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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革命
新时代
当尼尔·阿姆斯特朗说“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
步”时，全人类都睁着眼睛看向充满可能性的新世界。
张开您的双臂拥抱 Personal20 和可穿戴技术带来的健
身革命新时代 。

您知道可穿戴技术是健身行业的第一潮流吗？您知道欧

洲发展最快的健身理念是肌肉电刺激健身房吗？

我们为大多数想要通过锻炼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却繁忙的人们提供卓越的品牌体验！

您准备好迎接健身革命的巨大飞跃了吗？



Personal20 是一种高端品牌理念，以肌肉电刺激（EMS）科技和高质量
的私人指导为基础。它让消费者有机会通过更安全、更健康的一对一

形式，在短短 20 分钟内就能达成 90 分钟的训练成果。

健身革命新时代

操作该器械需要专业技能，因此 EMS 训练
只能在合格教练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EMS 训练是什么？
肌肉电刺激训练是私人训练的一种特殊形式。研究及职业体育界已成
功使用这种方法达几十年之久。如今，所有人都可以享受这种技术带
来的好处。

健身革命
新时代

在短短 20 分钟的 EMS 训练课程中，肌肉收缩次数就可达到

36,000 次。

低强度电流可以深入到最深层的肌肉纤维；

每个肌肉组织每秒收缩 30-40 次，可以增加力量、改善血液
循环。

这是由科学研究和客户反馈作为支撑的。



人们想要得到这些成效
现在，他们只需要20 分钟就够了

速度

运动训练
和塑形

缓解背部疼痛

橘皮

燃脂

全身

放松关节

适合所有年龄
和健康水平



完成获得认证的综合训练

推出PERSONAL20 的
10 个好理由

20 分钟锻炼产品能很好地渗透竞争市
场 ，相对于传统锻炼中每小时只能服务 
1 位客户，该产品每小时能够服务最多 2 
位客户

它不仅是一款核心健身产品，更是第二
收入来源，它在改善健康的同时还能带
来更多的收益和剩余收益。

收益 – 在现有业务基础上增加收益或
单独收益。

低起点投资 –

最少 $20,000 即可启动一个专区

久坐的危害堪比吸烟，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的数据，这也是造成死亡的
第四大原因。

它是最流行的健身理念，席卷整个欧

洲，现已抵达美国

EMS 技术正在颠覆客户的健身体验

不同的是为您打造了您自己的精品健
身房

一个能够让您真正改变您和其他人的
人生的机会！

成为您所在地区第一个推出 Personal20 的人



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

经过研究
经过检验
经过认证
受市场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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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

经过研究

关于健身市场发展的健身和市场调查——从公司及客户角度——显示：

• 每年有 100 万人加入健身俱乐部（IHRSA 2014 年成功概况）

• 2014-2019 年的增长率预计为 +2.8% (IHRSA 2014 成功概况)

• 2014 年，42% 的健康健身消费者都加入了健身房（Club Intel 发表于 2016 年健康/健身行业白皮书）

•有别于传统健身理念的专家级专业服务和“为我真正用得上的东西付钱”是消费者越来越愿意花钱购买的健身
服务（Club Intel 发表于 2016 年健康/健身行业白皮书）

• 科技、多功能和一对一解决方案继续发展，比传统的健身方法和设备更具优势。（Club Intel 发表于 2016 年
健康/健身行业白皮书）

每一天，消费者都想要更创新、更有“技术含量”、更多功能、更定制化、更快的
（耗时短&效率高）解决方案。（Club Intel 发表于2016 年健康/健身行业白皮书）

为成功而生

的生意



• 肌肉电刺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791 年 Luigi Galvani 的实验。自那以后，无数研究和运动成果证实了它的效果。

• 欧洲众多大学和出版社都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拜仁慕尼黑等欧洲足球队也在使用 EMS 让他们的运动员发挥出最佳表现。

经过认证
•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认证 EMS 是一

项“为了改善或促进肌肉性能而刺激健康肌
肉”的技术。

CLEARANCE

为成功而生

的生意
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

经过检验



为成功而生

的生意
我们怎么知道？因为我们：

受市场喜爱

Francisco Sanchez，西班牙 Personal20® 经营者兼教练员

“我的训练日程都被新客户订满了。”
“我们得到了那些忙得没有时间的消费者。”

“只完成了 4 次 20 分钟锻炼，我们就能够在大多数客户身上看到显而易见的成效。”

Daniel “Cata” Díaz，职业足球运动员

太不可思议了。我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我要接受高强度的训练。但是，EMS 真的

是令人难以置信。试过一次就再也离不开了。EMS 无疑是 21 世纪最棒的发明。

Cecilia Gomez，职业弗拉门科舞舞者

作为一名弗拉门科舞舞者，我必须要保持完美的体型。我要保证身体健康，还要维持脂肪

较少的体型。EMS 是所有人做梦都想要的。通过适当的运动方式，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

