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呈现纯粹的自然之美

“雕刻面部和身体线条”

“自然是美的标准”

PIENA 崔皓盛院长推荐的美容解决方案呈现自然之美

PIENA CLINIC
www.pienaclinic.com

Face & Body Contouring Clinic

BEAUTY SOLUTION

P I E N A C L I N I C

Tel_ +82. 2. 555. 2121

135-545 首尔江南区奉恩寺路111 ES大厦8楼 (论岘洞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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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光洁而美丽的皮肤

邂逅PIENA

让您呈现纯粹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 安全而舒适的治疗

即便顾客要求, 如果判断不适合或者没有必要进行治

疗时, 就果断地放弃, 坚持过犹不及的原则, 承诺带给

顾客自然的治疗效果。比起医院利益, 更注重治疗的

满意度, 始终追求“完美”。

通过有深度的解剖学知识和使用最高级的产品

使大家担忧的治疗后副作用最小化, 通过PIENA独有

的方法, 会最大限度减少治疗时伴随的不适感(头疼, 

淤青, 浮肿等)不懈努力。

兼备心灵治愈的‘治愈美容’

通过头皮管理中心, 维生素注射, 更年期咨询, 不仅改

善顾客的外貌, 同时也致力于治愈无法看到的部分, 

追求进行细致的‘治愈美容’。

不懈研究和努力, 以及共享

停滞的技术最终都会被淘汰, 我们不断尝试变化, 为

了成为引导潮流的医院, 以谦卑的心不断开展研究, 

探索。崔皓盛院长每月2次通过召开研讨会的形式对

医生开展系统的教育培训。

深爱职员们爱戴的院长的治疗经验

一般来说, 皮肤科的职员们对于美容治疗比任何一位顾客都更严苛而谨慎。这是因为她们更了解相关的治疗。

PIENA CLINIC 的职员们全都定期接受院长的治疗, 对本院的治疗有极高的信赖度。PIENA CLINIC的职员全都是

医院的门面和模特。

PIENA CLINIC
PIENA CLINIC 介绍

代表院长 崔皓盛

埋线提升
SILHOUETTE SOFT

 BLUEROSE / N-COG / RETENCE

激光提升
ULTHERA / SHURINK / FACE TITE

面部丰盈提升
ELLANSE填充

CHAOLA填充 / BELOTERO 丰盈

REFINE VOLUME(精致丰盈)

面部治疗剂
REJURAN / REGESKIN

激光美白
GV激光

半永久 
半永久

 半永久学院 

头皮CLINIC
脱发, 头皮, 毛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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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纯粹而
自然的美丽。

崔皓盛院长在任何情况下, 都最优先考虑安全性, 追求浑然天成的自然疗效, 并带给顾客感动。

对于治疗始终秉持 ‘完美主义者’的态度。通过不懈学习追求积极的变化, 并为了美容学界的发展不断作出贡献。

比起单纯以变美为目的, 追求通过和谐之美和自然的变化治愈心灵的

“治愈美容”。



Total Anti-Aging Clinic  PIENACLINIC

‘Natural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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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PIENA CLINIC

菲欧娜皮肤科崔皓盛院长。

PIENA致力于打造自然美,

追求令顾客满意的效果。

延世大学医学院毕业

2003年取得专科医生资格

前) UNI女性CLINIC 院长

现) PIENA CLINIC 代表院长

大韩肥胖体形学会正会员

大韩美容整形激光学会正会员

大韩激光皮肤毛发学会正会员

大熊制药(FACETEM) 顾问

中外制药 (ELLANSE填充) 指导院长及专业教育讲师

MERZ KOREA (BELOTERO) 指导院长及顾问

东国制药 (BELLAST填充, REJURAN治疗剂)

指导院长及专业教育讲师

SINCLAIR (SILHOUETTE SOFT) 指导院长及专业教育讲师

简历

PIENA CLINIC 代表院长

埋线提升  微整形  自体脂肪

自然就是美的标准。

“院长, 一定到做出浑然天成的

 ‘自然’的效果!”

