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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BEAUTY 日本高端头发治疗

运用 Nido System 技术，每年治疗人数日本 NO.1
运用 Nido System 技术，植发案例总数日本 NO.1

日本唯一的综合性头发诊疗中心
写真

在中国还没有被实现的植发技术
利用空气压力进行毛囊的采集和移植
不使用手术刀
无痛！！
一次植发即可得到满意效果

Nido 集团成立于 1975 年，结合了医学、物理学与光学的先进技术，是日本业界内首次获得国际专利的治疗系统，
于国内外学会上被发表、介绍超过 100 次，深受国际医学界信赖，并已在全世界 22 个国家取得了 145 项专利，
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Nido 作为全日本最大的头发诊疗集团，目前在日本全国共有 7 个据点。
其中，KM 新宿诊所在 “Nido 集团” 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 35% 的市场占有率，
也是日本唯一一家实行 “综合性头发治疗” 的诊所。

自体植发

这一尖端再生疗法，仅在 “日本医疗毛发再生研究会” 指定的临床机构才能进行
通过补充毛乳头以及毛囊内流失的成长因子，促进细胞的再生，使毛干再生 / 成长

HARG 疗法

头发治疗种类日本 NO.1

在中国，还没有被实现的疗法
血小板原本是修复皮肤伤口和组织的重要成分
从血液中提取高浓度的 “富含血小板血浆”，注入到脱发部位，“富含血小板血浆” 会释放出大量成长因子，
激活真皮成纤维细胞，促进毛细血管的再生，可有效促进毛发再生。

PRP 疗法（富含血小板血浆疗法）

提供有生发效果的药

口服药 &外用药



MEDICAL BEAUTY 日本高端頭髪美容

由干细胞形成的生长因子有 150 种以上的生长因子治疗
经过严格筛选的纯天然胎盘素注射

抗衰老再生治疗
写真

在中国还没有被实现的治疗方式
MesoSkin 疗法中使用的成长因子（细胞生长因子），不同于一般只含有少数几种成长因子
的制剂。Meso 混合制剂中富含 150 种以上自脂肪干细胞中提取的成长因子，囊括了
“所有让肌肤焕发青春的要素”。富含如此丰富成长因子的制剂，目前仅在日本可以注射。

成长因子 MesoSkin 疗法使用美容微针，不会产生皮肤出血问题。
改善针对『细纹・毛孔粗大・雀斑・暗沉』等随着年龄增长造成
皮肤的问题，对皮肤细胞起到再生作用，使肌肤衰老症状得到减
轻成为可能。美容微针使肌肤表面打开的孔非常小，马上就可以
收缩掉。手术后肌肤会有些红，但是第二天这个现象就会消失。

为了阻止随年龄的增长，针对肌肤的老化现象进行细胞层面的修复治疗
不依靠暂时的效果（透明质酸、肉毒杆菌等 )、或者异物植入（人造软假体、硅胶）来恢复年轻的治疗方式

成长因子 MesoSkin 疗法

中国、韩国绝对做不到的治疗方法

是在中国还不能被实现的治疗方法。
这是一种使用自身血小板的皮肤抗衰老疗法。
从自身血液中提取高浓度血小板血浆，注入老化的皮肤。从被注入的血小板中会释放出各种成长因子，能够改善皱纹、
松弛或者痘痕。
这一治疗非常安全，不用担心感染或过敏。
成长因子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和玻尿酸的生成和毛细血管的新生，从而达到皮肤抗衰老的效果。

PRP 疗法（脸）(高浓度血小板血浆疗法 )
中国是被禁止的。

人胎素富含多种成长因子，可以促进新细胞生成，有美肤抗衰老的效果。KM 新宿整
形美容医院使用的人胎素，只使用日本国内来源并经过严格筛选的胎盘作为原材料。

纯天然胎盘素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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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发  治疗前和治疗后

HARG 疗法  治疗前和治疗后

日本高端头发治疗



人成纤维细胞约增加了 2 倍

MEDICAL BEAUTY 日本高端頭髪美容

成长因子疗法   治疗前治疗后

皮肤（真皮）也变厚，

年轻化了

皱纹仿造品

看到皱纹上成粘土流动状态

SOD（去除活性氧成分）的增加

抑制黑色素生成约 70% 、抗氧化作用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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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植发诊断流程

