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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价值定位

美容院

 家用护理

产品的相互配合

  在每个护理阶段

  提供一步一步的累积

解决方案以产生最佳效果

      强有力的活性成分

以最佳的含量进行创新型结合

以获得最好的日用和夜用效果

      
      

 对于每种肌肤问题

       
   从

问题产生的不同肌肤层

来针对问题的内在和外在成因及结果

Christina 继续采用先进的科技创新成果，与专业的美容护理实际经验相结合来开发卓越的护理产

品，这些产品超越传统功效，提供独特的、市场领先的效果以预防和护理各种普通和复杂的肌肤问题。

Christina 的目标是通过开发技术先进、高效且安全的并能带来持久、明显功效的护肤产品来创造护

肤领域的新标准。

Christina 开发具有先进科技水平的护肤产品，为专业美容师及其顾客群针对复杂的肌肤问题提供有

效的解决方案。

Christina 采用一套以持久、最佳有效且安全的护理产品为核心的多层次价值体系，这套体系已为

Christina 赢得了结果决定一切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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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na 专门设计的系列产品从表皮层内的不同皮肤层次来针对这些肌肤问题的成因和症状（大部

分健康细胞的维护在表皮层内进行），同时它还影响真皮层胶原纤维发展变化并产生弹性的活动。

1.从不同肌肤层来针对问题肌肤的内在和外在成因及结果以取得明显效果

    Christina 承诺，顾客通过使用护理和预防各种普遍肌肤问题的多层次解决方案可以获得明显的效果，

这些解决方案可针对衰老、肤色暗淡、油性、混合型和粉刺等肌肤问题。

例如：

真皮层
 变薄

分离的胶
  原细胞

   弹力蛋白
胶原纤维受损

肌肉活动
（表情纹）

   年龄
遗传因素

主要饮食
（如糖分
  摄取）

  缺少
必需和
表面脂
  肪酸

压力
疾病
疲劳

内分泌
  失衡

    细胞
交换放缓

皱纹和
 细纹

 肌肤
 脆弱
无光泽

  肌肤萎缩
–松弛

肤色不均匀

肌肤
暗淡

肌肤
干燥

日晒

自由基

 饮食和生活
方式加重水分
流失（如吸烟
 饮用咖啡等）

气候变化

产品不合适

缺乏护理

用药

 熟龄肌肤

自然水
分流失

不明显
 感染

细胞膜
 受损 表皮层形

成不均匀

 细胞膜
新陈代谢
  的减少

内在因素

外在因素

熟龄肌肤的成因和结果 

2.将优质科技成果与强效的传统植物成分相结合以获得最佳效果…

         
Christina 的每套系列产品将先进的科技成果和高品质的传统植物成分按照最佳比例进行有效结合，

以提供尽可能最好的肌肤改善，获得短期和长期的显著效果。

Christina 利用世界知名科学家的先进研究成果及实际美容专业经验来创新产品，这些产品真正适用

于当肌肤需要额外保护以应对外界自然因素的白天,也适用于肌肤进行休息并易于接受修复和恢复护理

的夜晚。所有成分的有效性已在 Christina 公司的美容机构和多项客观研究中得到证实。

        除采用先进的活性成分用于护理和预防特殊的肌肤问题外， Christina 公司的每套系列产品以最先

进的抗氧化剂为特征从而将对健康细胞的损害降至最低。Christina 以创新型结合和高浓度方式来应

用的抗氧化剂可降低自由基扩散而带来的损害，自由基在扩散过程中会获取所需要的电子来保持稳

定，从而将健康分子转化成额外的自由基，随着时间的流逝造成累积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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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系列产品

-    全效抗衰老产品 

 -     熟龄肌肤抗衰老产品

  -      瞬间抗皱和修复产品

-  晒伤和色素沉着修复产品

-  消除和预防粉刺产品

-  天然去角质产品

-  受压力影响肌肤的天然活肤产品

3. 在每个护理阶段提供一步一步的累积解决方案以产生最佳效果

4. 相互协作

        

Christina 的专业护肤解决方案促进了护理和预防肌肤问题的持续进行。这些产品具有最有效的效

果，因为它们所含的活性成分能够渗透肌肤，并以最优数量提供以产生真正的效果。Christina 并没有

使用其他美容院护理中所常用的促透剂。相反，Christina 采用先进的科研成果及活性成分的创新型结

合，以实现活性成分和所需的化学反应（如热等）达到最佳水平，从而提高产品的渗透性和有效性，

同时还不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刺痛和副作用。

为确保便于使用，所有的 Christina 美容院和家用护理产品都按照简便易行、一步一步的使用说明

进行设计。Christina 将全程陪伴你。 

Christina 的每套系列产品从多个角度来针对一种特定的肌肤问题，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来预防和

应对这些肌肤问题的成因以及症状。

所有的 Christina 产品都进行特殊设计以达到美容机构和家用护理的有效结合，从而预防和治疗各

种肌肤问题，显著减少症状，使肌肤更加健康和漂亮。

 - 完美平衡 
BioPhyto 以科学方法研发的产品系列能够针对身体内因和环境外因等不利因素导致的多种肌肤问题提供定制化解
决方案。 

 

                     - 达致细胞超凡状态 
BioPhyto 凝聚科技与自然之精华，打造出品质独特、对抗肌肤损伤功效显著的产品。 

BioPhyto 将传统配方发扬光大，并与现代科技研发出来的成分相结合，打造出最新的顶尖产品 

•  无 SLS 成分 

•  无防腐剂 

•  无石油化学品成分 

•  无色素 

•  无丙二醇 

•  无乙二胺四乙酸 

•  无动物源性成分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 葡萄酒奢养 
 

酒的纯粹精华及其大有裨益的各种副产品被转化为最新的先进产品系列，旨在焕活肌肤，为肌肤由内而外地注入活力，展现
肌肤生机和美丽光彩。 
酒越陈，品质越高，质地越醇厚。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新产品系列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利用葡萄、葡萄酒及
其副产品的非凡优点和优势，将卓尔不群的品质和技艺融合在一起。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 专业活性化妆品的新标杆！ 
由克丽斯蒂娜 (Christina) 研发并生产的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产品系列明确阐述了其目标并开启了专业化妆
品领域的新纪元。本产品系列经过深入的市场调研，在对未来有了明确的愿景之后，针对特定的清洁特性，在无损护理的有
效性和显著效果的前提下给出了完整而且有益于健康的解决方法。全新的产品系列采用了最先进的清透成分和化学配方，而且
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改良。本产品和护理带来的不仅是惊喜和极度舒适感，更能够带来出众的效果和面向未来的崭新面貌！ 
 
• 无 SLS成分 

• 无聚乙二醇 (PEG) 

• 无防腐剂 

• 无石油化学品成分 

• 无动物源性成分 

• 无丙二醇 

• 无乙二胺四乙酸 (EDTA) 

• 无色素 

                               - 玫瑰花瓣完美修护 

玫瑰 - 花中女王 
有史以来，这些娇嫩的花朵就是美和艺术杰作灵感女神缪斯的象征。如今，玫瑰缪斯依然在为不同领域带来新的灵感。玫瑰
花瓣无论从性质上还从品质上论，都具有全面的药用价值。现代化妆品领域已经将这些特性应用到实践领域中。 
缪斯 (Muse) 是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推出的新产品系列，是通过深挖玫瑰的内在美丽奥秘，并结合可令产品达到最佳效
果的尖端科技成果最终打造而成。 
缪斯 (Muse) - 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为了令肌肤更年轻、更美丽、更加⻘青春常驻而专⻔门设计的配方。 
 

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的防御屏障在保持肌肤健康和年轻状态方面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就变得举足轻重。 
要保持适当而无懈可击的屏障功能，就必须保证最佳的脂类代谢平衡和细胞排毒水平。在外、内刺激和毒素影响下肌肤屏障会
受损，进而严重影响细胞再生。 
在衰老过程中，肌肤干燥是常⻅见现象，通常，这是脂类代谢平衡减弱所致，从而导致水分大量流失，肌肤屏障功能失调。克
里斯蒂娜 (Christina) 的缪斯 (Muse) 产品系列有助于保障肌肤屏障功能处于最佳状态。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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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na 系列产品

-    全效抗衰老产品 

 -     熟龄肌肤抗衰老产品

  -      瞬间抗皱和修复产品

-  晒伤和色素沉着修复产品

-  消除和预防粉刺产品

-  天然去角质产品

-  受压力影响肌肤的天然活肤产品

3. 在每个护理阶段提供一步一步的累积解决方案以产生最佳效果

4. 相互协作

        

Christina 的专业护肤解决方案促进了护理和预防肌肤问题的持续进行。这些产品具有最有效的效

果，因为它们所含的活性成分能够渗透肌肤，并以最优数量提供以产生真正的效果。Christina 并没有

使用其他美容院护理中所常用的促透剂。相反，Christina 采用先进的科研成果及活性成分的创新型结

合，以实现活性成分和所需的化学反应（如热等）达到最佳水平，从而提高产品的渗透性和有效性，

同时还不会产生令人不愉快的刺痛和副作用。

为确保便于使用，所有的 Christina 美容院和家用护理产品都按照简便易行、一步一步的使用说明

进行设计。Christina 将全程陪伴你。 

Christina 的每套系列产品从多个角度来针对一种特定的肌肤问题，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来预防和

应对这些肌肤问题的成因以及症状。

所有的 Christina 产品都进行特殊设计以达到美容机构和家用护理的有效结合，从而预防和治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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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美平衡 
BioPhyto 以科学方法研发的产品系列能够针对身体内因和环境外因等不利因素导致的多种肌肤问题提供定制化解
决方案。 

 

                     - 达致细胞超凡状态 
BioPhyto 凝聚科技与自然之精华，打造出品质独特、对抗肌肤损伤功效显著的产品。 

BioPhyto 将传统配方发扬光大，并与现代科技研发出来的成分相结合，打造出最新的顶尖产品 

•  无 SLS 成分 

•  无防腐剂 

•  无石油化学品成分 

•  无色素 

•  无丙二醇 

•  无乙二胺四乙酸 

•  无动物源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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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定制化护理 
本系列重点着眼于针对各种有害肌肤的表现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BioPhyto 适用于所有肤质，能解
决以下的问题： 

•  角化过度 
•  皮脂分泌过度 
•  肤色不均 
•  刺激 
•  黯哑 

•  皮屑 
•  瑕疵 
•  压力 
•  毒素 
•  不适感 

任何受内源性因素影响或⻓长时间暴露于烟雾、药物、有害环境污染物中的肌肤用后都可以恢复健康、焕发亮采，宛若
新生。 
 

性能卓越 - 先进的成分 

活力激发复合成分 
先进的组合配方可以促进对所有防御和重塑过程都极其重要的细胞活力。 

•  提升耗氧量 
•  改善水合作用 
•  改善细胞间质，支撑弹力蛋白和胶原纤维 

•  促进细胞修复和防御 
•  安抚肌肤并舒缓压力 

抗毒素多肽 
乙酰基六肽 Fe III 与银耳萃取精华生物技术合成物。 
毒素会严重影响细胞再生。自由基族 (ROS) 会导致氧化，破坏细胞稳态。抗毒素多肽中的活性成分能够 

•  激发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的活性 
•  促进过氧化物酶的活性 
•  预防细胞水平的降解 

•  增强细胞再生能力 
•  在细胞层面实现合成与降解之间的平衡，做到有效控制。 

排毒活动 

*此图表清晰表明抗毒素多肽与维生素 E 相比更胜一筹。 

抗毒素多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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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诱导物活性（激活抗氧化酶）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活性评估是基于一定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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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肤持久保湿 

*TEWL（经皮失水率）显著降低。 
 
植物神经酰胺复合物 

植物源性的必需脂肪酸和神经酰胺 3 的独特组合，在调节细胞分化、增殖和程序性细胞死亡（凋亡）中发挥
着积极作用。甘油三酯和甘油二酯系统中含有高浓度的欧米茄 3、欧米茄 6 和欧米茄 9 

•  改善屏障功能 
•  提高保水能力 
•  减少瘙痒 

•  改善并增加弹性 
•  提升肌肤舒适度 

生物收敛复合物 

强效复合物，含有酵母和蘑菇萃取精华，并添加有维生素 B 复合物和舒缓因子。 

皮脂分泌过剩会导致毛孔堵塞、粗大变形。肌肤不再紧致，泛出油光。 

生物收敛复合物则能 

•  调节皮脂分泌和排出 
•  缩小毛孔 
•  抑制脂肪生成 

•  舒缓、安抚油性皮肤常⻅见的瘙痒和刺痛感。 
•  呈现最佳水润状态和弹性 
•  从源头控制皮脂分泌 

氨基酸复合物 
最新复合物，能控制并迅速改善由多种因素导致的肌肤问题。这种强大的 5α还原酶抑制剂能够 

•  有效减少黑头和白头粉刺 
•  调节皮脂分泌 
•  抑制过度角化 

•  防止细菌滋生 
•  减轻炎症和刺痛感 
•  具有哑光效果 

扎阿塔尔（Zaatar）复合物 
纯天然药用植物复合物，能帮助肌肤适应整日不断变化的环境 

•  可起到有效的抗氧化剂作用 
•  促进循环 

•  具有抗感染、抗细菌和抗真菌特性 
•  能促进伤口愈合 

叶绿素 
叶绿素是一种抗氧化剂、抗炎症和抗微生物剂，能防止细菌滋生，加速愈合过程和细胞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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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护理一览 

第 1 步 - 温和洁面啫喱 (Mild Facial Cleanser) 
 
温和的不干性啫喱可洗净油垢和彩妆残留物及杂质。舒缓不适症状，令肌肤感觉净透舒 
 
 
第 2 步 - 清新爽肤水 (Refreshing Toner) 
 
以植物成分为基础的调理爽肤水。在去除过度分泌皮脂的同时能够净化爽肤。令肌肤水润充
盈不干燥，感觉清爽净透。 
 
 
第 3 步  - 柔肤啫喱 (Suppling Gel) 
 
轻薄的啫喱使肌肤滋润柔滑，并可改善肌肤弹性。啫喱能够松开毛孔，轻松拔除黑头，无
不适感，能令随后的护理发挥奇效。 
 
 
第 4a 步 - 草本焕肤 (Herbal Peel) 
 
植物、创新活性因子和 BHA 的奢华组合，可带来强烈的冰爽和温热感。排毒，清除过剩的
皮脂、毒素和受损细胞。改善微循环和微毛细管弹性、提高细胞供氧效率、支持表皮细胞更替、
强化肌肤防御能力。预防⻓长痘。能有效改善肌肤健康，提升美感。 
 
 
第 4b 步 - 强力草本焕肤 (Herbal Peel Forte) 
 
植物、创新活性因子和 BHA 的独特强力组合，可带来强烈的冰爽和温热感。排毒，清除过
剩的皮脂、毒素和受损细胞。改善微循环和微毛细管弹性、提高细胞供氧效率、支持表皮细胞
更替、强化肌肤防御能力。预防⻓长痘并能有效改善肌肤健康、提升美感。 
 
 
第 4+ 步 - 肌肤修复液 (Corrector) 
 
α  和 β 酸及植物成分组成后续护理的最优组合，可促进细胞呼吸和细胞再生。显著修复受
角化过度影响的部位。解决不同肌肤问题并防止进一步损伤。肤色更加亮泽、光滑，肤质
会有显著改善。 
 
 
第 5 步 - 舒适按摩乳霜 (Comforting Massage Cream) 
 
丝滑修护乳霜，结合富含维生素的营养成分。焕活并可补充水分、重建皮肤屏障，可加强和
抵御未知的损伤因子。有助于改善肤质和弹性。 
 
 
第 6a 步 - 皮脂调节面膜 (Seb-Adjustor Mask) 
 
收敛性面膜，可调节并减少皮脂过度分泌和排出。抑制 5-α 还原酶，改善毛孔粗大状况，
减少并淡化肌肤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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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b 步 - 扎阿塔尔面膜 (Zaatar Mask) 
 
植物精华和创新活性成分的终极护理组合，具有抗角化特性。能有效抗氧化，促进皮肤
再生并加强保护。能够护理易起屑皮肤、舒缓刺痛感，可减轻因使用美容设备治疗或环
境因素引起的炎症。 
 
 
第 6c 步 - 抗红血丝面膜 (Anti-Rougeurs Mask) 
 
富含先进的高科技植物活性精华的独特舒缓面膜。可显著减少红血丝。排出毒素，增强
毛细管弹性并改善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减轻浮肿和肿胀，具有镇静安抚功
效。 
 
 

第 6d 步 -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抗醣化完美配方能提高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重塑肌肤活力和光彩。令
肌肤水润平滑、光彩照人。 
 
 
第 7 步 -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创新的醣化抑制配方。有助于提亮黯淡、无光泽肌肤的肤色。保湿，并可保持组织弹性
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令肌肤焕发光彩、肤质均匀，明艳动人。 
 
 
第 8a 步 -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内含先进的植物萃取精华和活性成分。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活动。
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皮脂分泌水平。保护肌肤不受环境因素影响，令肌
肤得到充分放松，尽显水润平滑。 
 
 
第 8b 步 -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浅色系物理防晒霜能够修饰红肿。能够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滋养、保湿，
可重塑肌肤的防御系统。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质。 
 
 
第 9 步 -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最优组合令娇嫩部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呵护。保护，令眼袋和黑眼圈不再明显。增强弹性
和微毛细管，重现光鲜、健康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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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并加强保护。能够护理易起屑皮肤、舒缓刺痛感，可减轻因使用美容设备治疗或环
境因素引起的炎症。 
 
 
第 6c 步 - 抗红血丝面膜 (Anti-Rougeurs Mask) 
 
富含先进的高科技植物活性精华的独特舒缓面膜。可显著减少红血丝。排出毒素，增强
毛细管弹性并改善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减轻浮肿和肿胀，具有镇静安抚功
效。 
 
 

第 6d 步 -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抗醣化完美配方能提高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重塑肌肤活力和光彩。令
肌肤水润平滑、光彩照人。 
 
 
第 7 步 -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创新的醣化抑制配方。有助于提亮黯淡、无光泽肌肤的肤色。保湿，并可保持组织弹性
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令肌肤焕发光彩、肤质均匀，明艳动人。 
 
 
第 8a 步 -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内含先进的植物萃取精华和活性成分。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活动。
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皮脂分泌水平。保护肌肤不受环境因素影响，令肌
肤得到充分放松，尽显水润平滑。 
 
 
第 8b 步 -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浅色系物理防晒霜能够修饰红肿。能够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滋养、保湿，
可重塑肌肤的防御系统。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质。 
 
 
第 9 步 -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最优组合令娇嫩部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呵护。保护，令眼袋和黑眼圈不再明显。增强弹性
和微毛细管，重现光鲜、健康的外表。 

第 6b 步 - 扎阿塔尔面膜 (Zaatar Mask) 
 
植物精华和创新活性成分的终极护理组合，具有抗角化特性。能有效抗氧化，促进皮肤
再生并加强保护。能够护理易起屑皮肤、舒缓刺痛感，可减轻因使用美容设备治疗或环
境因素引起的炎症。 
 
 
第 6c 步 - 抗红血丝面膜 (Anti-Rougeurs Mask) 
 
富含先进的高科技植物活性精华的独特舒缓面膜。可显著减少红血丝。排出毒素，增强
毛细管弹性并改善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减轻浮肿和肿胀，具有镇静安抚功
效。 
 
 

第 6d 步 -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抗醣化完美配方能提高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重塑肌肤活力和光彩。令
肌肤水润平滑、光彩照人。 
 
 
第 7 步 -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创新的醣化抑制配方。有助于提亮黯淡、无光泽肌肤的肤色。保湿，并可保持组织弹性
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令肌肤焕发光彩、肤质均匀，明艳动人。 
 
 
第 8a 步 -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内含先进的植物萃取精华和活性成分。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活动。
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皮脂分泌水平。保护肌肤不受环境因素影响，令肌
肤得到充分放松，尽显水润平滑。 
 
 
第 8b 步 -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浅色系物理防晒霜能够修饰红肿。能够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滋养、保湿，
可重塑肌肤的防御系统。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质。 
 
 
第 9 步 -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最优组合令娇嫩部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呵护。保护，令眼袋和黑眼圈不再明显。增强弹性
和微毛细管，重现光鲜、健康的外表。 

第 6b 步 - 扎阿塔尔面膜 (Zaatar Mask) 
 
植物精华和创新活性成分的终极护理组合，具有抗角化特性。能有效抗氧化，促进皮肤
再生并加强保护。能够护理易起屑皮肤、舒缓刺痛感，可减轻因使用美容设备治疗或环
境因素引起的炎症。 
 
 
第 6c 步 - 抗红血丝面膜 (Anti-Rougeurs Mask) 
 
富含先进的高科技植物活性精华的独特舒缓面膜。可显著减少红血丝。排出毒素，增强
毛细管弹性并改善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减轻浮肿和肿胀，具有镇静安抚功
效。 
 
 

第 6d 步 -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抗醣化完美配方能提高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重塑肌肤活力和光彩。令
肌肤水润平滑、光彩照人。 
 
 
第 7 步 -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创新的醣化抑制配方。有助于提亮黯淡、无光泽肌肤的肤色。保湿，并可保持组织弹性
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令肌肤焕发光彩、肤质均匀，明艳动人。 
 
 
第 8a 步 -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内含先进的植物萃取精华和活性成分。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活动。
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皮脂分泌水平。保护肌肤不受环境因素影响，令肌
肤得到充分放松，尽显水润平滑。 
 
 
第 8b 步 -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浅色系物理防晒霜能够修饰红肿。能够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滋养、保湿，
可重塑肌肤的防御系统。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质。 
 
 
第 9 步 -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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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先进的高科技植物活性精华的独特舒缓面膜。可显著减少红血丝。排出毒素，增强
毛细管弹性并改善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减轻浮肿和肿胀，具有镇静安抚功
效。 
 
 

第 6d 步 -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抗醣化完美配方能提高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重塑肌肤活力和光彩。令
肌肤水润平滑、光彩照人。 
 
 
第 7 步 -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创新的醣化抑制配方。有助于提亮黯淡、无光泽肌肤的肤色。保湿，并可保持组织弹性
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令肌肤焕发光彩、肤质均匀，明艳动人。 
 
 
第 8a 步 -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内含先进的植物萃取精华和活性成分。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活动。
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皮脂分泌水平。保护肌肤不受环境因素影响，令肌
肤得到充分放松，尽显水润平滑。 
 
 
第 8b 步 -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浅色系物理防晒霜能够修饰红肿。能够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滋养、保湿，
可重塑肌肤的防御系统。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质。 
 
 
第 9 步 -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最优组合令娇嫩部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呵护。保护，令眼袋和黑眼圈不再明显。增强弹性
和微毛细管，重现光鲜、健康的外表。 

第 6b 步 - 扎阿塔尔面膜 (Zaatar Mask) 
 
植物精华和创新活性成分的终极护理组合，具有抗角化特性。能有效抗氧化，促进皮肤
再生并加强保护。能够护理易起屑皮肤、舒缓刺痛感，可减轻因使用美容设备治疗或环
境因素引起的炎症。 
 
 
第 6c 步 - 抗红血丝面膜 (Anti-Rougeurs Mask) 
 
富含先进的高科技植物活性精华的独特舒缓面膜。可显著减少红血丝。排出毒素，增强
毛细管弹性并改善细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减轻浮肿和肿胀，具有镇静安抚功
效。 
 
 

第 6d 步 -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抗醣化完美配方能提高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重塑肌肤活力和光彩。令
肌肤水润平滑、光彩照人。 
 
 
第 7 步 -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创新的醣化抑制配方。有助于提亮黯淡、无光泽肌肤的肤色。保湿，并可保持组织弹性
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令肌肤焕发光彩、肤质均匀，明艳动人。 
 
 
第 8a 步 -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内含先进的植物萃取精华和活性成分。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活动。
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皮脂分泌水平。保护肌肤不受环境因素影响，令肌
肤得到充分放松，尽显水润平滑。 
 
 
第 8b 步 -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浅色系物理防晒霜能够修饰红肿。能够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滋养、保湿，
可重塑肌肤的防御系统。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质。 
 
 
第 9 步 -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最优组合令娇嫩部位得到前所未有的呵护。保护，令眼袋和黑眼圈不再明显。增强弹性
和微毛细管，重现光鲜、健康的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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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护理方案简介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第 1 步 
温和洁面啫喱  

(Mild Facial Cleanser) 

温和洗净油垢和彩妆残留物及杂质。舒缓不
适感。 涂抹于整个脸部和颈部并按摩。以温水充分洗净。 

 
 
 
 

第 2 步 
清新爽肤水 

(Refreshing Toner) 

净化爽肤，去除过度分泌的皮脂。令肌肤水分
充盈、净透清爽。 用浸有爽肤水的化妆棉轻轻擦拭脸部和颈部。 

 
 
 
 

第 3 步 
柔肤啫喱  

(Suppling Gel) 

软化肌肤、改善肌肤弹性。打开毛孔，轻松拔
除黑头，无不适感。 

在想要使用的部位涂上薄薄的一层，避开眼睛周围。静
待 10 分钟。用湿布逐步清除。使用蒸汽、敷布或尼⻰龙包
提高啫喱功效。可能会有短暂的刺痛感。 
在拔除黑头之后使用清新爽肤水。 
在 BioPhyto 焕肤之前使用。 

 
 
 
 
 
 
 
 
 
 

第 4a 步 
草本焕肤  

(Herbal Peel) 

排毒，清除过剩的皮脂、毒素和受损细胞。改
善微循环和微毛细管弹性、提高细胞供氧效率、
支持表皮细胞更替、强化肌肤防御能力。 

在脸上涂上薄薄的一层，避开眼睛周围。根据肌肤反应
静待 10 分钟。使用温热的湿布彻底擦净。 
可能出现的反应：肌肤发热、冰凉、刺痛感、发红。 
纤薄肌肤适用。 

 
 
 
 
 
 
 

第 4b 步 
 强力草本焕肤 

 (Herbal Peel Forte) 

强效护理配方。排毒，清除过剩的皮脂、毒素
和受损细胞。 
改善微循环和微毛细管弹性、提高细胞供氧效
率、支持表皮细胞更替、强化肌肤防御能力。 

在脸上涂上薄薄的一层，避开眼睛周围。根据肌肤反应
静待 10 分钟。使用温热的湿布彻底擦净。 
可能出现的反应：肌肤发热、冰凉、刺痛感、发红。 
油性厚肤质适用。 

 
 
 
 
 
 
 

第 4+ 步 
肌肤修复液 
(Corrector) 

促进细胞呼吸和细胞再生。修复受损部位、改
善肤质、抚平肌肤并防止进一步损伤。 

用棉签涂抹于受损部位，无需清洗。 
可能出现的反应：肌肤发热、冰凉、刺痛感、发红。 
说明：⼏几分钟后涂抹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抚平肌肤，消除可能出现的发红现象。 

 
 
 
 
 
 

第 5 步 
舒适按摩乳霜  

(Comforting Massage 
Cream) 

滋养保湿、重建皮肤屏障、强健并呵护肌肤。
有助于改善肤质和弹性。 在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上按摩直至全部吸收。 

 
 
 
 

第 6a 步 
皮脂调节面膜 

 (Seb-Adjustor Mask) 

调节，抑制皮脂的过度分泌和排出。收缩粗大
的毛孔，减少并淡化瑕疵。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静待直至
变干（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第 4b 步 第 4a 步 
强力草本焕肤 

 (Herbal Peel Forte) 
草本焕肤 

 (Herbal Peel) 

第 1 步 

第 2 步 

第 3 步 

温和洁面啫喱 
 (Mild Facial Cleanser) 

清新爽肤水 
(Refreshing Toner) 

柔肤啫喱 
(Suppling Gel) 

    第 5 步 
舒适按摩乳霜 (Comforting Massage Cream) 

第 7 步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第 9 步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第 4+ 步 
肌肤修复液  
(Corrector+)  

第 8b 步 第 8a 步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抗红血丝面膜  
(Anti-Rougeurs Mask) 

扎阿塔尔面膜  
(Zaatar Mask)  

皮脂调节面膜  
 (Seb-Adjustor Mask) 

第 6b 步 第 6a 步 第 6d 步 第 6c 步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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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护理方案简介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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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洗净油垢和彩妆残留物及杂质。舒缓不
适感。 涂抹于整个脸部和颈部并按摩。以温水充分洗净。 

 
 
 
 

第 2 步 
清新爽肤水 

(Refreshing Toner) 

净化爽肤，去除过度分泌的皮脂。令肌肤水分
充盈、净透清爽。 用浸有爽肤水的化妆棉轻轻擦拭脸部和颈部。 

 
 
 
 

第 3 步 
柔肤啫喱  

(Suppling Gel) 

软化肌肤、改善肌肤弹性。打开毛孔，轻松拔
除黑头，无不适感。 

在想要使用的部位涂上薄薄的一层，避开眼睛周围。静
待 10 分钟。用湿布逐步清除。使用蒸汽、敷布或尼⻰龙包
提高啫喱功效。可能会有短暂的刺痛感。 
在拔除黑头之后使用清新爽肤水。 
在 BioPhyto 焕肤之前使用。 

 
 
 
 
 
 
 
 
 
 

第 4a 步 
草本焕肤  

(Herbal Peel) 

排毒，清除过剩的皮脂、毒素和受损细胞。改
善微循环和微毛细管弹性、提高细胞供氧效率、
支持表皮细胞更替、强化肌肤防御能力。 

在脸上涂上薄薄的一层，避开眼睛周围。根据肌肤反应
静待 10 分钟。使用温热的湿布彻底擦净。 
可能出现的反应：肌肤发热、冰凉、刺痛感、发红。 
纤薄肌肤适用。 

 
 
 
 
 
 
 

第 4b 步 
 强力草本焕肤 

 (Herbal Peel Forte) 

强效护理配方。排毒，清除过剩的皮脂、毒素
和受损细胞。 
改善微循环和微毛细管弹性、提高细胞供氧效
率、支持表皮细胞更替、强化肌肤防御能力。 

在脸上涂上薄薄的一层，避开眼睛周围。根据肌肤反应
静待 10 分钟。使用温热的湿布彻底擦净。 
可能出现的反应：肌肤发热、冰凉、刺痛感、发红。 
油性厚肤质适用。 

 
 
 
 
 
 
 

第 4+ 步 
肌肤修复液 
(Corrector) 

促进细胞呼吸和细胞再生。修复受损部位、改
善肤质、抚平肌肤并防止进一步损伤。 

用棉签涂抹于受损部位，无需清洗。 
可能出现的反应：肌肤发热、冰凉、刺痛感、发红。 
说明：⼏几分钟后涂抹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抚平肌肤，消除可能出现的发红现象。 

 
 
 
 
 
 

第 5 步 
舒适按摩乳霜  

(Comforting Massage 
Cream) 

滋养保湿、重建皮肤屏障、强健并呵护肌肤。
有助于改善肤质和弹性。 在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上按摩直至全部吸收。 

 
 
 
 

第 6a 步 
皮脂调节面膜 

 (Seb-Adjustor Mask) 

调节，抑制皮脂的过度分泌和排出。收缩粗大
的毛孔，减少并淡化瑕疵。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静待直至
变干（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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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b 步 
扎阿塔尔面膜  
(Zaatar Mask) 

能有效抗氧化，促进肌肤再生并加强保护。
护理易脱屑的肌肤、舒缓刺痛感、减少炎症。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第 6c 步 
抗红血丝面膜  

(Anti- Rougeurs Mask) 

减少发红、浮肿和肿胀，排出毒素，改善细
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具有镇静安抚
功效。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直至 半干（约 10 分钟）。使用温热的湿
布彻底擦净。 

 
 
 
 

第 6d 步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提升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
保湿，恢复肌肤光泽和活力。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第 7 步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提亮黯淡、无光泽的肌肤。保湿，并可保持
组织弹性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 将⼏几滴涂抹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 

 
 
 
 

第 8a 步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
活动。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
皮脂分泌水平。 

在脸部涂抹适量乳霜并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收。 

 
 
 
 

第 8b 步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修饰发红
症状并保湿。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
肤色和肤质。 

在脸上均匀地涂上薄薄的一层。轻轻拍打直至吸
收，呈现均匀肤色。 

 
 
 
 
 

第 9 步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保护眼睛周围娇嫩肌肤，令眼袋和黑眼圈不
再明显。增强弹性和微毛细管。重现肌肤光
泽和健康外观。 

在眼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轻轻拍打直至吸
收。 

 
 
 
 

产品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温和洁面啫喱  
(Mild Facial Cleanser) 

温和洗净油垢和彩妆残留物及杂质。舒缓不
适感。 

涂抹于整个脸部和颈部并按摩。以温水充分洗
净。 

 
 
 
 
 
 

清新爽肤水 
 (Refreshing Toner) 

净化爽肤，去除过度分泌的皮脂。令肌肤水
润充盈、净透清爽。 用浸有爽肤水的化妆棉轻轻擦拭脸部和颈部。 

 
 
 
 
 
 

草本复合精华 
 (Herbal Complex) 

支持表皮细胞更替。去死皮，将循环调节到
最佳并增强氧合作用。排毒、修正皮肤缺陷。 

在脸部涂上薄薄的一层，每周一次或两次。静待 
10 分钟。以温水彻底洗净。 

 
 
 
 
 
 

皮脂调节面膜  
(Seb-Adjustor Mask) 

调节，抑制皮脂的过度分泌和排出。收缩粗大的
毛孔，减少并淡化瑕疵。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直至变干（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
净。 

 
 
 
 
 
 

扎阿塔尔面膜 
(Zaatar Mask) 

能有效抗氧化，促进肌肤再生并加强保护。护理
易脱屑的肌肤、舒缓刺痛感、减少炎症。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抗红血丝面膜  
(Anti- Rougeurs Mask) 

减少发红、浮肿和肿胀，排出毒素，改善细胞新
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具有镇静安抚功效。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直至 半干（约 10 分钟）。使用温热的湿
布彻底擦净。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提升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保
湿，恢复肌肤光泽和活力。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提亮黯淡、无光泽的肌肤。保湿，并可保持组织
弹性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 将⼏几滴涂抹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 

 
 
 
 

纯粹排毒精华素  
(Absolute Detox Serum) 

促进排毒，刺激细胞更新，提升环境损伤恢复能
力，支持细胞平衡功能。 将⼏几滴涂抹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 

 
 
 
 

平衡乳霜 
(Balancing Cream) 

提供肌肤保护、保湿，令皮脂分泌恢复正常并防
止泛油光。减少发红、皮肤敏感和脱屑问题，修
复并更新细胞代谢过程。 

在脸部大量涂抹并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收。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活动。
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皮脂分泌水
平。 

在脸部涂抹适量乳霜并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收。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修饰发红症状
并保湿。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
质。 

在脸上均匀地涂上薄薄的一层。轻轻拍打直至
吸收，呈现均匀肤色。 

 
 
 
 

终极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Day 

Cream SPF 20) 

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保湿、重现光
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质。 在脸部涂上薄薄的一层。 

 
 
 
 

修护晚霜 
(Normalizing Night Cream) 

修复受损脱屑肌肤，促进细胞更新和肌肤再生。
增强肌肤天然脂质屏障和血管。 在脸部大量涂抹并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收。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保护眼睛周围娇嫩肌肤，令眼袋和黑眼圈不再明
显。增强弹性和微毛细管。重现肌肤光泽和健康
外观。 

在眼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轻轻拍打直至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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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b 步 
扎阿塔尔面膜  
(Zaatar Mask) 

能有效抗氧化，促进肌肤再生并加强保护。
护理易脱屑的肌肤、舒缓刺痛感、减少炎症。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第 6c 步 
抗红血丝面膜  

(Anti- Rougeurs Mask) 

减少发红、浮肿和肿胀，排出毒素，改善细
胞新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具有镇静安抚
功效。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直至 半干（约 10 分钟）。使用温热的湿
布彻底擦净。 

 
 
 
 

第 6d 步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提升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
保湿，恢复肌肤光泽和活力。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第 7 步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提亮黯淡、无光泽的肌肤。保湿，并可保持
组织弹性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 将⼏几滴涂抹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 

 
 
 
 

第 8a 步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
活动。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
皮脂分泌水平。 

在脸部涂抹适量乳霜并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收。 

 
 
 
 

第 8b 步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修饰发红
症状并保湿。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
肤色和肤质。 

在脸上均匀地涂上薄薄的一层。轻轻拍打直至吸
收，呈现均匀肤色。 

 
 
 
 
 

第 9 步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保护眼睛周围娇嫩肌肤，令眼袋和黑眼圈不
再明显。增强弹性和微毛细管。重现肌肤光
泽和健康外观。 

在眼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轻轻拍打直至吸
收。 

 
 
 
 

产品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温和洁面啫喱  
(Mild Facial Cleanser) 