最近, 在治疗之前最常听到的嘱托就是这句了。

了解最近的美容治疗趋势, 就会知道以安全性为基础, 恢复

时间短, 疗效立竿见影的优秀治疗项目的需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大。

同时顾客的要求也更加苛刻。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就要借助基于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以

及基于科学的最新技术。

我以过去10年间积累的临床经验为基础, 通过对新的治疗

方法的持续探索, 不断研究‘自然之美’(‘Natural Beauty’)。

这是因为所谓自然之美是与流行趋势无关的永恒之美的标

准。

作为医生兼艺术家, 我不断提升自己, 为了让过往的努力不

会白费, 日后我们将继续不懈努力, 为顾客带来更大的感动, 

令顾客更加满意。

凭借这些努力和热情, 我们承诺将成为引领抗老化潮流的 

PIENA CLINIC。

名品填充 BELOTERO丰盈治疗指导院长

- 2016. 4. 21 MOA(meraz on air)讲课

- 2016. 4. 24 大韩肥胖美容治疗学会授课

- 2016. 5. 04 MERZ Masterclass Training 课程结业(新加坡),

  取得MERZ Trainer 资格

- 2016. 5. 4 ~ 5. 5 (株)MERZ公司邀请

- 入选韩国国内仅选2名有实力医生的BELOTERO 

  丰盈治疗培训医生, 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Merz Aesthetics

   Institute Traine - the - Trainer 研讨会

- 作为韩国国内仅选2名的 BELOTERO 丰盈填充培训医生, 

  负责韩国国内多个医疗团队的专业教育

- 2016. 6. 27 BELOTERO INSTITUTE 讲课

- 2016. 9. 3 BELOTERO INSTITUTE 首席

- 2016. 9. 4 大韩肥胖美容激光学会讲课

REJURAN治疗剂, BELLAST填充指导院长

2014年 ~ 现在 持续演讲及参加研讨会

MERZ KOREA

东国制药活动 

中外制药活动

SINCLAIR活动
名品提拉 SILHOUETTE SOFT 指导院长

从2015年9月在韩国上市以来到现在为止

SILHOUETTE SOFT HANDS ON讲课

名品胶原蛋白填充ELLANSE指导院长

- 从2013年到现在持续讲课

- IMCAS ELLANSE 学会

  受邀出席2016 台湾 IMCAS 亚洲学会

  及成为Pharma Aesthetic培训指导师  

  (Sinclair Pharma Aesthetic Training Director)

“IMCAS作为世界最大规模的抗老化学会”

以多用高级ELLANSE医院的资格受邀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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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HOUETTE SOFT Before &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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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 D. Dermatol Sur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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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欧洲抗老化学会

美容奖牌
颁奖

第4代埋线提拉!

对抗重力和岁月流逝
非手术方式进行治疗的强力埋线提拉

立竿见影的提拉效果塑造立体的面部!

促进皮肤胶原蛋白生成, 并提升弹力, 改善皮肤纹理

采用可在体内分解的PLA成分的面部固定用医疗线, 以非

手术方式进行治疗的面部轮廓丰盈治疗项目, 通过强力提

拉和塑造立体的面部, 提升丰盈感, 改善皮肤弹力, 促进真

皮层胶原蛋白的生成。

定制型面部塑形

何谓SILHOUETTE SOFT?

在失去弹力的松弛皮肤中插入圆锥模样的线, 使皮肤层得到重塑, 起到立竿见影的提升丰盈感和

提拉的效果, 按照需要塑造面部线条的3D面部塑形治疗 SILHOUETTE SOFT

治疗后胶原蛋白的生成过程

“面部固定专用线”
经食药厅(KFDA) 许可的产品

大多数线(PDO制剂产品)为缝合线许可

和原有的埋线提拉有何不同?
产品成分在人体内形成胶原蛋白, 长时间(1年 6个月) 呈现自然的效果。

原有的埋线提拉只有单纯的提拉功能, 但是SILHOUETTE SOFT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面部结构, 对皮肤组织进行拉升, 