赴日

STEP 1 决定治疗套餐

STEP 2 确认签证（个人旅游签或医疗居留签）

STEP 3 签订合约

STEP 4 支付费用

STEP 5 完成预约医院。

STEP 6

※和治疗的客人本人签订

※并根据客人的要求进行事先问诊

与医疗翻译直接于医院会合、派车接送

※购买前会出具血液的检查结果
根据检查结果，也有不能接受诊疗的情况。

STEP 7

开始接受治疗STEP 8

3 个月治疗结束之后，需要复诊STEP 9

前往日本旅行 · 观光时，一般使用个人旅游签证的

情况较多，但也可以申请医疗居留签证。

根据治疗医院不同，有一些包含酒店到医院接送服务，

有些则需要顾客直接到医院接待处与医疗翻译会合。

注意事项

套餐价格所包含的服务

另外收费选择性项目：
◇治疗当天酒店到治疗的医院专车接送服务（6 万日元 / 天）
※关于取消：
治疗费用在一个月前支付完毕、体检正式预约后，体检当天～体检前期间内提出取消、
治疗套餐费用概不退还。　　

◇中国国内进行事先问诊（有指定日）
◇医院内的医疗翻译全程陪同
◇凡购买我公司美容套餐的
贵宾，将自动成为日本医疗旅游俱乐部会员，三年内可享受 1 次价值 5,000 人民币的日本就医咨询服务

日本高端头发治疗



HARG 疗法

口服药

最先端植发 8 小时

治療項目 治療

1500 株植发

在日本国内也只是部分设施才能做的最先进的再生医疗

保法止（Propecia/ 口服药）168 粒
倍发加（Pantogar/ 女性用口服药）6 个月份　女性用加 6 万日元

2ｈ

纯天然胎盘素注射（头皮） 1 次

6 个月份

外用药 米诺地尔（Minoxidil/ 外用药）6 个月份6 个月份

备注

治疗前问诊服务可选择

自体植发 3000 株 +HARG 疗法

治疗时间：2 天～ 3 天

￥5,877,000日元

HARG 疗法

口服药

最先端植发 8 小时

治疗项目 治疗

3000 株植发

在日本国内也只是部分设施才能做的最先进的再生医疗

保法止（Propecia/ 口服药）168 粒
倍发加（Pantogar/ 女性用口服药）6 个月份　女性用加 6 万日元

2 小时

纯天然胎盘素注射（头皮） 1 次

6 个月份

外用药 米诺地尔（Minoxidil/ 外用药）6 个月份6 个月份

備考

治疗前问诊服务可选择

治疗时间：1 天～ 2 天

自体植发 1500 株 +HARG 疗法

￥3,357,000日元

MEDICAL BEAUTY 日本高端头发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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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再生治疗

￥255,000日元

成长因子 MesoSkin 疗法 （全脸）

治疗项目 治疗

1ｈ

纯天然胎盘素注射（3 安瓿） 1 次

备注

无事前问诊服务
治疗期间：1 天 ~2 天

单价

1 株（约 2.5 根）治疗费

HARG 疗法

纯天然胎盘素注射（头皮）

倍发加 /Pantogar（女性用口服药）

米诺地尔 /Minoxidil（外用药）

350,000 日元

1,680 日元 参考：1,680 日元 ×1500 株＝2,520,000 円

1 次

1 次

6 个月份

168 粒

6 个月份

300,000 日元

50,000 日元

成长因子 MesoSkin 疗法 （全脸） 225,000 日元

3 安瓿纯天然胎盘素注射（脸）（ 3 安瓿） 30,000 日元

保法止 /Propecia（口服药） 75,000 日元

135,000 日元

62,000 日元

基本治疗费

购买的情况下，现场翻译和检查结果报告的翻译费用需要另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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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内容

多次往返医疗居留签证

出入境管理（出国报告书）

检查前问诊 

医疗翻译

调整预约

回国后追踪观察

根据客人的要求，调整日程后在中国国内进行专家诊断

必要的话，需要另外追加费用

 办理医疗居留签证的情况下

同意书、问诊表等翻译・说明

检查・治疗时同行 （治疗套餐范围内提供）

医疗资料笔译 从医院拿到的与医疗相关的医学资料的笔译

调整预约最适合治疗时间。由院长、或者负责接收 国外患者的担当来对应

患者的情况，随时跟踪，向日本专家报告，同时向患者传达专家的意见

中国国内的咨询费用

http://km.medical-hokkaido.com咨询 / 申请

☎021-53550317
上海办事处
〒200050 上海市长宁区昭化路 488号 1601 室

日本高端头发治疗

追加服务内容及价格
http://medical-hokkaido.com/common/pdf/medical_optional_cn.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