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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非常感谢您购买了爱德兰丝的商品。

本手册是为了购买爱德兰丝定制商品的顾客能够长久舒适

使用，佩戴方法和梳理方法等的总结，请在使用之前阅览。

假发是佩戴知识掌握得越多，技术越好，

佩戴效果就更加满意，就让您更加喜欢的产品。

本手册内如有不容易明白的地方，请电话询问。

另外 为了更加舒适的佩戴假发，除了在家中自行梳理之外

我们推荐去店铺做定期的维护保养。

详细情况请向店铺或者客户服务部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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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长久的使用定制假发，

请注意以下事项。

01 佩戴时需注意。
操作方便发夹是为了假发的放心使用，在佩戴中起到固定的作用。打开合上时用力过猛，
有可能会出现撕扯头发的可能（双面胶和粘着剂也是一样）。

02 折断后继续使用有危险。
操作方便发夹在佩戴时，如用力过猛，有可能会折断。折断后继续使用，有可能会对头皮，
头发造成痛感。如出现发夹折断，请至附近店铺咨询。

03 不要进入眼睛。
使用假发剥离剂的时候，请一定注意不要进入眼睛。如果进入眼睛，请马上用水冲洗，
有异样感觉时，请马上就医诊断。假发剥离剂具有可燃性，请注意不要引起火灾。

04 专用商品需按照正确用途使用。
假发双面胶，粘着剂，    除用于假发装戴以外，不能用于其它用途。假发装戴时，请一
定使用专用商品。

05 如感到头皮有异常感觉时。
头皮有异常（伤，湿疹，肿块，炎症等）的时候，发生斑疹，湿疹，搔痒，炎症，刺
激等异常情况，请立即停止使用。速向店铺或客服中心咨询。

06 定期保养。
请定期来店进行商品的维护保养。

07 在接受 CT，MRI ， X 射线检查前
根据检查内容，有可能会出现假发及粘着剂的影像。检查前，请向店铺或客服中心咨询。

头发长长了，
不要忘记修剪

如自身头发长长了，为保证假发和自发的自然衔接效果，
请来店进行自发修剪。

03 04

请用固定装戴的客户阅读

为了保证正确，美观的佩戴定制假发，平时注意事项告知。

关于维护保养

咨询相关店铺
或致电客户服务中心

客户服务中心
平日10:00~18:30 六,日,节假日 9:00~17:30

▲! 各种商品在使用前必须确认。
·专用附属品使用时，请一定仔细阅读包装盒或瓶表面的注意事项。如不当使用，
   不仅会出现商品损坏，还有可能发生意外事故。
·皮肤有异常（伤，湿疹，肿块，炎症等）的场合，请不要使用。或者使用后
   发生斑疹，湿疹，搔痒，刺激等各种炎症及其他异常时，请马上停止使用，
   立即就医诊断，同时 请咨询本公司客服中心。

关于 AD﹠F WIG 粘着剂·剥离剂
1. 使用时请远离火源 .
2. 在有火源的室内 , 不要大量使用 .
3. 遇到高温 , 有可能发生破裂的危险 , 请不要放在阳光直射处或者火源附近温度超过
    40 度以上的地方 .
4. 请不要放入火中 .
5. 请注意不要进入眼睛 . 万一进入眼睛 , 马上用水清洗 , 并就医诊断 .
6. 不要放置在极端高温或低温的场所 .

装戴一周后请务必来店 . 作为商品的维护保养 , 会对目前的使用情况和今后的来店周期
进行确认 .
关于来店周期 , 在和客户确认的基础上 , 店铺担当提出相应的提案 .
根据头发的生长状况 , 和装戴时相比 , 有可能会发生头部不服帖的感觉 , 如果发生类似
不放心的情况 , 请到店咨询 .