温和洗净油垢和彩妆残留物及杂质。舒缓不
适感。 

涂抹于整个脸部和颈部并按摩。以温水充分洗
净。 

 
 
 
 
 
 

清新爽肤水 
 (Refreshing Toner) 

净化爽肤，去除过度分泌的皮脂。令肌肤水
润充盈、净透清爽。 用浸有爽肤水的化妆棉轻轻擦拭脸部和颈部。 

 
 
 
 
 
 

草本复合精华 
 (Herbal Complex) 

支持表皮细胞更替。去死皮，将循环调节到
最佳并增强氧合作用。排毒、修正皮肤缺陷。 

在脸部涂上薄薄的一层，每周一次或两次。静待 
10 分钟。以温水彻底洗净。 

 
 
 
 
 
 

皮脂调节面膜  
(Seb-Adjustor Mask) 

调节，抑制皮脂的过度分泌和排出。收缩粗大的
毛孔，减少并淡化瑕疵。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直至变干（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
净。 

 
 
 
 
 
 

扎阿塔尔面膜 
(Zaatar Mask) 

能有效抗氧化，促进肌肤再生并加强保护。护理
易脱屑的肌肤、舒缓刺痛感、减少炎症。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抗红血丝面膜  
(Anti- Rougeurs Mask) 

减少发红、浮肿和肿胀，排出毒素，改善细胞新
陈代谢，促进细胞再生。具有镇静安抚功效。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直至 半干（约 10 分钟）。使用温热的湿
布彻底擦净。 

 
 
 
 

焕活面膜  
(Revitalizing Mask) 

提升细胞活力。改善肌肤弹性、色泽和肤质。保
湿，恢复肌肤光泽和活力。 

在整个脸部均匀地涂上一层，避开眼睛周围。
静待约 10 分钟。以温布擦洗干净。 

 
 
 
 

魔力精华素  
(Alluring Serum) 

提亮黯淡、无光泽的肌肤。保湿，并可保持组织
弹性和强韧度。促进细胞更新。 将⼏几滴涂抹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 

 
 
 
 

纯粹排毒精华素  
(Absolute Detox Serum) 

促进排毒，刺激细胞更新，提升环境损伤恢复能
力，支持细胞平衡功能。 将⼏几滴涂抹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 

 
 
 
 

平衡乳霜 
(Balancing Cream) 

提供肌肤保护、保湿，令皮脂分泌恢复正常并防
止泛油光。减少发红、皮肤敏感和脱屑问题，修
复并更新细胞代谢过程。 

在脸部大量涂抹并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收。 

 
 
 
 

扎阿塔尔乳霜  
(Zaatar Cream) 

能够排出毒素，彻底净化、平衡并促进细胞活动。
舒缓刺痛感，呵护易脱屑皮肤并调节皮脂分泌水
平。 

在脸部涂抹适量乳霜并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收。 

 
 
 
 

终极色斑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Tinted Day 

Cream SPF 20) 

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修饰发红症状
并保湿。重现光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
质。 

在脸上均匀地涂上薄薄的一层。轻轻拍打直至
吸收，呈现均匀肤色。 

 
 
 
 

终极防护日霜 SPF 20 
(Ultimate Defense Day 

Cream SPF 20) 

提供 UVA /UVB 和抗氧化保护。保湿、重现光
泽，令肌肤保持均匀的肤色和肤质。 在脸部涂上薄薄的一层。 

 
 
 
 

修护晚霜 
(Normalizing Night Cream) 

修复受损脱屑肌肤，促进细胞更新和肌肤再生。
增强肌肤天然脂质屏障和血管。 在脸部大量涂抹并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收。 

 
 
 
 

眼颈部提拉亮白霜 
 (Enlightening Eye and Neck 

Cream) 

保护眼睛周围娇嫩肌肤，令眼袋和黑眼圈不再明
显。增强弹性和微毛细管。重现肌肤光泽和健康
外观。 

在眼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轻轻拍打直至吸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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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 葡萄酒奢养 
 

酒的纯粹精华及其大有裨益的各种副产品被转化为最新的先进产品系列，旨在焕活肌肤，为肌肤由内而外地注入活力，展现
肌肤生机和美丽光彩。 
酒越陈，品质越高，质地越醇厚。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新产品系列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利用葡萄、葡萄酒及
其副产品的非凡优点和优势，将卓尔不群的品质和技艺融合在一起。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 专业活性化妆品的新标杆！ 
由克丽斯蒂娜 (Christina) 研发并生产的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产品系列明确阐述了其目标并开启了专业化妆
品领域的新纪元。本产品系列经过深入的市场调研，在对未来有了明确的愿景之后，针对特定的清洁特性，在无损护理的有
效性和显著效果的前提下给出了完整而且有益于健康的解决方法。全新的产品系列采用了最先进的清透成分和化学配方，而且
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改良。本产品和护理带来的不仅是惊喜和极度舒适感，更能够带来出众的效果和面向未来的崭新面貌！ 
 
• 无 SLS成分 

• 无聚乙二醇 (PEG) 

• 无防腐剂 

• 无石油化学品成分 

• 无动物源性成分 

• 无丙二醇 

• 无乙二胺四乙酸 (EDTA) 

• 无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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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 意义非凡的创新！ 
在专业化妆品领域，有很多活性成分均具备超凡且口碑极佳的抗衰老优点。先进的新产品系列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是这些成分的集大成者：能令肌肤由内而外地焕发⻘青春光彩、为细胞注入活力、延⻓长细胞寿命并亮肌活肤。美丽殿
堂（Château de Beauté）令⻘青春容颜永驻，未来更美好，每次用后，皮肤的喜人变化看得⻅见。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产品与护理 - 为谁而备？ 
这一开创性的系列主要聚焦于肌肤整体抗衰老要素华和保养方法 - 使用独有的先进成分和技术，消除并防止出现可⻅见和不可
⻅见的衰老迹象。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产品系列考虑的是肌肤的整体状况，最理想的目标客户是 30 岁以上的女性： 
• 30 岁或以上年龄适用。 
• 有效地注入活力，嫩肤及抗衰老效果显著，同时还能带来非凡的舒适感受。 
• 由内而外为肌肤注入活力。 

 

幕后科技 - 关键活性成分： 
酒和葡萄成分 - 纯粹创新科技的丰厚底蕴 
多酚和丹宁 - 刺激细胞活性，呵护肌肤，紧致、提拉效果看得⻅见。这些成分还能由内而外地强健肌肤，延缓衰老，焕活细胞。 
类⻩黄酮素 - 原花⻘青素 
花色素苷 - 有效成分的组合物，能够锁住并促进肌肤中的胶原蛋白生成，增强细胞活力、促进再生并嫩肤。 
醋酸 - 能够提亮肤色的纯天然成分，可促进肌肤中的血液循环，使其滋润自然，宛如天然玫瑰红。醋酸能温养焕肤，令皮肤
清新再现⻘青春光彩。 
葡萄酒中含有酒石酸、苹果酸、丁酸、乳酸等多种酸性物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中所含的全部酸性物质都具有这
些有效特点：嫩肤、促进肌肤中胶原蛋白的生成，令肌肤焕发⻘青春光彩。我们知道，酿酒用的葡萄中发现的酸性物质能加强微
循环、提高血细胞的抵抗力并保护皮肤的弹性和胶原纤维。 
白藜芦醇 - 可在红葡萄和红酒中发现的有效抗氧化剂。大量研究表明，白藜芦醇是最有效的天然保护性成分之一。白藜芦醇能
为肌肤提供全面的嫩肤护理，同时又能显著提亮肤色。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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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最新成分 - 效果惊艳！ 
这是曾获殊荣的多肽配方，能全面解决肌肤衰老问题，令肌肤常葆⻘青春光彩、弹力十足。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多
肽能提拉、紧致肌肤，消除皱纹与表情纹，重塑完美纯净肌肤，令肌肤紧致细滑、光彩照人。 
 
3D 多肽复合物  - 光滑肌肤新视角！ 
以抗衰老多肽为基础的复合物是量身定制，能有效地令肌肤平滑、紧致、细嫩，焕发⻘青春光彩，展现最佳状态。3D 多肽复合
物，是突破性的最新科技成果的代表，能显著加速皮肤中多种类型的胶原蛋白的形成。经研究发现，这一具有高度生物活性的
复合物能刺激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合成，防止各种类型的细纹或皱纹，尤其是表情纹的出现。 
皮肤蛋白 75% 是由胶原蛋白生成，胶原蛋白也决定了皮肤的强韧度和健康结构。3D 多肽复合物能提供高效保护，对抗肌肤
衰老，改善肌肤，令肌肤如丝绒般柔滑，散发⻘青春光彩。 

以下产品中含有此成分：至臻完美 (Absolute Perfect) 

主要特点： 
• 重塑水润完美肌肤，令细纹与皱纹消退。 
• 快速有效地令肌肤变得柔嫩，效果奇佳。 
• 显著加速肌肤中胶原蛋白的生成，保护肌肤的健康结构。 
• 令肌肤如丝绒般平滑，更亮白、更紧致，看起来更年轻。 
• 令肌肤更加柔嫩，极致净透清新。 

 

 

体内测试表现： 
胶原蛋白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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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肽-24 
棕榈酸（一种脂肪酸）混合物，含有 13 种氨基酸，其中包括丙氨
酸、精氨酸、天冬氨酸、甘氨酸、组氨酸、赖氨酸、脯氨酸、丝氨酸
和/或缬氨酸。 
能提高肌肤中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的水平，抗衰老效果出众。 
皮肤会更强健、更光滑，肤色更均匀，细纹和皱纹去无踪。 
以下产品中含有此成分：葡萄酒光彩修复乳霜 (Vino Sheen 
Restoring Cream)、深层美容晚霜 (Deep Beauté Night Cream)、
焕活葡萄精华眼霜 (Rejuvenating Vineyard Eye Cream)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25

超凡水润 - 即时填平皱纹 
保持肌肤年轻健康意味着首先要确保肌肤达到完美水润状态。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产品系列采用先进的抗衰老合剂和保湿剂双管⻬齐下，令肌肤水润保湿，由内而外充盈真皮
层。 
 
智能透明质酸 (HA) - 在专利技术的帮助下，这种生物科技活性成分能针对特定部位发挥功效，最大程度地达到抗衰老的效果。 

其中有何奥妙? 
体内测试显示，这种科技合剂能做到： 

• 仅需 4 周，皱纹明显减少。 

• 采用类似注射的方法，肌肤更光滑紧致、更丰盈。 

以下产品中含有此成分：至臻完美 (Absolute Perfect)、葡萄酒光彩精华霜 (Vino Sheen Fusion)、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主要特点： 
• 为肌肤注入活力，有助于生成有光彩、有活力的新细胞。 
• 加强对细胞生⻓长和迁移、细胞存活、细胞外基质表达的调控。 
• 显著减少细纹和皱纹。 
• 整体提亮肤色，令肌肤外观更平滑并赋予肌肤新的活力。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 创新内幕 
全面延缓肌肤衰老，保持肌肤年轻质感。由内而外为肌肤注入活力，延⻓长细胞寿命。 
 
 

视⻩黄醇胶囊  - 延⻓长细胞寿命 
独有的前沿配方能满足肌肤的凝时需求，令肌肤由内而外充满活力，效果看得
⻅见！ 

其中有何奥妙? 
视⻩黄醇胶囊能逐步渗入肌肤，在一天中缓慢扩散。这一过程在抑制并消除肉眼
可⻅见的皱纹、肤色不均、失去弹性和活力等衰老迹象 
方面可提供有针对性的高效护理。 

以下产品中含有此成分：至臻完美 (Absolute Perfect)、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葡萄酒光彩精华霜 (Vino Sheen Fusion)。 
 
 

只需 2 周时间效果立竿⻅见影！ 

改善皮肤粗糙 减少表皮脱落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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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生物聚合物——这种先进的活性成分是利用向日葵根和微生物的共生制成，可以： 
• 提拉紧致肌肤、为肌肤补水，效果立显。 

其中有何奥妙? 
高科技生物聚合物能通过力学作用紧致肌肤。这种成分在肌肤表面被吸收后能够延展并形成一层弹力膜。 
简而言之，就是能收紧和舒展皮肤，令皱纹变浅，效果立竿⻅见影。肌肤瞬时平滑，细纹去无踪！ 

以下产品中含有此成分：葡萄酒光彩精华霜 (Vino Sheen Fusion)、至臻完美 (Absolute Perfect)、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纯透明质酸——在不同的生理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真皮层细胞外基质中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 

其中有何奥妙? 

• 凭借强大的锁水能力维持肌肤内水分平衡。 
• 填充真皮中胶原纤维之间的空间。 
• 改善各种细胞代谢、细胞更新、细胞迁移和增殖。 

以下产品中含有此成分：葡萄酒光彩精华霜 (Vino Sheen Fusion)、至臻完美 (Absolute Perfect)、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丽殿堂(Château de Beauté) 
 
沙⻰龙和水疗护理 - 览 
       

  第 1 步 -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第 2a 步  -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肤 (Vino Forte Peel) 之间选择。 
 
 
第 2b 步  -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这一有效的焕肤产品所含的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其创新配方能焕活皮肤，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活力。 
说明：由于纯天然活性成分所占比重较高，这两种焕肤产品的颜色可能因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 3 步  -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说明：最后，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
呵护肌肤。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丽殿堂(Château de Beau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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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说明：最后，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
呵护肌肤。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丽殿堂(Château de Beauté) 
 
沙⻰龙和水疗护理 - 览 
       

  第 1 步 -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第 2a 步  -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肤 (Vino Forte Peel) 之间选择。 
 
 
第 2b 步  -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这一有效的焕肤产品所含的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其创新配方能焕活皮肤，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活力。 
说明：由于纯天然活性成分所占比重较高，这两种焕肤产品的颜色可能因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 3 步  -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说明：最后，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
呵护肌肤。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丽殿堂(Château de Beauté) 
 
沙⻰龙和水疗护理 - 览 
       

  第 1 步 -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第 2a 步  -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肤 (Vino Forte Peel) 之间选择。 
 
 
第 2b 步  -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这一有效的焕肤产品所含的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其创新配方能焕活皮肤，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活力。 
说明：由于纯天然活性成分所占比重较高，这两种焕肤产品的颜色可能因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 3 步  -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说明：最后，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
呵护肌肤。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丽殿堂(Château de Beauté) 
 
沙⻰龙和水疗护理 - 览 
       

  第 1 步 -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第 2a 步  -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肤 (Vino Forte Peel) 之间选择。 
 
 
第 2b 步  -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这一有效的焕肤产品所含的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其创新配方能焕活皮肤，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活力。 
说明：由于纯天然活性成分所占比重较高，这两种焕肤产品的颜色可能因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 3 步  -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说明：最后，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
呵护肌肤。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丽殿堂(Château de Beauté) 
 
沙⻰龙和水疗护理 - 览 
       

  第 1 步 -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第 2a 步  -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肤 (Vino Forte Peel) 之间选择。 
 
 
第 2b 步  -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这一有效的焕肤产品所含的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其创新配方能焕活皮肤，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活力。 
说明：由于纯天然活性成分所占比重较高，这两种焕肤产品的颜色可能因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 3 步  -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说明：最后，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
呵护肌肤。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27

美丽殿堂(Château de Beauté) 
 
沙⻰龙和水疗护理 - 览 
       

  第 1 步 -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第 2a 步  -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肤 (Vino Forte Peel) 之间选择。 
 
 
第 2b 步  -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这一有效的焕肤产品所含的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其创新配方能焕活皮肤，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活力。 
说明：由于纯天然活性成分所占比重较高，这两种焕肤产品的颜色可能因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 3 步  -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说明：最后，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
呵护肌肤。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丽殿堂(Château de Beauté) 
 
沙⻰龙和水疗护理 - 览 
       

  第 1 步 -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第 2a 步  -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肤 (Vino Forte Peel) 之间选择。 
 
 
第 2b 步  -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这一有效的焕肤产品所含的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其创新配方能焕活皮肤，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活力。 
说明：由于纯天然活性成分所占比重较高，这两种焕肤产品的颜色可能因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 3 步  -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说明：最后，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
呵护肌肤。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丽殿堂(Château de Beauté) 
 
沙⻰龙和水疗护理 - 览 
       

  第 1 步 -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第 2a 步  -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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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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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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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由于纯天然活性成分所占比重较高，这两种焕肤产品的颜色可能因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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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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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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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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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肤 (Vino Forte Peel) 之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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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有效的焕肤产品所含的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其创新配方能焕活皮肤，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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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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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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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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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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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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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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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净化表
皮杂质，令肌肤清新净透，活力如初。 
 
 
第 2a 步  -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这一焕肤产品蕴含葡萄酒基酸，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爽洁、舒适与光滑。 
重要提示：根据想要的效果和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和葡萄酒强力焕
肤 (Vino Forte Peel) 之间选择。 
 
 
第 2b 步  -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这一有效的焕肤产品所含的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其创新配方能焕活皮肤，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活力。 
说明：由于纯天然活性成分所占比重较高，这两种焕肤产品的颜色可能因批次不同而有所不同。 
 
 
第 3 步  -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这款如丝般柔滑的按摩油中含有焕活成分，能为肌肤注入⻘青春活力。这款深度呵护护理产品旨
在利用强效营养成分滋养并软化肌肤，实现对肌肤的全面改善，令亮肌活肤效果看得⻅见。 
说明：我们强烈推荐在按摩过程中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呵护并
安抚肌肤。 
 
 

第 4a 步  -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疲劳痕迹，
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说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项护理（4B——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可以将两个面膜一起取下。 
 
 

第 4b 步 -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创新的
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第 5 步 -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研发
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说明：最后，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
呵护肌肤。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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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 ——防护霜 SPF 20 (Shielding Cream SPF 20) 
 
这是一款能改善肌肤弹性，消除细纹和皱纹的超凡保湿乳霜。先进的乳霜能有效保护肌肤不受
环境损伤、不生色斑，保持⻘青春光彩。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 
 
为使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护理过程更完美而特别研发的玻璃球。美容球能令整体
呵护体验更上一层楼，有助于为肌肤注入活力，令肌肤紧致、清爽而细腻。 

沙⻰龙护理方案 
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沙⻰龙护理方案十分简单，循序渐进，确保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客户都能获得最佳效果。遵循这种简短的方法一定能
带来看得⻅见的显著效果，获得客户的极大满意。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第 1 步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
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
净化表皮杂质。 

在脸上以轻柔的圆周运动手法按摩。以温水充分洗净。 

 
 
 
 
 
 
 
 

第 2a 步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
爽洁、舒适与光滑。 

使用细毛刷，均匀地在整个脸部皮肤、颈部和前胸涂上薄
薄的一层。以轻柔的手法从前额开始，移动到脸部中央、
脸颊并向前推动。根据肌肤反应，静待约 3 至 5 分钟。
以常温水洗净。*适用于眼部和娇嫩肌肤。 
说明：根据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和葡萄酒强
力焕肤品之间选择。 

 
 
 
 
 
 
 
 
 
 
 

第 2b 步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
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
活力。 

使用细毛刷，均匀地在整个脸部皮肤、颈部和前胸涂上薄
薄的一层。以轻柔的手法从前额开始，移动到脸部中央、
脸颊并向前推动。根据肌肤反应，静待约 3 至 5 分钟。
以常温水洗净。 

 
 
 
 
 
 
 

第 3 步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丝滑按摩油，营养丰富，能为肌肤注入活力， 
专为滋养和软化肌肤而设计，令肌肤整体
显著改善，效果看得⻅见。 

将少量葡萄酒驻颜油涂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并按摩，
直至驻颜油被完全吸收。使用软布将多余的驻颜油吸走。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第 6 步 ——防护霜 SPF 20 (Shielding Cream SPF 20) 
 
这是一款能改善肌肤弹性，消除细纹和皱纹的超凡保湿乳霜。先进的乳霜能有效保护肌肤不受
环境损伤、不生色斑，保持⻘青春光彩。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 
 
为使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护理过程更完美而特别研发的玻璃球。美容球能令整体
呵护体验更上一层楼，有助于为肌肤注入活力，令肌肤紧致、清爽而细腻。 

沙⻰龙护理方案 
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沙⻰龙护理方案十分简单，循序渐进，确保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客户都能获得最佳效果。遵循这种简短的方法一定能
带来看得⻅见的显著效果，获得客户的极大满意。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第 1 步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
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
净化表皮杂质。 

在脸上以轻柔的圆周运动手法按摩。以温水充分洗净。 

 
 
 
 
 
 
 
 

第 2a 步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
爽洁、舒适与光滑。 

使用细毛刷，均匀地在整个脸部皮肤、颈部和前胸涂上薄
薄的一层。以轻柔的手法从前额开始，移动到脸部中央、
脸颊并向前推动。根据肌肤反应，静待约 3 至 5 分钟。
以常温水洗净。*适用于眼部和娇嫩肌肤。 
说明：根据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和葡萄酒强
力焕肤品之间选择。 

 
 
 
 
 
 
 
 
 
 
 

第 2b 步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
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
活力。 

使用细毛刷，均匀地在整个脸部皮肤、颈部和前胸涂上薄
薄的一层。以轻柔的手法从前额开始，移动到脸部中央、
脸颊并向前推动。根据肌肤反应，静待约 3 至 5 分钟。
以常温水洗净。 

 
 
 
 
 
 
 

第 3 步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丝滑按摩油，营养丰富，能为肌肤注入活力， 
专为滋养和软化肌肤而设计，令肌肤整体
显著改善，效果看得⻅见。 

将少量葡萄酒驻颜油涂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并按摩，
直至驻颜油被完全吸收。使用软布将多余的驻颜油吸走。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第 6 步 ——防护霜 SPF 20 (Shielding Cream SPF 20) 
 
这是一款能改善肌肤弹性，消除细纹和皱纹的超凡保湿乳霜。先进的乳霜能有效保护肌肤不受
环境损伤、不生色斑，保持⻘青春光彩。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 
 
为使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护理过程更完美而特别研发的玻璃球。美容球能令整体
呵护体验更上一层楼，有助于为肌肤注入活力，令肌肤紧致、清爽而细腻。 

沙⻰龙护理方案 
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沙⻰龙护理方案十分简单，循序渐进，确保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客户都能获得最佳效果。遵循这种简短的方法一定能
带来看得⻅见的显著效果，获得客户的极大满意。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第 1 步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
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
净化表皮杂质。 

在脸上以轻柔的圆周运动手法按摩。以温水充分洗净。 

 
 
 
 
 
 
 
 

第 2a 步 
葡萄酒焕肤  
(Vino Peel) 

能带走杂质和粗糙，令肌肤光彩立现，倍感
爽洁、舒适与光滑。 

使用细毛刷，均匀地在整个脸部皮肤、颈部和前胸涂上薄
薄的一层。以轻柔的手法从前额开始，移动到脸部中央、
脸颊并向前推动。根据肌肤反应，静待约 3 至 5 分钟。
以常温水洗净。*适用于眼部和娇嫩肌肤。 
说明：根据客户的肌肤状况，请在葡萄酒焕肤和葡萄酒强
力焕肤品之间选择。 

 
 
 
 
 
 
 
 
 
 
 

第 2b 步 
葡萄酒强力焕肤  

(Vino Forte Peel) 

强力纯葡萄酒酸可令肌肤细腻有光泽，立显
清爽细滑肌肤之美感。 
扫去内部杂质和暗沉，重塑肌肤年轻光彩和
活力。 

使用细毛刷，均匀地在整个脸部皮肤、颈部和前胸涂上薄
薄的一层。以轻柔的手法从前额开始，移动到脸部中央、
脸颊并向前推动。根据肌肤反应，静待约 3 至 5 分钟。
以常温水洗净。 

 
 
 
 
 
 
 

第 3 步 
葡萄酒驻颜油  
(Vino Elixir) 

丝滑按摩油，营养丰富，能为肌肤注入活力， 
专为滋养和软化肌肤而设计，令肌肤整体
显著改善，效果看得⻅见。 

将少量葡萄酒驻颜油涂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并按摩，
直至驻颜油被完全吸收。使用软布将多余的驻颜油吸走。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第 4a 步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
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
疲劳痕迹，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使用细软刷子，在眼部涂上-层光滑的膜，静待 10 分钟。
面膜不会变干。用温水洗净或用湿布擦去。 
*可以继续进行下-项护理（4B - 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
将两个面膜-起取下。 

 
 
 
 
 
 
 

第 4b 步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
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
创新的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
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使用细软刷子，在洗净的脸部和颈部涂上-层光滑的膜。
避开眼睛周围部位。静待 10 分钟。面膜不会变干。用温
水洗净或用湿布擦去。 

 
 
 
 
 
 
 
 

第 5 步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
*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
研发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
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涂抹于面部、颈部和前胸。均匀按摩直至吸收。接下来使用
推荐的日霜。 
说明：在结束阶段，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呵护肌肤。 
*涂抹时间在 20 分钟内。 

 
 
 
 
 
 
 
 
 

第 6 步 
防护霜 SPF 20 (Shielding 

Cream 
 SPF 20) 

这是-款能改善肌肤弹性，消除细纹和皱纹
的超凡保湿乳霜。先进的乳霜能有效保护肌
肤不受环境损伤、不生色斑，保持⻘青春光彩。 

每日在脸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层并拍打。静待其形成保
护膜。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

球 

为使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护理
过程更完美而特别研发的玻璃球。 
美容球能令整体呵护体验更上-层楼，有助
于为肌肤注入能量，令肌肤紧致、清爽而细
腻。 

在护理之前可将美容球进行冰镇处理。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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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a 步 
葡萄酒眼膜 

(Vino Eye Mask) 

专为护理眼睛周围娇嫩部位而设计的超凡
焕活面膜。浓缩保湿成分能去除浮肿眼袋和
疲劳痕迹，令肌肤更加光滑亮泽。 

使用细软刷子，在眼部涂上-层光滑的膜，静待 10 分钟。
面膜不会变干。用温水洗净或用湿布擦去。 
*可以继续进行下-项护理（4B - 葡萄酒光华面膜），之后
将两个面膜-起取下。 

 
 
 
 
 
 
 

第 4b 步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
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
创新的成分能修复并焕活肌肤的⻘青春光彩，
令肌肤光滑紧致，改变看得⻅见。 

使用细软刷子，在洗净的脸部和颈部涂上-层光滑的膜。
避开眼睛周围部位。静待 10 分钟。面膜不会变干。用温
水洗净或用湿布擦去。 

 
 
 
 
 
 
 
 

第 5 步 
葡萄酒光彩精华素 

(Vino Sheen Serum) 

这种有效的护理产品可令肌肤恢复⻘青春光彩，
*令细纹和皱纹去无踪。此精华素使用特别
研发的⻘青春焕活成分，能改善肌肤弹性，展
现更光滑、更亮泽、更均匀的肤质。 

涂抹于面部、颈部和前胸。均匀按摩直至吸收。接下来使用
推荐的日霜。 
说明：在结束阶段，我们强力推荐您辅助使用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球，配合精华液呵护肌肤。 
*涂抹时间在 20 分钟内。 

 
 
 
 
 
 
 
 
 

第 6 步 
防护霜 SPF 20 (Shielding 

Cream 
 SPF 20) 

这是-款能改善肌肤弹性，消除细纹和皱纹
的超凡保湿乳霜。先进的乳霜能有效保护肌
肤不受环境损伤、不生色斑，保持⻘青春光彩。 

每日在脸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层并拍打。静待其形成保
护膜。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美容

球 

为使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护理
过程更完美而特别研发的玻璃球。 
美容球能令整体呵护体验更上-层楼，有助
于为肌肤注入能量，令肌肤紧致、清爽而细
腻。 

在护理之前可将美容球进行冰镇处理。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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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美容晚霜  
(Deep Beauté Night 

Cream) 

创新乳霜，具有超凡保湿功效，并且能滋养
肌肤，令肌肤绽放⻘青春活力。 夜间清洁之后在脸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直至吸收。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
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
净化表皮杂质。 

在脸上以轻柔的圆周运动手法按摩。以温水充分洗净。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家庭护理方案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家庭护理产品与沙⻰龙护理互相配合，能令肌肤焕然一新、活力再现，令肌肤达到至
臻完美的巅峰状态！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至臻完美 
(Absolute Perfect) 

这款强大的抗衰老精华素融合了独特的创新
成分，能显著减少细纹和皱纹。 

每日将精华素涂于面部、颈部和前胸，以缓慢向上划
圈的方式轻轻按摩。接下来使用推荐的日霜 

 
 
 
 
 
 
 
 

葡萄酒光彩精华霜 
(Vino Sheen Fusion) 

这款高效精华素能为肌肤补水、消除细纹和
皱纹，令肌肤光滑亮泽。 

涂抹于面部、颈部和前胸。均匀按摩直至吸收。接下来
使用推荐的日霜。 

 
 
 
 
 
 
 

葡萄酒光彩修复乳霜 
(Vino Sheen Restoring 

Cream) 

这款质地丰盈的日霜保湿效果好，含有最新
强效成分，对于整体护肤大有裨益。 

每日先涂精华素，之后在面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
轻轻按摩直至吸收。 

 
 
 
 
 
 
 
 

防护霜 SPF 30 (Shielding 
Cream 
SPF 30) 

这款高效乳霜能为肌肤带来额外的水分，呵
护肌肤不受环境刺激。 

每日在脸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并拍打。静待其形
成保护膜。 

 
 
 
 
 
 
 
 

焕活葡萄精华眼霜 
(Rejuvenating 

Vineyard Eye Cream) 

这款温和、丰润的乳霜能令眼部更加 
明亮，恢复⻘青春神采，帮助肌肤重现⻘青春光
滑状态。 

轻轻涂抹于眼睛周围。拍打直至变干。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
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 

在洗净的脸部和颈部涂上一层光滑的膜。避开眼睛周
围部位。静待 10 分钟。面膜不会变干。用温水洗净
或用湿布擦去。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家庭护理方案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家庭护理产品与沙⻰龙护理互相配合，能令肌肤焕然一新、活力再现，令肌肤达到至
臻完美的巅峰状态！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至臻完美 
(Absolute Perfect) 

这款强大的抗衰老精华素融合了独特的创新
成分，能显著减少细纹和皱纹。 

每日将精华素涂于面部、颈部和前胸，以缓慢向上划
圈的方式轻轻按摩。接下来使用推荐的日霜 

 
 
 
 
 
 
 
 

葡萄酒光彩精华霜 
(Vino Sheen Fusion) 

这款高效精华素能为肌肤补水、消除细纹和
皱纹，令肌肤光滑亮泽。 

涂抹于面部、颈部和前胸。均匀按摩直至吸收。接下来
使用推荐的日霜。 

 
 
 
 
 
 
 

葡萄酒光彩修复乳霜 
(Vino Sheen Restoring 

Cream) 

这款质地丰盈的日霜保湿效果好，含有最新
强效成分，对于整体护肤大有裨益。 

每日先涂精华素，之后在面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
轻轻按摩直至吸收。 

 
 
 
 
 
 
 
 

防护霜 SPF 30 (Shielding 
Cream 
SPF 30) 

这款高效乳霜能为肌肤带来额外的水分，呵
护肌肤不受环境刺激。 

每日在脸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并拍打。静待其形
成保护膜。 

 
 
 
 
 
 
 
 

焕活葡萄精华眼霜 
(Rejuvenating 

Vineyard Eye Cream) 

这款温和、丰润的乳霜能令眼部更加 
明亮，恢复⻘青春神采，帮助肌肤重现⻘青春光
滑状态。 

轻轻涂抹于眼睛周围。拍打直至变干。 

 
 
 
 
 
 
 

葡萄酒光华面膜 
(Vino Glory Mask) 

这款独特的面膜中含有水分和活力滋养成分，
有助于焕活肌肤，令肌肤清爽、完美无暇。 

在洗净的脸部和颈部涂上一层光滑的膜。避开眼睛周
围部位。静待 10 分钟。面膜不会变干。用温水洗净
或用湿布擦去。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31

深层美容晚霜  
(Deep Beauté Night 

Cream) 

创新乳霜，具有超凡保湿功效，并且能滋养
肌肤，令肌肤绽放⻘青春活力。 夜间清洁之后在脸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一层直至吸收。 

 
 
 
 
 
 
 
 

葡萄酒纯净洁面乳 
(Vino Pure Cleanser) 

温和而有效的洁面乳，内含纯葡萄提取精华
和焕活天然成分，此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
净化表皮杂质。 

在脸上以轻柔的圆周运动手法按摩。以温水充分洗净。 

 
 
 
 
 
 
 
 
 
 

美丽殿堂 (Château de Beau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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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玫瑰花瓣完美修护 

玫瑰 - 花中女王 
有史以来，这些娇嫩的花朵就是美和艺术杰作灵感女神缪斯的象征。如今，玫瑰缪斯依然在为不同领域带来新的灵感。玫瑰
花瓣无论从性质上还从品质上论，都具有全面的药用价值。现代化妆品领域已经将这些特性应用到实践领域中。 
缪斯 (Muse) 是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推出的新产品系列，是通过深挖玫瑰的内在美丽奥秘，并结合可令产品达到最佳效
果的尖端科技成果最终打造而成。 
缪斯 (Muse) - 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为了令肌肤更年轻、更美丽、更加⻘青春常驻而专⻔门设计的配方。 
 

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的防御屏障在保持肌肤健康和年轻状态方面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就变得举足轻重。 
要保持适当而无懈可击的屏障功能，就必须保证最佳的脂类代谢平衡和细胞排毒水平。在外、内刺激和毒素影响下肌肤屏障会
受损，进而严重影响细胞再生。 
在衰老过程中，肌肤干燥是常⻅见现象，通常，这是脂类代谢平衡减弱所致，从而导致水分大量流失，肌肤屏障功能失调。克
里斯蒂娜 (Christina) 的缪斯 (Muse) 产品系列有助于保障肌肤屏障功能处于最佳状态。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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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玫瑰花瓣完美修护 

玫瑰 - 花中女王 
有史以来，这些娇嫩的花朵就是美和艺术杰作灵感女神缪斯的象征。如今，玫瑰缪斯依然在为不同领域带来新的灵感。玫瑰
花瓣无论从性质上还从品质上论，都具有全面的药用价值。现代化妆品领域已经将这些特性应用到实践领域中。 
缪斯 (Muse) 是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推出的新产品系列，是通过深挖玫瑰的内在美丽奥秘，并结合可令产品达到最佳效
果的尖端科技成果最终打造而成。 
缪斯 (Muse) - 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为了令肌肤更年轻、更美丽、更加⻘青春常驻而专⻔门设计的配方。 
 

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肤的防御屏障在保持肌肤健康和年轻状态方面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就变得举足轻重。 
要保持适当而无懈可击的屏障功能，就必须保证最佳的脂类代谢平衡和细胞排毒水平。在外、内刺激和毒素影响下肌肤屏障会
受损，进而严重影响细胞再生。 
在衰老过程中，肌肤干燥是常⻅见现象，通常，这是脂类代谢平衡减弱所致，从而导致水分大量流失，肌肤屏障功能失调。克
里斯蒂娜 (Christina) 的缪斯 (Muse) 产品系列有助于保障肌肤屏障功能处于最佳状态。 

缪斯 (Muse) 

克里斯蒂娜 (Christina) 的解决方案 
⻘青春永驻！ 
缪斯 (Muse) 护理产品是令人愉悦的玫瑰和屡获殊荣的科学配方相融合的结晶。 
缪斯能全方位解决肌肤防御屏障退化的根源和症状，温和的舒缓护理中含有多种成分，能排出肌肤毒素，滋养并令肌肤恢复
⻘青春状态。 
缪斯 (Muse) 护理产品的优点： 
• 屡获大奖的技术能帮助肌肤天然防御屏障再生，延⻓长皮肤细胞的寿命。 
• 令肌肤焕发生机、活力倍增。 
• 全面美容复合配方能令肌肤充盈水嫩、滋养肌肤。 

缪斯 (Muse) 成分 - 科技终极成果 
端粒抗老因子 (Telosense) 活性成分 - 这种获奖的最新成分能够预防端粒侵蚀。研究表明，端粒，即核苷酸基  5（由成千上
万的碱基对组成）的重复端粒序列 (TTAGGG) 在细胞分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助于储存脱氧核糖核酸 (DNA) 信息。随
着年龄的增⻓长，每次细胞分裂都会造成端粒变短，肌肤因此衰老。水解大豆和酵母蛋白复合物专为保护端粒帽同时也保护细
胞染色体。端粒因子活性成分有助于延缓细胞衰老，延⻓长细胞寿命。 
优点： 
• 有助于延⻓长细胞寿命。 
• 保持肌肤年轻质感，避免肌肤提前衰老。 
• 肌肤的整体外观大为改善，更光滑，更有光泽。 

阿尔卑斯高山玫瑰干细胞——取自瑞士海拔 3,200 米阿尔卑斯山山腰上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植物。这种玫瑰生⻓长于山腰，必
须有极强的生命力才能够适应严酷的⽓气温和极端的环境变化，因此要保护、维持并修复肌肤对环境刺激的抵抗力，这种玫
瑰当然是理想之选。 