或者聚拢, 改善老化引起的皮肤松弛, 使其恢复到20多岁状态的本来位置, 重塑面部形态。

获得专利的锥形CONE, 保持一定的间距, 在移动发生表情变化时, 比原有的提拉治疗效果更加自然, 且没有疼痛。

线的粗细度较细且柔软, 在皮肤中异物感小。

SILHOUETTE SOFT 埋线提拉的优点 需要进行SILHOUETTE SOFT的人群

线细且有弹力, 不会断裂, 可根据需要对面部进行

提拉, 塑造立体的面部轮廓。

线打结的中间存在圆锥模样的结构物, 360度抓住皮肤, 

不会脱离治疗部位, 可以维持较长时间。

治疗后表情变化时, 不会造成神经刺激

无异物感, 塑造自然的面部

治疗简便, 并可收到长期可持续的治疗效果

由于面部丰盈感不足导致出现法令纹, 颧骨凹陷等的

顾客

面部线条不对称, 凹凸不平的顾客

下巴线条和面颊部凹陷的顾客

皮肤弹力降低, 希望肌肤紧致的顾客

需要定制型丰盈感和改善颈部皱纹的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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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 ROSE™ stays in perfect shape for at least 12
weeks and its biodegradation rate is relatively low.

0 week 1 week 2 week 0 week 1 week 2 week

Conventional Cut Suture deforms and its tensile
strength decreases dramatically over time.

N-COG 提拉治疗

RETENCE 提拉治疗

NEWTON提拉与重力相逆, 持续起到倒立效果。Z字形排

列的多重锯齿线PDO线上, 有1cm长度的两方向凸起3个部

位和3cm凸起制成的新型的凸起线。

短的凸起起到良好地牵拉组织的作用, 线对组织产生的力

量也有效分散, 可以起到适宜程度的重置面部轮廓效果。

细分的凸起线的设计分散力量, 具有很强抓住组织的能

力。

3维网状结构 引导生成自体组织的结构体

RETENCE线虽然是一种PDO线, 却对嘴角细纹的治疗有

着非常显著的疗效。

作为可以有效塑造更加鲜明的嘴唇周边轮廓, 并令嘴唇更

加立体的提拉线, 以基于专利的3维网状结构, 具有可以诱

导生成高密度自体组织的特性, 6个月内即可在体内完全分

解。

在嘴角皱纹和额头, 眉间, 眼角等处呈现立竿见影的治疗效

果, 治疗位置不移动, 进行固定, 顾客可以安心进行治疗。

*美国FDA许可

持久力 / 固定力 / 稳定感提升3倍!

正式实质性的

[非手术] 面部组织固定用线
用于原有倒刺线完全不同的MOLDING制造方式的 PDO thread

作为可以高效治疗下垂的下巴赘肉 双

下巴的治疗方法, 不仅可以改善下垂的

下巴线条, 宽阔的双下巴, 还可以治疗

额头皱纹, 眼角皱纹, 嘴角皱纹。

, 

利用高周波同时实现凝固血管, 液化脂

肪, 紧致皮肤三种效果, 治疗迅速而高效, 

通过仪器画面上温度, 抗阻, 深度, 能量

可以精确的确认并持续进行调整, 因此, 

此施术非常安全。

在脂肪层的内部和外部同时给予刺激, 

传导高周波来融化脂肪后吸出, 在外部

通过高周波增强皮肤弹力, 去除双下巴

的脂肪, 并诱导产生提拉效果。

FACE TITE 
治疗

超声波提拉 SHURINK

SHURINK 治疗
就像凸透镜可以汇聚太阳光生火一

样, 以强输出功率的超声波, 可在皮

肤中一定深度制造热凝固点, 以获得

提拉效果。

 HIFU(高强度聚光超声波)