0120-86-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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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发夹的使用方法

01
拿住方便发夹两端，从中间开始按下的话，

发夹会被打开。

方便发夹

● 从正面来看方便发夹的结构

人工皮膚部

发夹关闭状态

发夹打开状态

两端按下后发夹
就会打开

两端按下后发夹
就会关闭

※图解例。也可能会同时使用双面胶，粘着剂。

06

方便发夹在平时生活中可自己佩戴 .根据自身头发状况 ,确认佩戴的位置 .

02
请确认所有的方便发夹都已经打开后，

放在决定好的位置。

03
请单手轻按假发，从前面开始一个一个将发夹夹住。

●将发夹垂直的立在头部，
　然后很轻柔的插入自己的头发中。

●将方便发夹的两端朝头皮方向轻按 
　发出响声后固定住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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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佩戴方法
（有方便发夹的情况）

※根据不同的款式佩戴方式会有不同，具体请咨询担当店员。

01 佩戴之前用专用梳子进行梳理，
拿住方便发夹的两端从中间开
始往下按打开发夹。

02 前后位置确认后把假发放到头上，
让假发前部和自身的发髻线位置
吻合。

03 将前部的方便发夹的齿轮插入
自身的头发中，按下发夹的两
端后固定。
※发夹的固定方法详细请参照 P3。

04 单手轻按假发前部，确认造型
后用专用梳子和自身头发一起
轻轻的梳理。
※根据不同的商品，也会有露出自身
   头发的造型。

08

使用方便发夹能够方便的佩戴假发，将自己的头发和假发梳理后 ,
可以整理出自己喜欢的发型。

05 和前部发夹一样，把两边和

后部的的发夹固定住。

06 一边调整假发一边用专用梳子和
自身的头发混合在一起梳理造型。
※发夹附近如有感觉到有偏差的话，
    请再一次重新固定。

07 完成佩戴。
※也可使用定型剂进行定型。

两边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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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摘取方法

AD＆F WIG 剥离剂 

方便发夹的场合

01 确认方便发夹的位置，用指尖
逐个打开发夹。

从产品上去除粘着剂或双面胶时使用的剥离水液体。
请将化妆棉充分浸湿后使用。

200mL 商品价格1,300日元 +税

02 把缠在方便发夹上的头发轻轻拨开。

03 轻轻地按照前后 ,左右的自发
流向慢慢摘下。 取下方便发夹后，摘除双面胶，用化妆棉沾取

少量剥离剂将双面胶痕迹擦干净。

部分使用双面胶固定的情况 

※显示价格不含消费税

10

请不要随意的拉扯假发。此外，为了不对头皮和自发造成负担，
请逐个打开发夹，摘取假发。

01
用双手的食指轻轻抓住方便发夹的两端，
大拇指按住发夹的中央处向下按压，
打开发夹（打开时发夹会发
出轻轻的声响）。

02
打开产品上所有的发夹后，一边拨开缠
在发夹上的头发，一边按照前后 ,
左右头发的流向，轻轻摘下。

打开方便发夹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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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佩戴方法
轻便发夹的场合

轻便发夹：质地柔软，只需轻轻打开
发夹，插入头发按压，即可完美固定。
装戴非常方便。

01 佩戴前用专用梳子进行梳理。 02 打开轻便发夹，确认前后位置后，
将假发前部在自发发际线处调整
到合适位置。

03 从上方轻轻按压轻便发夹，即可完成
固定。

04 单手轻按假发，一边确认造型 ,
一边用专用梳子和自身的头发混合
在一起进行梳理 ,造型。 

12

假发的摘取方法
轻便发夹的场合

轻便发夹虽然摘取十分方便，
但是为了保护头皮和自发，
请轻轻摘取。

01 将轻便发夹全部打开。 02 将假发垂直拿起即可。

●更加方便的轻便发夹
轻便发夹的齿的插入角度和头发的
流向相反，所以具有优良的固定效果。
佩戴时，只需将发夹左右轻轻按压
即可完成固定。佩戴非常简单方便。

摘取时也一样，只需打开轻便发夹，
将假发垂直向上拿起即可。
摘取非常方便，对头皮也不会造成负担。

从上面
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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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佩戴方法
魔术贴的场合

