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中妇幼便函〔2022〕446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举办 

“头皮健发管理中心培训班”的通知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及相关医疗、服务机构：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和美容。

但社会的进步、生活方式改变、竞争的加剧，脱发人群越来越多，人

们对脱发日益关注。目前我国约有脱发患者 2.5 亿，其中雄激素性

秃发患者 1.3 亿，并有低龄化的趋势，脱发给患者的形象、自信心、

生活质量和社会竞争力带来重要影响，患者求治的愿望非常强烈，毛

发疾病已经成为医疗美容和生活美容的焦点和热点。目前我国脱发疾

病防控体系刚刚起步，防治能力和水平严重不足，多数脱发患者不能

得到规范的诊治。 

为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的发展，中国妇幼

保健协会联合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团队，拟定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12 月 10 日在北京市共同举办“头皮健发管理中心培训班”，旨

在推动各助产机构的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毛发医学

高质量发展和毛发医学科室建设。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协办单位：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 

二、培训内容： 

（一）理论课程： 

1.毛发门诊建设管理 

2.毛发生理与临床 

3.毛发常见疾病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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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发镜在毛发疾病中的应用 

5.常用脱发疾病的治疗方法 

6.SMP 的理解/头皮解剖学 

7.毛发结构学/头皮生理学/头皮生理学/头皮和淋巴 

8.头皮屏障/头屑与角质的区别/皮脂 

9.头皮类型/头皮瘙痒/头皮痘痘/产后脱发 

10.头皮疾患与类型/头皮精油/脱发类型/脱发预防 

11.测试(TEST-ǀ)/脱发预防/脱发相关的荷尔蒙/幼儿脱发 

（二）实操课程 

1.毛发疾病临床及毛发镜照片的拍摄方法 

2.脱发疾病常见治疗手段技巧演示 

3.体验/ KC-检测法/ 清洁 

4.颈椎+斜方肌/ 淋巴管理/清洁 

5.颈椎+斜方肌/淋巴＋清洁/精油＋营养 

6.头皮诊断/头皮发热，皮脂变化管理 

7.疾患诊断/精油、头皮疾患管理/ 颈椎、斜方肌管理 

8.疾患诊断/精油+MTS 与头皮疾患管理 

9.测试(TEST-ǁ)/精油+MTS 与脱发管理 

三、培训对象 

头皮健发管理中心项目试点单位，具有皮肤科临床工作经验的皮

肤科从业人员。团队培训或者单独专业个人培训，其中团队包括皮肤

科医师、皮肤科护师、中医科、产后康复科相关人员、医美科等相关

人员。 

四、培训时间及地点 

报名时间：2022 年 12 月 2 日前 

培训时间：2022 年 12 月 3 日-2022 年 12 月 10 日 

其中：皮肤科诊断师（皮肤科医师）2天 12 月 3 日-12 月 4 日  

头皮护理师（护理人员）    8 天 12月 3 日-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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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黄彬木店路 116 号远策中心 

五、培训方式 

线下参会，理论+实操（模拟操作实践） 

六、其他事项： 

（一）关于报名 

1．微信报名请登录“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注册、报名、

参会（详见附件 2）。 

2．汇款信息如下： 

户名：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账号：110906850910605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万泉河支行 

汇款备注：头皮健发管理中心培训班+姓名 

（二）培训费：培训费包含实习操作，教学教具/耗材等，交通

食宿费自理。 

1．皮肤科诊断师（皮肤科医师）1980元/人（2 天）。 

2．头皮护理师（护理人员）9800元/人（8 天），全程参加培训

并通过考核的，将由中国妇幼保健协会颁发专业能力相关证书。 

(三)关于证书： 

本次通过考核后发相关证书，报名时请按要求填写报名人员证书

回执：姓名、电话、身份证号、1 寸 JPG 格式照片(按身份证拍摄标

准提供照片蓝底彩色照片）等。 

（四）会议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中高风险地区及和新冠肺炎有

密切接触者谢绝参加会议；会前 14 天没有发热等身体不适症状，持

会前 3 天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参会；参会期间请全程佩戴口罩，保

持安全社交距离，进入会场时请主动出示健康码和接受体温测量；体

温正常和健康码绿码者方可进入。 

（五）住宿推荐： 

1.宜必思酒店：距离培训班步行 15 分钟，标准间 313 元/间/天，

大床房 283 元/间/元。总机电话：010-8556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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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豪庭国际酒店：距离培训班步行 10 分钟，标准间 478 元/间/

