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见问题
什么是间充质干细胞? 

间充质干细胞(MSC)是成体干细胞，

可分化为软骨、肌腱、肌肉、脂肪和骨骼。

干细胞储存在我们身体中的哪个部分?

我们的身体脂肪储存在MSC

干细胞是什么?

干细胞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减少炎症和修复已发现或被植入的组织使关节

部位更加稳固。它们能够减少炎症和细胞死亡几率，

并具有自我复制的能力。

 

我的身体有排斥干细胞的风险吗?

自体MSC没有排斥的风险。我们只使用您的干细胞，

这意味着不会出现排斥的风险。

你们治疗哪些关节疼痛?

我们的治疗针对所有外周关节和肌腱，

包括肩膀、肘关节、手腕、

臀部、膝盖、脚踝、脚和下腰椎，

特别是骶髂关节和关节面。

您可能适合干细胞治疗，也有可能不适合。
为了更好地了解您目前的情况，请发邮件
至info@regencellular.nz 
与我们热情的诊所工作人员咨询联系

咨询与预定
  电话 0800 00 7836

邮件地址  info@regencellular.nz
网址  www.regencellular.nz

今天就加入我们来开始您的治愈旅程吧今天就加入我们来开始您的治愈旅程吧

我们是新西兰唯一一家
提供纯干细胞扩增治疗的诊所 无需手术无需手术

从骨关节炎和从骨关节炎和
运动损伤中运动损伤中

恢复健康恢复健康

干细胞扩增治疗干细胞扩增治疗
可以让您享受无痛的轻松生活可以让您享受无痛的轻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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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实力说话 

我们的大多数患者都患有骨关节炎或有过运动损伤。
在12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给我们的反馈是疼痛和炎症显著减少了
并且活动能力增强了。

自2015年以来，我们治疗过全黑队、农民、退休人员
和外科医生，
超过80%的患者认为他们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
而且没有采取手术治疗。

来看一下我们的PESC治疗在软骨和肌腱修复中的效果 

患者平均年龄：48-82岁

• 92%的患者感觉疼痛明显减轻

• 86%的患者身体灵活性显著提高

• 75%的患者能够继续运动并进行之前疼痛难忍的活动

• 95%的患者表示，自接受PESC治疗后， 

  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我们PESC与其他干细胞疗法的不同之处

我们不提供当天
就能注射回体内的少量细胞
(少于500万)的治疗。
这些不是“扩增的”干细胞。

    •    干细胞扩增： 
 W我们将在实验室用数周的时间  
        来培养您的间充质干细胞

   • 高灵敏度：  
 我们的PESC治疗
 能够持续记录高灵敏度，
 因为我们将大量间充质干细胞(与PRP混合)
 注射回精确的损伤区域。

    • 未来治疗: 
 由于我们培养的细胞比我们需要的多，我们 
 可以储存(冷藏保存)少量用于以后的干细胞 
 扩增。干细胞能够在接下来的治疗中存活 
 20年，无需再做抽脂手术。       

纯干细胞扩增治疗(PESC) 

PESC治疗是将纯化的干细胞
注射到局部区域以促进再生和修复。
在再生细胞中，再生细胞，我们是用间质干细胞来激
活您身体的再生和愈合过程。 

1.关于干细胞的首次咨询
我们的肌肉骨骼专家会确定
针对您的治疗方法和匹配度。

2.干细胞采集(1小时)
这是一个由外科医生在
局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
小型抽脂手术，从而获取50克
或大约一茶匙的脂肪

3.干细胞扩增(6-8周) 
在实验室里，我们能够将您的间充质干细胞
培养至1亿个用于治疗某一个关节治疗的细胞
或为多个关节培养无限数量的细胞。
我们将对这些细胞进行数量、
活力和不育性进行筛选。

4.干细胞注射(1小时)
在您接受注射当天，
我们将使用局部麻醉，
并在超声引导下，将干细胞/PRP混合物
精准地直接注射到关节或肌腱损伤的确切位置。

我们治疗的四个步骤

价格与费用
一些新西兰的保险公司接受
我们的治疗，请联系您的保险公司
以确定您的保险政策中是否包含这一项。

治疗费用从$13,800(包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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