魔术贴可更方便的佩戴假发。只需将
假发放在头上按压，即可呈现美丽发型。

01 佩戴前用专用梳子进行梳理。 02 将前额部分的假发在自发发际
线处调整到合适位置，
轻轻按压即可完成佩戴。

03 喜欢佩戴感觉紧一点的客户，
可以用力按压魔术贴。

04 单手轻按假发，一边确认造型 ,
一边用专用梳子和自身的头发融合在
一起进行梳理 ,造型。

＊魔术贴 / 魔术夹

14

假发的摘取方法
魔术贴的场合

魔术贴的佩戴和摘取虽然都很方便，
但是为了不给头发造成负担，
请轻轻摘取。

01 将前额部分轻轻扶起，手指插
入缝隙中。

02 用手从前向后慢慢摸过，即可
摘掉假发。

●魔术贴缠上头发时的摘取方法

魔术贴 *：通过插入头发空隙进行固定。
佩戴和摘取都很方便。

方法 ① 方法 ②

※用梳子直接接触魔术贴会对魔术贴有损伤，请在魔术贴的边缘处插入梳子。

←魔术贴 *
←你的毛发

用梳子柄抽取式的将头发取出。 或者用梳子慢慢梳理，去除缠住的头发。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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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佩戴方法
魔术贴发夹的场合

既保证佩戴的简单便利 ,又达到很好固定功
能的魔术贴发夹 .佩戴时，将发夹插入头发，
再按压魔术贴，即可呈现完美造型。

01 佩戴前用专用梳子进行梳理。 02 将前额部分的假发在自发发际
线处调整到合适位置，轻轻按
压整个头部。

03 插入发夹，直到白色胶皮到达
发夹底部的位置。

04 单手轻按假发，一边确认造型
一边用专用梳子和自身的头发
混合在一起进行梳理造型。

发夹上的白色胶皮

16

01 一边按住商品，一边将白色胶
皮移动到发夹顶部。

02 将前额部分轻轻撩起，手指插
入缝隙中。

03 用手从前向后慢慢摸过，将假
发从后面摘掉。

假发的摘取方法
魔术贴发夹的场合

为了不给头皮和自发造成负担，
请一定在发夹上的白色胶皮完全
移动至发夹顶部后，再慢慢取下假发。

发夹上的白色胶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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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佩戴方法
双面胶、粘着剂的场合

01 前部按照前额的曲线贴上双面胶，
后部空开 1cm左右的距离，
贴上双面胶。
※双面胶上的贴纸，请不要撕开。

02 装戴前，用专用梳子进行梳理后，
撕掉双面胶上的贴纸。

03
使用粘着剂的时候，在双面胶
上面涂上粘着剂（黄豆大小），
延伸至指尖大小，用吹风机冷
风吹 15秒左右使其干燥。

04 确认好前后，放在头上合适的
位置粘贴即可。
※如果还不能熟练佩戴，请在粘贴
　之前，先确认好装戴位置。

※标记只是举例，实际双面胶、粘着剂等的使用方法多种多样，而且，根据类型不同，
    装戴方法也有所不同。所以具体情况请咨询店铺担当。
※请使用专用商品

AD＆WIG 双面胶 15 贴  商品价格  600 日元 +税

专门用于装戴假发用的双面胶。

18

05 戴到头上时，有粘着剂部位用
指尖轻按，放置三分钟即可。

06
使用专业梳子融合自发，梳理出
喜欢的造型。

07 完成佩戴也可使用造型剂进行造型。

AD＆WIG 粘着剂 20ml    商品价格 800 日元 +税

膏状粘着剂，能将自发很好的固定。

正确佩戴定制假发，能够真实的感受到它的舒适性，
并做出适合自己的造型。

两边的场合

前后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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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摘取方法
双面胶，粘着剂的场合