优点： 
• 保护肌肤最珍贵的资产，干细胞——也是最脆弱的细胞。环境因素及其诱发的压力会极大程度地削弱干细胞。 
• 促进表皮再生 
• 提高肌肤防御能力。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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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毒多肽 - 以蘑菇萃取精华（银耳）和乙酰基六肽 Fe III 为基础。
正常的细胞生⻓长需要有效控制细胞合成与降解之间的平衡状态。
每日在肌肤中积聚的有害毒素（ROS=过氧化物）会损伤肌肤，
导致肌肤过早衰老。肌肤中的毒素会导致 DNA 损伤、细胞功能
障碍、蛋白质损伤和脂质过氧化。 

优点： 
• 清洁肌肤并中和毒素的活性。 
• 预防肌肤早衰。 
• 促进细胞再生。 
• 保持细胞合成的最佳水平并减少降解。 

亚麻籽提取物 - 专⻔门用于促进角质层细胞间脂质合成，帮助脂质代谢处于最佳平衡状态。这有助于肌肤整体恢复和保护，
效果显而易⻅见。 

优点： 
• 为肌肤提供丰富的养分并有助于保持最佳水润状态。 
• 从实质上改善肌肤弹性。肌肤更加富有光泽，平滑细致。 

古朴阿苏果油 (Capuacu Butter) - 采用巴西北部热带雨林中的古朴阿苏树的种子制成。它的表皮锁水能力可有效改善肌
肤的天然防御屏障，令肌肤超凡水润。 

优点： 
• 补水，改善肌肤弹性，消炎。 
• 加强天然防御屏障，令肌肤看起来更年轻。 
 

棉花提取物 - 这是一种低聚糖，旨在改善皮肤屏障功能并减少刺激皮肤。由 5 种特殊的低聚糖（左旋糖、蔗糖、肌醇葡萄糖和
海藻糖）组成，能为肌肤补水、滋养并保护肌肤。 

优点： 
• 改善并保护肌肤屏障功能。 
• 减少对皮肤的刺激，安抚肌肤。 
• 肌肤整体质地变得更柔软、更有弹性也更光滑 

缪斯 (Muse) 

排毒多肽 - 以蘑菇萃取精华（银耳）和乙酰基六肽 Fe III 为基础。
正常的细胞生⻓长需要有效控制细胞合成与降解之间的平衡状态。
每日在肌肤中积聚的有害毒素（ROS=过氧化物）会损伤肌肤，
导致肌肤过早衰老。肌肤中的毒素会导致 DNA 损伤、细胞功能
障碍、蛋白质损伤和脂质过氧化。 

优点： 
• 清洁肌肤并中和毒素的活性。 
• 预防肌肤早衰。 
• 促进细胞再生。 
• 保持细胞合成的最佳水平并减少降解。 

亚麻籽提取物 - 专⻔门用于促进角质层细胞间脂质合成，帮助脂质代谢处于最佳平衡状态。这有助于肌肤整体恢复和保护，
效果显而易⻅见。 

优点： 
• 为肌肤提供丰富的养分并有助于保持最佳水润状态。 
• 从实质上改善肌肤弹性。肌肤更加富有光泽，平滑细致。 

古朴阿苏果油 (Capuacu Butter) - 采用巴西北部热带雨林中的古朴阿苏树的种子制成。它的表皮锁水能力可有效改善肌
肤的天然防御屏障，令肌肤超凡水润。 

优点： 
• 补水，改善肌肤弹性，消炎。 
• 加强天然防御屏障，令肌肤看起来更年轻。 
 

棉花提取物 - 这是一种低聚糖，旨在改善皮肤屏障功能并减少刺激皮肤。由 5 种特殊的低聚糖（左旋糖、蔗糖、肌醇葡萄糖和
海藻糖）组成，能为肌肤补水、滋养并保护肌肤。 

优点： 
• 改善并保护肌肤屏障功能。 
• 减少对皮肤的刺激，安抚肌肤。 
• 肌肤整体质地变得更柔软、更有弹性也更光滑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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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芹提取物（荷兰芹） - 富含营养成分和抗氧化剂，能促进皮肤更新、焕活与排毒。欧芹提取物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抗菌，能
保护皮肤免受会导致皮疹和瑕疵的病原微生物的有害影响。 

优点： 
• 促进皮肤排毒。 
• 防止肌肤受到外界有害的影响。 
• 含有高浓度的有效抗氧化剂。 

玫瑰活性复合物 - 玫瑰活性复合物用于传统的护肤产品，其保湿和皮肤保养功效⼲⼴广受认可。我们独有的玫瑰活性复合物
是以精选珍稀玫瑰品种为基础，含透明质酸基酶，具有强大的保湿和滋养功能。 

优点： 
• 维持透明质酸的最佳水平。 
• 令肌肤重现活力，保持年轻状态。 
• 为肌肤补水并以精华滋养肌肤。 

玫瑰花瓣提取物 - 是保加利亚玫瑰（大⻢马士革玫瑰）和法国玫瑰（法国蔷薇）的特殊混合物。其温和成分具有舒缓和爽肤
功能。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将这些玫瑰用于护肤疗法中。最古老的洁肤、抗皱乳霜就是罗⻢马时代使用的以玫瑰为基础的乳霜。 

优点： 
• 保湿、消炎和焕肤功效。 
• 保护肌肤免受氧化损伤。 
• 改善弹性并消除皱纹。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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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和水疗护理一览 

第 1 步：丝滑洁面乳 (Milky Cleanser) 
 

温和怡人的乳液，能洗净面部并卸除彩妆。清洁皮肤上的水溶性和油溶性产品。安抚爽肤，令肌
肤更柔滑。 
 

第 2a 步：轻活玫瑰焕肤 (Light Rose Peel) 
 

这种焕肤护理能净化肌肤，帮助去除死皮。绿茶萃取物能排出肌肤毒素，玫瑰酸能令肌肤清爽、
柔软。肌肤重现活力光滑。 

 

第 2b 步：强力玫瑰焕肤 (Fortified Rose Peel) 

 

强力焕肤护理，能净化肌肤并有助于肌肤排出毒素。绿茶提取物、玫瑰和羟基乙酸能令肌肤更
新，恢复⻘青春光彩并促进胶原蛋白生成，令肌肤更加光艳动人。 
 

第 3 步：亮采磨砂霜 (Illuminating Gommage) 
 

有效的焕肤乳霜，能够吸收并清除毒素和死皮或受损皮肤细胞。含有欧芹提取物，有助于排毒并
预防环境损伤。这款护理产品可令肌肤实现最大程度的更新并焕发⻘青春光彩。 
 

第 4 步：玫瑰萃取精华喷雾 (Rose Extract Splash) 
 

结合蓝雏菊提取物和玫瑰花瓣提取物等独特的花朵精华和糖类复合物，具有稳定和镇定功效。
保湿和爽肤。 

 

第 5 步：奢养按摩油 (Indulging Massage Oil) 
 

这是营养丰富、能呵护并安抚肌肤的护理体验，能加速肌肤新陈代谢并以精华成分滋养肌肤。
这款按摩油能增强整体护理体验，馥郁的玫瑰香⽓气会萦绕在客户周围，伴其进入下一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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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步：至尊精华素 (Serum Sup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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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延缓衰老。精华素能令肌肤重现活力并散发年轻光彩。 
 

第 8 步：隔离日霜 SPF 30 (Shielding Day Cream SPF 30) 
 

这款丰盈尊享配方有助于维持肌肤的健康和活力。乳霜能够形成保护层，对抗紫外线和自由基。
乳霜有助于肌肤更新，可为肌肤补水并充盈肌肤，紧致的肌肤看起来更年轻，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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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蓝雏菊提取物和玫瑰花瓣提取物等独特的花朵精华和糖类复合物，具有稳定和镇定功效。
保湿和爽肤。 

 

第 5 步：奢养按摩油 (Indulging Massage Oil) 
 

这是营养丰富、能呵护并安抚肌肤的护理体验，能加速肌肤新陈代谢并以精华成分滋养肌肤。
这款按摩油能增强整体护理体验，馥郁的玫瑰香⽓气会萦绕在客户周围，伴其进入下一步骤。 
 

第 6 步：美肤面膜 (Beauty Mask) 
 

这款具有滋养和安抚功效的面膜中含有高浓度的古朴阿苏果油 (Capuacu Butter) 和亚麻籽提
取物。这款美容面膜质地上佳，丰盈，能够紧密贴合脸部肌肤，可以焕活娇嫩肌肤，再展⻘青春
⻛风采。 
 

第 7 步：至尊精华素 (Serum Supreme) 
 

独特的先进配方，专为强化肌肤天然防御屏障功能而设计。保护肌肤免受环境压力损伤，可显
著改善肌肤排毒功能。这款精华素中含有独特的抗氧化剂，能净化肌肤，加速肌肤新陈代谢速
度，延缓衰老。精华素能令肌肤重现活力并散发年轻光彩。 
 

第 8 步：隔离日霜 SPF 30 (Shielding Day Cream SPF 30) 
 

这款丰盈尊享配方有助于维持肌肤的健康和活力。乳霜能够形成保护层，对抗紫外线和自由基。
乳霜有助于肌肤更新，可为肌肤补水并充盈肌肤，紧致的肌肤看起来更年轻，更有活力。 

缪斯 (Muse) 

沙⻰龙和水疗护理一览 

第 1 步：丝滑洁面乳 (Milky Cleanser) 
 

温和怡人的乳液，能洗净面部并卸除彩妆。清洁皮肤上的水溶性和油溶性产品。安抚爽肤，令肌
肤更柔滑。 
 

第 2a 步：轻活玫瑰焕肤 (Light Rose Peel) 
 

这种焕肤护理能净化肌肤，帮助去除死皮。绿茶萃取物能排出肌肤毒素，玫瑰酸能令肌肤清爽、
柔软。肌肤重现活力光滑。 

 

第 2b 步：强力玫瑰焕肤 (Fortified Rose Peel) 

 

强力焕肤护理，能净化肌肤并有助于肌肤排出毒素。绿茶提取物、玫瑰和羟基乙酸能令肌肤更
新，恢复⻘青春光彩并促进胶原蛋白生成，令肌肤更加光艳动人。 
 

第 3 步：亮采磨砂霜 (Illuminating Gommage) 
 

有效的焕肤乳霜，能够吸收并清除毒素和死皮或受损皮肤细胞。含有欧芹提取物，有助于排毒并
预防环境损伤。这款护理产品可令肌肤实现最大程度的更新并焕发⻘青春光彩。 
 

第 4 步：玫瑰萃取精华喷雾 (Rose Extract Splash) 
 

结合蓝雏菊提取物和玫瑰花瓣提取物等独特的花朵精华和糖类复合物，具有稳定和镇定功效。
保湿和爽肤。 

 

第 5 步：奢养按摩油 (Indulging Massage Oil) 
 

这是营养丰富、能呵护并安抚肌肤的护理体验，能加速肌肤新陈代谢并以精华成分滋养肌肤。
这款按摩油能增强整体护理体验，馥郁的玫瑰香⽓气会萦绕在客户周围，伴其进入下一步骤。 
 

第 6 步：美肤面膜 (Beauty Mask) 
 

这款具有滋养和安抚功效的面膜中含有高浓度的古朴阿苏果油 (Capuacu Butter) 和亚麻籽提
取物。这款美容面膜质地上佳，丰盈，能够紧密贴合脸部肌肤，可以焕活娇嫩肌肤，再展⻘青春
⻛风采。 
 

第 7 步：至尊精华素 (Serum Supreme) 
 

独特的先进配方，专为强化肌肤天然防御屏障功能而设计。保护肌肤免受环境压力损伤，可显
著改善肌肤排毒功能。这款精华素中含有独特的抗氧化剂，能净化肌肤，加速肌肤新陈代谢速
度，延缓衰老。精华素能令肌肤重现活力并散发年轻光彩。 
 

第 8 步：隔离日霜 SPF 30 (Shielding Day Cream SPF 30) 
 

这款丰盈尊享配方有助于维持肌肤的健康和活力。乳霜能够形成保护层，对抗紫外线和自由基。
乳霜有助于肌肤更新，可为肌肤补水并充盈肌肤，紧致的肌肤看起来更年轻，更有活力。 

缪斯 (Muse) 

沙⻰龙和水疗护理一览 

第 1 步：丝滑洁面乳 (Milky Cleanser) 
 

温和怡人的乳液，能洗净面部并卸除彩妆。清洁皮肤上的水溶性和油溶性产品。安抚爽肤，令肌
肤更柔滑。 
 

第 2a 步：轻活玫瑰焕肤 (Light Rose Peel) 
 

这种焕肤护理能净化肌肤，帮助去除死皮。绿茶萃取物能排出肌肤毒素，玫瑰酸能令肌肤清爽、
柔软。肌肤重现活力光滑。 

 

第 2b 步：强力玫瑰焕肤 (Fortified Rose Peel) 

 

强力焕肤护理，能净化肌肤并有助于肌肤排出毒素。绿茶提取物、玫瑰和羟基乙酸能令肌肤更
新，恢复⻘青春光彩并促进胶原蛋白生成，令肌肤更加光艳动人。 
 

第 3 步：亮采磨砂霜 (Illuminating Gommage) 
 

有效的焕肤乳霜，能够吸收并清除毒素和死皮或受损皮肤细胞。含有欧芹提取物，有助于排毒并
预防环境损伤。这款护理产品可令肌肤实现最大程度的更新并焕发⻘青春光彩。 
 

第 4 步：玫瑰萃取精华喷雾 (Rose Extract Splash) 
 

结合蓝雏菊提取物和玫瑰花瓣提取物等独特的花朵精华和糖类复合物，具有稳定和镇定功效。
保湿和爽肤。 

 

第 5 步：奢养按摩油 (Indulging Massage Oil) 
 

这是营养丰富、能呵护并安抚肌肤的护理体验，能加速肌肤新陈代谢并以精华成分滋养肌肤。
这款按摩油能增强整体护理体验，馥郁的玫瑰香⽓气会萦绕在客户周围，伴其进入下一步骤。 
 

第 6 步：美肤面膜 (Beauty Mask) 
 

这款具有滋养和安抚功效的面膜中含有高浓度的古朴阿苏果油 (Capuacu Butter) 和亚麻籽提
取物。这款美容面膜质地上佳，丰盈，能够紧密贴合脸部肌肤，可以焕活娇嫩肌肤，再展⻘青春
⻛风采。 
 

第 7 步：至尊精华素 (Serum Supreme) 
 

独特的先进配方，专为强化肌肤天然防御屏障功能而设计。保护肌肤免受环境压力损伤，可显
著改善肌肤排毒功能。这款精华素中含有独特的抗氧化剂，能净化肌肤，加速肌肤新陈代谢速
度，延缓衰老。精华素能令肌肤重现活力并散发年轻光彩。 
 

第 8 步：隔离日霜 SPF 30 (Shielding Day Cream SPF 30) 
 

这款丰盈尊享配方有助于维持肌肤的健康和活力。乳霜能够形成保护层，对抗紫外线和自由基。
乳霜有助于肌肤更新，可为肌肤补水并充盈肌肤，紧致的肌肤看起来更年轻，更有活力。 

缪斯 (Muse) 

沙⻰龙和水疗护理一览 

第 1 步：丝滑洁面乳 (Milky Cleanser) 
 

温和怡人的乳液，能洗净面部并卸除彩妆。清洁皮肤上的水溶性和油溶性产品。安抚爽肤，令肌
肤更柔滑。 
 

第 2a 步：轻活玫瑰焕肤 (Light Rose Peel) 
 

这种焕肤护理能净化肌肤，帮助去除死皮。绿茶萃取物能排出肌肤毒素，玫瑰酸能令肌肤清爽、
柔软。肌肤重现活力光滑。 

 

第 2b 步：强力玫瑰焕肤 (Fortified Rose Peel) 

 

强力焕肤护理，能净化肌肤并有助于肌肤排出毒素。绿茶提取物、玫瑰和羟基乙酸能令肌肤更
新，恢复⻘青春光彩并促进胶原蛋白生成，令肌肤更加光艳动人。 
 

第 3 步：亮采磨砂霜 (Illuminating Gommage) 
 

有效的焕肤乳霜，能够吸收并清除毒素和死皮或受损皮肤细胞。含有欧芹提取物，有助于排毒并
预防环境损伤。这款护理产品可令肌肤实现最大程度的更新并焕发⻘青春光彩。 
 

第 4 步：玫瑰萃取精华喷雾 (Rose Extract Splash) 
 

结合蓝雏菊提取物和玫瑰花瓣提取物等独特的花朵精华和糖类复合物，具有稳定和镇定功效。
保湿和爽肤。 

 

第 5 步：奢养按摩油 (Indulging Massage Oil) 
 

这是营养丰富、能呵护并安抚肌肤的护理体验，能加速肌肤新陈代谢并以精华成分滋养肌肤。
这款按摩油能增强整体护理体验，馥郁的玫瑰香⽓气会萦绕在客户周围，伴其进入下一步骤。 
 

第 6 步：美肤面膜 (Beauty Mask) 
 

这款具有滋养和安抚功效的面膜中含有高浓度的古朴阿苏果油 (Capuacu Butter) 和亚麻籽提
取物。这款美容面膜质地上佳，丰盈，能够紧密贴合脸部肌肤，可以焕活娇嫩肌肤，再展⻘青春
⻛风采。 
 

第 7 步：至尊精华素 (Serum Supreme) 
 

独特的先进配方，专为强化肌肤天然防御屏障功能而设计。保护肌肤免受环境压力损伤，可显
著改善肌肤排毒功能。这款精华素中含有独特的抗氧化剂，能净化肌肤，加速肌肤新陈代谢速
度，延缓衰老。精华素能令肌肤重现活力并散发年轻光彩。 
 

第 8 步：隔离日霜 SPF 30 (Shielding Day Cream SPF 30) 
 

这款丰盈尊享配方有助于维持肌肤的健康和活力。乳霜能够形成保护层，对抗紫外线和自由基。
乳霜有助于肌肤更新，可为肌肤补水并充盈肌肤，紧致的肌肤看起来更年轻，更有活力。 

缪斯 (Muse) 

            缪斯 (Muse) 
 

沙⻰龙护理方案 
这一全面护理方案专为皮肤防御屏障的恢复和再生而设计。缪斯 (Muse) 产品可以根据推荐用于单项护理，也可以用作有
目标针对性的综合护理系列。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第 1 步： 
丝滑洁面乳 

(Milky Cleanser) 

质地轻薄而且温和的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
洗净每日杂质。清洁肌肤上的水溶性和油溶
性产品残留物，软化肌肤。 

将少量洁面乳涂于全脸和颈部并按摩。使用一次性海
绵擦净。 
眼部与唇部适用。 

 
 
 
 
 
 
 

第 2a 步： 
轻活玫瑰焕肤 

(Light Rose Peel) 

轻柔磨砂，去除皮肤表面的杂质。绿茶提取
物能为肌肤排毒，玫瑰花瓣中的酸能调理肌
肤，令肌肤更加柔软。 

无需润湿皮肤，在眼部、颈部和前胸均匀涂抹一层轻
活玫瑰焕肤精华液。静待 3 至 4 分钟。以冷水洗净。 
说明：对于敏感肌肤，仅在全脸使用轻活玫瑰焕肤，
请勿使用下一步中的强力玫瑰焕肤。 

 
 
 
 
 
 
 
 

第 2b 步： 
强力玫瑰焕肤 (Fortified 

Rose Peel) 

强力角质精华液，能清除肌肤杂质并排出毒
素。绿茶、玫瑰花瓣中的酸性物质和高浓度
乙醇酸能促使皮肤更替、焕发活力，能加速
胶原蛋白的生成，令肌肤更添自然光彩。 

使用敷抹器在干燥的肌肤上均匀地涂上薄薄的一层强力
玫瑰焕肤。覆盖整个脸部，避开眼睛周围。根据肌肤
反应，只需静待 2 至 3 分钟。 
以冷水洗净。 
说明：如果有需要，继续使用温和、轻薄的提取液。 

 
 
 
 
 
 
 
 
 

第 3 步： 
亮采磨砂霜 (Illuminating 

Gommage) 

有效的去角质乳霜，能够净化肌肤，吸收并
扫去更深层的杂质。亮采磨砂霜中含有欧芹
提取物，是肌肤净化排毒的理想之选，能够
去除死皮细胞、预防环境损伤。专为 
达到焕肤新生护理最佳效果而设计。 

将亮采磨砂霜均匀涂抹在脸上，下巴下方部位，如有需
要，还可涂抹于前胸。在脸上停留 3 至 4 分钟并以划
圈按摩的手法卸除。如有需要，使用湿布将残留的亮采
磨砂霜擦净。 

 
 
 
 
 
 
 
 
 
 
 

第 4 步： 
玫瑰萃取精华喷雾 

(Rose Extract Splash) 
补水并带来玫瑰花般的清爽感受。 喷雾时应与皮肤保持 20 至 30 厘米或以上的距离，

并将玫瑰萃取精华喷雾喷在脸上。静待其变干。 

 
 
 
 
 
 
 
 

第 5 步： 
奢养按摩油 
(Indulging 

Massage Oil) 

结合超级滋养成分的深层放松护理，专为舒
缓、焕活肌肤而设计。它有助于肌肤的新陈
代谢，令护理的整体体验更加舒适。美妙的
玫瑰香氛会陪伴客户进入下一护理步骤。 

以轻柔向上打圈的手法将按摩油涂抹在整个脸部、颈部
和前胸并按摩，直到被完全吸收。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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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斯 (Muse) 
 

沙⻰龙护理方案 
这一全面护理方案专为皮肤防御屏障的恢复和再生而设计。缪斯 (Muse) 产品可以根据推荐用于单项护理，也可以用作有
目标针对性的综合护理系列。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第 1 步： 
丝滑洁面乳 

(Milky Cleanser) 

质地轻薄而且温和的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
洗净每日杂质。清洁肌肤上的水溶性和油溶
性产品残留物，软化肌肤。 

将少量洁面乳涂于全脸和颈部并按摩。使用一次性海
绵擦净。 
眼部与唇部适用。 

 
 
 
 
 
 
 

第 2a 步： 
轻活玫瑰焕肤 

(Light Rose Peel) 

轻柔磨砂，去除皮肤表面的杂质。绿茶提取
物能为肌肤排毒，玫瑰花瓣中的酸能调理肌
肤，令肌肤更加柔软。 

无需润湿皮肤，在眼部、颈部和前胸均匀涂抹一层轻
活玫瑰焕肤精华液。静待 3 至 4 分钟。以冷水洗净。 
说明：对于敏感肌肤，仅在全脸使用轻活玫瑰焕肤，
请勿使用下一步中的强力玫瑰焕肤。 

 
 
 
 
 
 
 
 

第 2b 步： 
强力玫瑰焕肤 (Fortified 

Rose Peel) 

强力角质精华液，能清除肌肤杂质并排出毒
素。绿茶、玫瑰花瓣中的酸性物质和高浓度
乙醇酸能促使皮肤更替、焕发活力，能加速
胶原蛋白的生成，令肌肤更添自然光彩。 

使用敷抹器在干燥的肌肤上均匀地涂上薄薄的一层强力
玫瑰焕肤。覆盖整个脸部，避开眼睛周围。根据肌肤
反应，只需静待 2 至 3 分钟。 
以冷水洗净。 
说明：如果有需要，继续使用温和、轻薄的提取液。 

 
 
 
 
 
 
 
 
 

第 3 步： 
亮采磨砂霜 (Illuminating 

Gommage) 

有效的去角质乳霜，能够净化肌肤，吸收并
扫去更深层的杂质。亮采磨砂霜中含有欧芹
提取物，是肌肤净化排毒的理想之选，能够
去除死皮细胞、预防环境损伤。专为 
达到焕肤新生护理最佳效果而设计。 

将亮采磨砂霜均匀涂抹在脸上，下巴下方部位，如有需
要，还可涂抹于前胸。在脸上停留 3 至 4 分钟并以划
圈按摩的手法卸除。如有需要，使用湿布将残留的亮采
磨砂霜擦净。 

 
 
 
 
 
 
 
 
 
 
 

第 4 步： 
玫瑰萃取精华喷雾 

(Rose Extract Splash) 
补水并带来玫瑰花般的清爽感受。 喷雾时应与皮肤保持 20 至 30 厘米或以上的距离，

并将玫瑰萃取精华喷雾喷在脸上。静待其变干。 

 
 
 
 
 
 
 
 

第 5 步： 
奢养按摩油 
(Indulging 

Massage Oil) 

结合超级滋养成分的深层放松护理，专为舒
缓、焕活肌肤而设计。它有助于肌肤的新陈
代谢，令护理的整体体验更加舒适。美妙的
玫瑰香氛会陪伴客户进入下一护理步骤。 

以轻柔向上打圈的手法将按摩油涂抹在整个脸部、颈部
和前胸并按摩，直到被完全吸收。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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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步： 
美肤面膜 

(Beauty Mask) 

具有安抚和滋养功效的浓缩面膜。专为呵护
肌肤并重现肌肤活力而设计，令肌肤均匀光
滑。 

用手指或刷子将美容面膜涂抹于整个脸部和前胸，
直到形成一层膜。静待 7 至 10 分钟。面膜不会在
肌肤上变干。 
使用一次性海绵和温水冲洗。接下来使用精华素和
润肤霜。 
说明：涂抹面膜之后，我们建议您使用玫瑰萃取精
华喷雾，可赋予客户更进一步的清爽感受。 

 
 
 
 
 
 
 
 
 
 
 
 
 

第 7 步： 
至尊精华素 

(Serum Supreme) 

独特的排毒和净化配方能集中加强肌肤的防御
屏障，保护皮肤免受环境压力影响，效果显
著。这款精华素中含有排毒活性多肽，能加速
细胞新陈代谢，防止外源性 
皮肤老化并减少早衰迹象，令肌肤展现原本的
健康光泽。 

均匀涂抹于整个脸部、颈部和前胸。轻轻按摩直至
完全吸收。 

 
 
 
 
 
 
 
 
 
 
 

第 8 步： 
隔离日霜 SPF 30 

(Shielding Day Cream 
SPF 30) 

奢华丰盈配方，采用高科技透明质酸与葡萄糖
复合物精华，完美呵护肌肤。提供超凡保护，
减少自由基和紫外线损伤。这款先进的乳霜
专为保护和焕活肌肤而设计，能令肌肤看起
来更紧致、更年轻。 

每天在面部、颈部和前胸轻拍薄薄的一层隔离日霜 
SPF 30。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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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护理方案 
缪斯 (Muse) 家庭护理产品陪伴客户左右，保证持久、傲人的护理效果。 

名称 功效 使用说明 图样 

丝滑洁面乳  
(Milky Cleanser) 

质地轻薄而且温和的洁面乳可以卸除彩妆并洗
净每日杂质。清洁肌肤上的水溶性和油溶性产
品残留物，软化肌肤。 

将少量洁面乳涂于整个脸部和颈部并按摩。 
使用-次性海绵擦净。眼部与唇部适用。 

 
 
 
 
 
 
 
 

护肤日霜 SPF 30  
(Protective Day Cream 

SPF 30) 

奢华丰盈配方，采用高科技透明质酸与葡萄糖
复合物精华，完美呵护肌肤。提供超凡保护，
减少自由基和紫外线损伤。这款先进的乳霜专
为保护和焕活肌肤而设计，能令肌肤看起来更
紧致、更年轻。 

每天在面部、颈部和前胸轻拍薄薄的-层隔离日霜 
SPF 30。 

 
 
 
 
 
 
 
 
 

焕活晚霜 
(Revitalizing Night 

Cream) 

创新的滋养乳霜，可全面补水并呵护肌肤，适
合各种类型的肌肤。含有乙醇酸，可促进细胞修
复再生、焕发光彩并富有弹性。玫瑰干细胞能
积极修复肌肤并令肌肤均匀无暇。 

夜间清洁肌肤并在面部和颈部涂上薄薄的-层。按
摩直至吸收。 

 
 
 
 
 
 
 
 

修复眼霜 
(Restoring Eye Cream) 

这种独特的配方能促进眼睛周围的血液循环，
减轻眼袋和黑眼圈。这款卓有奇效的乳霜能显著
减少细纹，令 
肌肤在一夜好眠之后看起来更清爽、更年轻。 

轻轻涂抹于眼睛周围。拍打直至吸收。 

 
 
 
 
 
 
 
 

滋养乳霜 
(Nourishing Cream) 

创新配方利用古朴阿苏果油和玉米花提取物增强
皮肤的再生能力，滋养、补水、保护肌肤。这款
独特的乳霜能改善肤色，令肌肤富有弹性，焕
发⻘青春健康光彩。 

夜间洗净皮肤后，在面部、颈部和前胸涂上薄薄的-
层。按摩直至吸收。 

 
 
 
 
 
 
 
 

至臻防护精华  
(Absolute Defense) 

这种不可思议的先进精华素能令肌肤重现活力，
增强肌肤天然防御屏障，直接影响并保护细胞
脱氧核糖核酸 (DNA)。基于最新推出也最具创
新意义的端粒抗老因子 (Telosense) 活性成分，
这款精华素有助于细胞保持年轻健康状态、保
护细胞的活力和功能、保持肌肤⻘青春永驻。 

以向上打圈的手法轻柔地按摩，令精华液被面部、颈
部和前胸吸收。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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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尊精华素 
(Serum Supreme) 

独特的排毒配方能有效集中保护肌肤免受环境压力的影响。
这款精华液中含有排毒活性多肽，可防止外源性皮肤老化
并减少早衰迹象，令肌肤展现健康⻘青春光芒。 

每日清洁后涂抹于面部与颈部。均匀按摩直
至吸收。接下来使用我们推荐的日霜。 

 
 
 
 
 
 
 
 
 
 

美肤面膜 
(Beauty Mask) 

这款具有安抚滋养功效的丰盈面膜汇聚有高浓度古朴阿
苏果油和亚麻籽萃取精华。其丰润质地旨在防护肌肤，
令肌肤健康、弹滑，重现活力。 

用手指或刷子将美容面膜涂抹于整个脸部和
前胸，直到形成一层膜。静待 7 至 10 分钟。
面膜不会在肌肤上变干。使用一次性海绵和
温水冲洗。 

 
 
 
 
 
 
 
 
 
 
 
 

亮采磨砂霜 
(Illuminating 
Gommage) 

有效的去角质乳霜，能够净化肌肤，吸收并扫去更深层
的杂质。亮采磨砂霜中含有欧芹提取物，是净化 
并排毒的理想之选，能去除死皮细胞并预防环境损伤。
专为达到焕肤新生护理最佳效果而设计。 

将亮采磨砂霜均匀涂抹在脸上，下巴 
下方部位，如有需要，还可涂抹于前胸。在
脸上停留 3 至 4 分钟并以划圈按摩的手法
抹去。使用湿布擦净除残留物。 

 
 
 
 
 
 
 
 
 
 
 

 
缪斯 (Muse) 细胞防护安瓿精华 

日间安瓿精华 
(Day Ampoule) 

安瓿精华护理能令肌肤焕发活力并达到平衡状态。以独
一无二的先进成分，排毒多肽和高山玫瑰干细胞提供至尊
焕活和补水功效，令肌肤质地看起来更加年轻。 

按照瓶盖内部的图示 
使用附赠的安瓿精华开瓶器将安瓿精华从
颈部折断。彻底清洁皮肤之后，以打圈按摩
的手法将精华素涂抹于面部、颈部和前胸直
至精华素被 
完全吸收。接下来使用适当的乳霜。建议 5 
天为一个疗程，每 3 个月，即一个季度一
次。 
说明：我们推荐您将剩下安瓿精华用于您
的手背。 
* 由于护理方案需要各产品与其他产品完美
配合，请务必将整个产品系列与安瓿精华
配合使用， 
以确保最佳结果。 
请将缪斯 (Muse) 细胞防护安瓿精华与其
他供家庭使用的产品配合使用。 

 
 
 
 
 
 
 
 
 
 
 
 
 
 

夜间安瓿精华 
(Night Ampoule) 

这种高效奢养护理能为肌肤提供精华营养，令肌肤活力
充沛。使用端粒抗衰老因子 (Telosense) 活性成分和珍稀
海洋藻类萃取精华加速皮肤的天然修复再生过程并恢复
其活力状态。肌肤清爽、亮白如初。 

 
 
 
 
 
 
 
 
 
 

缪斯 (Muse) 

 
缪斯 (Muse) 身体护理产品 

魔力身体乳霜 
(Enchanting 
Body Cream) 

创新性的身体乳霜，质地轻薄易吸收，能帮助肌肤保持整日
水润。令肌肤更光滑、更健康，并可散发幽香。 

请大量涂抹于干燥肌肤之上。按摩直至完全
吸收。如有需要可再次涂抹。 
说明：建议在夜间沐浴之后使用。 

 
 
 
 
 
 
 
 

焕活身体护理油  
(Rejuvenating 

Body Oil) 

独特柔和配方，质地轻薄，能完全融入肌肤、锁住水分和精
华营养成分。焕活身体护理油令肌肤如丝般柔滑，焕发光
彩。 
缪斯身体护理油也适合作为舒缓按摩油使用。 

可大量涂抹于身体上。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
收。焕活身体护理油也适合作为舒缓按摩油
使用。说明：建议在夜间沐浴之后使用。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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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斯 (Muse) 身体护理产品 

魔力身体乳霜 
(Enchanting 
Body Cream) 

创新性的身体乳霜，质地轻薄易吸收，能帮助肌肤保持整日
水润。令肌肤更光滑、更健康，并可散发幽香。 

请大量涂抹于干燥肌肤之上。按摩直至完全
吸收。如有需要可再次涂抹。 
说明：建议在夜间沐浴之后使用。 

 
 
 
 
 
 
 
 

焕活身体护理油  
(Rejuvenating 

Body Oil) 

独特柔和配方，质地轻薄，能完全融入肌肤、锁住水分和精
华营养成分。焕活身体护理油令肌肤如丝般柔滑，焕发光
彩。 
缪斯身体护理油也适合作为舒缓按摩油使用。 

可大量涂抹于身体上。轻轻按摩直至完全吸
收。焕活身体护理油也适合作为舒缓按摩油
使用。说明：建议在夜间沐浴之后使用。 

 
 
 
 
 
 
 
 
 
 

缪斯 (M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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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轻松，心情轻松

压力造成肌肤损害的反应链：

    焦虑、药物

    和化妆品等

造成更大的压力

皮肤表皮层受损，

如透皮水分流失、

胶原蛋白耗竭等

    自然防御系统
疲惫不堪，如免疫
系统、正常的细胞
功能、组织水分等

 内在和外在压力

肌肤出现不舒适症状，

 如：发痒、发炎等

外在看得见的症状，

如皮肤发红、缺水、

 过早老化等

肌肤问题
        

       Unstress 是 Christina 针对受压力影响肌肤而推出的天然活肤系列产品，由世界知名科学家 Christina 

公司及其经验丰富的美容师团队共同开发。Unstress 系列产品可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效果，其秘密就在于

我们将一种具有突破性的护理方式与高活性剂按照细心安排的最优比例进行独特结合，这两者共同作用

为受压力影响而造成的肌肤损伤提供预防、护理和舒缓功效。

大多数人都了解压力对我们日常生活和情绪稳定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并应对压力对我们脆弱的

肌肤所产生的内在和表面的影响。包括紫外线、吸烟、营养不良和用药等在内的环境或行为因素及内分泌

失调、个体创伤等内在因素而造成的压力打破了肌肤的自然防御，免疫系统失调，正常的细胞功能和肌肤

水分超负荷运转以应对压力，基本的皮肤保护被忽略，这使得肌肤容易出现系统紊乱、组织缺水或透皮水

分流失（TEWL）、角质层保水能力有限、胶原蛋白耗竭和弹力蛋白减少等问题。在链式反应中，这种内

在的损害会造成肌肤不适，还会经常带来难看的外在皮肤问题，如刺激、发痒、发炎、浮肿、皮脂分泌过

多、湿疹、敏感、肌肤出现缺水和皱纹、肤色暗沉以及肌肤提前老化等。药物、化妆品、不合适的局部治

疗以及个人情绪烦乱等因素使皮肤承受更多的内在和外在压力，这种恶性循环使肌肤压力状况更为恶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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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ress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保护肌肤远离造成压力的紫外线和环境污染

• 修复和保护肌肤的自然水合作用和水分

• 注入强抗氧化因子，保护肌肤避免自由基所造成的压力

• 缓解肌肤的刺激、发痒和浮肿症状

• 舒缓和镇静受压力影响的肌肤，包括敏感的眼部和颈部区域

• 减少皱纹出现

• 使肌肤紧致、恢复活力

Unstress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将造成 DNA 损伤的氧化过激减少73%