高频超声(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高强度聚光型

超声波治疗仪的一种。利用影像装置, 可以直接看到皮肤

里层8mm的位置, 诊断后不仅可以用于表皮, 真皮的治疗, 

还可以适用于SMAS层的提拉。

超声刀用于皮肤后, 皮肤表面不产生损伤, 只在目标部位形

成一系列的热凝固部位, 产生损伤的再生反应, 从而形成更

加牢固而健康的胶原蛋白及弹性蛋白。只需约 30分钟的

简单治疗, 疼痛少, 治疗准确而安全。

 ULTHERA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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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没有肉, 丰盈感不足的您

ELLANSE填充是促进胶原蛋白生成, 

自然提升丰盈感的治疗。

额角&颧骨&面颊

持久力长达2年以上拥有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功能

从而闻名的‘提升玻尿酸’ – ELLANSE 填充

突破1,000例的治疗病例验证

在ELLANSE玻尿酸施术专科医生中通

过对治疗经验和施术实力等进行综合

考量后“PIENA CLINIC”崔皓盛院长被

易丽适公司授予限量版感谢牌。

ELLANSE 填充

必须的童颜注射

轮廓及提拉
ELLANSE是以新概念生物填充持续刺激皮肤中的胶原蛋白, 帮助抗皱和增强弹力2年

以上的新概念填充治疗。此外, ELLANSE以安全的构成物质为基础, 具有“生物相容

性, 非毒性, 非抗原性, 非过敏性”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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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曲线不同。

因此, 填充时也要根据不同的类型实施。

最漂亮的面部线条, 令美丽绽放!

Face Line CHAOLA
面部线条定制型名品提升丰盈感玻尿酸

PIENA CLINIC特有的美丽, 细致而简单地塑造面部线条的治疗。

可以在30分以内的短时间内进行治疗, 各治疗部位根据 面部重点由医院院长的经验进行

判断并使用适合的填充剂, 通过 “整体护理”可以塑造出完美的面部线条。

CHAOLA填充_鼻梁 CHAOLA填充_眼睛下方卧蚕

CHAOLA填充_额头 CHAOLA填充_法令纹

CHAOLA填充_心形丰盈 CHAOLA填充_微整形缩颧骨

并非都是一样的玻尿酸, 选择治疗时的确认事项!

医院是否是进行充分而细致的咨询后开展治疗的

是否根据顾客的皮肤类型推荐适合的填充项目

是否是为面部重点治疗的机构

医疗团队的临床经验是否丰富

需要CHAOLA填充的顾客

额头和太阳穴扁平凹陷的顾客

因眼睛下方凹陷及黑眼圈呈现出老化状态的顾客

因凸出的颧骨导致面部轮廓凸出的顾客  

因低鼻梁或鹰钩鼻而烦恼的顾客

因导致面部显老的法令纹而烦恼的顾客

无下巴,整体上面部线条过于平坦的顾客

专属模特崔汝珍

BELOTERO 丰盈 

ㆍ最适合实施微整形/颧骨缩小术

ㆍ德国 MERZ公司多密度粒子工艺以瑞士专利技术制造

ㆍ持久力长达1年6个月以上

ㆍ自然的丰盈

ㆍ崔皓盛院长担任BELOTERO丰盈治疗指导院长。(删除)

 (        何谓指导院长? 是对医疗团队进行教育培训的医生)

何谓CHAOLA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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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ne Volume

Face Lifting & Volume Clinic 精致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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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ine Volume