01 抬起后面，粘胶部位用化妆棉
沾取少量假发剥离剂轻轻擦拭，
并紧贴自发流向摘取。

02 头上如残留粘着剂时，用化妆
棉多擦拭些假发专用剥离剂，
并用指尖轻轻揉搓使其软化。

03
使用梳子（用梳子将其固定）
将一缕一缕自发沿着头皮方向
拉过来，将粘着剂去除。

04 摘下后，用假发专用剥离剂侵
透化妆棉将双面胶，粘着剂以
及污垢擦拭去除。

AD＆WIG 剥离剂 200ml  商品价格 1,300 日元 +税

去除粘着剂双面胶等使用的专用剥离剂，请充分侵透化妆棉后使用。

定制假发是非常纤细脆弱的东西，
请不要随意的拉扯假发。此外为了
不对头皮和自发造成负担，
请使用假发剥离剂逐渐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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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UV喷发水

抵御紫外线 SPF50+ 和 PA4+，保护头发及头皮。不粘腻不产生白
色残留物的一种水类，可全身使用。

80g 商品价格 2,000 日元 +税

AD ＆F 完美毛发梳子

洗发专用软毛梳子，精密的接发，毛才基本面以及减轻网底负担
而使用的一款软毛梳子。

商品价格 1,500 日元 +税

※显示价格不含消费税，请使用专业产品。

自发的专业洗护产品

保护头皮调整 ph平衡用洗发水
380ｍl　商品价格 3,400 日元 +税

无硅油无添加保存原料不受任何约束的一款洗发水，含低刺激的氨
基酸洗净成分，调整毛发的 ph平衡使其达到最舒适状态，
也适用于染烫受损发质。

保护头皮调整 ph平衡用护发素
380g　商品价格 4,000 日元 +税

无硅油无添加保存原料不受任何约束的一款护发素，调整毛发 ph
平衡至最舒适状态的同时给予毛发滋润。富含氨基酸成分护发素，
能提高毛发受损后的修复性，强化手感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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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发的佩带方法
前额粘着式的场合

前额粘贴类定制假发使其保持到良好状态，
日常的修剪很重要，要像自发一样轻柔对待。

01 请确认前后位置后再放到头上，
假发的发际部位要和前额部位吻合。

02 前额粘贴前，请先固定好两边和
后面发夹。

03 根据网底形状取适量粘着剂涂到前额，
用棉棒涂抹均匀，1-2分钟后由白色
变成透明色后将其粘贴涂抹部位，
用手轻轻按压。
※请注意粘着剂不可用过量。

04 确认固定好后再梳理造型。

※标记为不同类型佩带方法也有所不同，详细请咨询店铺担当

取下两边后面的夹子。打开两边
和后面的发夹，以中间为中心，
将前后左右弯成圆弧状摘下。

22

假发的摘取方法
前额粘着式的场合

前额粘贴类摘取时，为了不造成头皮及自发
的负担，请轻轻取下。

01 使用专业剥离剂循序渐进揭开
取下。

02

03 摘下后如前额网底处有残留粘着剂
时请用专用剥离剂去除残留物。

※标记为不同类型佩带方法也有所不同，详细请咨询店铺担当

★专用粘着剂
10ml  商品价格 700 日元 +税

针对假发的发际，毛发稀薄
处装戴的一种粘着剂。

★专用剥离剂
80g  商品价格 1,400 日元 +税

去除商品上粘着剂而使用的
一款剥离剂。

※ 前面的蕾丝（网底）有可能会绽开，
　 摘下时请小心。

※ 使用剥离剂时请注意
　 不要进入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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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F　
WIG洗发水&护发素
320ｍl　商品价格 3,800 日元 +税