• 保护44%的脂类细胞避免预氧化

• 将具有氧化作用的 UVA 辐射减少137%

• 改善 DNA 保护和细胞功能以加强肌肤的自然免疫防御功能

• 重塑组织细胞

• 刺激细胞再生

• 有助于受压力影响的肌肤恢复活力和平衡

• 防止肌肤过早老化

• 提高胶原蛋白生物合成作用

• 提高压力受损肌肤问题的其他治疗方法的功效

• 肌肤弹性可提高38%

• 皱纹出现可减少38%

我们的解决方案 

另外我们的产品还采用多剂量的修复因子来治疗因
不可避免的环境和个人压力等因素而造成的内在和外在
肌肤损伤。针对肌肤过早老化所带来的令人不愉快的
后果，Christina 的胶原-弹力修复和深层补水保湿霜可
帮助肌肤呈现光滑和舒缓，缓解压力。作为一个决定性
的抗压机制，我们所采用的先进的抗发炎、舒缓和镇静
因子可缓解肌肤压力，避免出现受压力影响而造成的症
状。我们所提供的 Unstress 系列产品针对链式反应中
的每个阶段，有助于制止因压力影响而造成肌肤损伤的
恶性循环。

多种最先进的成分有力结合、相互协作可预防、控制、降低和处理因压力造成的肌肤损害。独特结
合和大剂量的高活性因子（具体信息请见下页的“Unstress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可提供 DNA 和细
胞膜保护。它们可加强身体的自然免疫系统和细胞的防御功能，可减少肌肤因压力影响而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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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ress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Unstress 系列产品与其他 Christina 系列产品一样，是由世界知名科学家在预防肌肤压力和修复方面

所取得的最新科技成果与 Christina 及其经验丰富的美容师团队相结合而研发出的产品。

       Unstress 系列产品通过一种全面的方式来预防、治疗和舒缓因压力影响而造成的肌肤损害，产生前所

未有的效果，其背后所蕴涵的秘密在于该系列产品将多种高效活性因子依照高浓度和精心安排的比例进行

独特结合，从而打断受压力影响肌肤的链式反应和恶性循环。

1. DNA保护和免疫系统增强因子从核心来防止压力给肌肤造成的损伤

        我们的肌肤不断地暴露于多种有害环境中，如紫外线和可见光以及臭氧、可产生活性氧的电离辐射等

空气污染等。因肌肤刺激而产生的炎症是受压力影响肌肤问题的一种常见症状，它也可以增加活性氧（

ROS ）。而活性氧会造成 DNA 损害、蛋白质羰基化、线粒体损伤、细胞膜的过氧化反应等，这些都会给

受压力影响的肌肤带来上面所描述的后果。

环境

Unstress 系列产品包含数种深层渗透的强效抗氧化剂，如强效抗氧化多肽,
这种抗氧化剂通过提高抗氧化防御、保护细胞完整性和防止肌肤的过早老
化来保护所有的细胞区域抵御活性氧。

        简单的说，这种深层渗透的强效抗氧化多肽可增强 DNA 保护和细胞功能，从而加强肌肤的自然防御，

并尽量减少因受压力影响而造成的肌肤损害。  

        同样，可保护 DNA 的海藻抗氧化剂 Venuceane 可增强肌肤隔壁，改善肌肤水分、角质细胞结合或表

皮层皮膜组织。它通过刺激角质层结构性脂类的生成来保持和加强肌肤的自然物理和生化防御。

使用 Unstress 产品56天之后，角质细胞水合状态的电子显微图

       控制               抗氧化剂 Venuceane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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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stress 系列产品包含下列高活性因子可将受压力影响而造成的表皮层
 损伤降至最低：

• 控制透皮水分流失

• 保持角质层细胞间粘附，从而保护肌肤细胞

• 重建肌肤壁隔

       

这些具有保护 DNA、增强免疫系统和提高细胞功能的抗氧化肽分子、海藻和益生因子等经过独特结
合，共同作用从而令人信服地将肌肤遭受环境或个人压力影响而造成的肌肤损害降至最低。 

    

        Omega-3 和 Omega-6 –这两种脂肪酸可滋养肌肤、抗衰老并可促进肌肤再生。

    

Ex-vppo 肌肤，伤口实验
六元肽：1%
样本培育：72个小时
治疗：一次
A：未经治疗的人类 ex-vivo 肌肤
B：经过治疗的人类 ex-vivo 肌肤样本

六元肽就像一个可溶性信使，可迅速激发细胞的再生过程。

与未经处理的肌肤相比，六元肽可带来完整的“快速”表
皮再生过程。

我们同样也观察到了真皮的良好修复。

神经酰胺（Ceramides）- 神经酰胺约占细胞脂类物质的40%，对角质层的结构和质量发挥着重要

作用。神经酰胺可控制数个核心生理机能，这些机能可将下列受压力影响造成的肌肤损伤降至最低：

神经酰胺可修复和重建表皮层脂质壁隔，将透皮水分流失降至最低，深层滋养肌肤，从而令人信

服地减少环境和个人压力对肌肤所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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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花奶（Frangipani milk）- 缓解肌肤刺激，对出现恶化、水肿的肌肤具有镇静效果。

     

• 排毒和清洁 - 消除或尽量减少肌肤损害，使肌肤进入接受最佳护理的健康状态 
• 通过加强内在的自然健康肌肤功能来进一步保护肌肤远离损害
• 从内外皮肤层来治疗受压力影响的肌肤问题
• 镇静和舒缓症状性肌肤刺激
• 尽量减少压力对肌肤的损害，使肌肤呈现更为健康的肤色，为顾客提供美容院和家里的面部护理体验。

 IL-1 和 PGE2 的抑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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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达到1%时，金丝桃萃取可大大抑制 PGE2 的生成。

3.Unstress系列产品采用下列具有高效舒缓、镇静和减少肌肤发红功效的元素，

这些元素经过独特结合可针对和改变受压力影响而造成的肌肤症状：

 抗氧化剂 Venuceane 和黄瓜萃取 – 舒缓和镇静受刺激肌肤，强力缓解和减少肌肤发痒、发炎。

金丝桃萃取（Hypericum Perforatum） - 金丝桃萃取是一种高品质标准植物萃取，具有良好的抗发

炎和杀菌功效。它可抑制 IL-1 和 PGE2 等可造成过度炎症物质的产生，同时还可舒缓受刺激的肌肤并减

少肌肤呈现症状性红色。

我们无法阻止环境伤害和个人情绪给肌肤带来的压力影响，但我们可以打破使肌肤问题更为恶化的链

式反应和恶性循环。我们可以通过使用 Christina 的 Unstress 美容院和家用系列产品来尽量降低压力对肌

肤产生的伤害，这些产品含有丰富元素，具有强效、排毒等功能，可帮助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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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全效宁神精华（Total Serenity Serum）

第四步：鸡蛋花浓缩液（Frangipani Concentrate）

        你可将肌肤与这种纯净的缓压产品相结合。这种特效乳制配方富含类黄

酮和精油，可舒缓刺激，使肌肤保持长期稳定并瞬时呈现更为镇静更为均匀

的肤色。

第三步：益生菌去角质霜（Pro-Biotic Peel）

        这种强效益生菌组合可为受压力影响肌肤提供排毒和平衡功效，它主要

将多种果酸进行创新结合，可改善细胞再生，保护脆弱肌肤远离污染物、自

由基以及可造成肌肤过早老化的破坏细菌等。益生菌去角质霜富含金丝桃和

鸡蛋花萃取，可舒缓肌肤刺激，你和你的顾客将会立刻注意到一个更有光彩

更为平衡的肤色。

第二步：再生爽肤水（Revitalizing Toner）

        使用这种无皂素的温和爽肤水来清洁、镇静和平衡肌肤。这种无皂素温

和爽肤水富含乙醇酸和乳酸，可刺激细胞再生，在平衡受压力影响肌肤的同

时还可使肌肤恢复活力。它除了采用黄瓜和山金车花萃取外，还与可保持肌

肤水分和柔软的维生素 B5 相结合，清洁并舒缓受压力影响的肌肤，无刺激。

第一步：温和洁面乳（Gentle Cleansing Milk）

        柔和无皂素洁面乳可温和去除杂质和分泌过剩的油脂，富含鸡蛋花、山

金车花、金盏花及其他多种植物萃取，在清洁的同时保持肌肤的自然水分平

衡。它可使受压力影响的肌肤呈现光泽、清爽和镇静。现在你的肌肤已经做

好了接受随后使用的可深层渗透 Unstress 产品的准备。 

Unstress 系列产品

美容院用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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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效抗压结合，可改善 DNA 保护和细胞功能，从而加强肌肤的自然防御。

这款生理精华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可以舒缓和镇静已受压力

影响的肌肤，还可以滋养肌肤，并可以防止肌肤缺钙从而保护肌肤过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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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步a：舒缓按摩霜（Relaxing Massage Cream）

第九步：益生菌滋润霜（Pro-biotic Moisturizer）

        

第八步：完美补水面膜（Optimal Hydration Mask）

       

第七步：净化面膜（Clarifying Mask）

第六步b：多维精华液（Multi-Vitamin Supplement）

将多种解压和抗衰老因子经过有力结合来加强顾客的舒缓按摩效果。这
款多维精华液富含 Omega-3 和 Omega-6 脂肪酸、维生素 E 和神经酰胺，
通过平衡的水脂膜和保护性皮肤壁隔来帮助肌肤恢复天然水分水平。同时它
还富含山金车花和植物甾醇，两者相互配合来改善胶原和弹力蛋白生物合成，
提高肌肤弹性。这款奢华产品可为肌肤提供持久保护，使肌肤远离自然和环
境刺激物。

这款高活性按摩霜为你的顾客带来舒适享受，使肌肤缓解压力，呈现更
为平静的肤色。舒缓按摩霜含有透明质酸可保持肌肤水分，同时还富含碧罗
芷精华可防止缺钙，这款复合配方可舒缓保湿并提高肌肤弹性和柔性。

可为你带来排毒和放松功能。这款净化面膜采用丰富的抗氧化排毒配
方，可大大减少受压力影响肌肤的过早老化。它富含矿物质浓缩液和草本
精华，可将环境损害降至最低，并可减少炎症，镇静和提高肌肤的抗敏感
性，使肌肤呈现更为清爽舒缓、更为均匀的肤色。

这款完美补水面膜不仅可以带来舒适愉悦的感觉，还可有效预防和治
疗受环境影响和刺激的肌肤问题。这款面膜的秘密在于其富含小麦蛋白、
神经酰胺和金盏花油，可为肌肤深层补水，同时它还含有多种高效抗氧化
肽、矿物质浓缩液、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稳定剂以及 DNA 保护因子等。完
美补水面膜可激发肌肤的自然免疫保护系统，防止肌肤受压力影响而造成
的损害和肌肤过早老化，使肌肤呈现瞬时和长久的更为平静的肤色。

这款益生菌滋润霜可为肌肤提供瞬时和持久滋润和保湿，使顾客可以
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肌肤护理。复合植物配方可保护脆弱肌肤远离自然和环
境压力所造成的损害，帮助肌肤提高自身 DNA 保护功能，减少炎症，并使
肌肤呈现平衡、光泽、舒缓的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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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温和洁面乳轻轻涂抹于整个脸部和颈部。用第二步的

再生爽肤水清洁
温和清洁，不破坏肌肤的自然水分

平衡

将再生爽肤水倒在湿的化妆棉上，轻轻地擦掉第一步所

用的温和洁面乳。避开眼周区域。接下来使用第三步去

角质霜产品。

    将益生菌去角质霜均匀涂抹于整个面部，避开眼周区域，
    等待约3-5分钟。
    注意：如肌肤开始发痒或发红，请立即清除该产品。同
    时准备进行第四步鸡蛋花浓缩精华护理。在等待去角质
    霜发生功效时，准备一盆温水或冷水。按照一杯水5毫升
    （两勺）的比例加入鸡蛋花浓缩液。然后在进行第四步
    护理清除去角质霜之前用纱布将浓缩精华按摩进肌肤。

    用一块浸满浓缩液的毛巾彻底清除整个面部的去角质霜。

    可使用蒸汽。如果有需要，可进行黑头粉刺清除。剩下

    的浓缩液不要倒掉，以备于后面步骤的使用。

    轻柔地将全效宁神精华按摩于整个面部、颈部和肩部，

    缓慢将肌肤向上按摩。在继续第六步护理之前不要清除。 

      第一步：

   温和洁面乳
     Gentle
Cleansing Milk

     第二步：

   再生爽肤水
  Revitalizing
      Toner

  第三步：

    益生菌

  去角质霜
  Pro-Biotic
     Peel

      第四步：

  鸡蛋花浓缩液
  Frangipani
  Concentrate

      第五步：

 全效宁神精华
Total Serenity
     Serum

舒缓和镇静受压力影响的肌肤，为

肌肤打造一个抵御损害性污染、自

由基和细菌的保护性屏障。

改善 DNA 保护和细胞功能以保护

和加强肌肤的自然防御。减少透皮

水分流失，保持肌肤的健康水分平

衡和肤色。防止和减少刺激性炎症

和发痒。

保护肌肤水分和滋养，从细胞层来

保护肌肤，防止肌肤受环境压力影

响。

产 品    使用方法功   能产品名称

美容院护理方案简述

       这套综合护理方案专为预防和修复受压力影响肌肤而设计，一般建议护理疗程为6-10周，也可作为单次
护理使用。

      第六步a：

    舒缓按摩霜
     Relaxing
 Massage Cream

清洁、平衡和刺激肌肤细胞再生

轻柔去除角质，无刺激，可提高肌

肤的免疫防御，有助于修复肌肤紊

乱

    将舒缓按摩霜在整个面部、颈部和肩部进行按摩，并不

    时在掌心加入第六步b的多维精华液。

   第七步：

  净化面膜
 Clarifying
    Mask

    第六步b：

  多维精华液
Multi-Vitamin
 Supplement

保护肌肤避免因受压力影响而出现

过早老化。有助于肌肤角质层的聚

合，提高细胞保护角质层的质量。

刺激保护性皮肤壁障的生成。控制

透皮水分流失以改善肌肤水合作用。

富含抗氧化剂，帮助肌肤抵抗自由

基，修复肌肤的天然保湿因子，缓

解肌肤压力。

        第八步：

   完美补水面膜
    Optimal

 Hydration Mask

       第九步：

  益生菌滋润霜
    Pro-Biotic
    Moisturizer
  （SPF12）

    在第六步面部按摩护理中，不时在掌心加入多维精华液。

将净化面膜均匀涂抹于整个面部、颈部和肩部，避开眼

周区域。不要按摩。在等待约15-20分钟后，用浸满前面

剩下的鸡蛋花浓缩液的冷敷布进行清除。在等待面膜作

用的同时，我们建议使用第四步护理中的全效宁神精华

进行眼敷。

富含Omega-3脂肪酸，可提高免疫

防御活动，强化角质层，改善肌肤

水分和弹性，镇静肌肤，减少肌肤

的发红现象。

将完美补水面膜均匀涂抹于整个面部、颈部和肩部，厚

度适中。等待约10-15分钟以促进面膜的吸收。将残留的

液体进行按摩，使其渗入肌肤，带来光泽。不要进行清

洗，可立即进入第九步护理。

将益生菌滋润霜直接均匀涂抹于完美补水面膜之上。

至此，也完成了整个 Unstress 肌肤护理程序。

提高 DNA 保护和细胞功能。增强

免疫系统。防止胶原蛋白破坏和弹

力蛋白流失。保护肌肤远离光伤害。

在舒缓、镇静肌肤的同时还可提供

瞬时和长久的补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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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ress 家用系列产品简介

       这些奢华的家用产品专门用于防止、降低和改善由恶劣的日常环境、个人压力和自身激素变化所引起的

肌肤问题。每种产品富含多种高效成分，并将最先进的具有 DNA 保护和免疫系统增加效果的肽、强力抗氧化

剂以及具有深层滋养、补水和镇静功能的因子相结合，从而有助于修复细胞结构、弹性，补充水分，提高自

身防御，具有排毒、保护和抗衰老等功效。您的肌肤将呈现更为健康、均匀和平静的肤色。

每天两次应用于已清洁
肌肤。早上，与益生菌
日霜配合使用，晚上与
调理晚霜配合使用。

全效宁神精华
Total serenity
    Serum

益生菌日霜
   Pro-biotic
  Day cream
 （SPF12）

 调理晚霜
Harmonizing
night Cream

 焕彩面膜
Replenishing
     Mask

将益生菌日霜均匀涂抹
于全效宁神精华素之上，
轻柔按摩直至全部被吸
收。

将调理晚霜均匀涂抹于
清洁后的面部和肩部，
配合全效宁神精华素使
用。轻柔按摩直至被全
部吸收。

每周两次应用于已清洁
肌肤。在使用全效宁神
精华素或调理晚霜之后
使用，在面部停留一晚，
第二天早上再清洗。面
膜不会干掉。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图片

极致舒缓霜
Absolute Relaxer

每天两次将极致舒缓霜
涂抹于面部易产生皱纹
区域，包括眼周区域，
进行轻轻按摩。

 瞬间舒缓霜
Quick Performance

当肌肤出现压力影响所
造成的症状时，根据需
要将瞬间舒缓霜均匀涂
抹于整个面部。

面
部
调
理
套
装  (H

arm
onizing Face kit)

这款天然抗衰老产品可舒缓肌肤压力，消除皱纹。创新型配方专用于
抵抗、防止和掩盖个人和环境压力所造成的肌肤损害，它从内部保持
肌肤的自然防御机制，并镇静和治疗因压力影响造成肌肤过早老化而
出现的可视症状。极致舒缓霜富含透明质酸可加强肌肤的天然水合机
制。同时它还富含可深层渗透的 DNA 保护肽、胶原和弹力蛋白稳定剂、
强效抗氧化剂以及高效刺激因子等，这种突破型配方可刺激整个肌肤
结构性脂质的生成。极致舒缓霜增强肌肤天然结构，抑制透皮水分流
失，为肌肤提供持久保护。肌肤将变得更为平静，更具弹性和柔软，
并可抵抗我们所置身的这个充满压力的环境。

瞬间舒缓。瞬间舒缓霜富含多种植物萃取，可快速舒缓受压力影响
而造成的肌肤问题，如刺激、发炎、干燥、油性、发红和发痒等。
多种强效活性因子共同作用，从核心来修复这些不期望出现的肌肤
问题，它们可提高 DNA 保护和细胞功能，有助于促进角质层细胞间
脂类的再生，可减少透皮水分流失并排毒，以保护肌肤远离内在和
环境压力所造成的损害。这种强效独特配方使肌肤瞬间舒缓、光滑
和柔软。

平静的肌肤，平静的心情。这款深层益生菌精华可加强 DNA 保护和细
胞功能，努力改善肌肤的天然防御。它富含超级抗氧化剂 - 碧罗芷，
这种胶原和弹力蛋白稳定剂可强化细胞结构，防止钙缺失 , 从而使肌
肤由内到外呈现更为健康的肤色。同时全效宁神精华还富含多种天然
海藻、深层渗透抗氧化肽和包囊化透明质酸等，这些活性因子在加强
肌肤的天然水合机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款生理精华可增强肌肤
的天然免疫防御，防止肌肤受压力影响而造成的损害，使受刺激肌肤
得到滋养、治疗和舒缓。

具有保护和修复功效。这款舒缓益生菌滋润霜为脆弱肌肤提供有效的
保护屏障。它采用复合益生菌配方，富含可深层渗透的抗氧化肽，不
仅可以抵御包括日晒在内的环境压力，还可以防止受压力影响肌肤出
现的内在症状。它提高肌肤的天然 DNA 保护机制和细胞功能，帮助
重建肌肤的保护性屏障以提高肌肤的保水能力。益生菌日霜还可防止
胶原蛋白破坏和弹力蛋白流失，提高肌肤弹性和柔软，同时它所包含
的抗刺激因子可减少发炎。肌肤由内到外得到瞬间和持久的补水和保
护 –每天都可呈现舒缓、光滑的肤色。 

为你带来宁静的睡眠。这款强效抗压晚霜在你休息之时可镇静受压力
影响肌肤，重建肌肤天然防御屏障。它富含深层渗透肽因子、透明质
酸和维生素 A 醇，保护细胞间基质 , 并提高 DNA 保护、结构平衡和细
胞再生，同时还可减少和改变受压力影响而造成的肌肤损害，如肌肤
过早老化等问题。经过一晚上的强效滋养和保湿后，一个已深层滋润、
保护和镇静的肌肤将面对新一天的挑战。 

健康、宁神配方。这款焕彩面膜富含维生素 B 和金丝桃萃取等多种天
然和先进的镇静、赋活因子，它们在整个晚上相互配合，可促进受损
组织的再生，治疗肌肤的发炎和发红问题，并提高肌肤对受压力影响
所造成损害的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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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晚各一次，将小
量浓缩精华轻轻拍打于
已清洁的颈部和眼周区
域。早上，先使用益生
菌眼部和颈部日霜后再
使用该产品。晚上先使
用调理眼部和颈部晚霜
后再使用该产品。

具有直接缓压功能。这款富含抗氧化剂的奢华配方可为敏感的颈部和
眼周区域提供很好的保护，深层渗透的二肽-4可提高 DNA 保护和细胞
功能，防止胶原和弹力蛋白的进一步破坏。益生菌眼部和颈部浓缩精
华还富含透明质配、黄瓜萃取和海藻等成分，可滋养并保护脆弱肌肤
远离造成肌肤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素，另外它所包含的高效益生
菌因子可进一步减少肌肤受压力影响而出现的异常，使肌肤呈现平静、
匀称和光滑的肤色。

眼部和颈部
 浓缩精华
Eye & Neck
concentrate

    益生菌
眼部和颈部
     日霜
 Pro-Biotic
Eye & Neck
 Day cream
  (SPF12)

      调理
眼部和颈部
      晚霜
Harmonizing
Eye & Neck
Night Cream

舒缓光滑。这款益生菌日霜可抵抗紫外线、天气和日益增多的污染物
等环境因素对脆弱的眼部和颈部区域所造成的损害，为肌肤提供一整
天的瞬时和持久保湿效果，显著改善受压力影响而造成的肌肤发炎、
发红和过早老化等症状。这种深层渗透、富含抗氧化配方可防止 DNA
损害，延缓肌肤衰老，使肌肤呈现光彩和平静肤色。

可为肌肤提供整晚滋养。调理眼部和颈部晚霜富含可深层渗透的 DNA
保护肽、胶原和弹力蛋白稳定剂、强效抗氧化剂和维生素A醇，可修
复肌肤的天然防御屏障、防止和改变受压力影响而造成的肌肤损害。
这种突破型配方刺激整个肌肤的结构性脂类再生，增加天然结构，抑
制透皮水分流失，为肌肤提供持久的抗压力和抗衰老保护。

每天早上将该日霜用向
上的方式均匀涂抹于已
清洁的颈部和眼周区域。

每天晚上将该晚霜用向
上的方式均匀涂抹于已
清洁的颈部和眼周区域。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图片

舒缓洁面泡沫
    Comfort 
  Cleansing
    Mousse

提供从未有过的清爽感觉！这款无刺激、无皂素洁面泡沫舒缓受刺激
肌肤，保持肌肤的天然水分水平，在清洁其他对肌肤产生压力影响的
杂质的同时，还可轻柔去除化妆品残留。

将洁面泡沫在整个面部
轻柔按摩，然后清洗。

温和洁面乳
   Gentle
Cleansing
     Milk

一步即可完成清洁和舒缓。这款温和无皂素洁面乳可轻柔去除杂质和
过多分泌的油脂。它富含植物萃取，可保持肌肤的天然水分平衡，减
少肌肤干燥，使肌肤呈现令人难以置信的清爽、镇静肤色。

在整个面部和颈部轻柔
按摩，使用平衡舒缓爽
肤水进行清洁。

平衡舒缓爽肤水
Stabilizing Toner

平衡舒缓。这款温和配方富含维生素 B5，在清洁、镇静和稳定受压
力影响肌肤的同时，还可使肌肤保持水分和柔软。

将爽肤水倒在化妆棉上
使用。 

益
生
菌
眼
部
和
颈
部
护
理
套
装 (P

ro-B
iotic E

ye and neck K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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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tina 的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为面部、颈部和肩部提供活肤护理，美容院和家用护理可进行完美

结合，同时这一系列产品还采用独特的抗衰老生物肽配方从多个角度和皮肤层来防止和治疗肌肤衰老症状。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通过模仿年轻肌肤自然产生的蛋白质的特征来延缓肌肤衰老。

即使最美丽的事物也需要修饰

肌肤问题
        皱纹和表情纹是公认的肌肤衰老标志之一。多种内在和外在因素可造成肌肤的衰老，内在因素包括年

龄、胶原蛋白增多弹力蛋白减少而造成的肌肤松弛、可形成表情纹的肌肉活动、天然水分流失、自由基、

饮食及其他多种因素，压力、疾病、疲劳和荷尔蒙分泌失调也能对肌肤产生影响。外在因素则包括气候变

化、使用不合适产品、吸烟、饮酒、忽略肌肤护理、暴晒以及自由基增多等，这些因素对也肌肤产生巨大

影响。

        当我们将年轻肌肤与年老肌肤由内到外进行比较时，我们会清楚看到这些因素对肌肤所产生的一系列

症状……

我们的解决方案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舒缓、紧致肌肤
• 加强肌肤保湿
• 滋润配方使肌肤柔软富有光泽
• 为肌肤提供维生素，具有活肤功效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加强肌肤保湿
• 修复细胞
• 增强细胞生长和分化
• 增厚角质层，提高颗粒层，改善肌肤的总体质量

    Forever Young 系列抗衰老产品采用了五种最先进的强效活性因子 – 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ETF乙酰基五胜肽 (Epidermal Thymic Factor Acetyl Pentapeptide)、纤维粘连

蛋白仿生肽(Fibronectin Biomimetic Peptide, FBP)、MDM  氨基酸(Melanstatine DM Amino Acid)和

Phytocohesine PSP，这些活性因子与多种具有强效抗衰老功效的传统活性因子相结合，深层渗透肌肤，

尽量减少表面皱纹的生成和出现，舒缓面部表情纹，紧致和提升肌肤，使肌肤呈现更为持久的年轻和水

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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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tina 的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为面部、颈部和肩部提供活肤护理，美容院和家用护理可进行完美

结合，同时这一系列产品还采用独特的抗衰老生物肽配方从多个角度和皮肤层来防止和治疗肌肤衰老症状。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通过模仿年轻肌肤自然产生的蛋白质的特征来延缓肌肤衰老。

即使最美丽的事物也需要修饰

肌肤问题
        皱纹和表情纹是公认的肌肤衰老标志之一。多种内在和外在因素可造成肌肤的衰老，内在因素包括年

龄、胶原蛋白增多弹力蛋白减少而造成的肌肤松弛、可形成表情纹的肌肉活动、天然水分流失、自由基、

饮食及其他多种因素，压力、疾病、疲劳和荷尔蒙分泌失调也能对肌肤产生影响。外在因素则包括气候变

化、使用不合适产品、吸烟、饮酒、忽略肌肤护理、暴晒以及自由基增多等，这些因素对也肌肤产生巨大

影响。

        当我们将年轻肌肤与年老肌肤由内到外进行比较时，我们会清楚看到这些因素对肌肤所产生的一系列

症状……

我们的解决方案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舒缓、紧致肌肤
• 加强肌肤保湿
• 滋润配方使肌肤柔软富有光泽
• 为肌肤提供维生素，具有活肤功效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加强肌肤保湿
• 修复细胞
• 增强细胞生长和分化
• 增厚角质层，提高颗粒层，改善肌肤的总体质量

    Forever Young 系列抗衰老产品采用了五种最先进的强效活性因子 – 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EGF）、ETF乙酰基五胜肽 (Epidermal Thymic Factor Acetyl Pentapeptide)、纤维粘连

蛋白仿生肽(Fibronectin Biomimetic Peptide, FBP)、MDM  氨基酸(Melanstatine DM Amino Acid)和

Phytocohesine PSP，这些活性因子与多种具有强效抗衰老功效的传统活性因子相结合，深层渗透肌肤，

尽量减少表面皱纹的生成和出现，舒缓面部表情纹，紧致和提升肌肤，使肌肤呈现更为持久的年轻和水

嫩。

第一步：净肤洁面啫喱（Purifying Gel）

第二步：软化角质美容液（Exfoliate Infra-Peel Lotion）

第三步：红酒去角质霜（Red Wine Peel）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
美容院产品

Forever Young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所包含的超小活性成分（不超过1000道尔顿）可有效渗透肌肤，抑制或增

强真皮层和表皮层活动，可为肌肤带来显著效果。蛋白质完全由可产生所期待反应的活性部分构成。

Christina 系列产品所含的仿生多肽并不是从现有蛋白质中提取而是在实验室中人工合成。这个实验室

采用先进的排序机器将氨基酸进行特殊排列以获得更小的多肽因子，从而更好地渗入肌肤。通过这种仿

生程序来分离相关多肽分子的副作用可消除天然“粘附”因素所造成的不期望发生的行为，从而保持所

期望发生行为的纯净性、纯粹性和无干扰性。

这些分子可深层渗透肌肤，通过加强肌肤的天然修复功能、加强肌肤的保护性组织机能并重建因衰老

而失去的组织来延缓和改善环境、荷尔蒙、生物和压力影响所造成的肌肤损害。

包括蛋白质、海洋提取白蛋白、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抗氧化剂、鞣酸、滋润因子、果酸和

草本植物萃取等在内的可保护肌肤的植物和其他基础元素可刺激细胞再生和修复。

无油、不含酒精的净肤洁面啫喱采用肥皂草、皂树萃取等天然活性成

分来温和彻底清洁肌肤，可清除普通和防水型化妆品、环境污染和油脂残

留。这种富含鞣酸配方紧致肌肤，使肌肤从使用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的

第一刻起即可得到紧致和提升。

软化角质美容液富含 8% 的果酸、乙醇酸、乳酸及肥皂草和皂树等天

然肥皂，使肌肤做好接受去角质护理的准备。这种独特配方打开肌肤毛孔，

以确保肌肤更好地吸收随后所使用的护理产品的活性成分。

红酒去角质霜富含果酸，并与抑制黑色素和亮肤因子、维生素以及天

然植物萃取进行创新结合，使暗淡、无光彩的肌肤恢复光泽。这种先进配

方刺激血液循环，为细胞提供丰富的氧分，从而修复肌肤的胶原和弹力蛋

白，提高肌肤弹性，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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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焕颜面膜（Regenerating Under Mask） 

第五步：提升粉和紧致精华（Bio-lifting Powder y Bio-Firming Serum） 

第六步a：亮肤滋润面膜（Radiance Moisturizing Mask）

第六步b ：活效紧致海藻面膜（Active Firming Algae Mask）

修复眼膜（任选）（Anti-Puff Eye Mask）

第七步： 全效焕颜精华（Total Renewal Serum） 

第八步：保湿日霜（SPF40）（Hydra-Protective Day Cream）

焕颜面膜包含羊奶、牛奶和杏仁奶，并富含植物甾醇和生长因子来

紧致和滋润肌肤。创新型成分可提高细胞的新陈代谢活动和膨压，补充水

分和创造压力来从内部平整皱纹，从而使肌肤更为紧致、更为年轻。这款

面膜是第五步护理（肌肤提升霜和紧致精华）的基础，它还富含促进细胞

活化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和表皮生长因子。

紧致精华富含具有紧肤功效的野生麝香草、羽扁豆、海藻和水解小

麦蛋白，同时还富含类黄酮、ETF 乙酰基五胜肽 -1、表皮生长因子等成

分可刺激角蛋白和聚集蛋白的合成，加强肌肤防御机能，并舒缓肌肤。

这种创新型两部分配方可同时配合使用，以支持肌肤内的去角质过程，

并提供持久的紧致效果。紧致精华将结构性蛋白、白蛋白、天然果糖、

胆固醇、多肽等成分相结合来为肌肤提供多重抗衰老功效。

这款不含油的透明亮肤滋润面膜为肌肤提供最大程度的补水，使肌

肤充满维生素 A, C 和 K，它还含有β- 胡萝卜素可提高抗氧化光保护。

亮肤滋润面膜富含 5 种先进的浓缩仿生肽可保护和改变肌肤的衰老：ETF
乙酰基五胜肽 -1 可提高角蛋白和聚集蛋白的合成；表皮生长因子可刺激

表皮生长和活肤；纤维粘连蛋白仿生肽主要加强细胞粘合和表皮修复 ;

DDM 主要抑制黑色素变色；而 Phytocohesine PSP 则主要为肌肤补充水

分并保护细胞壁障的再生。

创新型活效紧致海藻面膜刺激细胞活力、修复紧致组织，并保持表

皮水分平衡。这种先进的配方富含螺旋藻及多种强效氨基酸和蛋白质，

使肌肤清爽、柔软，呈现更为年轻的肤色。

这款眼膜富含独特的眼部提升活性分子，可专门用于护理敏感的眼

周区域。海洋胶原蛋白可舒缓皱纹、紧致肌肤和减少浮肿，米散粉和藻

胶共同作用可形成细胞粘合的软膜，增强细胞抵抗杂质和环境污染的天

然壁障。

这款先进的、补水达到 80% 的浓缩精华可缓慢渗透到肌肤的细胞层
以发挥最大最持久的作用和活肤功效。全效焕颜精华采用创新型配方，
富含可提高角蛋白和聚集蛋白合成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 -1 以及可刺激
表皮生长和活肤的表皮生长因子，另外它所含有的甘油成分可温和滋润
肌肤，有机硅聚物 -11 可填充皱纹，反应在肌肤表面上则是肌肤瞬间变得
更为光滑和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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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水分平衡。这种先进的配方富含螺旋藻及多种强效氨基酸和蛋白质，

使肌肤清爽、柔软，呈现更为年轻的肤色。

这款眼膜富含独特的眼部提升活性分子，可专门用于护理敏感的眼

周区域。海洋胶原蛋白可舒缓皱纹、紧致肌肤和减少浮肿，米散粉和藻

胶共同作用可形成细胞粘合的软膜，增强细胞抵抗杂质和环境污染的天

然壁障。

这款先进的、补水达到 80% 的浓缩精华可缓慢渗透到肌肤的细胞层
以发挥最大最持久的作用和活肤功效。全效焕颜精华采用创新型配方，
富含可提高角蛋白和聚集蛋白合成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 -1 以及可刺激
表皮生长和活肤的表皮生长因子，另外它所含有的甘油成分可温和滋润
肌肤，有机硅聚物 -11 可填充皱纹，反应在肌肤表面上则是肌肤瞬间变得
更为光滑和平整。

这款保湿日霜为肌肤提供持久保湿效果，不会造成肌肤负担或堵塞

毛孔，不会刺激粉刺产生，它融合了独特高效的 SPF 和 UVA/UVB 过滤

分子和先进的肌肤细胞修复因子，保护肌肤远离日晒和自由基 , 减少和防

止肌肤出现衰老症状。这款保湿日霜还富含多种强效活性成分，如可提高

角蛋白和聚集蛋白合成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 -1 和可刺激表皮生长和活肤

的表皮生长因子，它们互相配合为肌肤带来最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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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净肤洁面啫喱（Purifying Gel）

第二步：软化角质美容液（Exfoliate Infra-Peel Lotion）

第三步：红酒去角质霜（Red Wine Peel）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
美容院产品

Forever Young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所包含的超小活性成分（不超过1000道尔顿）可有效渗透肌肤，抑制或增

强真皮层和表皮层活动，可为肌肤带来显著效果。蛋白质完全由可产生所期待反应的活性部分构成。

Christina 系列产品所含的仿生多肽并不是从现有蛋白质中提取而是在实验室中人工合成。这个实验室

采用先进的排序机器将氨基酸进行特殊排列以获得更小的多肽因子，从而更好地渗入肌肤。通过这种仿

生程序来分离相关多肽分子的副作用可消除天然“粘附”因素所造成的不期望发生的行为，从而保持所

期望发生行为的纯净性、纯粹性和无干扰性。

这些分子可深层渗透肌肤，通过加强肌肤的天然修复功能、加强肌肤的保护性组织机能并重建因衰老

而失去的组织来延缓和改善环境、荷尔蒙、生物和压力影响所造成的肌肤损害。

包括蛋白质、海洋提取白蛋白、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抗氧化剂、鞣酸、滋润因子、果酸和

草本植物萃取等在内的可保护肌肤的植物和其他基础元素可刺激细胞再生和修复。

无油、不含酒精的净肤洁面啫喱采用肥皂草、皂树萃取等天然活性成

分来温和彻底清洁肌肤，可清除普通和防水型化妆品、环境污染和油脂残

留。这种富含鞣酸配方紧致肌肤，使肌肤从使用 Forever Young 系列产品的

第一刻起即可得到紧致和提升。

软化角质美容液富含 8% 的果酸、乙醇酸、乳酸及肥皂草和皂树等天

然肥皂，使肌肤做好接受去角质护理的准备。这种独特配方打开肌肤毛孔，

以确保肌肤更好地吸收随后所使用的护理产品的活性成分。

红酒去角质霜富含果酸，并与抑制黑色素和亮肤因子、维生素以及天

然植物萃取进行创新结合，使暗淡、无光彩的肌肤恢复光泽。这种先进配

方刺激血液循环，为细胞提供丰富的氧分，从而修复肌肤的胶原和弹力蛋

白，提高肌肤弹性，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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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焕颜面膜（Regenerating Under Mask） 