天，大床房 478元/间/天。总机电话：010-86488261 

七、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培训班疫情责任人 

第一责任人：修青永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秘书长助理 

第二责任人：李文华 13810182595 

2．培训班联系人 

李文华 13810182595   

张  洋 15810933307 

 

附件：1.头皮健发管理中心培训班日程 

2.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3.讲师专家介绍 

4.会议交通图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2年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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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头皮健发管理中心培训班日程 
 

日期 分类 内容 授课专家 

2022/12/3 

 

专业 

 

毛发门诊建设管理 杨顶权 

毛发生理与临床 李 锘 

毛发常见疾病的诊疗 王 磊 

毛发镜在毛发疾病中的应用 吴亚桐 

常用脱发疾病的治疗方法 杨知山 

实操 
毛发疾病临床及毛发镜照片的拍摄方法 杨知山 

脱发疾病常见治疗手段技巧演示 杨知山 

2022/12/4 
理论 

SMP的理解 郑基铁 

头皮解剖学 郑基铁 

实操 体验/ KC－检测法/ 清洁/ 郑基铁 

2022/12/5 
理论 

毛发结构学/头皮生理学/ 郑基铁 

头皮生理学/头皮和淋巴 郑基铁 

实操 颈椎+斜方肌/ 淋巴管理/清洁 郑基铁 

2022/12/6 
理论 

头皮屏障/头屑与角质的区别 郑基铁 

头屑与角质的区别/皮脂 郑基铁 

实操 颈椎+斜方肌/淋巴＋清洁/精油＋营养 郑基铁 

2022/12/7 
理论 

头皮类型/头皮瘙痒 郑基铁 

头皮痘痘/产后脱发 郑基铁 

实操 头皮诊断/头皮发热，皮脂变化管理 郑基铁 

2022/12/8 
理论 

头皮疾患与类型/头皮精油 郑基铁 

脱发类型/脱发预防 郑基铁 

实操 疾患诊断/精油+MTS与头皮疾患管理 郑基铁 

2022/12/9 
理论 

测试（TEST-ǀ)/脱发预防 郑基铁 

脱发相关的荷尔蒙/幼儿脱发 郑基铁 

实操 测试（TEST-ǁ)/精油+MTS与脱发管理 郑基铁 

2022/12/10 结业典礼 杨知山、韩国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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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会议报名系统使用说明 

 

一、 使用微信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中国妇幼保健协

会服务号”进入“会议报名”。 

二、 填写报名信息： 

1. 在会议列表中找到会议“头皮健发管理中心培训班”

点击图片进入“会议详情”页面； 

2.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填写订单”页面； 

3. 选择分会场：勾选分会场； 

4. 选择参会人：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需要报名的人员信

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添加参会人信息（可添加多人）后再进行勾选（每

次报名只能勾选一人）； 

5. 选择发票抬头：在跳转的页面中勾选发票信息，第一次使用本系统报名，需

添加发票信息后再进行勾选，然后点击“选择此发票抬头”； 

说明：正确的发票信息，包括单位发票抬头和税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正确

税号为 15 或 18位，部队医院或无税号的单位填写 15个“0”。自费不需要开发

票的参会人员抬头填写姓名，税号填写 15 个“0”）； 

6. 支付注册费：核查报名信息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报名”并

支付注册费。 

三、 酒店预订： 

1.网络直播会议，无需预定酒店； 

2.点击“酒店选择”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酒店和房型，点击窗口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填写参会人身份证号，选择入住时间、离店时间。（如不需要酒店请选择酒

店自理） 

四、 报名成功的订单存储位置： 

1.已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已支付会议】； 

2.未支付会务费：【会议广场】→【个人中心】→【待支付会议】。 

五、 本次会议将全程通过“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服务号”进行会议事项通知，

敬请关注。如有疑问或参会人员变更，请联系：会议服务热线 400-004-2599、 苑

福仁 13311319458（同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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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讲师专家介绍 
（排名不分先后） 

 

 

 

 

杨顶权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 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美容主诊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日友好医院毛发专病医联体负责人、毛发医学中