AD&F WIG防臭喷雾
80ｍl　商品价格 1,700 日元 +税

轻轻的向商品的毛发和头皮部分喷雾后 可以去除汗水脏污等不舒
服的异味。

AD&F WIG清洗剂
220ｍl　商品价格 1,191 日元 +税

能够去除假发上的汚垢和头皮上沾的汗水，以及皮脂的异味和汚
垢。另外能够干净的去除造型喷雾或者其他造型剂。

AD&F WIG 干湿两种类型
150ｍl　商品价格 1,800 日元 +税

能够容易梳通假发，能够防止吹风机的热度和梳理过程中的摩擦
和静电引起的损伤，调整假发状态。

※显示价格不含消费税。
★为初次签约装戴时使用的免费护理产品，☆为续约装戴时使用的免费护理产品。

细致的泡沫不会伤害人毛人工毛，能够干净的清洗汚垢并保护毛材。
※假发专用，自身头发不能使用。

Cyber hair 和 Nature hair 商品的
专用护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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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覚得有汗味或者其他异味的时候，用手碰触的时候感到有点粘感的时候，请尽快使用假发专用洗发
水进行清洗。（自己佩戴的话 建议每 3天清洗一次。）

※Cyber 毛材：具有优秀的形状记忆功能，不变形，易打理。
※Nature 毛材：和真发一样，可以自由变换各种发型。

假发的清洗时机

AD&F 强吸水毛巾
34cm x 80cm　商品价格 2,000 日元 +税

采用超极细纤维制成，可以迅速吸收水分，吸水力是普通棉
质毛巾的两倍。柔软的触感和出色的吸水力，使假发的护理
更加轻松快捷。

便携操作架
商品价格 5,500 日元 +税

假发清洗后梳理或者造型时方便使用的便携操作架。

AD&F 人工毛梳子
商品价格 1,200 日元 +税

能够有效防止静电，梳子的齿轮前端使用了圆形加工能够有
效防止钩住发网，能够方便的整理发型。

Cyber hair 和 Nature hair 是接近真人头发质感的人工毛发。
使用专用的洗发水和护发素进行护理的话，能够长久保持自然的效果

※关于免费保养方面可能会在没有事先告知的场合下变更。



25

为了使定制假发能够以更好的效果进行佩戴，日常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
请和自身头发一样进行细致的护理。

01 使用洗发水之前请先使用专用
梳子把头发打结处梳通，
并梳落灰尘。
※请从发梢开始梳理。

02 将假发内侧喷入清洗剂后放置
2-3 分钟。
※汚垢非常严重或者使用了造型剂的话，

   内侧请喷入清洗剂后放置 5分钟。

03 请在面盆内放入温水（大致和
人体温度一致）后放入WIG
洗发水&护发素（喷入 3-4
次程度）并打起泡沫。

04 请确认发夹关闭后浸入水中
2-3 分钟，用手指轻轻梳洗并甩
动清洗。如果汚垢比较严重的
话请清洗两次。
※为了避免毛发打结请不要揉搓。

Cyber hair 和 Nature hair 商品的清洗方法

※护理产品请参考 P23-24。
※根据不同的发夹固定方法也会不同，具体请咨询店铺担当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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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清洗后请轻轻，
浸入清水 3-4 次反复漂洗。
※为了避免毛发打结请不要揉搓。

06 把假发上面的水分去除，
用毛巾将假发包住通过按压将
水分吸干。
※不要用毛巾使劲的擦拭毛发。

08 用手指梳理毛发或者用专用的
梳子进行造型后自然干燥。
※如使用吹风机的话请远离假发
   10CM以上。

07

09 为了提高抗菌防臭效果，
在佩戴假发前一定在假发内侧
喷上WIG防臭喷雾。

●避免头发打结要点
假发需轻拿轻放，按毛材生长流向
轻柔梳洗不易打结

←魔术贴＊

←魔术贴＊

＊魔术贴 / 便捷发夹

确认发夹是否关闭后放在专用
的假发操作架上固定住，距离
假发10-15CM处使用WIG
护理剂（3次喷）后用梳子梳
理后进行造型。
※经常梳理，可预防静电。
　同时也要注意吹风机的热风
　和梳子的摩擦引起的断发。
※请注意不要过量使用护理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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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发商品的
专用护理产品