第五步：提升粉和紧致精华（Bio-lifting Powder y Bio-Firming Serum） 

第六步a：亮肤滋润面膜（Radiance Moisturizing Mask）

第六步b ：活效紧致海藻面膜（Active Firming Algae Mask）

修复眼膜（任选）（Anti-Puff Eye Mask）

第七步： 全效焕颜精华（Total Renewal Serum） 

第八步：保湿日霜（SPF40）（Hydra-Protective Day Cream）

焕颜面膜包含羊奶、牛奶和杏仁奶，并富含植物甾醇和生长因子来

紧致和滋润肌肤。创新型成分可提高细胞的新陈代谢活动和膨压，补充水

分和创造压力来从内部平整皱纹，从而使肌肤更为紧致、更为年轻。这款

面膜是第五步护理（肌肤提升霜和紧致精华）的基础，它还富含促进细胞

活化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和表皮生长因子。

紧致精华富含具有紧肤功效的野生麝香草、羽扁豆、海藻和水解小

麦蛋白，同时还富含类黄酮、ETF 乙酰基五胜肽 -1、表皮生长因子等成

分可刺激角蛋白和聚集蛋白的合成，加强肌肤防御机能，并舒缓肌肤。

这种创新型两部分配方可同时配合使用，以支持肌肤内的去角质过程，

并提供持久的紧致效果。紧致精华将结构性蛋白、白蛋白、天然果糖、

胆固醇、多肽等成分相结合来为肌肤提供多重抗衰老功效。

这款不含油的透明亮肤滋润面膜为肌肤提供最大程度的补水，使肌

肤充满维生素 A, C 和 K，它还含有β- 胡萝卜素可提高抗氧化光保护。

亮肤滋润面膜富含 5 种先进的浓缩仿生肽可保护和改变肌肤的衰老：ETF
乙酰基五胜肽 -1 可提高角蛋白和聚集蛋白的合成；表皮生长因子可刺激

表皮生长和活肤；纤维粘连蛋白仿生肽主要加强细胞粘合和表皮修复 ;

DDM 主要抑制黑色素变色；而 Phytocohesine PSP 则主要为肌肤补充水

分并保护细胞壁障的再生。

创新型活效紧致海藻面膜刺激细胞活力、修复紧致组织，并保持表

皮水分平衡。这种先进的配方富含螺旋藻及多种强效氨基酸和蛋白质，

使肌肤清爽、柔软，呈现更为年轻的肤色。

这款眼膜富含独特的眼部提升活性分子，可专门用于护理敏感的眼

周区域。海洋胶原蛋白可舒缓皱纹、紧致肌肤和减少浮肿，米散粉和藻

胶共同作用可形成细胞粘合的软膜，增强细胞抵抗杂质和环境污染的天

然壁障。

这款先进的、补水达到 80% 的浓缩精华可缓慢渗透到肌肤的细胞层
以发挥最大最持久的作用和活肤功效。全效焕颜精华采用创新型配方，
富含可提高角蛋白和聚集蛋白合成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 -1 以及可刺激
表皮生长和活肤的表皮生长因子，另外它所含有的甘油成分可温和滋润
肌肤，有机硅聚物 -11 可填充皱纹，反应在肌肤表面上则是肌肤瞬间变得
更为光滑和平整。

这款保湿日霜为肌肤提供持久保湿效果，不会造成肌肤负担或堵塞

毛孔，不会刺激粉刺产生，它融合了独特高效的 SPF 和 UVA/UVB 过滤

分子和先进的肌肤细胞修复因子，保护肌肤远离日晒和自由基 , 减少和防

止肌肤出现衰老症状。这款保湿日霜还富含多种强效活性成分，如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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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肌肤出现衰老症状。这款保湿日霜还富含多种强效活性成分，如可提高

角蛋白和聚集蛋白合成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 -1 和可刺激表皮生长和活肤

的表皮生长因子，它们互相配合为肌肤带来最大的效果。

第四步：焕颜面膜（Regenerating Under Mask） 

第五步：提升粉和紧致精华（Bio-lifting Powder y Bio-Firming Serum） 

第六步a：亮肤滋润面膜（Radiance Moisturizing Mask）

第六步b ：活效紧致海藻面膜（Active Firming Algae Mask）

修复眼膜（任选）（Anti-Puff Eye Mask）

第七步： 全效焕颜精华（Total Renewal Serum） 

第八步：保湿日霜（SPF40）（Hydra-Protective Day Cream）

焕颜面膜包含羊奶、牛奶和杏仁奶，并富含植物甾醇和生长因子来

紧致和滋润肌肤。创新型成分可提高细胞的新陈代谢活动和膨压，补充水

分和创造压力来从内部平整皱纹，从而使肌肤更为紧致、更为年轻。这款

面膜是第五步护理（肌肤提升霜和紧致精华）的基础，它还富含促进细胞

活化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和表皮生长因子。

紧致精华富含具有紧肤功效的野生麝香草、羽扁豆、海藻和水解小

麦蛋白，同时还富含类黄酮、ETF 乙酰基五胜肽 -1、表皮生长因子等成

分可刺激角蛋白和聚集蛋白的合成，加强肌肤防御机能，并舒缓肌肤。

这种创新型两部分配方可同时配合使用，以支持肌肤内的去角质过程，

并提供持久的紧致效果。紧致精华将结构性蛋白、白蛋白、天然果糖、

胆固醇、多肽等成分相结合来为肌肤提供多重抗衰老功效。

这款不含油的透明亮肤滋润面膜为肌肤提供最大程度的补水，使肌

肤充满维生素 A, C 和 K，它还含有β- 胡萝卜素可提高抗氧化光保护。

亮肤滋润面膜富含 5 种先进的浓缩仿生肽可保护和改变肌肤的衰老：ETF
乙酰基五胜肽 -1 可提高角蛋白和聚集蛋白的合成；表皮生长因子可刺激

表皮生长和活肤；纤维粘连蛋白仿生肽主要加强细胞粘合和表皮修复 ;

DDM 主要抑制黑色素变色；而 Phytocohesine PSP 则主要为肌肤补充水

分并保护细胞壁障的再生。

创新型活效紧致海藻面膜刺激细胞活力、修复紧致组织，并保持表

皮水分平衡。这种先进的配方富含螺旋藻及多种强效氨基酸和蛋白质，

使肌肤清爽、柔软，呈现更为年轻的肤色。

这款眼膜富含独特的眼部提升活性分子，可专门用于护理敏感的眼

周区域。海洋胶原蛋白可舒缓皱纹、紧致肌肤和减少浮肿，米散粉和藻

胶共同作用可形成细胞粘合的软膜，增强细胞抵抗杂质和环境污染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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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挥最大最持久的作用和活肤功效。全效焕颜精华采用创新型配方，
富含可提高角蛋白和聚集蛋白合成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 -1 以及可刺激
表皮生长和活肤的表皮生长因子，另外它所含有的甘油成分可温和滋润
肌肤，有机硅聚物 -11 可填充皱纹，反应在肌肤表面上则是肌肤瞬间变得
更为光滑和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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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第一步：
净肤洁面啫喱
Purifying Gel

清洁肌肤，使肌肤保持干
净、清爽和光滑。从第一
步开始紧致肌肤

用一次性湿海绵将洁面啫喱涂抹于面部，并用双手轻柔按摩直到清
除所有的化妆品残留和污垢。用温水彻底清洗。

美容院护理方案简述

  第八步：
 保湿日霜
  Hydra-
 Protective
Day Cream

     第七步： 
全效焕颜精华

   Total
   Renewal
      Serum

   第六步b ：
   修复眼膜
  Anti-Puff
  Eye  Mask

    第六步b ：
    活效紧致
    海藻面膜
Active Firming
  Algae Mask

    第六步a：
亮肤滋润面膜
  Radiance
 Moisturizing
      Mask

    第五步：
提升粉/紧致
      精华
  Bio-lifting
 Powder/Bio-
firming Serum

    第四步：
   焕颜面膜
Regenerating
 Under Mask

     第三步：
红酒去角质霜
   Red Wine
      Peel

       第二步：
软化角质美容液
    Infra-Peel 
      Lotion

为肌肤提供持久补水和
保护，无负担，无堵塞

渗透至肌肤细胞层，以
发挥最大作用和再生功
效

舒缓皱纹，紧致肌肤，
减少浮肿

刺激细胞活力和组织更
新，平衡表皮水分

为肌肤补充水分，提供
维生素滋养

为去角质过程提供支持，
并提供持久紧致效果

紧致和滋润肌肤

去角质，亮肤

为肌肤进行去角质做准备

将保湿日霜均匀涂抹于精华之上。轻柔按摩直至被肌肤全部吸收。

将3-5滴精华涂抹于面部、颈部和肩部。轻柔按摩直到被肌肤吸收。

建议将这款面膜作为 Forever Young 美容院护理的最后一步。按
照1：3的比例（30克粉末加入90克水）将粉末与水（20度）调和，
直至呈均匀面糊状，用抹板将面膜直接涂抹在眼周区域。等待15分
钟，再揭去。

建议在第六步a亮肤滋润面膜后使用。按照1：3的比例（30克粉末
加入90克水）将粉末与水（20度）调和，直至呈均匀面糊状，用抹
板将面膜涂抹于面部、颈部和肩部。等待15分钟再揭去。随后使用
Forever Young 全效焕颜精华和保湿日霜产品。

将亮肤滋润面膜厚厚地涂抹在面部。等待5-7分钟。用手进行按摩，
与凉的按摩球进行交替按摩。用湿布清除残液。

将一勺粉末与2勺精华相调和，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包括嘴唇
和眼部区域。在此期间告诉顾客不要动，等到面膜变干。在进入第
六步a亮肤滋润面膜护理之前不要清洗。

将面膜均匀涂抹，用向上的手式进行10-15分钟按摩，加入纯净水，
继续进行5分钟的按摩球按摩，以加强护理的紧致效果，使肌肤全
部吸收。残液无需清洗，可直接进入第五步护理。

用棉签或细刷将产品均匀涂抹在需要进行护理的面部区域，避开眼
周区域。根据肌肤的敏感度和肌肤类型等待1-3分钟。用湿布进行彻
底清洁，直到麻刺感消失。然后等待2-3分钟。敏感或脆弱肌肤只需
等待1分钟。用凉一点的按摩球按摩并舒缓肌肤。

将化妆棉浸满美容液，彻底搽拭所有需要进行护理的肌肤。无需清
洗。避开眼周区域。
注意：刺激或超敏感肌肤不要使用。可用来在使用随后的面膜产品
前进行敏感测试。



57

 家用系列产品简介

       Forever Young 家用系列产品可为整个身体提供全面的抗衰老护理。所有的家用护理产品可用于补充和最大

限度提升美容院护理的效果。日常使用这些产品也可带来非凡的效果！

全效焕颜精华
   Total

   Renewal
     Serum

 保湿日霜
     Hydra
  Protective
 Day Cream
 （SPF40）

 修复晚霜
   Repairing
 Night Cream

亮肤滋润面膜
   Radiance
 Moisturizing
     Mask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我们把这种不刺激粉刺产品的配方称为“小瓶中的天堂”，因为它包含
所有可促进肌肤再生和保护的因子。这款保湿日霜为肌肤提供持久保湿
效果，不会造成肌肤负担或堵塞毛孔，不会刺激粉刺产生，它融合了独
特高效的 SPF 和 UVA/UVB 过滤分子及先进的肌肤细胞修复因子，保护
肌肤远离日晒和自由基，减少和防止肌肤出现衰老症状。

含有丰富成分不油腻的修复晚霜使肌肤经过整晚护理后焕发光彩。这种
先进配方包含从鳄梨油中萃取的植物甾醇和牛油树脂，可镇静肌肤、减
少刺激，同时它还含有维生素 A 和 E 从而带来最大的活肤效果。修复晚
霜将多种活肤因子如 EFT 因子和纤维粘连蛋白仿生肽等进行独特结合，
增加了具有肌肤修复功能的角蛋白，促进蛋白质合成，还可提高具有免
疫警惕作用的朗格罕细胞，保护肌肤远离感染

寻求极致效果？这款先进的浓缩精华可深层渗透肌肤的细胞层发挥最大
最持久作用。全效焕颜精华呈乳状，手感光滑，含80%的纯净滋润因子，
可深层渗透肌肤带来完美功效。它含有多种抗衰老活性成分：提高角蛋
白和聚集蛋白合成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可刺激表皮生长和活肤的表皮
生长因子; 增强细胞粘合和表皮修复的纤维粘连蛋白仿生肽; 抑制黑色素
变色的 DDM；以及具有补水和肌肤壁障再生功效的Phytocohesine PSP

产品 

在使用精华之后，均匀
涂抹。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全部吸收。

将修复晚霜均匀涂抹在
已清洁的面部、颈部和
肩部。轻柔按摩直到被
肌肤完全吸收。

在使用精华后将本产品
应用于已清洁肌肤，每
周两次。停留一晚，第
二天早上再进行清洗。
注意：该面膜不会干掉。

每天两次应用于已清洁
肌肤。先使用该精华，
再早晚分别与保湿日霜
和修复晚霜或亮肤滋润
面膜配合使用

  眼部精华
 Eye Zone
Treatment

再生眼部日霜
Rejuvenating
   Day Eye
     Cream
 （SPF15）

活性眼部晚霜
 Active Night
  Eye Cream

每天早晚将眼部精华均
匀涂抹在已清洁的眼周
区域。配全再生眼部日
霜或活性眼部晚霜使用。

每天在清洁肌肤之后，
将日霜均匀涂抹于眼周
区域。轻轻拍干。

每天晚上在清洁肌肤之
后，将晚霜均匀涂抹于
眼周区域。轻轻拍干。

面
部
、

颈
部
和
肩
部
护
理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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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collet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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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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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肌肤想获得美容院品质的结果和最大保湿时，可使用亮肤滋润面膜。
这款奢华、不油腻、无粉状面膜富含维生素和滋润因子，可为肌肤提供
整晚滋润，同时它还可为肌肤提供丰富的维生素A, E, C和 K 以及具有
抗氧化光保护功效的β-胡萝卜素。亮肤滋润面膜含有4种先进的浓缩仿
生肽因子，可保护和改变肌肤的衰老症状：提高角蛋白和聚集蛋白合
成、EGF 和免疫反应的 ETF；增强细胞粘合和表皮修复的纤维粘连蛋
白仿生肽；抑制黑色素变色的 DDM；以及具有补水和肌肤壁障再生功
效的 Phytocohesine PSP

眼部精华可深层渗透，减少细纹、黑眼圈和眼袋，有效防止和改善眼部
肌肤衰老并减少疲劳所产生的视觉症状。这款眼部精华采用复合配方，
富含具有抗衰老功效的生物肽，如天然活肤 EFT 因子，为脆弱的眼周
区域提供滋润、舒缓、活肤和镇静，转变肌肤的衰老过程，使肌肤显得
更为年轻

再生日霜富含牛油树脂、SPF 和先进的抗衰老因子，可迅速被肌肤吸
收，有助于眼周区域肌肤恢复活力。它还富含果仁中提取的软脂酸和 
ETF 因子，这些因子是肌肤再生领域所取得的最新科技武器

这款先进的抗衰老配方富含维生素A和含有丰富植物甾醇的鳄梨油，可
镇静肌肤、减少刺激，为眼周区域提供整晚修复。活性眼部晚霜采用
创新配方，含有丰富的 ETF 因子和纤维粘连蛋白仿生肽，增加可修复
肌肤的角蛋白，促进蛋白质合成，还可提高具有免疫警惕作用的朗格
罕细胞。晚间使用以发挥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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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护眼霜
Eye Rescue

     白滑眼膜
  Smooth Eye
       Mask

滋润洁面乳
Moisturizing
Facial Wash

纯净爽肤水
 Purifying
   Toner

温和洁面乳
    Gentle
 Cleansing
     Milk

在使用精华产品之后，
将本产品均匀涂抹。
轻柔按摩直至被肌肤
全部吸收。

清洁肌肤。每天两次将
润唇膏均匀涂抹在嘴唇
和周边区域。

每天两次将本产品用于
有细纹区域，轻轻按摩。
安全适用于脸部和眼周
区域。可与化妆品配合
使用

    冬日保湿霜
Hydra-Protective
 Winter Cream
  （SPF20）

如何应对冬日干燥的肌肤？别紧张。这款采用丰富滋润配方的保湿产
品含有独特的分子结构可锁住水分，保持肌肤在干燥冬日环境下的湿
润，远离恶劣天气所带来的损害。冬日保湿霜可被肌肤快速吸收，在
肌肤表面形成保护层，保持肌肤水分和温度。

全效修复去皱精华
    Absolute Fix
  Expression-line
   reducing serum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像光滑、性感、美丽而令人想吻的唇部可以让时光
倒流。这款不油腻轻爽润唇膏通过将多种抗衰老因子进行独特结合，
消除唇部区域的皱纹：从鳄梨和牛油树脂中萃取的植物甾醇可减少皱
纹的产生; ETF乙酰基五胜肽修复因衰老而失去的角蛋白和聚集蛋白合
成，提高肌肤免疫力；而果仁萃取则可为肌肤补充水分，消除细纹

   润唇膏
   Lip Zone
  Revitalizer
 （SPF15）

产品名称 产品

将本产品轻柔涂抹在眼周
区域。先使用本品再与再
生眼部日霜（SPF15）或
活性眼部晚霜配合使用以
获得持久效果。如想获得
瞬时紧致效果，可先使用
再生眼部日霜（SPF15）
或活性眼部晚霜，再使用
本产品。

将本品均匀涂抹在已清
洁的眼周区域。等待10
分钟，用湿的化妆棉片
清除。随后可使用再生
眼部日霜（SPF15）活
性眼部晚霜或眼部修复
眼霜产品。该产品也可
用于颈部和唇部。

将滋润洁面加温水在面
部揉搓起泡，轻柔按摩
2分钟后洗掉。

将爽肤水倒在化妆棉上，
轻柔按摩肌肤，直至污
垢和化妆品残留被清除

用温水将脸打湿，用手
指将洁面乳在整个面部
和颈部进行轻柔按摩，
随后用纯净爽肤水进行
清洗。

先进的临床成分、大豆蛋白和天然保湿因子共同配合可减少眼周区域
的浮肿，镇静和消除眼袋、提供深层补水、提高肌肤弹性。同时这款
修护眼霜还含有表皮生长因子和 ETF乙酰基五胜肽等因子，可为眼部
肌肤提供瞬时和持久效果。

这款以植物萃取为主的洁面产品温和滋润，可清洁污染、尘垢和化妆
品残留，不损伤或刺激肌肤。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皂树和肥皂草萃取，
可提高天然洁净，抵抗自由基，并开启肌肤紧致护理旅程。另外果酸
萃取具有补水和保湿功效，而乙醇酸则可温和去除死皮，使肌肤光滑、
清爽和富有光泽

本产品含有丰富成分，不含油脂，它采用创新洁面概念为你提供奢华
的洁面享受，不会刺激粉刺的产生，可保护肌肤。温和洁面乳温和无
刺激，可清除面部顽固污垢、污染和化妆品残留，为肌肤补充水分，
使肌肤柔软富有光泽。另外，它还富含可抵抗自由基的维生素 E 和 A，
它们与乙醇酸共同作用温和去除死皮细胞，使肌肤焕发光彩。

植物爽肤水使肌肤平衡完美！纯净爽肤水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因子，不
含酒精，所富含的天然皂树和肥皂草萃取可清除顽固污垢、污染、化
妆品残留和分泌过剩的油脂，而北美金缕梅则具有收敛作用。这种PH
平衡配方温和，可适应肌肤需求，使肌肤清爽、富有光泽

      功       能 使用方法

眼睛展现美丽，眼睛展现年龄，就这么简单。这款奢华眼膜可抑制细
纹和皱纹的产生。创新型白滑眼膜包括下列最先进的仿生肽因子：增
强细胞粘合和表皮修复的纤维粘连蛋白仿生肽；提高角蛋白和聚集蛋
白合成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刺激细胞重生的表皮生长因子: 治疗和
防止变色的 DDM；以及具有补水和增强肌肤壁障再生功效的
Phytocohesine PSP。同时维生素 A, B, C, E和 F 也增强了表皮和肌
肤细胞膜，保护肌肤远离光损伤，使肌肤充满抗氧化因子

先进的抗皱精华可使肌肤重现自然光泽！全效修复精华是一款安全有
效的产品，可替代肉毒杆菌毒素和其他注射型消除面部表情纹的治疗
方法。这款独特的膏状精华从多个层面发挥作用，防止肌肤出现衰老
症状，改善肌肤面貌。首先，它模仿肉毒杆菌毒素的破坏功能来逐渐
减少深的表情纹和皱纹，改善肌肤肤色。其次，它将维生素 A 和 C进
行完美融合以提高胶原蛋白合成和肌肤重生，所含的维生素 B 则可增
强仿生多肽的有效性，促进细胞粘合和表皮修复。全效修复去纹精华
还富含牛油树脂，可提高肌肤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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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角质，提供奢华享受，但更重要是使肌肤焕发活力！这款高科技
泡沫身体磨砂膏含有有益的凝颜因子，可消除干燥、衰老肌肤，呈现
充满年轻的美丽。水杨酸可修复和恢复肌肤光彩。富含抗氧化鞣酸和
多酚的红酒萃取可消除自由基，从而紧致肌肤，酒石酸可温和去除光
损伤，积雪草萃取可促进血液微循环。最大的优势? 去角质磨砂膏还
可消除令人讨厌的臀部和腿部脂肪

去角质磨砂膏
  Exfoliating
      Scrub

丝滑润肤油
Silky Touch
       Oil

丝滑润肤霜
Silky Matte
   Cream

特效滋养液
    Ultra-
Nourishing
    Lotion

将化妆棉蘸满爽肤水，
温柔涂抹在肌肤上。
每天两次，在清洁肌
肤后使用。

这款不含酒精的爽肤水可提亮、改进和恢复所有的肌肤类型，完美肌
肤的平衡过程。平衡爽肤水富含多种保湿因子、皂树和肥皂草天然肥
皂萃取，可清洁和平衡肌肤，避免肌肤过度干燥，同时它所富含的果
酸可温和去除暗淡的表皮层和污染物。平衡爽肤水还可恢复肌肤理想
的 PH 水平，使肌肤呈现光彩

平衡爽肤水
Balancing
   Toner

双层眼部卸妆液
  Dual action
     Makeup
    Remover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使用前请轻摇瓶子。
用干净的化妆棉轻柔
擦拭，直到所有化妆
品残留被清除。适用
于所有的肌肤类型

涂抹在湿润肌肤上，用
指尖按摩数分钟，温水
彻底洗净。日常使用中，
建议在使用 Forever 
Young 身体精华、润肤
油、润肤液或润肤霜等
产品之前使用

将本产品喷向身体，轻
柔按摩直到被肌肤完全
吸收。日常使用中，建
议在使用 Forever Young
身体磨砂膏和精华、润
肤液或润肤霜等产品之
后使用

美体产品简介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使肌肤紧致、光滑和充满性感，这是我们临床润肤油所提供的效果当
然它的功效远不止这些。丝滑润肤油不油腻，可被肌肤迅速吸收，并
具有令人愉快的香味，它含有营养丰富的植物浓缩液，使肌肤回复年
轻状态。本产品还含有橄榄中提取的角鲨烷、蔬菜类羊脂酸、癸酸三
甘油酯、橄榄油和 cetacuem 植物替代物等成分，可提高肌肤湿度和
弹性，使肌肤光滑、富有光泽。牛油树脂、神经酰胺-3 和维生素 A和
 E 等抗氧化因子使肌肤更为光滑。

这款具有淡淡香味的临床抗衰老特效滋养液通过采用最先进的仿生多
肽因子来改善细胞粘合、促进细胞生长和迁移、刺激微循环、加强细
胞间接触等，消除肌肤干燥和衰老。它还含有高浓度的橄榄油和橄榄
中提取的角鲨烷，可滋养和滋润肌肤。最后，特效滋养液还含有牛油
树脂和鲸蜡酯可提高肌肤弹性，甚至可以尽量消除妊娠纹。

将本产品少量涂抹于整
个身体，轻柔按摩直到
被肌肤完全吸收。日常
使用中，建议在使用
Forever Young身体磨
砂膏、精华和润肤油等
产品之后使用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的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到被
肌肤完全吸收。如需要
可重复使用。日常使用
中，建议在使用 Forever
Young 身体磨砂膏、精
华和润肤油等产品之后
使用

展示你的年龄 ... 你说的可是真的！这款哑光质地、低油性的润体霜
通过采用高层临床补水因子来模仿年轻肌肤的天然保湿因子（NMF）,
从而舒缓、紧致和转变肌肤，改善肌肤的衰老症状。丝滑润肤霜可
被肌肤迅速吸收，有淡淡香味，它含有最新的仿生多肽分子来加强
细胞粘合、生长、移动和微循环。这种创新型配方还含有丰富的丝胺
蛋白、ETF 乙酰基五胜肽 -1、牛油树脂、维生素 A 和 E 和积雪草萃
取等，具有强效的软化、平衡和抗衰老功效

这款温和、不油腻的眼部卸妆液无任何油性残留，使眼部瞬间清洁、
舒缓和滋润。它富含滋润眼霜所经常含有的成分 - 玻璃酸钠，使眼
部区域感到舒缓、滋润和无刺激。同时它所含有的黄瓜、洋甘菊和白
芷等成分可舒缓和镇静眼部肌肤，并有助于消除眼部浮肿。

   护足霜
Pampering
Foot Cream

这款质地轻盈、临床和独特的日用手部护理产品可保护手部肌肤远离
日常磨损、开裂和光损伤。它富含多种仿生多肽，可增强细胞粘合、
促进细胞生长、迁移和微循环，从基础抗击衰老，超越了传统护手霜。
牛油树脂和植物性鲛鲨烷具有滋润、滋养、软化和活肤功效，维生素
A醇则可加强细胞再生、修复晒伤，并淡化黑色素变色。特效滋润护
手霜具有淡淡香味，为正在进行的护理进行完美辅助。

特效滋润护手霜
Ultra-Hydrating
 Hand Cream
 （SPF15）

特效磨砂膏
Extra-action
    Scrub

活力须后啫喱
   Fortifying
  Aftershave
       Gel

 抗皱滋润霜
Age-Fighter
    Cream
（SPF15）

温和泡沫配方采用水杨酸、红酒萃取、抗氧化鞣酸和多酚以及酒石酸
等成分，可修复肌肤，并具有活肤功能，还可对使用本产品后的肌肤
提供保护。积雪草萃取可刺微循环，带来能量、活力和紧致功效。这
款先进的磨砂产品使用简单有效，具有干净的气味，可去除污垢和污
染物，保护肌肤远离老化和光损伤，使肌肤感觉清爽、紧致和干净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 产品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净干
燥的脚部。可多次使用。

在掌心倒上本产品，然
后涂抹在手部直至被肌
肤完全吸收。在进行长
久日晒之前再次涂抹。
建议日常使用。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将脸部打湿，再将本品
涂抹在脸上，用指尖轻
轻揉搓，然后用温水洗
净

须后将本产品涂抹于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完全吸收。随后可
使用 Forever Young 抗
皱霜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的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完全吸收。可多次
重复使用。日常使用中，
建议在 Forever Young
特效磨砂膏和活力须后
啫喱后使用

Forever Young 男士护理产品简介

扔掉你的鞋子吧！ 这款质地轻盈可被肌肤快速吸收的配方含有丰富的
牛油树脂，可软化和舒缓肌肤，其所含的除臭成分还可消除足部异味。
这款护足霜还含有桉树和茶树油，可保持足部健康，远离发红和瘙痒。
它可被肌肤迅速吸收，为足部提供舒缓、软化和清爽  - 它们值得拥有！

活力须后啫喱富含舒缓软化肌肤因子、芦荟、洋甘菊和北美金缕梅，
可净化、舒缓和护理剃须所引起的刺激。透明质酸可深层渗透来滋润
过热的肌肤。这种创新型配方鼓励细胞再生，改善肌肤肤色，使肌肤
呈现出更为年轻和健康状态。这款临床须后啫喱有着淡淡的薄荷香味，
既可作为舒缓护理产品，也可作为先进的抗衰老产品使用，使肌肤更
为年轻和健康

这款暗淡质地的护理产品采用最新 UVA 和 UVB 滤光因子，以提供最
大限度的防晒保护，同时还不会留下白色、膜状残留物。这款抗皱滋
润霜模仿年轻肌肤的修复机制来改变肌肤的衰老症状，它含有可增加
角蛋白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和有利于细胞重建的表皮生长因子。这种
最先进的质地轻盈的滋润霜可修复和保护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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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足霜
Pampering
Foot Cream

这款质地轻盈、临床和独特的日用手部护理产品可保护手部肌肤远离
日常磨损、开裂和光损伤。它富含多种仿生多肽，可增强细胞粘合、
促进细胞生长、迁移和微循环，从基础抗击衰老，超越了传统护手霜。
牛油树脂和植物性鲛鲨烷具有滋润、滋养、软化和活肤功效，维生素
A醇则可加强细胞再生、修复晒伤，并淡化黑色素变色。特效滋润护
手霜具有淡淡香味，为正在进行的护理进行完美辅助。

特效滋润护手霜
Ultra-Hydrating
 Hand Cream
 （SPF15）

特效磨砂膏
Extra-action
    Scrub

活力须后啫喱
   Fortifying
  Aftershave
       Gel

 抗皱滋润霜
Age-Fighter
    Cream
（SPF15）

温和泡沫配方采用水杨酸、红酒萃取、抗氧化鞣酸和多酚以及酒石酸
等成分，可修复肌肤，并具有活肤功能，还可对使用本产品后的肌肤
提供保护。积雪草萃取可刺微循环，带来能量、活力和紧致功效。这
款先进的磨砂产品使用简单有效，具有干净的气味，可去除污垢和污
染物，保护肌肤远离老化和光损伤，使肌肤感觉清爽、紧致和干净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 产品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净干
燥的脚部。可多次使用。

在掌心倒上本产品，然
后涂抹在手部直至被肌
肤完全吸收。在进行长
久日晒之前再次涂抹。
建议日常使用。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将脸部打湿，再将本品
涂抹在脸上，用指尖轻
轻揉搓，然后用温水洗
净

须后将本产品涂抹于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完全吸收。随后可
使用 Forever Young 抗
皱霜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的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完全吸收。可多次
重复使用。日常使用中，
建议在 Forever Young
特效磨砂膏和活力须后
啫喱后使用

Forever Young 男士护理产品简介

扔掉你的鞋子吧！ 这款质地轻盈可被肌肤快速吸收的配方含有丰富的
牛油树脂，可软化和舒缓肌肤，其所含的除臭成分还可消除足部异味。
这款护足霜还含有桉树和茶树油，可保持足部健康，远离发红和瘙痒。
它可被肌肤迅速吸收，为足部提供舒缓、软化和清爽  - 它们值得拥有！

活力须后啫喱富含舒缓软化肌肤因子、芦荟、洋甘菊和北美金缕梅，
可净化、舒缓和护理剃须所引起的刺激。透明质酸可深层渗透来滋润
过热的肌肤。这种创新型配方鼓励细胞再生，改善肌肤肤色，使肌肤
呈现出更为年轻和健康状态。这款临床须后啫喱有着淡淡的薄荷香味，
既可作为舒缓护理产品，也可作为先进的抗衰老产品使用，使肌肤更
为年轻和健康

这款暗淡质地的护理产品采用最新 UVA 和 UVB 滤光因子，以提供最
大限度的防晒保护，同时还不会留下白色、膜状残留物。这款抗皱滋
润霜模仿年轻肌肤的修复机制来改变肌肤的衰老症状，它含有可增加
角蛋白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和有利于细胞重建的表皮生长因子。这种
最先进的质地轻盈的滋润霜可修复和保护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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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质地轻盈、临床和独特的日用手部护理产品可保护手部肌肤远离
日常磨损、开裂和光损伤。它富含多种仿生多肽，可增强细胞粘合、
促进细胞生长、迁移和微循环，从基础抗击衰老，超越了传统护手霜。
牛油树脂和植物性鲛鲨烷具有滋润、滋养、软化和活肤功效，维生素
A醇则可加强细胞再生、修复晒伤，并淡化黑色素变色。特效滋润护
手霜具有淡淡香味，为正在进行的护理进行完美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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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Hydrating
 Hand 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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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rub

活力须后啫喱
   Fortifying
  Aftershave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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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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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F15）

温和泡沫配方采用水杨酸、红酒萃取、抗氧化鞣酸和多酚以及酒石酸
等成分，可修复肌肤，并具有活肤功能，还可对使用本产品后的肌肤
提供保护。积雪草萃取可刺微循环，带来能量、活力和紧致功效。这
款先进的磨砂产品使用简单有效，具有干净的气味，可去除污垢和污
染物，保护肌肤远离老化和光损伤，使肌肤感觉清爽、紧致和干净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 产品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净干
燥的脚部。可多次使用。

在掌心倒上本产品，然
后涂抹在手部直至被肌
肤完全吸收。在进行长
久日晒之前再次涂抹。
建议日常使用。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将脸部打湿，再将本品
涂抹在脸上，用指尖轻
轻揉搓，然后用温水洗
净

须后将本产品涂抹于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完全吸收。随后可
使用 Forever Young 抗
皱霜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的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完全吸收。可多次
重复使用。日常使用中，
建议在 Forever Young
特效磨砂膏和活力须后
啫喱后使用

Forever Young 男士护理产品简介

扔掉你的鞋子吧！ 这款质地轻盈可被肌肤快速吸收的配方含有丰富的
牛油树脂，可软化和舒缓肌肤，其所含的除臭成分还可消除足部异味。
这款护足霜还含有桉树和茶树油，可保持足部健康，远离发红和瘙痒。
它可被肌肤迅速吸收，为足部提供舒缓、软化和清爽  - 它们值得拥有！

活力须后啫喱富含舒缓软化肌肤因子、芦荟、洋甘菊和北美金缕梅，
可净化、舒缓和护理剃须所引起的刺激。透明质酸可深层渗透来滋润
过热的肌肤。这种创新型配方鼓励细胞再生，改善肌肤肤色，使肌肤
呈现出更为年轻和健康状态。这款临床须后啫喱有着淡淡的薄荷香味，
既可作为舒缓护理产品，也可作为先进的抗衰老产品使用，使肌肤更
为年轻和健康

这款暗淡质地的护理产品采用最新 UVA 和 UVB 滤光因子，以提供最
大限度的防晒保护，同时还不会留下白色、膜状残留物。这款抗皱滋
润霜模仿年轻肌肤的修复机制来改变肌肤的衰老症状，它含有可增加
角蛋白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和有利于细胞重建的表皮生长因子。这种
最先进的质地轻盈的滋润霜可修复和保护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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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足霜
Pampering
Foot Cream

这款质地轻盈、临床和独特的日用手部护理产品可保护手部肌肤远离
日常磨损、开裂和光损伤。它富含多种仿生多肽，可增强细胞粘合、
促进细胞生长、迁移和微循环，从基础抗击衰老，超越了传统护手霜。
牛油树脂和植物性鲛鲨烷具有滋润、滋养、软化和活肤功效，维生素
A醇则可加强细胞再生、修复晒伤，并淡化黑色素变色。特效滋润护
手霜具有淡淡香味，为正在进行的护理进行完美辅助。

特效滋润护手霜
Ultra-Hydrating
 Hand Cream
 （SPF15）

特效磨砂膏
Extra-action
    Scrub

活力须后啫喱
   Fortifying
  Aftershave
       Gel

 抗皱滋润霜
Age-Fighter
    Cream
（SPF15）

温和泡沫配方采用水杨酸、红酒萃取、抗氧化鞣酸和多酚以及酒石酸
等成分，可修复肌肤，并具有活肤功能，还可对使用本产品后的肌肤
提供保护。积雪草萃取可刺微循环，带来能量、活力和紧致功效。这
款先进的磨砂产品使用简单有效，具有干净的气味，可去除污垢和污
染物，保护肌肤远离老化和光损伤，使肌肤感觉清爽、紧致和干净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 产品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净干
燥的脚部。可多次使用。

在掌心倒上本产品，然
后涂抹在手部直至被肌
肤完全吸收。在进行长
久日晒之前再次涂抹。
建议日常使用。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将脸部打湿，再将本品
涂抹在脸上，用指尖轻
轻揉搓，然后用温水洗
净

须后将本产品涂抹于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完全吸收。随后可
使用 Forever Young 抗
皱霜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的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完全吸收。可多次
重复使用。日常使用中，
建议在 Forever Young
特效磨砂膏和活力须后
啫喱后使用

Forever Young 男士护理产品简介

扔掉你的鞋子吧！ 这款质地轻盈可被肌肤快速吸收的配方含有丰富的
牛油树脂，可软化和舒缓肌肤，其所含的除臭成分还可消除足部异味。
这款护足霜还含有桉树和茶树油，可保持足部健康，远离发红和瘙痒。
它可被肌肤迅速吸收，为足部提供舒缓、软化和清爽  - 它们值得拥有！

活力须后啫喱富含舒缓软化肌肤因子、芦荟、洋甘菊和北美金缕梅，
可净化、舒缓和护理剃须所引起的刺激。透明质酸可深层渗透来滋润
过热的肌肤。这种创新型配方鼓励细胞再生，改善肌肤肤色，使肌肤
呈现出更为年轻和健康状态。这款临床须后啫喱有着淡淡的薄荷香味，
既可作为舒缓护理产品，也可作为先进的抗衰老产品使用，使肌肤更
为年轻和健康

这款暗淡质地的护理产品采用最新 UVA 和 UVB 滤光因子，以提供最
大限度的防晒保护，同时还不会留下白色、膜状残留物。这款抗皱滋
润霜模仿年轻肌肤的修复机制来改变肌肤的衰老症状，它含有可增加
角蛋白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和有利于细胞重建的表皮生长因子。这种
最先进的质地轻盈的滋润霜可修复和保护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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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质地轻盈、临床和独特的日用手部护理产品可保护手部肌肤远离
日常磨损、开裂和光损伤。它富含多种仿生多肽，可增强细胞粘合、
促进细胞生长、迁移和微循环，从基础抗击衰老，超越了传统护手霜。
牛油树脂和植物性鲛鲨烷具有滋润、滋养、软化和活肤功效，维生素
A醇则可加强细胞再生、修复晒伤，并淡化黑色素变色。特效滋润护
手霜具有淡淡香味，为正在进行的护理进行完美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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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ifying
  Afters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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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Fig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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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泡沫配方采用水杨酸、红酒萃取、抗氧化鞣酸和多酚以及酒石酸
等成分，可修复肌肤，并具有活肤功能，还可对使用本产品后的肌肤
提供保护。积雪草萃取可刺微循环，带来能量、活力和紧致功效。这
款先进的磨砂产品使用简单有效，具有干净的气味，可去除污垢和污
染物，保护肌肤远离老化和光损伤，使肌肤感觉清爽、紧致和干净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 产品

将本产品涂抹在干净干
燥的脚部。可多次使用。

在掌心倒上本产品，然
后涂抹在手部直至被肌
肤完全吸收。在进行长
久日晒之前再次涂抹。
建议日常使用。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将脸部打湿，再将本品
涂抹在脸上，用指尖轻
轻揉搓，然后用温水洗
净

须后将本产品涂抹于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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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产品涂抹在干的肌
肤上。轻柔按摩直至被
肌肤完全吸收。可多次
重复使用。日常使用中，
建议在 Forever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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啫喱后使用

Forever Young 男士护理产品简介

扔掉你的鞋子吧！ 这款质地轻盈可被肌肤快速吸收的配方含有丰富的
牛油树脂，可软化和舒缓肌肤，其所含的除臭成分还可消除足部异味。
这款护足霜还含有桉树和茶树油，可保持足部健康，远离发红和瘙痒。
它可被肌肤迅速吸收，为足部提供舒缓、软化和清爽  - 它们值得拥有！

活力须后啫喱富含舒缓软化肌肤因子、芦荟、洋甘菊和北美金缕梅，
可净化、舒缓和护理剃须所引起的刺激。透明质酸可深层渗透来滋润
过热的肌肤。这种创新型配方鼓励细胞再生，改善肌肤肤色，使肌肤
呈现出更为年轻和健康状态。这款临床须后啫喱有着淡淡的薄荷香味，
既可作为舒缓护理产品，也可作为先进的抗衰老产品使用，使肌肤更
为年轻和健康

这款暗淡质地的护理产品采用最新 UVA 和 UVB 滤光因子，以提供最
大限度的防晒保护，同时还不会留下白色、膜状残留物。这款抗皱滋
润霜模仿年轻肌肤的修复机制来改变肌肤的衰老症状，它含有可增加
角蛋白的 ETF 乙酰基五胜肽和有利于细胞重建的表皮生长因子。这种
最先进的质地轻盈的滋润霜可修复和保护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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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年轻荷尔蒙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Wish 系列产品利用先进的科学成果来恢复已失去的肌肤

活力和年轻保护因子，这其中包括提高表皮弹性、加强细胞间粘附等。

拥有一切.... 