- α

턱라인턱라인

+ +需要精致丰盈的顾客

精致丰盈Basic

因额头凹陷, 面颊赘肉过多, 为侧脸不完美而烦恼的顾客

因双下巴和面颊赘肉, 为面部线条而烦恼的顾客

面部整体过于平坦的顾客

面部缺乏丰盈感, 脸过宽过大的顾客

下巴短, 脸部线条不圆滑的顾客

精致丰盈 -α

突然消瘦导致面部凹陷而饱满度不足时

随着年龄的增长, 面颊凹陷, 额头不饱满时

整体上面部丰盈感不足, 出现法令纹, 双下巴时

皮肤弹力不足, 皮肤组织凹陷, 使气色看起来疲倦时

额头凹陷, 出现皱纹, 看起来显老时

精致丰盈 Before & After

精微自体脂肪移植

从任何角度看都充满自信的面部线条,

塑造童颜轮廓。

精致丰盈
修整不需要的脂肪, 高效提拉凹陷的皮肤,

塑造紧致的皮肤和美丽的轮廓线条。

何谓精致丰盈?
根据脸型突显面部线条和丰盈感的 PIENA CLINIC独有的

精致丰盈, 采用短时间内喷水推进方式的精微自体脂肪疗

法, 塑造自然的丰盈感和轮廓, 去除不必要的下巴赘肉和面

部赘肉, 令无力而松弛的皮肤充满弹力, 塑造美丽的 V线

条。 

治疗过程 

精致丰盈 Basic

精致丰盈 -α

精致丰盈咨询 脂肪采集 脂肪注入 线条修整

咨询 LIPO填充 LIPO填充 SHURINK + 轮廓 埋线提拉

根据脸型, 

对治疗部位进行咨询

局部or睡眠麻醉后,

用喷水推进的方式

采集腹部或大腿部

的自体脂肪

对脂肪进行精制后,

通过薄管注入

治疗部位

消除面部和下巴

不必要的赘肉

修整V线条 

通过提拉

松弛的部分

重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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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颜的完成依靠

健康而紧致的皮肤
专为暗黑的肤色, 粗大的毛孔

和松弛的面部打造的皮肤治愈方案!

何谓REJURAN, REGESKIN?
利用有助于组织再生的物质PN, 改善损伤的皮肤, 塑造健康而有弹力的皮肤及童颜肌肤。

通过提升弹力和提拉效果

有助于改善皱纹, 收缩毛孔

安全性经FDA及食药厅许

可验证 

治愈解决方案的效果

调节皮肤水油平衡

促进皮肤保护膜再生及净化肤色

改善细纹及皮肤纹理, 赋予肌肤健康的弹力

减少皮脂, 角质, 并缩小粗大的毛孔

需要治愈解决方案的顾客

希望改变暗沉肤色的顾客

感觉皮肤变脆弱而干燥的顾客

皱纹增加, 皮肤弹力下降的顾客

皮肤治愈新概念

治愈解决方案的优点

提高皮肤真皮的致密

度及厚度

促进皮肤保护膜再生

并改善损伤的皮肤

REGESKIN 基本 _增强整个面部, 额头, 颧骨, 

   面颊等凹陷部位的弹力, 并改善皱纹

REGESKIN眼睛 _改善眼睛下方凹陷, 黑眼圈, 眼角皱纹

REGESKIN疤痕 _令疤痕再生

REGESKIN REGENERATE + SKIN

恢复皮肤弹力, 改善黑斑 

利用三文鱼DNA的胶原蛋白生成和再生促进物质,

增强皮肤弹力, 增加皮肤水分, 提升丰盈感, 改善细

纹, 改善肤色等, 使皮肤紧致健康。 

中外制药东国制药 

治愈解决方案的种类

REJURAN Hiller

治疗皮肤疾病, 促进再生, 恢复 

REJURAN治疗剂利用三文鱼DNA的胶原蛋白生成

和再生促进物质, 不仅带来自然的丰盈感, 并且有助

于促进皮肤再生美白·收缩毛孔·改善皮肤纹理·增强

皮肤免疫力。

毛孔测定

治疗前  治疗4周后

治疗前后

治疗前  治疗完成4周后

治疗前后

治疗前  治疗完成4周后

皮肤内水分含量测定

治疗前 治疗完成4周后

真皮的厚度及致密度提升 (15~30%)

2周后改善率 2周后改善率

4周后改善率 4周后改善率

30.0

35.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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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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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40多岁 30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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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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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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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度改善率(%, mean) 厚度(表皮, 真皮)改善率(%, mean)

治疗推荐部位

REJURAN治疗剂基本 _增强整个面部, 额头, 颧骨, 

   面颊等凹陷部位的弹力, 并改善皱纹

REJURAN眼睛  _改善眼睛下方凹陷, 黑眼圈, 眼角皱纹

REJURAN疤痕 _令疤痕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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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Laser Clinic GV 激光