AD&F　
WIG洗发水&护发素
320ｍl　商品价格 3,800 日元 +税

细致的泡沫不会伤害人毛人工毛，能够干净的清洗汚垢并保护毛材。
※假发专用，自身头发不能使用。

AD&F WIG防臭喷雾
80ｍl　商品价格 1,700 日元 +税

轻轻的向商品的毛发和头皮部分喷雾后 可以去除汗水脏污等不舒
服的异味。

AD&F WIG清洗剂
220ｍl　商品价格 1,191 日元 +税

能够去除假发上的汚垢头皮上沾的汗水，以及皮脂的异味和汚垢。
另外能够干净的去除头发喷雾或者造型用剂。

AD&F WIG护理剂
150ｍl　商品价格 1,800 日元 +税

能够容易梳通假发，能够防止吹风机的热度和梳理过程中的摩擦
和静电引起的损伤，调整假发状态。

※显示价格不含消费税。
★标记为初次签约装戴时使用的免费护理产品，☆标记为续约装戴时使用的免费护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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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发假发：由天然毛发制成的精致商品。使用专用的洗发水和护
发素进行护理，可长效保持自然的质感。

AD&F 强吸水毛巾
34cm x 80cm　商品价格 2,000 日元 +税

采用超极细纤维制成，可以迅速吸收水分，吸水力是普通棉质毛
巾的两倍。柔软的触感和出色的吸水力，使假发的护理更加轻松
快捷。

AD&F 梳子
商品价格 1,200 日元 +税

配合陶瓷抗菌剂所制成的尼龙毛发梳。能够有效防止皮脂，油
污等细菌的附着。

人毛洗发剂
250ml 商品价格 1,200 日元 +税

给予毛发光泽度，
能够起到容易疏通
假发效果的一款
洗发剂。

如果覚得有汗味或者其他异味的时候，用手碰触的时候感到有点粘感的时候，请尽快使用
假发专用洗发水进行清洗。（自己佩戴的话 建议每3天清洗一次。）

便携操作架
商品价格 5,500 日元 +税

假发清洗后 , 梳理或者
造型时非常方便的便携
操作架。

假发的清洗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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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人发的清洗方法
为了使定制假发能够以更好的效果进行佩戴，日常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
请和自身头发一样进行细致的护理。

※护理产品请参考 P27-28。
※根据不同的发夹固定方法也会不同，具体请咨询店铺担当店员。

01 使用洗发水之前请先使用专
用梳子把头发打结处梳通，
并梳落灰尘。
※请从发梢开始梳理。

02 将假发内侧喷入清洗剂后放置
2-3 分钟。
※汚垢非常严重或者使用了造型剂的话，
　内侧请喷入清洗剂后放置 5分钟。

03 请在面盆内放入温水（大致和
人体温度一致）后放入WIG
洗发水&护发素（喷入 3-4 次
程度）并打起泡沫。

04 请确认发夹关闭后浸入水中
2-3 分钟，然后拿住商品的前端
部分用梳子顺着发根开始向发梢
进行梳洗。

汚垢很严重的话 , 洗两次。

30

05 使用干净的温水（大致和人体
温度一致）和使用洗发水的时
候一样清洗假发。

06 把假发上面的水分去除，用毛
巾将假发包住按压将水分吸干。

08 使用WIG护理剂喷后用梳子
整理整体假发，再次用吹风
机造型。按照和自身头发衝接
部分 → 头顶部分 → 前部顺序。
※除了假发护理剂外，

　也可使用润发露。

07 确认发夹是否关闭后放在专用
的假发便携操作架上固定住，
使用吹风机轻轻的将整体吹干。

09 为了提高抗菌防臭效果，
在佩戴假发前一定在假发内侧
喷上WIG防臭喷雾。

●避免头发打结要点
假发需轻拿轻放，按毛材生长流向轻
柔梳洗不易打结

＊魔术贴 / 便捷发夹

←魔术贴＊

←魔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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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F WIG 防臭喷雾