肌肤问题
       皱纹、肤色暗淡、脆弱等是公认的、不可避免的肌肤衰老标志。胶原蛋白减少而造成的肌肤松弛、可

形成表情纹的肌肉活动、天然水分流失、自由基、荷尔蒙分泌失调、新陈代谢放缓以及肌肤自然变薄等自

然生理过程给熟龄肌肤带来的症状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得到更一步加剧，这些影响肌肤的环境因素包括日

晒、污染、恶劣天气以及包括不均衡饮食、喝酒、吸烟和用药等个人生活方式。

       对熟龄肌肤来说，仅仅采取抗衰老预防是不够的 – 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状态需要采取广泛积极的护

理方式来改变造成肌肤衰老的长期存在的内在因素，这其中包括对表皮层到真皮层细胞结构所造成的广泛

但很难改变的损害，而真皮层正是胶原纤维发展并为肌肤提供弹性的所在。

        

        Christina 的 Wish 系列产品专为熟龄肌肤提供抗衰老护理。

Wish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眼部和颈部水分瞬间增加300%

• 8小时持久的补水效果，使眼部和颈部水分可
增加87%

• 将皱纹的出现减少44%

• 舒缓眼部和颈部，效果提高60%

• 提亮、舒缓肌肤质地，使肌肤光滑平整

• 保护肌肤远离强烈的紫外线和环境污染

• 具有紧致活肤功效

•
提高肌肤水合作用，具有保湿功效•
为肌肤提供抗自由基因子

大多数抗衰老护理产品更多地关注预防熟龄肌肤出现的最早衰老症状，如细纹和皱纹等。而 Christina 

已开发出一系列突破型的综合家用护理产品，这些产品与一流的美容院护理相互协作和支持共同来应对和

改变熟龄肌肤的衰老成因–由内到外，改善症状，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另外，除恢复已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因子外，Wish 护理产品还激发身体的自然抗衰老机制来发挥最

大效果，将熟龄肌肤转变成内在真皮层结构更为年轻的肌肤，从而真正使肌肤功能和肌肤状态更为年

轻。Wish 系列产品通过对外部症状进行护理，防止肌肤出现衰老标志，使肌肤更为光滑、更具活力和

年轻，这种真正的抗衰老解决方案可以使你回复10年前的光彩！同时 Wish 系列产品还将家用个人护理

和美容院内专业护理进行有效结合，以确保顾客可看到肌肤弹性得到真正改善，肌肤由内到外呈现更为

年轻的状态。你的顾客将会亲身体会到这些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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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解决方案
        年轻荷尔蒙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Wish 系列产品利用先进的科学成果来恢复已失去的肌肤

活力和年轻保护因子，这其中包括提高表皮弹性、加强细胞间粘附等。

拥有一切.... 

肌肤问题
       皱纹、肤色暗淡、脆弱等是公认的、不可避免的肌肤衰老标志。胶原蛋白减少而造成的肌肤松弛、可

形成表情纹的肌肉活动、天然水分流失、自由基、荷尔蒙分泌失调、新陈代谢放缓以及肌肤自然变薄等自

然生理过程给熟龄肌肤带来的症状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得到更一步加剧，这些影响肌肤的环境因素包括日

晒、污染、恶劣天气以及包括不均衡饮食、喝酒、吸烟和用药等个人生活方式。

       对熟龄肌肤来说，仅仅采取抗衰老预防是不够的 – 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状态需要采取广泛积极的护

理方式来改变造成肌肤衰老的长期存在的内在因素，这其中包括对表皮层到真皮层细胞结构所造成的广泛

但很难改变的损害，而真皮层正是胶原纤维发展并为肌肤提供弹性的所在。

        

        Christina 的 Wish 系列产品专为熟龄肌肤提供抗衰老护理。

Wish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眼部和颈部水分瞬间增加300%

• 8小时持久的补水效果，使眼部和颈部水分可
增加87%

• 将皱纹的出现减少44%

• 舒缓眼部和颈部，效果提高60%

• 提亮、舒缓肌肤质地，使肌肤光滑平整

• 保护肌肤远离强烈的紫外线和环境污染

• 具有紧致活肤功效

•
提高肌肤水合作用，具有保湿功效•
为肌肤提供抗自由基因子

大多数抗衰老护理产品更多地关注预防熟龄肌肤出现的最早衰老症状，如细纹和皱纹等。而 Christina 

已开发出一系列突破型的综合家用护理产品，这些产品与一流的美容院护理相互协作和支持共同来应对和

改变熟龄肌肤的衰老成因–由内到外，改善症状，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另外，除恢复已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因子外，Wish 护理产品还激发身体的自然抗衰老机制来发挥最

大效果，将熟龄肌肤转变成内在真皮层结构更为年轻的肌肤，从而真正使肌肤功能和肌肤状态更为年

轻。Wish 系列产品通过对外部症状进行护理，防止肌肤出现衰老标志，使肌肤更为光滑、更具活力和

年轻，这种真正的抗衰老解决方案可以使你回复10年前的光彩！同时 Wish 系列产品还将家用个人护理

和美容院内专业护理进行有效结合，以确保顾客可看到肌肤弹性得到真正改善，肌肤由内到外呈现更为

年轻的状态。你的顾客将会亲身体会到这些效果。

Wish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改善肌肤弹性，效果高达38%
• 将表情纹的出现减少38%
• 整个面部包括下颚部位的紧致和肤色均匀呈现明显改善
• 提高肌肤活力和免疫力
• 提亮肤色，使肌肤更为匀称、更为年轻
• 将健康肌肤细胞的生命周期提高50%，以达到理想的抗衰老效果
• 恢复组织细胞
• 促进健康细胞生长和分化，以达到理想的抗衰老效果
• 提高代谢物向肌肤的扩散以增强能量，从而使肌肤恢复活力。

     Wish 系列产品通过补充和增强身体的自然抗衰老机制，恢复肌肤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自然健康结构

因子、表皮再生和核心细胞膜构件，对熟龄肌肤进行由内到外的护理。同时 Wish 系列产品还可增加肌肤

的内在锁水能力，使肌肤保持柔软和年轻，呈现更为健康的状态。

        Wish 系列产品主要采用多种最先进的活性因子，如硫辛酸（thioctic acid）、二甲氨基乙醇（

Dimethyl MEA）、植酸（phytic acid）、阿魏酸（ferulic acid）、褪黑素（melatonin）、脱氢表雄酮

(DHEA)和番茄红素(lycopene)等，再加上先进的肌肤渗透因子可有效抵抗自由基，保护肌肤远离日晒和

污染等损害性环境因素，护理和预防由外在污染和自然衰老而造成可破坏胶原蛋白的看不见的炎症。

        这些活性因子可提高肌肤水分和滋养、提高肌肤弹性，从内在因素来处理皱纹出现并减少表情纹的出

现，使肌肤更为光滑和年轻。有了 Wish 产品的帮助，这一切都会实现！

Wish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Wish 系列产品与其他 Christina 系列产

品一样，是根据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最新抗衰老

科技成果与 Christina 及其经验丰富的美容师

团队相结合而研发出的产品，主要用来护理和

预防熟龄肌肤的独特成因。 

     Wish 系列产品将先进肽分子性能所加强的

3种强效作用经过创新型结合，为肌肤带来显

而易见的改善效果。 

强效突破行为包括：

1. 高效活肤因子按照完美比例进行创新型结合，

通过补充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天然肌肤保持

年轻因子来改变熟龄肌肤的内在和外在表现。

2. 为肌肤远离造成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素

提供多重保护，无论是肌肤需要保护以远离

环境损害的白天，还是当肌肤最易于进行修

复和重生的夜晚。

3. 先进的活性成分增强剂可将肌肤的静息状态和渗透水平提高到最大水平，从而确保活性成分发挥完美功效。

   高效活肤因子
 按照完美比例进行创新

 型结合来改变衰老肌肤

     的内在和外在表现

先进的活性成分增强剂

 可将肌肤的静息状态和

 渗透水平提高到最大水

 平，从而确保活性成分

      发挥完美功效

为肌肤提供远离损害性自然

和环境因素的多重保护，无

 论是白天还是当肌肤最易于

    进行修复和重生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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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h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改善肌肤弹性，效果高达38%
• 将表情纹的出现减少38%
• 整个面部包括下颚部位的紧致和肤色均匀呈现明显改善
• 提高肌肤活力和免疫力
• 提亮肤色，使肌肤更为匀称、更为年轻
• 将健康肌肤细胞的生命周期提高50%，以达到理想的抗衰老效果
• 恢复组织细胞
• 促进健康细胞生长和分化，以达到理想的抗衰老效果
• 提高代谢物向肌肤的扩散以增强能量，从而使肌肤恢复活力。

     Wish 系列产品通过补充和增强身体的自然抗衰老机制，恢复肌肤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自然健康结构

因子、表皮再生和核心细胞膜构件，对熟龄肌肤进行由内到外的护理。同时 Wish 系列产品还可增加肌肤

的内在锁水能力，使肌肤保持柔软和年轻，呈现更为健康的状态。

        Wish 系列产品主要采用多种最先进的活性因子，如硫辛酸（thioctic acid）、二甲氨基乙醇（

Dimethyl MEA）、植酸（phytic acid）、阿魏酸（ferulic acid）、褪黑素（melatonin）、脱氢表雄酮

(DHEA)和番茄红素(lycopene)等，再加上先进的肌肤渗透因子可有效抵抗自由基，保护肌肤远离日晒和

污染等损害性环境因素，护理和预防由外在污染和自然衰老而造成可破坏胶原蛋白的看不见的炎症。

        这些活性因子可提高肌肤水分和滋养、提高肌肤弹性，从内在因素来处理皱纹出现并减少表情纹的出

现，使肌肤更为光滑和年轻。有了 Wish 产品的帮助，这一切都会实现！

Wish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Wish 系列产品与其他 Christina 系列产

品一样，是根据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最新抗衰老

科技成果与 Christina 及其经验丰富的美容师

团队相结合而研发出的产品，主要用来护理和

预防熟龄肌肤的独特成因。 

     Wish 系列产品将先进肽分子性能所加强的

3种强效作用经过创新型结合，为肌肤带来显

而易见的改善效果。 

强效突破行为包括：

1. 高效活肤因子按照完美比例进行创新型结合，

通过补充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天然肌肤保持

年轻因子来改变熟龄肌肤的内在和外在表现。

2. 为肌肤远离造成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素

提供多重保护，无论是肌肤需要保护以远离

环境损害的白天，还是当肌肤最易于进行修

复和重生的夜晚。

3. 先进的活性成分增强剂可将肌肤的静息状态和渗透水平提高到最大水平，从而确保活性成分发挥完美功效。

   高效活肤因子
 按照完美比例进行创新

 型结合来改变衰老肌肤

     的内在和外在表现

先进的活性成分增强剂

 可将肌肤的静息状态和

 渗透水平提高到最大水

 平，从而确保活性成分

      发挥完美功效

为肌肤提供远离损害性自然

和环境因素的多重保护，无

 论是白天还是当肌肤最易于

    进行修复和重生的夜晚

第一步：微乳化妆水（Micelle Microemulsion Toner）

    这款独特配方的微乳化妆水可彻底清洁肌肤上残留的化妆品、污垢和污

染物，所含的乙醇酸可有效去除死皮。另外这款化妆水所含的石榴和木槿萃

取具有强效抗氧化功能，可清洁和滋润肌肤，同时还可确保在清洁过程中通

常被去掉的天然油份得以恢复。微乳化妆水不含酒精和皂素，含有自杏仁油

中提取的天然溶剂，可为肌肤提供温和有效的平衡，使肌肤PH值保持理想水

平并使肌肤干净、滋润、平衡和清爽。

第二步：抗衰老去角质霜（Age-defying Exfoliator）

    这款温和预热型抗衰老去角质霜可刺激血液流动，直接从细胞层面来加

强修复效果，使细胞远离杂质并获得有效滋养和清净，提高细胞氧合作用以

实现理想的活肤效果。抗衰老去角质霜除含有强效去角质功能的甘醇酸以外，

还将多种独特活性因子（如阿魏酸和植酸）进行均衡结合，为肌肤提供丰富

的抗氧化因子和肌肤提亮因子。另外，抗衰老去角质霜还含有无花果萃取可

温和去除角质，硫辛酸具有活肤功效，薄荷油则可镇静肌肤、减少刺激。

Wish 系列产品介绍

先进的肽分子性能
    Wish 系列产品从核心部分来直接针对熟龄肌肤,这些产品采用先进强效的肽分子、三胜肽（Dipeptide

 Diaminobutyroyl Benzybimide Diacetate）、谷氨酰基六胜肽（Acetyl Glutamyl Hexapeptide-3）等来防止

皱纹形成。这些肽分子锁住造成肌肤反应的神经递质，从而在皱纹开始之前停止皱纹的发展。Wish 系统产

品所含的活性成分主要如下：

肌肉收缩
去极化

肌肉细胞

乙酰胆碱融合

神经突触前膜

囊泡融合

释放
乙酰胆碱

囊泡

神经细胞

肌肉放松

没有去极化

肌肉细胞

SYN®-AKE（三胜肽）融合

神经突触前膜

囊泡融合

释放
乙酰胆碱

囊泡

神经细胞

突触后表情肌
细胞膜保持关闭α1

δ β1
α1

ε α1

δ β1
α1

ε

模仿蛇毒肽Waglerin-1的效果，
锁住神经递质，从而减少表情
纹的出现和产生

三胜肽

神经末端

没有生产

ACh
(乙酰胆碱)

囊泡

防止神经细胞和 vasecules 产生乙酰胆碱，从而防止尤其

是额头和眼周区域的肌肤收缩。

谷氨酰基六胜肽（Acetyl Glutamyl Hexapeptide-3）

美容院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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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微乳化妆水（Micelle Microemulsion Toner）

    这款独特配方的微乳化妆水可彻底清洁肌肤上残留的化妆品、污垢和污

染物，所含的乙醇酸可有效去除死皮。另外这款化妆水所含的石榴和木槿萃

取具有强效抗氧化功能，可清洁和滋润肌肤，同时还可确保在清洁过程中通

常被去掉的天然油份得以恢复。微乳化妆水不含酒精和皂素，含有自杏仁油

中提取的天然溶剂，可为肌肤提供温和有效的平衡，使肌肤PH值保持理想水

平并使肌肤干净、滋润、平衡和清爽。

第二步：抗衰老去角质霜（Age-defying Exfoliator）

    这款温和预热型抗衰老去角质霜可刺激血液流动，直接从细胞层面来加

强修复效果，使细胞远离杂质并获得有效滋养和清净，提高细胞氧合作用以

实现理想的活肤效果。抗衰老去角质霜除含有强效去角质功能的甘醇酸以外，

还将多种独特活性因子（如阿魏酸和植酸）进行均衡结合，为肌肤提供丰富

的抗氧化因子和肌肤提亮因子。另外，抗衰老去角质霜还含有无花果萃取可

温和去除角质，硫辛酸具有活肤功效，薄荷油则可镇静肌肤、减少刺激。

Wish 系列产品介绍

先进的肽分子性能
    Wish 系列产品从核心部分来直接针对熟龄肌肤,这些产品采用先进强效的肽分子、三胜肽（Dipeptide

 Diaminobutyroyl Benzybimide Diacetate）、谷氨酰基六胜肽（Acetyl Glutamyl Hexapeptide-3）等来防止

皱纹形成。这些肽分子锁住造成肌肤反应的神经递质，从而在皱纹开始之前停止皱纹的发展。Wish 系统产

品所含的活性成分主要如下：

肌肉收缩
去极化

肌肉细胞

乙酰胆碱融合

神经突触前膜

囊泡融合

释放
乙酰胆碱

囊泡

神经细胞

肌肉放松

没有去极化

肌肉细胞

SYN®-AKE（三胜肽）融合

神经突触前膜

囊泡融合

释放
乙酰胆碱

囊泡

神经细胞

突触后表情肌
细胞膜保持关闭α1

δ β1
α1

ε α1

δ β1
α1

ε

模仿蛇毒肽Waglerin-1的效果，
锁住神经递质，从而减少表情
纹的出现和产生

三胜肽

神经末端

没有生产

ACh
(乙酰胆碱)

囊泡

防止神经细胞和 vasecules 产生乙酰胆碱，从而防止尤其

是额头和眼周区域的肌肤收缩。

谷氨酰基六胜肽（Acetyl Glutamyl Hexapeptide-3）

美容院产品介绍 

第一步：微乳化妆水（Micelle Microemulsion Toner）

    这款独特配方的微乳化妆水可彻底清洁肌肤上残留的化妆品、污垢和污

染物，所含的乙醇酸可有效去除死皮。另外这款化妆水所含的石榴和木槿萃

取具有强效抗氧化功能，可清洁和滋润肌肤，同时还可确保在清洁过程中通

常被去掉的天然油份得以恢复。微乳化妆水不含酒精和皂素，含有自杏仁油

中提取的天然溶剂，可为肌肤提供温和有效的平衡，使肌肤PH值保持理想水

平并使肌肤干净、滋润、平衡和清爽。

第二步：抗衰老去角质霜（Age-defying Exfoliator）

    这款温和预热型抗衰老去角质霜可刺激血液流动，直接从细胞层面来加

强修复效果，使细胞远离杂质并获得有效滋养和清净，提高细胞氧合作用以

实现理想的活肤效果。抗衰老去角质霜除含有强效去角质功能的甘醇酸以外，

还将多种独特活性因子（如阿魏酸和植酸）进行均衡结合，为肌肤提供丰富

的抗氧化因子和肌肤提亮因子。另外，抗衰老去角质霜还含有无花果萃取可

温和去除角质，硫辛酸具有活肤功效，薄荷油则可镇静肌肤、减少刺激。

Wish 系列产品介绍

先进的肽分子性能
    Wish 系列产品从核心部分来直接针对熟龄肌肤,这些产品采用先进强效的肽分子、三胜肽（Dipeptide

 Diaminobutyroyl Benzybimide Diacetate）、谷氨酰基六胜肽（Acetyl Glutamyl Hexapeptide-3）等来防止

皱纹形成。这些肽分子锁住造成肌肤反应的神经递质，从而在皱纹开始之前停止皱纹的发展。Wish 系统产

品所含的活性成分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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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基六胜肽（Acetyl Glutamyl Hexapeptide-3）

美容院产品介绍 

第三步：焕颜精华（Rejuvenating Serum）

  焕颜精华是 Wish 系列的旗舰产品，在这一步护理中，焕颜精华充分利

用肌肤已得到完美清洁的状态 - 这时候的肌肤最易于吸收高浓度强效的先进

活性因子 – 来恢复已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东西。焕颜精华富含强效激素原，

可加强天然荷尔蒙的生产从而促进抗衰老作用，使肌肤从内在真皮层获得更

为年轻的肌肤结构，同时改善肌肤的外在表现，使肌肤更为光滑、柔软，更

具活力和光彩。这款活肤精华同时还含有强效抗氧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

胞的能量生产从而使肌肤焕发活力，并可保护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日常环境

如日晒、自由基和污染等。另外焕颜精华含有植酸和曲酸可提亮和舒缓面部

肌肤，阿魏酸可提高肌肤的免疫力。这款强效焕颜精华恢复肌肤活力，使肌

肤呈现更为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第八步：梦幻日霜（SPF12）（Daydream Cream）

        这款全效梦幻日霜是美容院护理的最后一步，它可保护肌肤远离和避开

造成肌肤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素。梦幻日霜含有多种最新成分，可提高

健康细胞的能量产生从而使肌肤恢复活力，它还可保护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

日常因素。它所含有的抗衰老植酸可提亮和光滑面部肌肤，阿魏酸可增强肌

肤活力和力量，从而使熟龄肌肤恢复活力。另外它还含有可加强肌肤渗透的

DAEA 以及具有持久功效的先进 SPF12，这款日霜可为肌肤提供一整天的完

美活力和保护，使肌肤光滑、健康。

第七步：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Eye and Neck Lifting Serum）

        这款紧致精华以芝麻为基础，可紧致和滋润肌肤，具有瞬时抗皱功效。

它富含高浓度活性蛋白可收缩、紧致肌肤，仅30分钟它即可将肌肤紧致和光

滑效果提升60%，并将肌肤水分提高30%。这款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可使眼

部和颈部肌肤柔软如丝般光滑。

第六步：活肤面膜（Reviving Mask）        

        这款活肤面膜可加强血液微循环，所含的强效活性成分如阿魏酸、植酸

等可为肌肤提供抗氧化剂，不仅可以紧致肌肤还可修复损害。活肤面膜还含

有天然蔓越莓和草莓萃取，可提亮肌肤，促进肌肤对活性成分的吸收，并使

肌肤清爽、充满活力，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第五步：清新面膜（Invigorating Mask） 

        这款独特的清新面膜包含锌、镁和钙等多种矿物质，可增强肌肤对修复

性活性成分的吸收，使肌肤更为年轻，所含的积雪草可加强血液微循环，抗

衰老营养则可紧致和修复多年日晒和其他破坏性因素所造成的肌肤损害，使

肌肤镇静、清爽、充满活力。

第四步：修复微乳（Complexion Repairing Microemulsion）

        修复微乳包含多种独特的最新成分，通过微乳配方来加强活性成分的渗

透。它富含强效滋润因子及阿魏酸、植酸等，为肌肤提供抗衰老的抗氧化和

肌肤提亮因子等，使肌肤保持光滑、滋润和健康。

第三步：焕颜精华（Rejuvenating Se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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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因子 – 来恢复已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东西。焕颜精华富含强效激素原，

可加强天然荷尔蒙的生产从而促进抗衰老作用，使肌肤从内在真皮层获得更

为年轻的肌肤结构，同时改善肌肤的外在表现，使肌肤更为光滑、柔软，更

具活力和光彩。这款活肤精华同时还含有强效抗氧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

胞的能量生产从而使肌肤焕发活力，并可保护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日常环境

如日晒、自由基和污染等。另外焕颜精华含有植酸和曲酸可提亮和舒缓面部

肌肤，阿魏酸可提高肌肤的免疫力。这款强效焕颜精华恢复肌肤活力，使肌

肤呈现更为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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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全效梦幻日霜是美容院护理的最后一步，它可保护肌肤远离和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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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紧致精华以芝麻为基础，可紧致和滋润肌肤，具有瞬时抗皱功效。

它富含高浓度活性蛋白可收缩、紧致肌肤，仅30分钟它即可将肌肤紧致和光

滑效果提升60%，并将肌肤水分提高30%。这款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可使眼

部和颈部肌肤柔软如丝般光滑。

第六步：活肤面膜（Reviving Mask）        

        这款活肤面膜可加强血液微循环，所含的强效活性成分如阿魏酸、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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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微乳包含多种独特的最新成分，通过微乳配方来加强活性成分的渗

透。它富含强效滋润因子及阿魏酸、植酸等，为肌肤提供抗衰老的抗氧化和

肌肤提亮因子等，使肌肤保持光滑、滋润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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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焕颜精华（Rejuvenating Serum）

  焕颜精华是 Wish 系列的旗舰产品，在这一步护理中，焕颜精华充分利

用肌肤已得到完美清洁的状态 - 这时候的肌肤最易于吸收高浓度强效的先进

活性因子 – 来恢复已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东西。焕颜精华富含强效激素原，

可加强天然荷尔蒙的生产从而促进抗衰老作用，使肌肤从内在真皮层获得更

为年轻的肌肤结构，同时改善肌肤的外在表现，使肌肤更为光滑、柔软，更

具活力和光彩。这款活肤精华同时还含有强效抗氧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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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效果提升60%，并将肌肤水分提高30%。这款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可使眼

部和颈部肌肤柔软如丝般光滑。

第六步：活肤面膜（Reviving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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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为肌肤提供抗氧化剂，不仅可以紧致肌肤还可修复损害。活肤面膜还含

有天然蔓越莓和草莓萃取，可提亮肌肤，促进肌肤对活性成分的吸收，并使

肌肤清爽、充满活力，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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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独特的清新面膜包含锌、镁和钙等多种矿物质，可增强肌肤对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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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肤镇静、清爽、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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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微乳包含多种独特的最新成分，通过微乳配方来加强活性成分的渗

透。它富含强效滋润因子及阿魏酸、植酸等，为肌肤提供抗衰老的抗氧化和

肌肤提亮因子等，使肌肤保持光滑、滋润和健康。

第三步：焕颜精华（Rejuvenating Serum）

  焕颜精华是 Wish 系列的旗舰产品，在这一步护理中，焕颜精华充分利

用肌肤已得到完美清洁的状态 - 这时候的肌肤最易于吸收高浓度强效的先进

活性因子 – 来恢复已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东西。焕颜精华富含强效激素原，

可加强天然荷尔蒙的生产从而促进抗衰老作用，使肌肤从内在真皮层获得更

为年轻的肌肤结构，同时改善肌肤的外在表现，使肌肤更为光滑、柔软，更

具活力和光彩。这款活肤精华同时还含有强效抗氧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

胞的能量生产从而使肌肤焕发活力，并可保护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日常环境

如日晒、自由基和污染等。另外焕颜精华含有植酸和曲酸可提亮和舒缓面部

肌肤，阿魏酸可提高肌肤的免疫力。这款强效焕颜精华恢复肌肤活力，使肌

肤呈现更为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第八步：梦幻日霜（SPF12）（Daydream Cream）

        这款全效梦幻日霜是美容院护理的最后一步，它可保护肌肤远离和避开

造成肌肤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素。梦幻日霜含有多种最新成分，可提高

健康细胞的能量产生从而使肌肤恢复活力，它还可保护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

日常因素。它所含有的抗衰老植酸可提亮和光滑面部肌肤，阿魏酸可增强肌

肤活力和力量，从而使熟龄肌肤恢复活力。另外它还含有可加强肌肤渗透的

DAEA 以及具有持久功效的先进 SPF12，这款日霜可为肌肤提供一整天的完

美活力和保护，使肌肤光滑、健康。

第七步：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Eye and Neck Lifting Serum）

        这款紧致精华以芝麻为基础，可紧致和滋润肌肤，具有瞬时抗皱功效。

它富含高浓度活性蛋白可收缩、紧致肌肤，仅30分钟它即可将肌肤紧致和光

滑效果提升60%，并将肌肤水分提高30%。这款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可使眼

部和颈部肌肤柔软如丝般光滑。

第六步：活肤面膜（Reviving Mask）        

        这款活肤面膜可加强血液微循环，所含的强效活性成分如阿魏酸、植酸

等可为肌肤提供抗氧化剂，不仅可以紧致肌肤还可修复损害。活肤面膜还含

有天然蔓越莓和草莓萃取，可提亮肌肤，促进肌肤对活性成分的吸收，并使

肌肤清爽、充满活力，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第五步：清新面膜（Invigorating Mask） 

        这款独特的清新面膜包含锌、镁和钙等多种矿物质，可增强肌肤对修复

性活性成分的吸收，使肌肤更为年轻，所含的积雪草可加强血液微循环，抗

衰老营养则可紧致和修复多年日晒和其他破坏性因素所造成的肌肤损害，使

肌肤镇静、清爽、充满活力。

第四步：修复微乳（Complexion Repairing Microemulsion）

        修复微乳包含多种独特的最新成分，通过微乳配方来加强活性成分的渗

透。它富含强效滋润因子及阿魏酸、植酸等，为肌肤提供抗衰老的抗氧化和

肌肤提亮因子等，使肌肤保持光滑、滋润和健康。

第三步：焕颜精华（Rejuvenating Serum）

  焕颜精华是 Wish 系列的旗舰产品，在这一步护理中，焕颜精华充分利

用肌肤已得到完美清洁的状态 - 这时候的肌肤最易于吸收高浓度强效的先进

活性因子 – 来恢复已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东西。焕颜精华富含强效激素原，

可加强天然荷尔蒙的生产从而促进抗衰老作用，使肌肤从内在真皮层获得更

为年轻的肌肤结构，同时改善肌肤的外在表现，使肌肤更为光滑、柔软，更

具活力和光彩。这款活肤精华同时还含有强效抗氧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

胞的能量生产从而使肌肤焕发活力，并可保护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日常环境

如日晒、自由基和污染等。另外焕颜精华含有植酸和曲酸可提亮和舒缓面部

肌肤，阿魏酸可提高肌肤的免疫力。这款强效焕颜精华恢复肌肤活力，使肌

肤呈现更为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第八步：梦幻日霜（SPF12）（Daydream Cream）

        这款全效梦幻日霜是美容院护理的最后一步，它可保护肌肤远离和避开

造成肌肤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素。梦幻日霜含有多种最新成分，可提高

健康细胞的能量产生从而使肌肤恢复活力，它还可保护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

日常因素。它所含有的抗衰老植酸可提亮和光滑面部肌肤，阿魏酸可增强肌

肤活力和力量，从而使熟龄肌肤恢复活力。另外它还含有可加强肌肤渗透的

DAEA 以及具有持久功效的先进 SPF12，这款日霜可为肌肤提供一整天的完

美活力和保护，使肌肤光滑、健康。

第七步：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Eye and Neck Lifting Serum）

        这款紧致精华以芝麻为基础，可紧致和滋润肌肤，具有瞬时抗皱功效。

它富含高浓度活性蛋白可收缩、紧致肌肤，仅30分钟它即可将肌肤紧致和光

滑效果提升60%，并将肌肤水分提高30%。这款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可使眼

部和颈部肌肤柔软如丝般光滑。

第六步：活肤面膜（Reviving Mask）        

        这款活肤面膜可加强血液微循环，所含的强效活性成分如阿魏酸、植酸

等可为肌肤提供抗氧化剂，不仅可以紧致肌肤还可修复损害。活肤面膜还含

有天然蔓越莓和草莓萃取，可提亮肌肤，促进肌肤对活性成分的吸收，并使

肌肤清爽、充满活力，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第五步：清新面膜（Invigorating Mask） 

        这款独特的清新面膜包含锌、镁和钙等多种矿物质，可增强肌肤对修复

性活性成分的吸收，使肌肤更为年轻，所含的积雪草可加强血液微循环，抗

衰老营养则可紧致和修复多年日晒和其他破坏性因素所造成的肌肤损害，使

肌肤镇静、清爽、充满活力。

第四步：修复微乳（Complexion Repairing Microemulsion）

        修复微乳包含多种独特的最新成分，通过微乳配方来加强活性成分的渗

透。它富含强效滋润因子及阿魏酸、植酸等，为肌肤提供抗衰老的抗氧化和

肌肤提亮因子等，使肌肤保持光滑、滋润和健康。

第三步：焕颜精华（Rejuvenating Serum）

  焕颜精华是 Wish 系列的旗舰产品，在这一步护理中，焕颜精华充分利

用肌肤已得到完美清洁的状态 - 这时候的肌肤最易于吸收高浓度强效的先进

活性因子 – 来恢复已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东西。焕颜精华富含强效激素原，

可加强天然荷尔蒙的生产从而促进抗衰老作用，使肌肤从内在真皮层获得更

为年轻的肌肤结构，同时改善肌肤的外在表现，使肌肤更为光滑、柔软，更

具活力和光彩。这款活肤精华同时还含有强效抗氧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

胞的能量生产从而使肌肤焕发活力，并可保护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日常环境

如日晒、自由基和污染等。另外焕颜精华含有植酸和曲酸可提亮和舒缓面部

肌肤，阿魏酸可提高肌肤的免疫力。这款强效焕颜精华恢复肌肤活力，使肌

肤呈现更为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第八步：梦幻日霜（SPF12）（Daydream Cream）

        这款全效梦幻日霜是美容院护理的最后一步，它可保护肌肤远离和避开

造成肌肤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素。梦幻日霜含有多种最新成分，可提高

健康细胞的能量产生从而使肌肤恢复活力，它还可保护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

日常因素。它所含有的抗衰老植酸可提亮和光滑面部肌肤，阿魏酸可增强肌

肤活力和力量，从而使熟龄肌肤恢复活力。另外它还含有可加强肌肤渗透的

DAEA 以及具有持久功效的先进 SPF12，这款日霜可为肌肤提供一整天的完

美活力和保护，使肌肤光滑、健康。

第七步：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Eye and Neck Lifting Serum）

