 磅（不含控制器）
功率 360 W
电压 交流120伏
性能 温度 35-70°C / 95-158°F
紫水晶尺寸 3 毫米 - 5 毫米
紫水晶重量 15千克 / 33.06磅
紫水晶颜色 天然、紫色、透明
切工及形状 滚磨
偏光镜检测 双折射
折光率 1.544-1.553

紫水晶特大号尺寸 1800 x 2000毫米 / 70.87英寸 x 78.76英寸
净重 33 千克 / 72.75 磅（不含控制器）
功率 360 W
电压 交流120伏
性能 温度 35-70°C / 95-158°F
紫水晶尺寸 3 毫米 - 5 毫米
紫水晶重量 17.5千克 / 38.58 磅
紫水晶颜色 天然、紫色、透明
切工及形状 滚磨
偏光镜检测 双折射
折光率 1.544-1.553



突破性的医疗科技成就

紫水晶与碧玺Biomat迷你垫
包含: Biomat垫、控制器、棉垫、手提盒

紫水晶与
碧玺枕
包含: 
记忆泡沫枕、
紫水晶与碧玺套、
棉套

量子能量盖被
包含: 盖被、
        枕套（2）

量子能量垫
包含: 量子能量垫

紫水晶迷你垫尺寸 500 x 850毫米 / 19.69英寸 x 33.47英寸
净重 3.6 千克 / 7.93 磅（不含控制器）
功率 / 电压 100 W / 交流120伏
性能 温度  120伏：40-70°C / 104-158°F
            220伏：30-70°C / 86-158°F
紫水晶尺寸 / 紫水晶重量 3 毫米 – 5 毫米 / 1.2 千克 / 2.64 磅
紫水晶颜色 天然、紫色、透明
碧玺尺寸 / 碧玺重量 3 毫米 – 5 毫米 / 1.2 千克 / 2.64 磅
碧玺颜色 黑色
切工及形状 滚磨
偏光镜检测 双折射
折光率 1.544-1.553

枕尺寸 485 x 300 x 105毫米 / 19.09英寸 x 11.81英寸 x 4.13英寸
净重 2.5 千克 / 5.51 磅
紫水晶尺寸 3 毫米 - 5 毫米
紫水晶重量 0.6 千克 / 1.32 磅
紫水晶颜色 天然、紫色、透明
碧玺尺寸 3 毫米 - 5 毫米
碧玺重量 0.6 千克 / 1.32 磅
碧玺颜色 黑色

碧玺的化学构成很复杂，富含各种成分的硼和铝硅酸盐矿物。
碧玺的颜色范围很广，具体取决于矿物构成。

全新改良版的量子能量垫能够为Biomat垫用户带来更好的舒适
感。其纤维柔软、顺滑，方便清洁。我们特制的Bio Clay记忆泡
沫可均匀分布体重，并含有具备抗菌酶的赭石，不会滋生细菌。

Richway开发的量子能量盖被将轻暖的微纤维结合在一起，让您夜
间有最舒适的睡眠，与Biomat垫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弹性聚氨酯记忆泡沫枕

微纤维：纳米纤维技术的终极产品！

尺寸 盖被 2000 x 2300毫米 / 78.76英寸 x 90.55英寸
 枕套  500 x 790毫米 / 19.69英寸 x 31.10英寸
面层 100% 涤纶提花布
底层 100% 纱纺（棉、涤纶）
中间层 100% 涤纶（微纤维）

尺寸 专业级 700 x 1850毫米 / 27.56英寸 x 72.84英寸
 单人 1000 x 2000毫米 / 39.38英寸 x 78.76英寸
 大号 1500 x 2000毫米 / 59.05英寸 x 78.76英寸
 特大号 1800 x 2000毫米  / 70.87英寸 x 78.76英寸
面料 微纤维，100%涤纶
充填物 100%涤纶，3D网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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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C H W A Y
  您可信任的品牌！

我们认为，人的伤痛应该被治愈，
人们应该在精神上得到更新，

得到启蒙并且最终从痛苦中被拯救。
任何人都不能被丢下。
人的美丽不在于外表，

而在于体现和给予关爱的热情。

需遵照执业医师的具体医嘱使用。

RICHWAY & FUJI BIO INC.  1314 SOUTH KING STREET SUITE 520, HONOLULU, HI 96814 USA  电话：+1-808-589-2800   免费拨打：+1-855-338-6410   传真：+1-808-597-1651   WWW.RICHWAYANDFUJIBIO.COM
SHAOXING RICHWAY TRADING CO., LTD.  中国浙江省绍兴柯桥镇裕民路中央大厦2703室，邮编312000  电话：+86-575-8110-1350  传真：+86-575-8110-1370
RICHWAY EUROPE B.V.  BEECHAVENUE 54-80, 1119 PW SCHIPHOL-RIJK, NETHERLANDS  电话：+31-(0)20-658-6231 / +31-(0)20-303-3411 （国际通用） 传真：+31-(0)20-658-6142
RICHWAY & LIFE JAPAN CORPORATION  2-6-41 NAKAHATA, ONOJO-SHI, FUKUOKA, JAPAN 816-0921  电话：+81-92-575-1004  传真：+81-92-575-1006  
R & L CORPORATION  11F, ACE GWANGMYEONG TOWER B, 108 HAAN-RO, GWANGMYEONG-SI, GYEONGGI-DO, KOREA 14319  电话：+82-2-6112-7700   WWW.RICHWAYKOREA.COM
"BIOMAT RUS" LLC.  AUTHORIZED DISTRIBUTOR IN RUSSIA, UKRAINE AND CIS.  电话：+7 (495) 178-00-03, 178-03-27 WWW.BIO-MAT.RU, BIOMAT.RUS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挪威、法国、德国、瑞典、俄罗斯、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香港、台湾。

R I C H W A Y
集团

RICHWAY 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