轻轻地向商品的毛发和头部部分喷雾后可以去除汗水脏污等不舒
服的异味。

80ml　商品价格 1,700 日元 +税

★ ☆AD＆F WIG 护理剂
      干湿两种类型

能够容易疏通假发，防止吹风机的热度和梳理过程中的摩擦和静
电引起的损伤，调整假发状态。

150ml　商品价格 1,500 日元 +税

※显示价格不含消费税

连续装戴商品使用的专用护理产品

★ ☆保护头皮调整 ph平衡用洗发水
380ｍl　商品价格 3,400 日元 +税

无硅油无添加保存原料完好无损的一款洗发水，含低刺激的氨基酸
洗净成分，调整毛发的 ph平衡使其达到最舒适状态，
也适用于染烫受损发质。

保护头皮调整 ph平衡用护发素
380g　商品价格 4,000 日元 +税

无硅油无添加保存原料完好无损的一款护发素，调整毛发 ph平衡至
最舒适状态的同时充分滋润毛发，选用富含氨基酸成分的护发素，
能提高毛发受损后的修复性，以强化手感的柔韧性。

★为初次签约装戴时使用的免费护理产品，☆为续约装戴时使用的免费护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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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定制假发能够以更加好的状态使用，日常的护理很重要。
介绍一些舒适的日常专用护理产品。

★ AD&F 强吸水毛巾
尺寸 34cm x 80cm　商品价格 2,000 日元 +税

采用超级细纤维制成可以迅速吸收水分。

★ AD&F 梳子
商品价格 2,000 日元 +税

洗发造型使用的软毛梳子，为了减轻精密的接发，产品表面及网
底的负担而使用的一款梳子。

★ AD&F 双面胶（强力粘性）
35 贴　商品价格 1,200 日元 +税

针对假发的发际，稀薄处以及纤细部位装戴使用的双面胶。

水疗机
商品价格 55,000 日元 +税

用强弱水流配合酵素对头皮表面及毛囊深处的污垢清洗去除。

※关于产品的维护保养预售内容会有变更情况。

酵素 1盒 30袋 商品价格 3,000 日元 +税

盐素去除剂  商品价格 3,000 日元 +税



33

假发的清洗方法
连续装戴商品的场合

对于不需要每天摘取的定制假发，
为了保证佩戴的良好效果，
日常的护理非常重要。
请像对待自己头发一样认真呵护。

01 用温水把头发全部淋湿。 02 使用专用的洗发水在手上打出
泡沫，从鬓角至全头用指腹轻揉
清洗。这时用梳子等会损伤头皮
和商品，请注意。
※请不要直接把洗发水涂在头皮和商品上

03 漂洗时，请用拍打式的喷头将
洗发水冲洗干净。
※建议使用保护头皮调整ph平衡度的
　专用护发素。

一点
　建议

要使用头皮清洗按摩的客户，
请使用强水流将头皮和产品冲洗干净。

※显示价格不含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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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假发的佩戴调整
连续装戴商品的场合

假发是很纤细脆弱的商品，为了不给自
发及头皮造成负担请不要强行拉扯。

01 洗发后用AD＆F超强细纤维毛巾
将头部全部包裹，轻按待水分
充分吸收。
※用力过头会造成头皮及商品的损坏，
　请一定轻按。

02 用假发护理剂对着产品表面均匀喷
涂，再用除静电梳子轻轻梳理假发。
※请不要过量使用假发护理剂
※轻轻侵湿睡乱的头发，用吹风机弱
　风和除静电梳子整理。

03 用吹风机弱风配合AD＆F完美
梳子梳理造型。
※适用于造型剂
※距离吹风机10cm以上使用，
　距离太近会对毛发造成损伤。



请咨询

关于技术及产品知识请询问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平日接待/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

Aderans(爱德兰丝)Co.,Ltd.　〒160-0007 東京都新宿区荒木町13番地4

●装戴时皮肤如感到异常时请停止使用。●以上价格中不包含技术费。●刊登在目录上的照片及
内容未经允许不可私自转载，包括商品的商标以及已登录过的商品等。●请注意仿制品。●由于
刊登在目录上的产品颜色印刷的关系，可能与实物存在少许差异。●由于刊登在目录上的产品规
格及价格的变更会有停止生产贩卖的情况，提前告知望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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