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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睡眠
• 睡眠简介 • 脑电波频率

• 睡眠周期



关于睡眠
About Sleep

人平均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睡觉。 优质睡眠与
食物和水的生存一样至关重要。 没有睡眠，你

就无法形成或维持大脑中的通路，让你学习和
创造新的记忆。 这也将使集中和反应变得更加
慢和困难。

您生命中的最重
要一刻——睡眠



昼夜节律
昼夜节律（circadian rhythm）是指生命活动以24小时左右
为周期的变动。人体生理功能，学习与记忆能力、情绪、
工作效率等也有明显的昼夜节律波动。昼夜节律与人类的
活动关系密切。生理节律遭扰乱，会导致食欲下降、工作
效率降低、事故增多。

睡眠障碍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睡眠不足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研究表明，失眠者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高于正常睡眠者
数倍，且睡眠不足所导致的生物学改变与老化现象非常相
似，也意味着睡眠不足的人容易衰老。昼夜节律异常和长
期睡眠不足可导致睡眠障碍，如失眠，高血压，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抑郁症和肥胖症等。

失眠
失眠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可能使其难以入睡以及保持
睡眠，或导致您过早醒来而无法重新入睡。 尤其是当你醒
来时，你可能仍然感到疲倦。

关于睡眠
About Sleep



不同年龄段睡眠问题的
症状

55-64 65-74 75-84

失眠 49% 46% 50%

打鼾 41% 28% 22%

睡眠呼吸暂停 9% 6% 7%

不安腿综合征（RLS） 15% 17% 21%

频率：每周几个晚上或更多

老年人的睡眠紊乱问题



关于脑电波
Brainwave Frequencies

大脑在活动时，大量神经元同步发生的突触后
电位经总和后形成的。它记录大脑活动时的电
波变化，是脑神经细胞的电生理活动在大脑皮
层或头皮表面的总体反映。

脑电波是一些自发的有节律的神经电活动，其
频率变动范围在每秒1－30次之间的，可划分为
五个个波段，即δ（1－3Hz）、θ（4－7Hz）、α
（8－13Hz）、β（14－30Hz）。除此之外，在
觉醒并专注于某一事时，常可见一种频率较β波
更高的γ波，其频率为30~80Hz

5种脑电波的频率



伽玛波（ Gamma）, 𝛾
频率范围 : 40 Hz to 100 Hz (最高)
缺少: 多动症，抑郁症，学习障碍
提升： 结合感官，认知，信息处理，学
习，感知，REM睡眠

阿尔法波（Alpha）, ⍺
频率范围 : 8 Hz to 12 Hz (中等)
缺少: 焦虑，高压力，失眠，强迫症
提升： 放松

Beta波, β
频率范围 : 12 Hz to 40 Hz (高)
缺少: 多动症，白日做梦，抑郁，认知能
力差
提升： 有意识的聚焦，记忆，解决问题

三角波（Delta）, δ
频率范围 : 0 Hz to 4 Hz (最慢)
缺少: 无法使身体恢复活力，无法使大脑
恢复活力，睡眠不佳
提升： 免疫系统，自然愈合，恢复/深度
睡眠

Theta波, 𝛉
频率范围 : 4 Hz to 8 Hz (慢)
缺少: 焦虑，情绪意识差，压力大
提升： 创造力，情感联系，直觉，放松

关于脑电波
Brainwave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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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EM N1 入睡期 (第一阶段)
• 是一个困倦或从清醒到入睡过渡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脑波和肌肉活动开始减慢。

• 此时脑波开始变化，频率渐缓，振幅渐小。
“ NREM N2 浅睡期 (第二阶段)

• 是一段轻度睡眠，在此期间眼球运动停止。

• 脑波变得更慢，偶尔爆发快速波（称为睡眠轴）和自发的肌肉紧张时期

与肌肉放松时期混合。

“
NREM N3 熟睡期和深睡期 (第三和第四阶段）
• 阶段3和阶段4是沉睡阶段，被试不易被叫醒。此时脑波变化很大，频率只有每秒

1~2周，但振幅增加较大，呈现变化缓慢的曲线。

• 这四个阶段的睡眠共要经过约60～90分钟，而且均不出现眼球快速跳动现象，故

统称为非快速眼动睡眠

“ REM 睡眠(快速眼动期) 
• 一种独特的状态，通常会发生梦想。

• 大脑清醒和身体瘫痪（REM相关的atonia）。

• 快速眼动睡眠是“一个活跃的睡眠时期，标志着强烈的大脑活动。脑

波快速且不同步，类似于清醒状态。

“

睡眠阶段
Ultradian Rhythms of Sleep



N1

NREM N1
入睡期
非快速眼动期。你刚开始睡着了。
你浮动，你的思想开始漂移。
在这个阶段你可以轻松醒来。

REM
REM快速眼动期
(梦和大脑活动）
快速眼动期。大多数梦想发生在这
个阶段。你的身体无法调节体温。
你可能会开始感到忽冷忽热。

N2

NREM 2
浅睡期
你的心率会减慢。 你的体温会下降。
你的眼球运动停止了。 你的脑电波减
慢了。

N3
NREM 3
熟睡期和深睡期
你的呼吸会变得更深。你的身体会修
复和再生组织。此外，你的免疫系统
会加强。如果在这个阶段醒来，你可
能会感到迷失方向。

Theta

低电压，
随机

Theta

Delta
三角波

睡眠阶段与其脑波类型
Ultradian Rhythms & Brain Waves Type

Brain
Waves 
Type



SleepWav 睡眠仪
• 科学原理 • 独特功能

• 产品规格02章节 PART



侧面

背面

简约大气的设计

Top View前面



SLEEPWAV 
如何帮助您
更长时间地
熟睡?

