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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無痛醫療專家
We are dedicated to improving 
painless, non-invasive treatment 
for our companions.



Hope & Opportunity For Anim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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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有毒物質排除

調節發炎反應、免疫反應

疡ᇔṛ瓟࿔

高壓氧治療是一種在高壓環境下吸入100%純氧的治療方式，大幅增加組織微循環氧分壓。

高壓下溶解於血漿的氧氣可增加10~15倍，滲透組織內的含氧量可高出3~4倍。

高濃度的溶氧量增近了細胞的自我修復能力，同時並促進血管新生、神經修復、

改善疼痛、消除炎症腫脹的作用。

何謂高壓氧

使用目的

使用時機

高壓氧治療的目的是為了要增加傳送到受損組織的氧氣量進而達到治療的效果。

根據亨利定律及菲克定律，當氧分壓增加溶解在血液中氧氣愈多，氧氣可以擴散到愈遠

的組織。在高壓氧的幫助下可以縮短住院時間、提升治癒率、獲取飼主信任。

改善組織缺氧，增加血液含氧量     

促進血管收縮，減緩組織水腫         促進血管新生＆神經新生

增強嗜中性球殺菌能力



HOFA Sigma-850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For Animals

HOFA Sigma-850

機器長度 180 cm

機器寬度 120 cm

機器⾼高度 140 cm

機器內徑  850 mm

進氣⽅方式 氣動

最⾼高壓⼒力力 3 ATA 

來來源壓需求 3 kg/cm

氧氣來來源 液態氧

HOFA旗艦款高壓氧 開啟新視界 

✤前庭症候群                    


✤椎間盤壓迫                          


✤纖維軟骨栓塞                


✤延緩腫瘤惡化                


✤延緩老年癡呆                


✤心血管循環疾病                


✤腔室症候群  


✤腦部疾病                      


✤神經性疾病


✤I B D


✤胰臟炎


✤術後傷口照護


✤大面積皮膚外傷


✤感染壞死性組織


✤視網膜病變


✤青光眼


✤貓血栓


✤貧血


高壓氧治療適應症

匠心獨具     大將之風 

應用廣泛- cover 80%動物疾病


高等規格- 同人醫體系高壓氧


實證醫學- 獸醫師親自研發，                  


醫療用途- 達到1.8ATA/130kPa                 


大量容積- 最大容納50kg動物， 


安全保證- 所有艙體通過中華鍋爐    

多年臨床應用

氧分壓才具治療效果

能多隻同時使用

協會氣壓試驗認證



HOFA中型醫療高壓氧 安裝便捷 

HOFA Elite-650

機器長度 130 cm

機器寬度 80 cm

機器⾼高度 130 cm

機器內徑  650 mm

進氣⽅方式 氣動

最⾼高壓⼒力力 3 ATA 

來來源壓需求 3 kg/cm

氧氣來來源 液態氧 or 氧氣鋼瓶

HOFA Elite-650
Hyperbaric Oxygen Chamber For Animals

節省空間     特寵首選 

絕對禁忌症           相對禁忌症

   氣胸                 懷孕

                       肺氣腫

                    胸腔手術病史

                    耳朵外科手術

                   未控制的高體溫

                    使用化療藥物

                      幽閉恐懼症


高壓氧治療禁忌症

實證醫學- 獸醫師親自研發，                  


醫療用途- 達到1.8ATA/130kPa


快速安裝- 鋼瓶氧氣供給，                 


空間更省- 最大容納25kg動物， 


安全保證- 所有艙體通過中華鍋爐    

多年臨床應用

氧分壓才具治療效果

適合小型寵物使用

協會氣壓試驗認證

無需額外管線配給



疡ᇔࢥ羷襊疤

帶有能量的雷射光子能穿透深層組織，誘發受傷的細胞粒線體產生分子光生物調節作用。

進而加速細胞新陳代謝、緩解發炎水腫、舒緩疼痛、促進受傷組織的修復癒合。

理療雷射效用的重要原則在於是否給足“能量(焦耳)”，達到作用組織反應能量。

焦耳Ｊ＝輸出功率Ｗ ｘ 時間Ｓ

特定刺激波長能在表面組織不受損的情形下，達到最佳穿透力，刺激目標組織。

有效將細胞內分子轉化為ＡＴＰ提供能量，增加氧氣釋放到血液中並運送至目標細胞。

生物效應

臨床原理

使用時機 急慢性疼痛管理、傷口癒合、刺激細胞活性、雷射針灸、減少出血



Internal 
CYCTITIS 
INFLAMMATORY

Forelimb

EGC 
TRAUMA 
SPRAINS/STRAINS 
FRACTURES 
ARTHRITIS

Mouth

EXTRACTIOS 
GINGIVITIS 
PERIODONTITIS 
STOMATITIS

Head

RHINITS 
OTITIS 
HEMATOMAS

Cervical

IVDD 
BRONCHITIS

Back

IVDD 
ARTHRITIS

Hip

LAMENESS 
CHRONIC PAIN 
HIP DYSPLASIA

Stifle

POST-SURGICAL 
ARTHRITIS 
TENDONITIS 
NEUROPATHY

Tarsus/Carpus

LICK GRANULOMAS 
TEAR/TRAUMA 
NEUROPATHY

Perineum/Tail

ANAL SACULITIS 
TRAUMA 
TAIL FRACTURES

  HOFA 3-wavelength Lance Laser 
Class IV level laser for animals

HOFA Lance Laser

頂級規格     親民價格 

HOFA頂級四級雷射 

機器重量量 3.8 kg
使⽤用波形 連續波及脈衝波

雷射波長 650 nm/810 nm/980 nm
功率產⽣生 ⼆二極體

最⾼高瓦數 15 W 

儲存空間 16 GB

儲存空間 3350 mAh

語⾔言 繁體中⽂文及英⽂文

優化軟體- 提供多種客製化療程，


           


多種探頭- 三種治療探頭，


直覺使用- 中文、英文雙語介面，


醫學品質- 獸醫師親自研發，                  


價格實惠- 歐美規格，台廠價格                


輕巧便捷- 高容量電池設計，                     

充分瞭解您的需求

方便攜帶使用

滿足不同療程需求

16G 病例儲存空間

觸控螢幕



      寵物谷尖端生技有限公司
 Pet Valley Advance Biotech Co.,Ltd

Commitment 
承諾

Integrity

Service

Relationship

台灣研發製造，
優良品管監控，
獨家專利認證。

完善教育訓練，
提供技術指導，
行銷影片推廣。

注重永續經營，
聆聽客戶需求，
重視客戶感受。

誠實對待客戶，
通過安全測試，
使用絕對安心。 誠信

服務

經營

桃園市蘆竹區南順七街22號 No.  22 ,  Nanshun 7 th  S t . ,  Luzhu Dis t . ,  Taoyuan C i ty  338 ,  Ta iwan

TEL :  +886 -3 -2221160   FAX:  +886 -3 -2225859  www.ho fave t .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