Laser 
Total Solution

GV Laser Before & After

Before 

Before 

After

After

适用于多种病变

对复合病变也有显著的效果

治疗效果好并且性价比高

安全并且舒适的治疗

GV
激光

GV
激光

同时治疗黄褐斑, 雀斑等色素疾病

和面部潮红, 血管扩张等血管疾病的激光,

利用德国最高技术制成的名品激光

凭借德国最先进的光学技术制成的GV激光, 

可以解决血管, 色素, 毛孔, 弹力等皮肤整体的

多种问题, 是以最佳方式进行治疗的

整体解决方案激光疗法。

GV激光不仅可以治疗色素,

对血管, 毛孔, 弹力也有效, 

是一种可同时解决肌肤所有

问题的激光疗法。

向以下顾客推荐GV激光。
血管性病变 : 毛细血管扩张症, 酒糟鼻, 血管瘤, 泛红, 红潮

痤疮痘印

皮肤再生术 : 弹力, 提升, 毛孔, 疤痕

色素性病变 : 黄褐斑, 黑色素细胞性母斑, 表皮性色素, 黑痣, 

                    雀斑, 炎症后色素过量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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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permanent Clinic

“向下列顾客强烈推荐。”

需要半永久化妆的顾客

对彩妆类化妆品过敏的顾客

比起化妆更喜欢素颜的顾客

早晨太忙碌, 没有时间化妆的顾客

没有眉毛, 面相阴沉的顾客

希望不需要画眉毛就能呈现自然眉型的顾客

半永久化妆前后

何谓半永久化妆?

掌握人的皮肤结构，在皮肤的表皮层

进行特殊化妆的治疗。

半永久化妆在表皮层进行半永久性的特殊化妆, 因此可以

最大限度减少对皮肤的损伤, 伴随着新陈代谢, 经过2~3年

会慢慢消失。由于其色彩会自然消失所以和纹身是完全不

同概念的美容技术。

进行半永久化妆后, 不必每天进行繁琐的眉毛, 眼线, 嘴唇

的化妆, 就可呈现出自然的形状和色泽, 美丽的妆容可以长

时间保存。 

纹眉

眼线

纹唇

发际线

仿佛本人真实的眉毛一样 考虑顾客的脸型和皮肤线条 以

3D化妆技术采用纹眉针和天然色素, 仿佛植入眉毛一样一

根根进行矫正, 进行精细调整, 呈现出真实眉毛质感的3D立

体技法。

, , 

如果希望解决眼睛没有神采, 素颜单调的问题 推荐顾客尝

试可以令眼眸鲜明而美观的自然眼线。完美填充在睫毛之

间, 眼角部分的长度根据本人的脸型进行自然呈现。

, 

使用天然色素 在嘴唇表面柔滑描画 进行突出丰盈感 的矫

正, 令苍白或不够丰盈, 缺乏生机而看起来疲倦的嘴唇富有

生机, 还可以遮盖嘴唇上的白色斑点及黑色斑点, 令面容明

艳。

, , 

发际线是额头和头部的边界部分 由于它对面相和脸型大

小产生影响, 因此可以采用 矫正, 对 额头

线部分, 用和本人的发色最相似的颜色像头发一样一根根

进行呈现。

, 

3D技法 M形部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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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NA美容学院

“从现在开始

你将成为 ”最佳的美容专家

了解最新的美容治疗趋势 就会知道以安全性为基础

对疗效立竿见影的优秀治疗项目相关的需求

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大。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 本院基于多年来丰富的临床经验