我们的大脑具有特定的能量频率模式，可以显示大脑活动，Gamma状态，
Alpha状态，Beta状态，Theta状态和Delta状态。

你的大脑在睡眠期间有不同的脑电波活动

控制我们睡眠的脑电波被称为"Delta"和"Theta"脑电波，通常在1-4Hz
和4-8Hz之间运作。这是一种非常低、慢和有条理的脑电波频率，是
深度睡眠和彻底放松的关键。

THETA和DELTA 脑电波对质量睡眠至关重要

SleepWav通过产生类似于大脑睡眠状态的频率和模式，帮助在大脑中建
立这些脑波模式。

SLEEPWAV睡眠仪生成的PEMF和特斯拉标量波

通过共振，大脑会夹带或同步这些模式，为您提供优质的长夜睡眠。
共振引起的深度睡眠使你进入睡眠

Science Behind SleepWav



醒来焕然一新，恢复
一天的精力

需要深度，优质的睡眠？

只需将SleepWav睡眠仪插入您的手机，即可体
验熟睡，宁静的睡眠，助您恢复一天的活力。

SleepWav睡眠仪让您在15-20分钟内入睡，并
在整个晚上保持深层稳定的睡眠。



零噪声

SleepWav睡眠仪产生的脉
冲电磁频率和特斯拉标量
波在低音量时有效。 专为
无法入睡的人士而设计。

轻巧便携

SleepWav仅重约500克，
它是一种轻巧便携的设
备，可以轻松地携带。

在15分钟内起效

一旦SleepWav睡眠仪打开，
将生成的PEMF和标量频率波
将在15分钟内诱导并夹带您的
脑电波进入睡眠模式。

无需充电

永远不必担心SleepWav的电量
问题。 手机的电流足以运行
SleepWav整整一晚。

优质睡眠，优质人生，适合您身边的每个人

SleepWav睡眠仪的独特功能



SleepWav 科技
• 脉冲电磁频率(PEMF) 

• 紫水晶• 特斯拉标量波03章节 PART



运用脉冲电磁场PEMF（Pulsed Electrical Magnetic Fields）来重新平衡您的大

脑电波，使脑电波恢复到完美的平衡。脉冲电磁场PEMF被众多科学家誉为"医

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脉冲电磁场PEMF通过外部施用，把能量施加到身

体的各个层次，以及个体细胞，增强细胞氧合作用，加强细胞新陈代谢，从而

改善组织和器官功能。其中包括对睡眠至关重要的脑电波。

PEMF 机理

PEMF可以影响大脑的电活动，使其减慢或加速。 在不同程度上，这将改变大

脑的频率，转变为增强睡眠的模式。

PEMF 和睡眠

脉冲电磁频率 (PEMF) 
Pulsed Electro Magnetic Frequency



SleepWav睡眠仪独特的双线圈系统使该设备

能产生独特的特斯拉标量波频率。

Scalar

特斯拉标量能量很容易从产品转移到细胞，使电

荷跨越细胞膜达到最佳水平。

Scalar

当两个相同频率的电磁波彼此相反并且幅度相

互减去和相互抵消时，产生特斯拉标量波。

Waves

标量能量通过直接作用于神经递质运动产

生抗抑郁作用。

Energy

特斯拉标量波
Scalar Wave



每个S le e p W a v
紫水晶都独特

每个SleepWav的中心都是独特的紫水晶。 紫水晶已经使用了数百年
以帮助和协助睡眠。 我们的水晶经过专门编程，有助于平静身心的
神经系统。 通过帮助身体和心灵一起放松，您可以实现更深层次、
宁静的睡眠。



公司简介
• 我们的使命 • VibrantWave技术

• SleepWav的专家04章节 PART



与2Vibrant私人有限公司享受充满活力的生活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通过能量，频率和信息的应用来改变我
们的世界。

2Vibrant Private Limited专门为全球市场带来尖端技术
和创意。

我们的VibrantWave技术使我们能够将频率和信息结
构嵌入到光和声波中，以改善大家的生活质量。

VibrantWave科技

世界上的一切都含有频率和振动。 原子在粒子和波之间
振动。

物质看起来很坚固但主要由空的空间构成，但在空间内
是能量，也被称为场。

我们的经验是，可以优化能量结构，使其更有效地运作。
这就是我们的VibrantWave技术所实现的目标。

这种前沿技术表明能源，频率和信息可以实现真正的变
化。

2Vibrant现在正在推进应用该技术在各种领域创建新产品
和服务。



格雷⼽戈贝克尔棅萪
Gregory Becker （德国美籍）
⽣生物物理学专家 S le e p W a v发明⼈人

• SleepWav物理量子科技创始人、研发人
荣获7个国际奖纪录片“The Living Matrix 生命矩阵”纪录
片制片人与导演

• 研究植物频率与物理、利用极端环境条件研究高级分子
科学应用长达25年。这段经历使他对量子动力学及其对
世界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见解。

• 棅萪先生成功研发出了频率和信息变维记录的整体结构
和方法，集合成为一部手机应用程序，这就是的核心科

技所在。

SleepWav的专家



THANK YOU
感谢聆听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