        这款紧致精华以芝麻为基础，可紧致和滋润肌肤，具有瞬时抗皱功效。

它富含高浓度活性蛋白可收缩、紧致肌肤，仅30分钟它即可将肌肤紧致和光

滑效果提升60%，并将肌肤水分提高30%。这款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可使眼

部和颈部肌肤柔软如丝般光滑。

第六步：活肤面膜（Reviving Mask）        

        这款活肤面膜可加强血液微循环，所含的强效活性成分如阿魏酸、植酸

等可为肌肤提供抗氧化剂，不仅可以紧致肌肤还可修复损害。活肤面膜还含

有天然蔓越莓和草莓萃取，可提亮肌肤，促进肌肤对活性成分的吸收，并使

肌肤清爽、充满活力，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第五步：清新面膜（Invigorating Mask） 

        这款独特的清新面膜包含锌、镁和钙等多种矿物质，可增强肌肤对修复

性活性成分的吸收，使肌肤更为年轻，所含的积雪草可加强血液微循环，抗

衰老营养则可紧致和修复多年日晒和其他破坏性因素所造成的肌肤损害，使

肌肤镇静、清爽、充满活力。

第四步：修复微乳（Complexion Repairing Microemulsion）

        修复微乳包含多种独特的最新成分，通过微乳配方来加强活性成分的渗

透。它富含强效滋润因子及阿魏酸、植酸等，为肌肤提供抗衰老的抗氧化和

肌肤提亮因子等，使肌肤保持光滑、滋润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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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院护理方案简述
   这套综合抗衰老护理方案专为熟龄肌肤设计，主要针对熟龄肌肤的特殊问题。建议每10周进行6-12次护

理，也可单次使用。

 可同时使用 Wish 家用护理产品以加强效果

产品产品名称

用湿的化妆棉将微乳化妆水轻轻拍打在整个脸部和颈部，避开眼
周区域接下来进行第二步抗衰老去角质霜护理

     第一步：
  微乳化妆水
    Micelle
Microemulsion
     Toner

清洁肌肤，去除化妆品残留、
污垢和污染残留，同时还可
温和去除死皮。

刺激血液流动，加强细胞层
的直接修复，为细胞有效提
供滋养，清洁杂质，提高细
胞氧合作用以实现完美活肤
效果

    第二步：
    抗衰老
   去角质霜
Age-defying
   Exfoliator

将本产品均匀涂抹于整个脸部，避开眼周区域，轻柔按摩。根据
肌肤厚度停留2-4分钟，用温水或湿毛巾温和洗净。如有必要，这
时候可以进行黑头粉刺清除。用微乳化妆水对清理区域进行清洁。
随后进行第三步焕颜精华护理

焕颜精华是 Wish 系列的旗
舰产品，在这一步护理中，
焕颜精华充分利用肌肤已得
到完美清洁的状态 - 这时候
的肌肤最易于吸收高浓度强
效的先进活性因子 – 来恢
复已随时间流逝而失去的东
西。 

     第三步：
    焕颜精华
Rejuvenating
     Serum

将焕颜精华均匀涂抹于已清洁的面部和颈部，不要清洗。随后进
行第四步修复微乳护理

在舒缓和滋润肌肤的同时，
加强活性成分的渗透

     第四步：
    修复微乳
 Complexion
   Repairing
Microemulsion

将修复微乳均匀涂抹在焕颜精华上，并轻柔按摩面部、颈部和肩
部，时间为15分钟左右，期间可在手心加水以继续保护湿润。不
要清洗。立即进入第五步清新面膜护理

提高修复活性成分的吸收，
使肌肤更为年轻

    第五步：
   清新面膜
 Invigorating
     Mask

将本产品均匀涂抹在脸上，等待15-20分钟。用水或湿毛巾清洁。
继续进行第六步活肤面膜护理

加强血液微循环，提供强效
活性成分和抗氧化剂，紧致
肌肤，修复损害

在碗里放入30克（1盎司）的活肤面膜粉末，慢慢添加约100毫升
的水进行搅拌，直到面膜呈黏稠光滑状。立即使用抹板将面膜均
匀涂抹在整个面部，颈部要涂得更厚一些。面糊变干后会变成一
款紧致弹力面膜，可塑造、支持和提升肌肤。等待约10分钟，在
此期间保持面部不动以加强这款面膜的抚平皱纹功效。将面膜慢
慢向鼻子处揭掉。用湿毛巾清除剩下的残液。继续进行第七步眼
部和颈部紧致精华护理

    第六步：
   活肤面膜
   Reviving
     Mask

紧致滋养肌肤，带来瞬时显
著的抗皱功效

将这款精华产品均匀涂抹在眼周和颈部，也包括下颌轮廓区。不
要清洗。继续进行第八步梦幻日霜（SPF12）护理

    第七步：
  眼部和颈部
   紧致精华
  Eye & Neck
 Lifting Serum

保护肌肤远离和避开造成肌
肤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
素

将本产品均匀涂抹在干净面部和颈部，直接涂抹在眼部和颈部紧
致精华之上。轻柔按摩直至被肌肤完全吸收 

     第八步：
   梦幻日霜
  Daydream
    Cream
    (SPF12)

功  能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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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洁肌肤后，将

本产品涂抹在面部和

颈部。轻柔按摩直到

被肌肤完全吸收。

每天两次，应用于脸

部易生皱纹区域，包

括眼周区域。轻柔按

摩直到被肌肤完全吸

收。可配合化妆品使

用

将焕颜精华涂抹在已

清洁的面部，每天两

次。可单独使用，也

可与日霜或晚霜配合

使用。

每天晚上在清洁肌肤

后，将本产品涂抹在

面部和颈部。轻柔按

摩直到被肌肤完全吸

收。

 晚霜

 Night
Cream

      日霜

Day Cream
（SPF12）

    焕颜精华

Rejuvenating
     Serum

全效抗衰老精华

    Absolute
   Confidence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Wish 家用系列产品简介

W
ish

 

面
部
护
理
套
装  (W

ish Face K
it)

这款全效日霜保护肌肤远离和避开造成肌肤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

素。它含有多种最新抗氧化成分，如终极抗氧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

细胞的能量生产，恢复肌肤活力，保护熟龄肌肤远离包括日晒、自由

基和已被污染的空气和水等恶劣日常环境。它还含有抗衰老植酸，可

增白、光滑肌肤，并为肌肤提供天然去角质功效，阿魏酸可增强肌肤

活力和力量，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胞的能量生产，恢复熟龄肌肤活力。

另外它还含有可加强肌肤渗透的 DAEA 以及具有持久功效的先进

SPF12，这款日霜可为肌肤提供一整天的完美活力和保护。这款合成

激素可加速肌肤糖分融合，提高细胞能量，加快细胞膜活动，使细胞

膜最大程度地吸收活性成分，从而实现完美的活肤效果

睡觉也保持紧致！ 肌肤的自然恢复大部分在晚上进行，这时的肌肤处

于休息状态，不再忙于保护自己远离日晒和污染等环境因素。这款创

新型晚霜采用独特配方加深肌肤的休息状态以达到理想活肤效果，可

强化睡眠状态下休息肌肤的恢复环境。这款晚霜富含强效 DHEA( 年轻

荷尔蒙），这种成分在年轻时含量很高可保护年轻肌肤，但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逐渐减少，从而使年老的肌肤易于遭受有害自由基和其他衰老

因素的损害。番茄红素与退黑素共同合作可加强肌肤的休息状态，尽

量提高肌肤活力，同时可将健康肌肤细胞的生命周期延长 50%。另外

这款晚霜还可提高细胞线粒体中 ATP（腺三磷）的生产从而提高可获

得的瞬时能量，使肌肤获得更为集中和高质量的恢复。这款晚霜还富

含必需脂肪酸（维生素 F）及细胞膜结构的必需构件，可恢复肌肤年

轻活力，使肌肤更为健康和年轻。

回复年轻光彩！这款 Wish 系列的旗舰产品富含高浓度强效和先进的

活性成分以修复随时光流逝而失去的东西。焕颜精华富含强效激素原，

可加强天然荷尔蒙的生产，从而促进抗衰老作用使肌肤从内在真皮层

获得更为年轻的肌肤结构，并改善肌肤的外在表现，减少皱纹，使肌

肤更为光滑、柔软，更具活力和光彩。这款活肤精华还含有强效抗氧

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胞的能量生产从而使肌肤焕发活力，并可保

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日常环境如日晒、自由基和污染等。它还可使抗

氧化维生素 C，B 和 E 回复最初状态，提高这些抗氧化剂抗击自由基

并在遇到自由基时中和它们的能力。另外焕颜精华含有植酸和曲酸可

提亮和舒缓面部肌肤，阿魏酸可提高肌肤的免疫力。强效焕颜精华恢

复肌肤活力，使肌肤呈现更为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这款全效抗衰老精华主要包含两种先进的仿生肽，这两种肽分子独特

结合以防止眼部和前额的肌肉收缩，从而显著减少表情纹的出现。谷

氨酰基六胜肽模仿肉毒杆菌毒素 A 的活动，防止可造成肌肉收缩的神

经递质的释放。同时，三胜肽可模仿蛇毒肽 Waglerin-1 的效果，锁

住神经递质受体，从而安全有效地防止表情纹和皱纹的出现。

每天在使用化妆品之

前，将本产品采用轻

轻拍打的方式涂抹在

已清洁的眼周区域 

眼部晚霜

Night Eye
 Cream

眼部日霜

Day Eye
 Cream
 (SPF8)

  眼部和颈部

   紧致精华

Eyes & Neck
Lifting Serum 

每天晚上在卸去眼部

化妆品后，将本产品

采用轻轻拍打的方式

均匀涂抹在眼周区域

每天两次，将本产品

应用于已清洁的眼部

和颈部。可单独使用，

也可在使用眼部日霜

或晚霜之前使用。

    焕彩霜

 Radiance
Enhancing
   Cream

   深层滋

   养面膜

   Deep
Nourishing
   Mask

  去角质

  磨砂膏

Exfoliating
  Scrub

每周两次，将本品应

用在湿润面部，避开

眼周区域，按摩2分

钟后，用温水或湿毛

巾清洁。

每周两次，将本品应

用于已清洁的面部和

颈部。等待15-20分

钟后，用温水或湿毛

巾清洁。

每周两次。晚上，在

清洁肌肤后，将本品

均匀涂抹在面部和颈

部。轻柔按摩直到被

肌肤完全吸收。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W
ish 

眼
部
护
理
系
列 (W

ish E
ye K

it )
W

ish
 

焕
彩
系
列  (W

ish R
adiance K

it )

扭转时间！深层滋养面膜富含强效“年轻荷尔蒙”从内在真皮层恢复

肌肤年轻结构，它还可针对衰老肌肤的外在症状，减少皱纹、提高活力，

使肌肤更加光滑、年轻、柔软和富有光泽。深层滋养面膜含有植酸和

曲酸，可提亮和光滑面部肌肤，阿魏酸可提高肌肤活力和能量，而

终极抗氧化因子硫辛酸与 DMEA 共同作用来加强健康细胞的能量生

产，恢复熟龄肌肤活力，改善肌肤紧致，使肌肤呈现更为鲜明、更为

年轻的面貌。同时玻璃酸钠和甘油滋润因子可由内到外滋润肌肤，二

棕榈酰羟脯氨酸（dipalmitoyl hydroxyproline）修建细胞内的保水能

力，从而减少皱纹产生，使肌肤年轻。这款深层滋养面膜还含有丰富

的抗氧化因子和有助于恢复肌肤活力的维生素 A, E 和 C。另外它还

富含牛油树脂和具有丰富 phytosterol 的鳄梨油，可增加干性到中性

肌肤的肌肤弹性，显著减少皱纹的出现或减少已产生的皱纹。

睁开你的眼睛。这款眼霜不油腻，专门用于保护眼周区域的敏感肌肤，

恢复肌肤活力。它含有最先进的自由基抵抗因子，如抗衰老植酸可使

肌肤变白、光滑并具有天然去角质功效，阿魏酸可提高肌肤活力和能

力，硫辛酸则可提高健康细胞的能量生产来恢复熟龄肌肤活力。另外

它所含有的 DMEA 可加强活性成分的肌肤渗透从而增强该产品功效。

这款眼霜还富含多种必需脂肪酸、抗氧化成分和红外线保护因子，在

恢复眼周区域活力的同时提供保护，使肌肤由内到外呈现更为年轻状

态。

每天都可获得新生！恢复眼部敏感肌肤的活力，给你醒来后良好的感

觉。当你进入睡眠时，这款眼霜可提高休息肌肤的恢复环境。它富含

强效 DHEA（年轻荷尔蒙），这种成分在年轻时含量很高可保护年轻

肌肤，但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少，从而使年老的肌肤易于遭受有

害自由基和其他衰老因素的损害。同时番茄红素与退黑素共同合作可

加强肌肤的休息状态，尽量提高肌肤活力，还可将健康肌肤细胞的生

命周期延长 50%。当你进入睡眠时，你的肌肤得到休息和恢复并回复

年轻活力，你的眼部区域肌肤显得更为健康和年轻

你的眼睛和颈部可泄露一切 ... 这款紧致精华以芝麻为基础，可紧致

和滋润肌肤，具有瞬时抗皱功效。它富含活性水解芝麻蛋白可收缩和

紧致肌肤，仅 30 分钟即可将肌肤紧致和光滑效果提升 60%，并将肌

肤水分提高 87%。这款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还富含阿魏酸可提高肌

肤免疫力，同时它还可以改变多余的微生物、抵抗和防止可造成长期

损害的细胞分裂。眼部和颈部紧致精华可使眼部和颈部肌肤柔软如丝

般光滑。

富含薄荷萃取可镇静和冷却肌肤，这款细致磨砂膏可温和去角质，去

除肌肤的上角质层，使肌肤光滑，并为进行日霜或晚霜护理做好准备。

重新焕发年轻光彩！这款高效果酸晚霜含 10% 的乙醇酸，是终极强

效活肤护理产品。它分解细胞间“粘合剂”，使外层细胞层分离以进

行有效的去角质和全效恢复。焕彩霜所含的维生素 A 醇可加强糖酵解

（作用），从更深的表皮层来促进蛋白合成，鼓励肌肤的自然恢复。另

外它还含有抗衰老植酸和曲酸可提亮和光滑肌肤，阿魏酸是天然的紫

外线保护因子可改变多余的微生物，抵抗和防止可造成长期损害的细

胞分裂。焕彩霜有助于恢复肌肤活力，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健康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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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清洁肌肤后，将

本产品涂抹在面部和

颈部。轻柔按摩直到

被肌肤完全吸收。

每天两次，应用于脸

部易生皱纹区域，包

括眼周区域。轻柔按

摩直到被肌肤完全吸

收。可配合化妆品使

用

将焕颜精华涂抹在已

清洁的面部，每天两

次。可单独使用，也

可与日霜或晚霜配合

使用。

每天晚上在清洁肌肤

后，将本产品涂抹在

面部和颈部。轻柔按

摩直到被肌肤完全吸

收。

 晚霜

 Night
Cream

      日霜

Day Cream
（SPF12）

    焕颜精华

Rejuvenating
     Serum

全效抗衰老精华

    Absolute
   Confidence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Wish 家用系列产品简介

W
ish

 

面
部
护
理
套
装  (W

ish Face K
it)

这款全效日霜保护肌肤远离和避开造成肌肤过早老化的自然和环境因

素。它含有多种最新抗氧化成分，如终极抗氧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

细胞的能量生产，恢复肌肤活力，保护熟龄肌肤远离包括日晒、自由

基和已被污染的空气和水等恶劣日常环境。它还含有抗衰老植酸，可

增白、光滑肌肤，并为肌肤提供天然去角质功效，阿魏酸可增强肌肤

活力和力量，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胞的能量生产，恢复熟龄肌肤活力。

另外它还含有可加强肌肤渗透的 DAEA 以及具有持久功效的先进

SPF12，这款日霜可为肌肤提供一整天的完美活力和保护。这款合成

激素可加速肌肤糖分融合，提高细胞能量，加快细胞膜活动，使细胞

膜最大程度地吸收活性成分，从而实现完美的活肤效果

睡觉也保持紧致！ 肌肤的自然恢复大部分在晚上进行，这时的肌肤处

于休息状态，不再忙于保护自己远离日晒和污染等环境因素。这款创

新型晚霜采用独特配方加深肌肤的休息状态以达到理想活肤效果，可

强化睡眠状态下休息肌肤的恢复环境。这款晚霜富含强效 DHEA( 年轻

荷尔蒙），这种成分在年轻时含量很高可保护年轻肌肤，但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逐渐减少，从而使年老的肌肤易于遭受有害自由基和其他衰老

因素的损害。番茄红素与退黑素共同合作可加强肌肤的休息状态，尽

量提高肌肤活力，同时可将健康肌肤细胞的生命周期延长 50%。另外

这款晚霜还可提高细胞线粒体中 ATP（腺三磷）的生产从而提高可获

得的瞬时能量，使肌肤获得更为集中和高质量的恢复。这款晚霜还富

含必需脂肪酸（维生素 F）及细胞膜结构的必需构件，可恢复肌肤年

轻活力，使肌肤更为健康和年轻。

回复年轻光彩！这款 Wish 系列的旗舰产品富含高浓度强效和先进的

活性成分以修复随时光流逝而失去的东西。焕颜精华富含强效激素原，

可加强天然荷尔蒙的生产，从而促进抗衰老作用使肌肤从内在真皮层

获得更为年轻的肌肤结构，并改善肌肤的外在表现，减少皱纹，使肌

肤更为光滑、柔软，更具活力和光彩。这款活肤精华还含有强效抗氧

化剂硫辛酸可增强健康细胞的能量生产从而使肌肤焕发活力，并可保

熟龄肌肤远离恶劣的日常环境如日晒、自由基和污染等。它还可使抗

氧化维生素 C，B 和 E 回复最初状态，提高这些抗氧化剂抗击自由基

并在遇到自由基时中和它们的能力。另外焕颜精华含有植酸和曲酸可

提亮和舒缓面部肌肤，阿魏酸可提高肌肤的免疫力。强效焕颜精华恢

复肌肤活力，使肌肤呈现更为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这款全效抗衰老精华主要包含两种先进的仿生肽，这两种肽分子独特

结合以防止眼部和前额的肌肉收缩，从而显著减少表情纹的出现。谷

氨酰基六胜肽模仿肉毒杆菌毒素 A 的活动，防止可造成肌肉收缩的神

经递质的释放。同时，三胜肽可模仿蛇毒肽 Waglerin-1 的效果，锁

住神经递质受体，从而安全有效地防止表情纹和皱纹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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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温水和洁面乳在脸

上揉搓起沫。轻柔按

摩2分钟后用温水洗

掉。

    洁面乳

Facial Wash

   纯净爽肤水

Purifying Toner

  温和洗面奶

     Gentle
Cleansing Milk

用化妆棉将本产品应

用于整个面部和颈部，

清除洁面乳。轻柔按

摩，直到所有污垢和

化妆品残留被清除。 

用温水清洗面部，然

后用手指将本产品在

整个面部和颈部进行

揉搓。使用纯净爽肤

水进行清除

使用前请先摇晃。将

干净的化妆棉蘸满本

产品，重复使用直到

已清除所有化妆品残

留。适用于所有肌肤

类型。

  双重卸妆液

   Bi-Phase
    Makeup
   Remover

功 能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  产品

清除时间痕迹，展现更年轻肤色。这款温和、滋润洁面乳可深层清洁

肌肤，去除日常活动所产生的化妆品残留、污染和污垢等。它富含乙

醇酸可去除死皮，天然醋酸、乳酸和果酸衍生物可滋润肌肤，同时它

还含有天然清洁和收敛因子肥皂草以及天然镇静因子洋甘菊和北美金

缕梅等，可使肌肤保护清洁和滋润。

这款纯净爽肤水不含酒精，可促进肌肤的完美平衡。它采用先进的微

乳配方可清洁和滋润肌肤，同时还可恢复肌肤在清洁过程中通常被洗

掉的正常油性。它可温和去除污垢、化妆品残留和过多分泌的油脂，

不刺激眼睛。纯净爽肤水含有天然清洁成分肥皂草、天然收敛成分北

美金缕梅和天然镇静成分洋甘菊，为肌肤提供彻底清洁、补水和滋润，

并保持 PH 值完美平衡，使肌肤清爽。

简单一下即可去除污染和衰老痕迹！这款温和洗面奶采用无油配方，

可温和去除日常活动所积累的化妆品残留、污染和污垢，它所含有的

乙醇酸可去除死皮，为肌肤提供彻底的清洁。这个富含抗氧化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A 的洁面配方同时还可为肌肤提供抗自由基因子，使肌肤

保持清洁，充满活力和光泽。

这款无油、清爽配方可温和去除眼部化妆品残留，使肌肤瞬间干净、

光滑、镇静和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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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紧致肌肤，使肌肤光滑柔嫩，呈现明显瞬时的效果

• 滋润配方使肌肤柔软，富有光泽

• 提供维生素，帮助疲劳肌肤恢复活力

• 适用于敏感、皮脂性和红肿不适肌肤

• 可为特殊活动提供肌肤完美护理?你想多少次就多少次

• 在10分钟内可减少80%的细纹

• 恢复肌肤理想的 pH 值，无刺激

Silk 系列产品清洁、紧致和提升肌肤，这些产品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可为肌肤带来瞬时效果,同时还

不会刺激肌肤发红。这套护理产品富含先进的淡化皱纹精华，该精华中所含的一种多晶硅弹性体可创造一

个天然丝滑肌肤的假象，看不到任何产品的痕迹，同时这套护理产品还可模仿面部皱纹的内在成因，通过

γ- 氨基丁酸来温和锁住神经末端和囊泡之间的生理电信号传输途径，从而尽量减少肌肤扭动，从内部减

少皱纹的形成。

      Silk 系列产品确保顾客在离开美容院时，肌肤看上去绝对光滑，无论是他们想要为一个特殊场合做准

备，或仅仅只想让自己看上去光彩照人，Silk 系列产品都不会让他们失望。

 瞬间呈现绝对光彩！

      Silk 系列护理产品确保顾客在离开美容院时会立即看到自己如丝般柔滑的肌肤，并且随着时间的变化

会看到肌肤与第一次护理时相比得到明显改善。Silk 系列产品从每个角度和皮肤层来针对衰老肌肤的成因

和症状，为肌肤提供温和无刺激的护理，所带来的奢侈护理享受主要包括瞬间缓解肌肤衰老症状，如紧致

和提升肌肤、淡化皱纹等。当顾客离开美容院时，肌肤看起来光滑柔嫩，呈现绝对光彩！

肌肤问题
        皱纹和表情纹是体现肌肤衰老的最早症状。当很多美容院对这些症状进行有效护理时,他们一般会使肌

肤发红。我们需要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不仅要为衰老肌肤提供护理，还得使顾客肌肤看上去完美无暇，

可以去赴晚上的约会。

我们的解决方案
      Silk 系列产品从每个角度和每个皮肤层来针对衰老肌肤的成因和症状，为肌肤提供温和无刺激护理，

并通过紧致和提升肌肤、淡化皱纹来提供瞬时修复效果。当顾客离开美容院时，肌肤看起来光滑柔嫩，呈

现绝对光彩。

Silk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分解不规则脂肪酸

• 促进新生细胞的健康生长

• 在3个月内可减少25%的细纹

• 可为肌肤提供保护，远离氧化压力

• 通过促进胶原蛋白- I 的形成来加强结缔组织

• 改善微循环，增强天然胶原和弹力蛋白基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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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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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k 系列产品从每个角度和每个皮肤层来针对衰老肌肤的成因和症状，为肌肤提供温和无刺激护理，

并通过紧致和提升肌肤、淡化皱纹来提供瞬时修复效果。当顾客离开美容院时，肌肤看起来光滑柔嫩，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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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k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分解不规则脂肪酸

• 促进新生细胞的健康生长

• 在3个月内可减少25%的细纹

• 可为肌肤提供保护，远离氧化压力

• 通过促进胶原蛋白- I 的形成来加强结缔组织

• 改善微循环，增强天然胶原和弹力蛋白基质

第三步：活性爽肤水（Active Toner）

       这款果酸爽肤水采用特殊配方，不含酒精，含有滋润因子和天然肥皂萃

取可温和地继续去角质过程，去除暗淡的肌肤表层和污染。这一步是清洁过

程的结束，可使肌肤光滑、干净、富有光泽。

第一步：温和洁面乳（Gentle Cleansing Cream）

       作为 Silk 护理过程的第一步，这款温和洁面乳可清除表面污垢，不刺激

肌肤或使肌肤发干。它使肌肤保持干净和清爽–做好了接受舒缓去角质产品

的准备。

Silk 系列产品

Silk 系列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与 Christina 长期产品开发政策一致，Silk 系列产品以多

种科技成果为基础，由内到外来针对衰老肌肤的不同成因。

胶原修复丝蛋白纤维

协同合作的γ-氨基丁酸

γ-氨基丁酸锁住神经末端和囊泡之间的生理电信号传输

途径，这条途径含有数百万个终端可使面部肌肉扭转，这样γ-

氨基丁酸可以防止表情纹发展和皱纹形成。

采用 Silk 系列产品的衰老肌肤衰老肌肤

美容院系列产品

γ-氨基丁酸锁

 住造成肌肉活动

    的电信号途径 

胶原修复丝蛋白

    纤维相结合

  具有活肤和抗氧

化功效的天然植物

先进的多晶硅

淡化皱纹因子

第二步：舒缓去角质霜（Soothing Exfoliator）

        使暗淡无光的肌肤呈现丝滑和光彩。这款酶促舒缓去角质霜富含天然番

木瓜，天然番木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因子、类黄酮和紧致鞣酸，可温和去除

肌肤的外表层，同时可打破自然基，紧致肌肤–所有这些都不会给肌肤留下

任何去角质痕迹，如肌肤发红等。

丝蛋白纤维可渗透肌肤来修复和加强受损的胶原基质纤

维，为肌肤提供紧致和提升作用，同时还改善肌肤水合作用，

使肌肤总体呈现年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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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奢华护理享受的最后一步，这款丝滑精华可瞬间使肌肤光滑平整，

淡化细纹，顾客在走出美容院时会看上去更加年轻！丝滑精华促进年轻、健

康肌肤细胞的生长，提高肌肤水合作用以及血液流动。

第七步：重塑面膜（Remodeling Mask）

        重塑面膜富含天然抗氧化剂和植物酶，可镇静和冷却肌肤，使顾客可以

瞬时感受到和看到其提升肌肤的效果！它以丝蛋白纤维和多维滴液为基础，

当这款独特的面膜变干时，它可以完全与顾客的面部吻合。

第六步：多维滴液（Multivitamin Drops）

        为肌肤提供必需的维生素，改变肌肤的衰老标志。滴液中所含的维生素

可从内部刺激重要的酶的产生从而修复衰老肌肤成因，刺激光滑、正常表皮

层的形成。这些多维滴液使肌肤做好了接受下一步重塑面膜的准备。

第五步：丝蛋白纤维&丝蛋白纤维活化剂

 （Silk Fibery Silk Fiber Activator）

        这款特殊配方、奢华的丝蛋白纤维护理所富含的丝蛋白将使肌肤恢复活

力。随后使用的活化剂则可溶解丝蛋白，从而加强肌肤粘合，使肌肤得到瞬

间紧致和提升，看上去更加年轻。

第四步：基础乳霜面膜（Base Cream Mask）

        这款基础乳霜面膜富含天然植物和矿物质萃取，将肌肤温度提高并保持

在34摄氏度（93华氏），从而确保这款“持久”面膜以及随后所用产品的完

美渗透和功效。肌肤已做好了接受下一步丝蛋白纤维顶级护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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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去角质痕迹，如肌肤发红等。

丝蛋白纤维可渗透肌肤来修复和加强受损的胶原基质纤

维，为肌肤提供紧致和提升作用，同时还改善肌肤水合作用，

使肌肤总体呈现年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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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果酸爽肤水采用特殊配方，不含酒精，含有滋润因子和天然肥皂萃

取可温和地继续去角质过程，去除暗淡的肌肤表层和污染。这一步是清洁过

程的结束，可使肌肤光滑、干净、富有光泽。

第一步：温和洁面乳（Gentle Cleansing Cream）

       作为 Silk 护理过程的第一步，这款温和洁面乳可清除表面污垢，不刺激

肌肤或使肌肤发干。它使肌肤保持干净和清爽–做好了接受舒缓去角质产品

的准备。

Silk 系列产品

Silk 系列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与 Christina 长期产品开发政策一致，Silk 系列产品以多

种科技成果为基础，由内到外来针对衰老肌肤的不同成因。

胶原修复丝蛋白纤维

协同合作的γ-氨基丁酸

γ-氨基丁酸锁住神经末端和囊泡之间的生理电信号传输

途径，这条途径含有数百万个终端可使面部肌肉扭转，这样γ-

氨基丁酸可以防止表情纹发展和皱纹形成。

采用 Silk 系列产品的衰老肌肤衰老肌肤

美容院系列产品

γ-氨基丁酸锁

 住造成肌肉活动

    的电信号途径 

胶原修复丝蛋白

    纤维相结合

  具有活肤和抗氧

化功效的天然植物

先进的多晶硅

淡化皱纹因子

第二步：舒缓去角质霜（Soothing Exfoliator）

        使暗淡无光的肌肤呈现丝滑和光彩。这款酶促舒缓去角质霜富含天然番

木瓜，天然番木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因子、类黄酮和紧致鞣酸，可温和去除

肌肤的外表层，同时可打破自然基，紧致肌肤–所有这些都不会给肌肤留下

任何去角质痕迹，如肌肤发红等。

丝蛋白纤维可渗透肌肤来修复和加强受损的胶原基质纤

维，为肌肤提供紧致和提升作用，同时还改善肌肤水合作用，

使肌肤总体呈现年轻状态。

第三步：活性爽肤水（Active Toner）

       这款果酸爽肤水采用特殊配方，不含酒精，含有滋润因子和天然肥皂萃

取可温和地继续去角质过程，去除暗淡的肌肤表层和污染。这一步是清洁过

程的结束，可使肌肤光滑、干净、富有光泽。

第一步：温和洁面乳（Gentle Cleansing Cream）

       作为 Silk 护理过程的第一步，这款温和洁面乳可清除表面污垢，不刺激

肌肤或使肌肤发干。它使肌肤保持干净和清爽–做好了接受舒缓去角质产品

的准备。

Silk 系列产品

Silk 系列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与 Christina 长期产品开发政策一致，Silk 系列产品以多

种科技成果为基础，由内到外来针对衰老肌肤的不同成因。

胶原修复丝蛋白纤维

协同合作的γ-氨基丁酸

γ-氨基丁酸锁住神经末端和囊泡之间的生理电信号传输

途径，这条途径含有数百万个终端可使面部肌肉扭转，这样γ-

氨基丁酸可以防止表情纹发展和皱纹形成。

采用 Silk 系列产品的衰老肌肤衰老肌肤

美容院系列产品

γ-氨基丁酸锁

 住造成肌肉活动

    的电信号途径 

胶原修复丝蛋白

    纤维相结合

  具有活肤和抗氧

化功效的天然植物

先进的多晶硅

淡化皱纹因子

第二步：舒缓去角质霜（Soothing Exfoliator）

        使暗淡无光的肌肤呈现丝滑和光彩。这款酶促舒缓去角质霜富含天然番

木瓜，天然番木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因子、类黄酮和紧致鞣酸，可温和去除

肌肤的外表层，同时可打破自然基，紧致肌肤–所有这些都不会给肌肤留下

任何去角质痕迹，如肌肤发红等。

丝蛋白纤维可渗透肌肤来修复和加强受损的胶原基质纤

维，为肌肤提供紧致和提升作用，同时还改善肌肤水合作用，

使肌肤总体呈现年轻状态。

第三步：活性爽肤水（Active Toner）

       这款果酸爽肤水采用特殊配方，不含酒精，含有滋润因子和天然肥皂萃

取可温和地继续去角质过程，去除暗淡的肌肤表层和污染。这一步是清洁过

程的结束，可使肌肤光滑、干净、富有光泽。

第一步：温和洁面乳（Gentle Cleansing Cream）

       作为 Silk 护理过程的第一步，这款温和洁面乳可清除表面污垢，不刺激

肌肤或使肌肤发干。它使肌肤保持干净和清爽–做好了接受舒缓去角质产品

的准备。

Silk 系列产品

Silk 系列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与 Christina 长期产品开发政策一致，Silk 系列产品以多

种科技成果为基础，由内到外来针对衰老肌肤的不同成因。

胶原修复丝蛋白纤维

协同合作的γ-氨基丁酸

γ-氨基丁酸锁住神经末端和囊泡之间的生理电信号传输

途径，这条途径含有数百万个终端可使面部肌肉扭转，这样γ-

氨基丁酸可以防止表情纹发展和皱纹形成。

采用 Silk 系列产品的衰老肌肤衰老肌肤

美容院系列产品

γ-氨基丁酸锁

 住造成肌肉活动

    的电信号途径 

胶原修复丝蛋白

    纤维相结合

  具有活肤和抗氧

化功效的天然植物

先进的多晶硅

淡化皱纹因子

第二步：舒缓去角质霜（Soothing Exfoliator）

        使暗淡无光的肌肤呈现丝滑和光彩。这款酶促舒缓去角质霜富含天然番

木瓜，天然番木瓜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因子、类黄酮和紧致鞣酸，可温和去除

肌肤的外表层，同时可打破自然基，紧致肌肤–所有这些都不会给肌肤留下

任何去角质痕迹，如肌肤发红等。

丝蛋白纤维可渗透肌肤来修复和加强受损的胶原基质纤

维，为肌肤提供紧致和提升作用，同时还改善肌肤水合作用，

使肌肤总体呈现年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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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院系列产品简介

产品功 能产品名称

    第三步：

 活性爽肤水
Active Toner

   第一步：

温和洁面乳
   Gentle
Cleansing
   Cream

     第二步：

舒缓去角质霜
   Soothing
   Exfoliator

   第五步：

丝蛋白纤维

和丝蛋白纤

 维活化剂
 Silk Fiber
& Activator

      第四步：

基础乳霜面膜
 Base Cream
      Mask

    第六步：

  多维滴液
      Silk
Multivitamin
     Drops

为肌肤提供必需维生

素和抗氧化剂

   第七步：

  重塑面膜
Remodeling
    Mask

   第八步：

  丝滑精华
Silky Serum

淡化细纹，使肌肤光

滑年轻，为顾客提供

最后一步的奢华护肤

体验，并瞬时感受到

令人满意的效果。

使用方法

清除表层杂质，不刺

激肌肤或使肌肤发干

去 除 暗 淡 无 光 的 肌，

使肌肤光滑、焕发光

彩

这款果酸爽肤水停止

蛋 白 水 解 去 角 质 活

动，完成清洁过程 

使肌肤光滑，做好接

受丝蛋白纤维护理的

准备

这款顶级 Silk 护理产

品可重建和加强肌肤

的内在粘合机制

可与面部完全吻合，

形成厚重、紧致的集

中以达到提升肌肤的

效果，你的顾客会立

即感受和看到这种效

果！

温水将脸打湿，用指尖配合本产品在面部和颈部轻柔打圈按摩。加

入温水使产生泡沫。用湿毛巾清洗，再用毛巾拍干。 

将 2 勺热水与 1 勺去角质霜混合，形成黏稠糊状。用面膜刷将面膜

涂抹在整个面部、颈部和肩部，避开唇部和眼部区域。用塑料薄膜

将面部包住，并在上面放一块热毛巾以保持热度和湿度。根据个人

意愿，可使用蒸汽（离面部距离不能近于 30 厘米）。等待约 5-7 分钟，

将毛巾和塑料薄膜拿走。按摩脸上残留的植物精华 2-3 分钟，以便

肌肤更好地吸收这些抗氧化成分、维生素和矿物质。用温热水彻底

清洁。未用完的面膜请扔掉。 

用湿的化妆棉将活性爽肤水应用于整个面部，避开眼周区域。这时

候最适合进行黑头粉刺清除。用活性爽肤水对清理区域进行消毒。

将基础乳霜面膜均匀涂抹在已清洁并已去角质的面部和颈部，厚度

适中。轻轻按摩，使大部分产品被肌肤吸收，留下一点稍微可见的

残留。不要清洗。

每次护理约使用一整块纤维。将纤维撕成小条，将它们直接在基础

乳霜面膜上铺成一层。一只手将活化剂滴在丝蛋白纤维上，另一只

手轻柔按摩直到所有的纤维溶化并被肌肤吸收。根据顾客肌肤类型

采取合适的按摩方式。 

紧随丝蛋白纤维护理之后使用，不要洗去丝蛋白纤维。将数滴多维

滴液倒在指尖，按摩面部和颈部直到产品被肌肤完全吸收，同时微

压肌肤以刺激肌肤。结束时用温暖舒展的手微压面部。

在碗里放入 30 克重塑面膜（1.06 盎司），在杯中加入 100 毫升的过

滤水。先将一半的水加入碗中，用抹板进行搅拌直到水分被完全吸

收，继续加入剩下的水并轻轻搅拌，以形成黏稠光滑的糊状。立刻

用抹板将面膜涂抹在整个面部和颈部，颈部稍微薄一点。它变干时

可形成紧致弹力面膜，贴合脸形，为肌肤提供支持和紧致。从耳朵

后向鼻子处一次撕下面膜。用湿毛巾去除任何面膜残留。进入最后

一步丝滑精华护理。

清除重塑面膜后，将丝滑精华用温柔向上的手式轻轻在面部按摩。

Silk 护理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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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指尖将本产品轻轻拍
打在已清洁的面部，重
点在出现皱纹区域。在
参加特别活动之前，将
本产品在使用润肤霜之
后使用可获得瞬间效果。
每周两次在使用润肤霜
之前使用可获得持久的
减少皱纹效果。使用该
产品后，你的肌肤将变
得完美无暇、极致丝滑，
甚至可适用化妆品。