取得显著成效。效果真的就像奇迹一样。我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CONSTANCE
RUIZ

PEDRO
RUIZ

生意取得成功

不是靠运气。而是靠科学。
丰富的健身行业经验。

我们联合了来自 7 个国家的 50 多个单位。

作为 Vivafit 的联合创始人，她有能力从头开始打造一个健身中心品牌。她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她的丈夫 Pedro 
Ruiz 赢得了 2008 年的 IHRSA 欧洲领导奖项，并因此获得认可。她的美国同胞们称她为 Connie，自 2003 年以

来，她一直是 IHRSA 成员，近年还担任常任发言人。受到把美国健身训练的精华带到欧洲的想法的启发，她现在
想要与美国分享欧洲健身的精华。

作为葡萄牙女性专属先锋健身专营——Vivafit 的联合创始人，自 2002 年以来，Pedro Ruiz 就一直是一名活跃于欧
洲、亚洲和南美洲的获得广泛认可的健身企业家和开发人。自 2011 年起，Pedro Ruiz 就一直是欧洲集团董事会成
员，并且获得了葡萄牙 - 西班牙商会年度企业家奖（2011 年）。他负责发展遍布 10  个国家的 Vivafit 品牌：新加
坡、台湾、印度尼西亚、阿布扎比、迪拜、阿曼、印度、西班牙、葡萄牙、乌拉圭。现在他还是 Personal20 的联
合创始人（2015 年）。

我们的执行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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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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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您客户的

性价比之选

专区

需要的空间
小。
1 套肌肉电
刺激设备。

如果您现在拥有一间健身房或工作室，那为您的业务增加
Personal20 专区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为什么？

与精品健身房竞争。能够深入竞争激烈的环境的产品才可以增加收入。

加强您现在的私人训练项目，同时吸引那些不想加入会员但需要服务

的新客户。重新吸引那些因为繁忙而退出的会员。

对于没有时间进行传统 90 分钟锻炼的客户来说，20 分钟训练是最

好的选择。



这就是 PERSONAL 20

简单、高效、
简洁、私人。 我们的专区和工作室去除了繁琐，专注

于简洁、技术和高端品牌体验。

专区



专区

这就是 PERSONAL 20

简单、高效、
简洁、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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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
您客户的

性价比之选

工作室

独立工作室。
3 套肌肉电刺
激设备。

欢迎来到健身新时代，专业化、按需付费模式的
小众健身锻炼模式风靡全球。

根据 2014 年健身俱乐部消费者报告，定制化健身工作

室已占领 20% 的市场——并且增长速度仍在稳步上升。

拥有您自己的 Personal20 精品健身房或私人训练工作

室。



工作室

简单、高效、简洁。

这就是 PERSONAL 20



工作室

简单、高效、简洁。

这就是 PERSONAL 20



工作室

简单、高效、简洁。

这就是 PERSONAL 20



工作室

简单、高效、简洁。

这就是 PERSONAL 20



我们的愿景
我们使用技术和技能为世界上速度最快、最定制化的健身行业

提供高端的品牌体验

客户体验

客户体验是我们最重要的

价值标准。

诚信

我们诚信地管理和开发我们

的业务。

品牌关系

我们相信与我们的客户、供

应商和公司员工维持良好的

关系十分重要 。

质量

我们会不断改进我们的技术、

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标准。

强劲的盈利能力

为了盈利和快乐，

我们满怀热情地发展我们的业

务。

我们的价值观



常见问题解答
为什么这种技术在欧洲走红了？

原因很简单——大多数人没有时间做运动。所以，市面上的 20 分钟主张和 Personal20 带来的新

技术，吸引了那些因为没有时间而缺乏运动的人，也吸引了那些持续受到时间限制束缚的健身者。

Personal 20 需要多大的空间？

一个专区至少需要 50 平方英尺（约 4.64 平方米）的空间和一个肌肉电刺激仪，才能打造高端

品牌体验。位于小型不动产商业区的独立工作室至少要达到 1500 平方英尺（约 139.35 平方

米 ）。

Personal 20 如何盈利呢？

您的大部分收入将来源于课程销售。根据您所在地区的人口情况，售价会有所不同。养生吧可

能还能带来其他收入。人们想要“按需付费”的公平性，而我们可以帮您建立定价结构。

我有望赚到多少钱？
收入取决于很多不确定因素，包括市场规模、人口、经营者的努力、管理层的能力。您可以直接

与经理对话，了解美国 Herndon 的第一个案例的业绩。



如何获得授权
1 填写申请表和申请信。

2 通过 Skype 会议了解品牌、讨论投资、约定区域。

3 提交首年特许协议款项。

4 网上签订特许协议。

5 开始部署——接受培训——发起预售——盛大开业！



个人的一小步
人类的一大步

我们正在寻找想要改变健身行业的企业家。
现在就联系我们了解更多特许专营机会！

网站 personal20.com
邮箱 franchising@personal20.co
电话 +351 304 502 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