心主任、皮肤病与性病副主任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健康研究所所长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常务理事兼中医美容分会会长、毛发医学分会常务

理事、抗衰老分会常务理事 

中华医学会皮肤科分会毛发学组委员、整形外科分会毛发移植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兼皮肤科专委会委员、美容与整形医师

分会毛发移植学组委员 

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分会委员兼毛发学组副组长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常务编委、实用皮肤病杂志编委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评审专家 

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毛发学组组长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皮肤学临床学系副主任 

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皮肤诊治、头皮健康管理、医学美容和皮肤外

科，擅长毛发疾病、瘢痕疙瘩、痤疮、慢性湿疹、银屑病、皮肤肿瘤

等疑难性皮肤病和医学美容的临床及科研工作，目前主持毛发方向国

家自然基金 2 项、省部级课题 2 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 论

文 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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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基铁 教授 

头皮脱发综合管理临床及教育 经历 19 年 

K-SMP（头皮纹饰）WORKBOOK－著者。 

韩国定制型化妆品调剂管理师国家资格证 

韩国 SMP色素标准检测委员 

K-SMP 韩国资格证评审委员会长 

韩国庆熙大学（前）外聘教授，韩国湖西大学外聘教授，韩国龙仁大

学外聘教授 

胡志明－庆州文化世博会 （现）美容（头皮）评委团 

韩国 KOTA，ITF协会教育课，（现）头皮脱发管理师资格认证委员长 

最初发表脱发原因研究（2013 年）-“头皮脂肪团（J-CELLULITE）”。 

 

 

 

 

 

 

李 锘 教授 

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常务理事 

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青

年委员兼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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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和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各 1 项，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课题 1 项，

院级课题 1 项，发表 SCI 论文 2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0 余篇。 

专业特长：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毛发疾病、痤疮、瘢痕疙瘩、银屑病，

以及面部年轻化的微创治疗、中医美容和皮肤外科等方面积累了较为

丰富的临床经验。 

 

 

 

 

 

 

 

 

王磊 博士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主治医师 

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毛发学组秘书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理事 

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理事 

 

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青年课题 1 项，院级课题 1项，参与国家/北京市

课题 6 项，发表国内外期刊论文 13 篇，参编国内医学著作 3 部。 

临床擅长治疗： 

1.毛发疾病：如雄激素性秃发、斑秃等； 

2.皮肤疾病：如银屑病、神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痤

疮、白癜风等； 

3.皮肤外科：常见皮肤肿物的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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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亚桐 博士 

中日友好医院皮肤与性病科主治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工作秘书 

 

专业擅长：毛发疾病：雄激素性秃发、斑秃、休止期脱发等疾病擅长

脱发疾病的毛发镜诊断、光电治疗及毛发移植。痤疮：难治性痤疮的

诊治，痤疮的光电治疗、化学换肤治疗。皮肤外科：常见良恶性皮肤

肿瘤的手术切除、美容皮肤外科等技术。以及常见皮肤病（湿疹、荨

麻疹、药物性皮炎、带状疱疹、痤疮等）的诊治。 

兼任：中国整形美容协会毛发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疗

器械管理专业委员会毛发医学学组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疗美

容专业委员会毛发医学与头皮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中西医

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毛发学组组员、首都医科大学皮肤病与

性病学系青年委员会委员。 

参与编著：《色素增加性皮肤病 附临床及病理图谱》、《色素减退性皮

肤病 附临床及病理图谱》，参与翻译《实用皮肤病理学（第 2 版）》、

《脱发》、《皮肤影像学》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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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知山 医师 

中日友好医院毛发专病医联体工作秘书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理事 

北京医学奖励基金会毛发皮肤专家委员会委员 

硕士学位，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日友好医院临床学院，擅长雄激

素性秃发、斑秃、休止期脱发等毛发疾病的中西医诊断、治疗及养护

技术。参与多项国家级毛发课题临床研究，发表国内外期刊文章十余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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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会议交通图 

 

培训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黄彬木店路 116 号远策中心 

 

 

 

 

 

 

 

 

 

 

 

 

交通路线： 

1．火车站：打车大约 30分钟，费用 56 元到达终点站。 

2．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打车大约 22分钟，费用 63元左右。 

3．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打车大约 1 小时 2 分钟，费用 191

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