以及科学依据, 通过系统的教育和持续的探索

对“自然之美(Natural Beauty)”进行研究。

所谓自然之美, 是与流行趋势无关的永恒之美的标准。

因此, 我们将通过努力和热情, 为输送最优秀的美容专家而努力。

, , 

学院讲师团队介绍

学院培训项目及课程

1.皮肤概论

2. 卫生和消毒

3.配色

4. 半永久化妆理论

5. 半永久化妆技术

6. 半永久化妆产品使用方法

7. 顾客服务教育

各部位的皮肤结构和组织

皮肤的功能

杀菌消毒和公共卫生杀菌

卫生消毒和灭菌法

半永久化妆治疗前后卫生管理

根据3原色的配色, 调整颜色的发色力

和配色效果

根据肤色选择颜色并进行配色

半永久化妆的基础理论和历史

根据面部形态的各部位理论(眉毛, 眼线, 嘴唇)

半永久化妆的方法

眉毛, 眼线, 嘴唇, 男士眉毛, 发际线, 3D技法

各种用途的产品的高效使用方法

根据顾客个人情况提供咨询服务的方法及电话应答

Woo Yoon 皮肤讲师 Kim Jihye 皮肤讲师 Seo Soonok 头皮讲师 Kim Doyoung 半永久讲师

Hwang Chaewon 江南店院长 Yoo Seonmi 半永久院长 ChoYoobin 总管经理 Shin Jiwon 皮肤讲师

地址 : 首尔市江南区奉恩寺路109 SANTA HONG大厦5层 PIENA美容学院

电话号码 : +82.2.511.1153 / +82.10.9376.1016

KAKAO TALK ID : piena888

Wechat ID : PBA2111153

学院报名方法 [可以进行网上咨询及访问咨询]



PIENACLINIC

Healing
Beauty
Center

2524

Total Anti-Aging Clinic  PIENACLINIC Healing Beauty Center  头皮管理中心

Healing 
Beauty Center

PROGRAM 

脱发 /头皮 /毛发管理 “治愈美容中心”

在PIENA CLINIC

通过脱发管理促进生发, 并进行头皮管理治疗头皮问题,

开展治愈管理, 追求从诊断及原因分析(毛发矿物质检查)

到生活习惯的系统护理。

PIENA CLINIC独有的专业脱发治疗,

提供头皮治疗, 毛发护理的“治愈美容中心”

<头皮改善护理项目> <脱发集中护理项目-女性脱发护理>

1. 排毒护理
清除头皮上长时间蓄积的代谢废物和毒素性物质, 软化头

皮角质 改善血液循环, 维持健康头皮的活力。, 

2. 干性头皮的护理
为了强化免疫力 改善头皮, 供给油/水分 并改善角质周期。, , 

3. 油脂性头皮的护理
清除氧化的皮脂 调节皮脂分泌 改善皮脂引起的头皮问

题 并强化头皮功能。

, , 

, 

4. 头皮屑护理
抑制头皮屑菌 (马拉色菌) 改善角质周期。, 

5. 脂溢性头皮的护理
清除过量分泌的皮脂 抑制油分并增加水分量 进行头皮

屑/油脂/敏感性头皮综合管理, 消除炎症并去除马拉色菌。

, , 

7. 毛发护理
将因化学治疗或高温造成损伤的毛发重新赋予润泽和弹

力的毛发护理。

6. 敏感性头皮的护理
镇静头皮, 毛细血管扩张并镇静红斑, 提高头皮免疫力 强

化细胞活性。

, 

1. 减肥引起的脱发

过度减肥可能导致营养不均衡, 导致扩散性脱发。

Thalaasso Mineral是被称为 pure micronized-nori的红藻

植物中的矿物质, 可解决因矿物质不足引起的头皮问题, 

促进毛发的组成成分蛋白质的合成, 增强毛母细胞的活

性, 治疗减肥造成的扩散性脱发。

2. 产后脱发

为了解决产后调养期的脱发, 提高雌激素的活性, 并提取

雌激素成分, 令细胞膜稳定, 通过供给能量及强化发根, 

使得产后的毛发生长周期恢复正常, 通过调节荷尔蒙分

泌使其均衡, 而改善紊乱的周期。

3. 闭经期脱发

闭经后由于荷尔蒙分泌紊乱, 毛发的正常生长周期产生

变化而出现脱发的症状, 由于雌激素水平急剧降低, 在肾

上腺的影响作用下出现雄激素性脱发的情况较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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