这款极致丝滑精华是那些先进的细纹和皱纹注射治疗方法的安全有
效替代，既可用于日常护理，也可用于当顾客因特殊场合需要拥有
一个完美无暇、丝般柔滑肌肤时，为他们提供终极个人享受。

紧致眼霜
  Eyelift

紧致提升霜
     Uplift

将紧致提升霜均匀涂抹
于整个面部。不要清洗。
避免接触眼睛。

将亮肤霜均匀涂抹于
整个面部。不要清洗。
避免接触眼睛。

每天将紧致眼霜用于已
清洁的眼部区域，轻轻
拍干。

 亮肤霜
Upgrade
  Cream

丝滑精华
My Silky
  Serum

这款先进配方富含蚕茧脂、新一代紧致成分和丰富的抗氧化复合物，
可减少肌肤的自然水分流失，给肌肤带来明显的紧致效果，使肌肤
在数分钟内呈现丝滑状态。

享受它所带来的紧致效果，使眼睛年轻、轻松。这款创新型紧致眼
霜富含多种新一代紧致因子和深层渗透生物肽，可尽量淡化细纹、
减少黑眼圈和眼袋、紧致眼周区域的敏感肌肤，使眼部肌肤呈现极
具诱惑力的丝滑感觉。

这款创新配方富含抗氧化因子及蚕茧脂，可滋养和滋润肌肤，使肌
肤柔软健康。这款产品不仅锁住肌肤水分，还具有补水功效，从而
提高肌肤弹性和柔软，使肌肤呈现更为紧致、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轻轻地将丝滑精华用向
上的方式在整个面部进
行按摩。

丝滑精华以多晶硅为基础，淡化皱纹，紧致肌肤，使肌肤呈现瞬间
光滑，带来终极享受。同时它还将天然抗氧化因子、活肤因子和富
含维生素 A 和 C 的成分进行创新结合，可保护和刺激新胶原蛋白的
生产，同时改善肌肤弹性和健康细胞生长，给肌肤带来抗衰老功效。

极致丝滑精华
  Absolutely
    Smooth

 Silk 家用护理产品简介

产品名称 产品功  能 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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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洁面乳

Clean Up

净化面膜
Peel-off
 Mask

将净华面膜厚厚地涂

抹在已清洁并已擦干

的面部和颈部，等待

约15分钟，直到面膜

变干变紧。面膜变干

后，它可形成一种像

尼龙一样的膜。从颈

部和下巴开始，轻轻

地将面膜向上揭掉。

用湿毛巾将剩余的残

液擦掉。

深层洁面乳富含温和肥皂成分和天然滋润成分，可温和有效地去除

包括面部和眼部化妆品残留在内的杂质，使肌肤干净和清爽，不刺

激肌肤或使肌肤干燥。

这款净化面膜可带来瞬间光滑、富有光泽的肌肤。它富含活性蚕茧

脂、多种先进的活性成分和滋润因子，可加强肌肤粘合，提升和紧

致肌肤。这款面膜温和去除死皮，淡化细纹，可瞬间恢复肌肤活力，

带来丝般触感。这是一种简单实用、快速和有效的家用抗衰老护理

产品。 

产品名称 产品使用方法功  能

用温水将面部和颈部

打湿。用指尖将本产

品用打圈的方式轻轻

揉搓。加入温水使起

泡沫，然后用湿毛巾

清除，用毛巾把脸拍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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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去除油脂和死皮

• 深层清洁毛孔

• 刺激成纤维细胞

• 提高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

• 提亮肌肤

• 抑制黑色素生成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抗衰老功效

• 提高肌肤的耗氧量、湿度和色泽

• 恢复肌肤活力–使肌肤更为年轻和健康

  提亮肌肤的效果！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还可滋润和提亮受损肌肤部位，恢复该部位肌肤活力，使问题区域不再明

显。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恢复受损肌肤，而果酸和水杨酸则可去除角质，提供

温和但有效的抗衰老效果。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主要针对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等肌肤问题。

       FluorOxyen+C 系列产品提供创新型提亮护理，它以科学的皮肤配方为基础，将最先进的强效成分进

行完美结合来恢复和提亮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肌肤。

肌肤问题
        光老化和晒伤可造成很难改变的肌肤问题。褐斑或皮肤斑可由多种内在和外在因素造成（见下图）。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主要针对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肌肤的内在和外在成因，为肌肤提供快速改

善和长期效果。

我们的解决方案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可提亮或完全消除皮肤变色，减少皱纹和其他由色素沉淀和日晒或环境因

素而造成的肌肤损害。另外，它还具有活肤和抗衰老功效，可提高肌肤弹性、耗氧量、湿度和色泽，使肌

肤呈现更为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FluorOxygen+C 美容院护理和家用护理产品完美

配合，针对肌肤问题的内在和外在成因，为肌肤提供

持久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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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净化磨砂洁面乳（FluorOxygen+C Clarifying Scrub）

        作为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第一步，这款净化磨砂洁面乳将皂树
和肥皂草的天然清洁成分与水杨酸相结合来清除杂质，对肌肤无刺激或使肌
肤干燥。它使肌肤清洁、充满活力，并已做好进入第二步护理的准备。

第二步：平衡爽肤水（FluorOxygen+C Balancing Toner）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第二步是具有弱酸性（pH值4.0）的平衡爽
肤水，它含有果酸、天然亮肤因子和肌肤镇静成分，使肌肤光滑富有光泽，
可进行第三步去角质护理。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

    抗衰老
最佳的维生素C水平
 和维生素强化因子
 可刺激成纤维细胞
活动和胶原蛋白再生

    预防 
锁住黑色素合成从
而防止肌肤变色和
      角质层损害

   护理 
从外在提亮肌肤
   缓解外在症状

FluorOxygen+C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与 Christina 长期产品开发政策一致，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以多种科技成果为基础，由内到外来

针对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肌肤的不同成因。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不仅在可以看得到变色和损害的皮肤表层发挥作用，同时在色素沉着的内

在真皮层以及日晒影响的细胞层来发挥作用。这套护理方法可通过影响表皮层内的多个层面来影响色素沉

淀的四个关键成因：

1. 产生黑色素的黑素细胞，黑色素可决定肌肤颜色，并过滤有害的紫外线

2. 可产生角蛋白的角质形成细胞，角蛋白是一种纤维保护蛋白，也是表皮层的主要结构元素

3. 基底细胞层内可产生黑色素的酪氨酸，从核心防止变色

4. 免疫警惕的郎格罕细胞，可防止肌肤炎症

美容院系列产品简介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去除油脂和死皮

• 深层清洁毛孔

• 刺激成纤维细胞

• 提高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

• 提亮肌肤

• 抑制黑色素生成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抗衰老功效

• 提高肌肤的耗氧量、湿度和色泽

• 恢复肌肤活力–使肌肤更为年轻和健康

  提亮肌肤的效果！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还可滋润和提亮受损肌肤部位，恢复该部位肌肤活力，使问题区域不再明

显。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恢复受损肌肤，而果酸和水杨酸则可去除角质，提供

温和但有效的抗衰老效果。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主要针对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等肌肤问题。

       FluorOxyen+C 系列产品提供创新型提亮护理，它以科学的皮肤配方为基础，将最先进的强效成分进

行完美结合来恢复和提亮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肌肤。

肌肤问题
        光老化和晒伤可造成很难改变的肌肤问题。褐斑或皮肤斑可由多种内在和外在因素造成（见下图）。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主要针对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肌肤的内在和外在成因，为肌肤提供快速改

善和长期效果。

我们的解决方案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可提亮或完全消除皮肤变色，减少皱纹和其他由色素沉淀和日晒或环境因

素而造成的肌肤损害。另外，它还具有活肤和抗衰老功效，可提高肌肤弹性、耗氧量、湿度和色泽，使肌

肤呈现更为健康和年轻的状态。

       FluorOxygen+C 美容院护理和家用护理产品完美

配合，针对肌肤问题的内在和外在成因，为肌肤提供

持久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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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净化磨砂洁面乳（FluorOxygen+C Clarifying Scrub）

        作为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第一步，这款净化磨砂洁面乳将皂树
和肥皂草的天然清洁成分与水杨酸相结合来清除杂质，对肌肤无刺激或使肌
肤干燥。它使肌肤清洁、充满活力，并已做好进入第二步护理的准备。

第二步：平衡爽肤水（FluorOxygen+C Balancing Toner）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第二步是具有弱酸性（pH值4.0）的平衡爽
肤水，它含有果酸、天然亮肤因子和肌肤镇静成分，使肌肤光滑富有光泽，
可进行第三步去角质护理。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

    抗衰老
最佳的维生素C水平
 和维生素强化因子
 可刺激成纤维细胞
活动和胶原蛋白再生

    预防 
锁住黑色素合成从
而防止肌肤变色和
      角质层损害

   护理 
从外在提亮肌肤
   缓解外在症状

FluorOxygen+C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与 Christina 长期产品开发政策一致，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以多种科技成果为基础，由内到外来

针对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肌肤的不同成因。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不仅在可以看得到变色和损害的皮肤表层发挥作用，同时在色素沉着的内

在真皮层以及日晒影响的细胞层来发挥作用。这套护理方法可通过影响表皮层内的多个层面来影响色素沉

淀的四个关键成因：

1. 产生黑色素的黑素细胞，黑色素可决定肌肤颜色，并过滤有害的紫外线

2. 可产生角蛋白的角质形成细胞，角蛋白是一种纤维保护蛋白，也是表皮层的主要结构元素

3. 基底细胞层内可产生黑色素的酪氨酸，从核心防止变色

4. 免疫警惕的郎格罕细胞，可防止肌肤炎症

美容院系列产品简介
第一步：净化磨砂洁面乳（FluorOxygen+C Clarifying Scrub）

        作为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第一步，这款净化磨砂洁面乳将皂树
和肥皂草的天然清洁成分与水杨酸相结合来清除杂质，对肌肤无刺激或使肌
肤干燥。它使肌肤清洁、充满活力，并已做好进入第二步护理的准备。

第二步：平衡爽肤水（FluorOxygen+C Balancing Toner）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第二步是具有弱酸性（pH值4.0）的平衡爽
肤水，它含有果酸、天然亮肤因子和肌肤镇静成分，使肌肤光滑富有光泽，
可进行第三步去角质护理。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

    抗衰老
最佳的维生素C水平
 和维生素强化因子
 可刺激成纤维细胞
活动和胶原蛋白再生

    预防 
锁住黑色素合成从
而防止肌肤变色和
      角质层损害

   护理 
从外在提亮肌肤
   缓解外在症状

FluorOxygen+C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与 Christina 长期产品开发政策一致，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以多种科技成果为基础，由内到外来

针对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肌肤的不同成因。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不仅在可以看得到变色和损害的皮肤表层发挥作用，同时在色素沉着的内

在真皮层以及日晒影响的细胞层来发挥作用。这套护理方法可通过影响表皮层内的多个层面来影响色素沉

淀的四个关键成因：

1. 产生黑色素的黑素细胞，黑色素可决定肌肤颜色，并过滤有害的紫外线

2. 可产生角蛋白的角质形成细胞，角蛋白是一种纤维保护蛋白，也是表皮层的主要结构元素

3. 基底细胞层内可产生黑色素的酪氨酸，从核心防止变色

4. 免疫警惕的郎格罕细胞，可防止肌肤炎症

美容院系列产品简介

第八步：纯净维C海藻面膜（Pure Vitamin C Algae Mask）

       作为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先进的海藻面膜含有
稳定均衡的维 C 水平，可带来完美的抗衰老和色素沉淀修复效果。纯净维 C
海藻面膜富含樱桃，这种水果含有最高水平的维生素 C、PP 和 A，可刺激胶
原蛋白合成，抗击自由基。当你走出美容院时，会感觉肌肤清爽、柔软并充
满活力。

第七步：舒缓美白面膜（Soothing and Bleaching Mask）

       舒缓美白面膜含有丰富的肌肤镇静和抗氧化成分及温和滋润成分，可恢
复肌肤活力，提亮肌肤。

第六步：海洋喷雾（FluorOxygen+C Isotonic Marine Mist）

        这款独特配方的海洋喷雾使用从死海矿物质中获得的高浓度镁成分来滋
润、舒缓和镇静肌肤。死海盐配方可瞬间滋润肌肤，提高天然保湿因子的保
湿能力。这款 pH 值在 6.8-7.0 之间的温和喷雾可舒缓肌肤，恢复肌肤的健康
状态。

第五步：pH平衡水（FluorOxygen+C pH Rebalancer）

这款碱性 pH 平衡水可镇静和舒缓去角质护理后所产生的红斑和刺激。
它的 pH 值为8，可中和果酸并调节肌肤 pH 值，而北美金缕菊和鞣酸可收敛
和收缩毛孔，从而使肌肤柔软和平衡。

第四步：纯净维生素C+酶加活化剂
（Pure Vitamin C+ Enzymes Powder  & Activator）

        由于其独特的粉末形状，这款酶混合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C（30%），可
确保该产品的长期稳定性和活性。该配方将分裂肽链的蛋白酶和果酸相结合，
发挥维生素 C 的最大功效，提高其渗透肌肤的能力。

第三步：去角质霜（FluorOxygen+C Exfoliator）

这款去角质霜含有果酸、黑色素平衡和亮肤因子、维生素和多种植物萃
取，可去除暗淡无光的肌肤，使肌肤呈现轻盈和光彩。这款先进配方通过刺
激血液流动，加强肌肤新陈代谢来重建胶原和弹力蛋白，从而提高肌肤弹性，
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第八步：纯净维C海藻面膜（Pure Vitamin C Algae Mask）

       作为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先进的海藻面膜含有
稳定均衡的维 C 水平，可带来完美的抗衰老和色素沉淀修复效果。纯净维 C
海藻面膜富含樱桃，这种水果含有最高水平的维生素 C、PP 和 A，可刺激胶
原蛋白合成，抗击自由基。当你走出美容院时，会感觉肌肤清爽、柔软并充
满活力。

第七步：舒缓美白面膜（Soothing and Bleaching Mask）

       舒缓美白面膜含有丰富的肌肤镇静和抗氧化成分及温和滋润成分，可恢
复肌肤活力，提亮肌肤。

第六步：海洋喷雾（FluorOxygen+C Isotonic Marine Mist）

        这款独特配方的海洋喷雾使用从死海矿物质中获得的高浓度镁成分来滋
润、舒缓和镇静肌肤。死海盐配方可瞬间滋润肌肤，提高天然保湿因子的保
湿能力。这款 pH 值在 6.8-7.0 之间的温和喷雾可舒缓肌肤，恢复肌肤的健康
状态。

第五步：pH平衡水（FluorOxygen+C pH Rebalancer）

这款碱性 pH 平衡水可镇静和舒缓去角质护理后所产生的红斑和刺激。
它的 pH 值为8，可中和果酸并调节肌肤 pH 值，而北美金缕菊和鞣酸可收敛
和收缩毛孔，从而使肌肤柔软和平衡。

第四步：纯净维生素C+酶加活化剂
（Pure Vitamin C+ Enzymes Powder  & Activator）

        由于其独特的粉末形状，这款酶混合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C（30%），可
确保该产品的长期稳定性和活性。该配方将分裂肽链的蛋白酶和果酸相结合，
发挥维生素 C 的最大功效，提高其渗透肌肤的能力。

第三步：去角质霜（FluorOxygen+C Exfoliator）

这款去角质霜含有果酸、黑色素平衡和亮肤因子、维生素和多种植物萃
取，可去除暗淡无光的肌肤，使肌肤呈现轻盈和光彩。这款先进配方通过刺
激血液流动，加强肌肤新陈代谢来重建胶原和弹力蛋白，从而提高肌肤弹性，
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第八步：纯净维C海藻面膜（Pure Vitamin C Algae Mask）

       作为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先进的海藻面膜含有
稳定均衡的维 C 水平，可带来完美的抗衰老和色素沉淀修复效果。纯净维 C
海藻面膜富含樱桃，这种水果含有最高水平的维生素 C、PP 和 A，可刺激胶
原蛋白合成，抗击自由基。当你走出美容院时，会感觉肌肤清爽、柔软并充
满活力。

第七步：舒缓美白面膜（Soothing and Bleaching Mask）

       舒缓美白面膜含有丰富的肌肤镇静和抗氧化成分及温和滋润成分，可恢
复肌肤活力，提亮肌肤。

第六步：海洋喷雾（FluorOxygen+C Isotonic Marine Mist）

        这款独特配方的海洋喷雾使用从死海矿物质中获得的高浓度镁成分来滋
润、舒缓和镇静肌肤。死海盐配方可瞬间滋润肌肤，提高天然保湿因子的保
湿能力。这款 pH 值在 6.8-7.0 之间的温和喷雾可舒缓肌肤，恢复肌肤的健康
状态。

第五步：pH平衡水（FluorOxygen+C pH Rebalancer）

这款碱性 pH 平衡水可镇静和舒缓去角质护理后所产生的红斑和刺激。
它的 pH 值为8，可中和果酸并调节肌肤 pH 值，而北美金缕菊和鞣酸可收敛
和收缩毛孔，从而使肌肤柔软和平衡。

第四步：纯净维生素C+酶加活化剂
（Pure Vitamin C+ Enzymes Powder  & Activator）

        由于其独特的粉末形状，这款酶混合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C（30%），可
确保该产品的长期稳定性和活性。该配方将分裂肽链的蛋白酶和果酸相结合，
发挥维生素 C 的最大功效，提高其渗透肌肤的能力。

第三步：去角质霜（FluorOxygen+C Exfoliator）

这款去角质霜含有果酸、黑色素平衡和亮肤因子、维生素和多种植物萃
取，可去除暗淡无光的肌肤，使肌肤呈现轻盈和光彩。这款先进配方通过刺
激血液流动，加强肌肤新陈代谢来重建胶原和弹力蛋白，从而提高肌肤弹性，
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第八步：纯净维C海藻面膜（Pure Vitamin C Algae Mask）

       作为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先进的海藻面膜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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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缓美白面膜含有丰富的肌肤镇静和抗氧化成分及温和滋润成分，可恢
复肌肤活力，提亮肌肤。

第六步：海洋喷雾（FluorOxygen+C Isotonic Marine Mist）

        这款独特配方的海洋喷雾使用从死海矿物质中获得的高浓度镁成分来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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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第五步：pH平衡水（FluorOxygen+C pH Rebalancer）

这款碱性 pH 平衡水可镇静和舒缓去角质护理后所产生的红斑和刺激。
它的 pH 值为8，可中和果酸并调节肌肤 pH 值，而北美金缕菊和鞣酸可收敛
和收缩毛孔，从而使肌肤柔软和平衡。

第四步：纯净维生素C+酶加活化剂
（Pure Vitamin C+ Enzymes Powder  & Activator）

        由于其独特的粉末形状，这款酶混合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C（30%），可
确保该产品的长期稳定性和活性。该配方将分裂肽链的蛋白酶和果酸相结合，
发挥维生素 C 的最大功效，提高其渗透肌肤的能力。

第三步：去角质霜（FluorOxygen+C Exfoliator）

这款去角质霜含有果酸、黑色素平衡和亮肤因子、维生素和多种植物萃
取，可去除暗淡无光的肌肤，使肌肤呈现轻盈和光彩。这款先进配方通过刺
激血液流动，加强肌肤新陈代谢来重建胶原和弹力蛋白，从而提高肌肤弹性，
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第八步：纯净维C海藻面膜（Pure Vitamin C Algae Mask）

       作为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先进的海藻面膜含有
稳定均衡的维 C 水平，可带来完美的抗衰老和色素沉淀修复效果。纯净维 C
海藻面膜富含樱桃，这种水果含有最高水平的维生素 C、PP 和 A，可刺激胶
原蛋白合成，抗击自由基。当你走出美容院时，会感觉肌肤清爽、柔软并充
满活力。

第七步：舒缓美白面膜（Soothing and Bleaching Mask）

       舒缓美白面膜含有丰富的肌肤镇静和抗氧化成分及温和滋润成分，可恢
复肌肤活力，提亮肌肤。

第六步：海洋喷雾（FluorOxygen+C Isotonic Marine Mist）

        这款独特配方的海洋喷雾使用从死海矿物质中获得的高浓度镁成分来滋
润、舒缓和镇静肌肤。死海盐配方可瞬间滋润肌肤，提高天然保湿因子的保
湿能力。这款 pH 值在 6.8-7.0 之间的温和喷雾可舒缓肌肤，恢复肌肤的健康
状态。

第五步：pH平衡水（FluorOxygen+C pH Rebalancer）

这款碱性 pH 平衡水可镇静和舒缓去角质护理后所产生的红斑和刺激。
它的 pH 值为8，可中和果酸并调节肌肤 pH 值，而北美金缕菊和鞣酸可收敛
和收缩毛孔，从而使肌肤柔软和平衡。

第四步：纯净维生素C+酶加活化剂
（Pure Vitamin C+ Enzymes Powder  & Activator）

        由于其独特的粉末形状，这款酶混合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C（30%），可
确保该产品的长期稳定性和活性。该配方将分裂肽链的蛋白酶和果酸相结合，
发挥维生素 C 的最大功效，提高其渗透肌肤的能力。

第三步：去角质霜（FluorOxygen+C Exfoliator）

这款去角质霜含有果酸、黑色素平衡和亮肤因子、维生素和多种植物萃
取，可去除暗淡无光的肌肤，使肌肤呈现轻盈和光彩。这款先进配方通过刺
激血液流动，加强肌肤新陈代谢来重建胶原和弹力蛋白，从而提高肌肤弹性，
使肌肤呈现更为年轻状态。

第一步：净化磨砂洁面乳（FluorOxygen+C Clarifying Scrub）

        作为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第一步，这款净化磨砂洁面乳将皂树
和肥皂草的天然清洁成分与水杨酸相结合来清除杂质，对肌肤无刺激或使肌
肤干燥。它使肌肤清洁、充满活力，并已做好进入第二步护理的准备。

第二步：平衡爽肤水（FluorOxygen+C Balancing Toner）

       FluorOxygen+C 护理过程的第二步是具有弱酸性（pH值4.0）的平衡爽
肤水，它含有果酸、天然亮肤因子和肌肤镇静成分，使肌肤光滑富有光泽，
可进行第三步去角质护理。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

    抗衰老
最佳的维生素C水平
 和维生素强化因子
 可刺激成纤维细胞
活动和胶原蛋白再生

    预防 
锁住黑色素合成从
而防止肌肤变色和
      角质层损害

   护理 
从外在提亮肌肤
   缓解外在症状

FluorOxygen+C 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与 Christina 长期产品开发政策一致，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以多种科技成果为基础，由内到外来

针对日晒、光老化和色素沉淀肌肤的不同成因。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不仅在可以看得到变色和损害的皮肤表层发挥作用，同时在色素沉着的内

在真皮层以及日晒影响的细胞层来发挥作用。这套护理方法可通过影响表皮层内的多个层面来影响色素沉

淀的四个关键成因：

1. 产生黑色素的黑素细胞，黑色素可决定肌肤颜色，并过滤有害的紫外线

2. 可产生角蛋白的角质形成细胞，角蛋白是一种纤维保护蛋白，也是表皮层的主要结构元素

3. 基底细胞层内可产生黑色素的酪氨酸，从核心防止变色

4. 免疫警惕的郎格罕细胞，可防止肌肤炎症

美容院系列产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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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院系列产品简介

产品使用方法功  能产品名称

       第一步：

      净化磨砂

       洁面乳

Clarifying Scrub

       第二步：

     平衡爽肤水

Balancing Toner

       第三步：

      去角质霜

FluorOxygen+C
      Exfoliator

         第四步：

        纯净维生

      素 C+酶 和 

        活化剂

Pure Vitamin C+
Enzymes Powder
   and Activator

深层清洁毛孔

清洁油脂和死皮

      第五步：

    pH 平衡水

FluorOxygen+C
 pH Rebalancer

       第六步：

      海洋喷雾
FluorOxygen+C
Isotonic Marine
        Mist

可镇静和舒缓去角质护

理后所产生的红斑和刺

激，含中性果酸可调节

肌肤 pH 值

     第七步：

舒缓美白面膜

Soothing and
   Bleaching
      Mask

     第八步：

    纯净维 C
    海藻面膜

Pure Vitamin C
  Algae Mask

提亮和恢复肌肤活力

刺激去角质作用，提亮

肌肤，使肤色均匀并恢

复活力

去角质，刺激成纤维细

胞并提高胶原蛋白和弹

力蛋白的合成，同时锁

住黑色素合成

温和提亮肌肤，使肌肤

光滑并富有光泽，并做

好了进行去角质护理的

准备

为肌肤补充水分

放松和镇静肌肤

具有完美抗衰老和

色素沉淀修复功效

将维生素 C+ 酶粉末和活化剂混合（一袋维生素 C+ 酶粉末加

两勺液体活化剂），搅拌成奶油冻状后立刻涂抹在肌肤上，

以充分利用维生素 C 的最活跃状态。轻柔按摩肌肤1分钟，再

等待4分钟，随后用 pH 平衡水清除。

注意：由于该产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因此在护理过程中肌

肤会出现发痒或发热症状。我们建议在使用本产品之前须向

顾客进行说明这一正常反应。

将该产品与水（20度）按照1:3（30克产品加入90克矿泉水）

的比例进行混合。用抹板将产品涂抹在面部、颈部和肩部。等

待约15分钟后，轻轻撕下。随后可使用适合顾客肌肤类型的滋

润霜。

仔细避开眼周区域，使用敷药板将去角质霜按照下列顺序均匀

涂抹以获得最佳效果：前额、两颊、下巴、鼻子、颈部、衣领

部和嘴部。等待约2-3分钟，无需清洗，直接进入下一步护理。

注意：如果产品进入眼睛，请立即用大量水冲洗。如肌肤出现

刺激症状，用 pH 平衡水清洗后正常进入第四步护理

在清洁肌肤后，用化妆棉蘸满平衡爽肤水轻轻涂抹在面部和颈

部，直至被肌肤完全吸收。随后进行去角质护理。

将净化磨砂洁面乳加水后，在脸上轻轻揉搓约2分钟，用温热水

洗净。用毛巾把脸拍干，进入第二步平衡爽肤水护理。

在使用海洋喷雾后，将舒缓美白面膜均匀涂抹在面部、颈部和

肩部，等待约15-20分钟，然后用冷敷布清洁

用湿润的化妆棉将眼部盖住，然后从距脸部20厘米的地方将海

洋喷雾均匀喷在脸上。也可用作日常喷雾，在沐浴或清洁后使

用。可冷藏保存以保持其镇静和清爽功效。

在结束去角质护理时，将化妆棉蘸满 pH 平衡水贴在脸部以中

和肌肤 pH 值。随后用冷敷布清洗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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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poC-20
  日用精华

Day Serum

维 C 亮肤晚霜

 VitaC-
 Clear Night
     Serum

果酸 C 晚霜

  Alpha C
    Night
   Serum

每天一到两次，取少量

产品涂抹在已清洁肌肤

上。如出现色素沉淀，

可用于眼周区域。等待

数分钟，直到精华被肌

肤完全吸收，随后可使

用防晒霜。

 维 C 亮肤

 植物精华

VitaC-light
 Botanical
  Lightner

    EyeC 眼霜

EyeC Eye Cream

每天晚上清洁肌肤并擦

干后，将本产品均匀涂

抹在肌肤上。轻柔按摩

直到产品被完全吸收，

并配合使用果酸 C 晚霜

来完成护理

在出门前，将本产品少

量涂抹在眼皮上下。轻

轻拍打直到产品被完全

吸收。

舒缓提亮面膜

  Soothing
& Lightening
      Mask

    IntenC 日霜

IntenC Day Cream
     （SPF40）

根据需要在日晒前将本

产品均匀涂抹在面部和

颈部。

家用护理产品简介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活
肤
和
亮
肤
系
列
产
品 (R

ejuvenating &
 Lightening K

it )

将天然植物萃取、氨基酸和维生素进行独特融合，这款维 C 亮肤

植物精华可抵抗自由基，促进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滋润

和提亮肌肤。

可保护色素沉淀肌肤远离更多的日晒，尽量淡化肌肤衰老痕迹。

这款不油腻的 SPF40 日霜恢复和保持肌肤水分，提高肌肤弹性，

使肌肤色泽均匀平衡。这款产品为你提供日晒保护，可以使肌肤

焕发光彩，显得更为年轻。

将本产品均匀涂抹在

干净的干皮肤上，轻

柔按摩直到精华被完全

吸收。化妆品可直接

用在这款产品上面。

注意：避免日晒或使

用防晒霜。我们建议

使用 Forever Young
保湿面霜 (SPF40) 用

于防晒保护

这款活肌精华具有强抗氧化功效，其浓缩配方含有20%的纯净微粒

化维生素 C，可确保产品的长期稳定性和活性。LipoC-20 日用精华

还含有天然抗氧化成分和植物萃取，具有抗氧化和提亮肌肤功效，

同时也可提供镇静、抗刺激效果

维 C 亮肤晚霜将提亮因子和天然植物萃取进行创新结合，在睡眠

中提亮肌肤，它从肌肤的最基层发挥深层作用，使肌肤呈现清晰、

均匀的肤色。这种平衡配方含有温和亮肤因子和对苯二酚的天然

形式，可调节黑色素的形成

这款创新型强效美白和活肤晚霜可对抗衰老和色素沉淀。去角质

成分可从表皮层各个层面来刺激和恢复肌肤活力，同时还具有提

亮肌肤的功效。果酸 C 晚霜含有独特活性成分可刺激血液流动，

从而提高细胞含氧量以恢复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从而提高肌肤

弹性，使肌肤充满活力。

注意：由于维生素 A 醇和乙醇酸的去角质功能，在经过这一步护理

后，肌肤可能会比以前显得干燥，这是正常反应。更脆弱或敏感

肌肤可能会感到刺痛或发热，肌肤可能出现发红症状。

这款眼霜采用先进的抗衰老配方来消除黑眼圈，减少眼袋，淡化表

情纹，同时保护眼部肌肤远离持续的环境损害。

这款先进的深层渗透舒缓提亮面膜可至少减少 40% 的肌肤变色，

使肌肤呈现令人注目的光泽，肤色更为均匀，并得到提亮和滋润。

每天晚上在使用果酸 C
精华后将本产品均匀

涂抹在肌肤上。轻柔

按摩直至产品被完全

吸收。干性或敏感性

肌肤，第一月内每周

使用3次,第二个月内每

周使用5次，从第三个

月开始增加到每晚一

次。

将本产品厚厚地涂抹在

已打湿的肌肤上。等待

10-15 分钟。用抹板或

类似的家用护理工具清

除面膜。温水洗净后轻

轻拍干。在日晒之前使

用提亮日霜（SPF40），

或配合首选的滋润晚霜

使用。每周一次以达到

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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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水清洗面部后，将

这款洁面乳在整个面

部和颈部轻轻按摩。

用温水彻底洗净后，

配合使用平衡爽肤水

产品。

      洗面奶

Cleansing Milk

  洁面乳

Facial Wash

    平衡爽肤水

Balancing Toner

将化妆棉浸满爽肤水，

在清洁肌肤后温柔拍

打在脸上，每天两次。

将洗面奶在整个面部

和颈部轻轻按摩，用

平衡爽肤水进行清洁。

适应症和禁忌症
适应症–诊断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为日晒、光伤害和色素沉淀肌肤提供有效护理，主要针对下列肌肤症状：

• 褐斑或皮肤斑

• 胎记

• 雀斑

• 皱纹

• 缺少肌肤容积

• 暗淡、粗糙肌肤（角质层过厚的直接后果）

这些是2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肌肤最常见的症状。

Fluoroxygen+C 护理产品适用于各种肌肤类型。

禁忌症

• 由于富含维生素 C，因此顾客在护理过程中会感到肌肤发痒或发热。我们建议在进行护理之前将这种正常
反应向顾客进行说明。

• 由于维生素 A 醇和乙醇酸的去角质作用，肌肤可能会显得比平常更为干燥。脆弱或敏感肌肤可能会在进行
Fluoroxygen+C 护理后出现刺痛或发痒和发红症状。

• 如果肌肤在进行第三步 Fluoroxygen+C 去角质霜护理中出现刺激症状，用 Fluoroxygen+C pH平衡水
清洗后正常进入第四步净维生素 C+ 酶和活化剂护理。

顾客应按照下列说明使用 Fluoroxygen+C 系列产品：

• 在进行 Fluoroxygen+C 护理时，避免日晒。

• 在进行 Fluoroxygen+C 美容院护理后的一周内不要进行涂蜡脱毛或激光治疗。

• 孕妇或哺乳期女性不得使用含维生素 A 醇的产品。

• 不得与维甲酸治疗痤疮药物同时使用。

• 如正在使用醋酸类药品，在使用本产品前请先咨询医师。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将本产品加水在面部

揉搓起泡，轻柔按摩

2分钟，然后用温热水

清洗。

清洁磨砂膏

 Clarifying
    Scrub

这款独特的清洁磨砂膏融合了肥皂草和皂树等天然清洁成分和水杨

酸。水杨酸可去除肌肤油脂和死皮，深层清洁毛孔，并去除化妆品

残留。

这款乙醇酸和乳酸配方可温和有效地清洁化妆品残留和杂质，同

时促进新生细胞再生。这种创新型配方含有熊果叶萃取和维生素 

C 磷酸酯镁，可抑制酪氨酸活动从而减少黑色素形成，提亮并使

肤色匀称。这款洁面乳可使肌肤更好地接受 Fluoroxygen+C 护理

系列的完美提亮反应，为肌肤提供彻底清洁和更为瞬时、持久的

提亮效果。

 平衡爽肤水可彻底清洁肌肤并防止肤色不均匀，它富含熊果叶萃

取和维生素 C 磷酸酯镁，可抑制酪氨酸活动从而减少黑色素形成，

提亮并使肤色均匀。同时它所含的乙醇酸和乳酸具有去角质功效，

可温和清除杂质并刺激新生细胞再生。吡咯烷酮羧酸钠与黄瓜、

欧蓍草和甘草萃取共同配合可提高肌肤角质层的保水能力，使肌

肤保持最大湿度从而尽量减少肌肤缺水或发红现象。肌肤得到清洁、

舒缓镇静，肤色更为均匀。

这款洗面奶将乙醇酸和乳酸、抗氧化成分、熊果叶萃取和维生素 C
磷酸酯镁等丰富成分将相合，可彻底清洁色素沉淀肌肤，去除化妆

品残留和杂质，同时保护脆弱肌肤远离环境和紫外线伤害。这款复

合配方可促进新生细胞再生，提亮肌肤，使肌肤得到彻底清洁，肤

色更为均匀并富有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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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odex 系列产品专门针对油性和混合性肌肤、粉刺和粉刺疤痕等难看的肌肤问题，从粉刺形成的表

皮层来预防、治疗和修复粉刺和粉刺疤痕。 

肌肤问题
        油性和混合性肌肤、粉刺和粉刺疤痕等肌肤问题由多种内在和外在因素造成。内在因素主要包括内分

泌失调、遗传因素和细菌污染等，而外在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卫生、饮食、压力和炎热等。 

    油性皮肤经常会导致肌肤状况的恶性循环。污垢和其他环境杂质粘附在肌肤上，并通过开放的粉刺伤

口进入毛孔，造成肌肤炎症，降低肌肤的免疫系统，从而使肌肤更易于产生更多的炎症。

我们的解决方案
Comodex 系列产品主要以下面 3 种核心过程为基础：

1) 抗菌作用

2) 减少油脂分泌

3) 保持肌肤干爽，去除角质

Comodex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去除多余分泌的油脂

• 减少油脂分泌

• 软化黑头粉刺，使黑头粉刺去除更为容易和有效

• 通过高效抗菌成分防止细菌增生

• 通过镇静因子减少肌肤发红症状

Comodex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减少新的黑头粉刺出现

• 减少新疤痕的形成

• 刺激肌肤恢复活力

• 刺激细胞再生

• 减少和防止色素沉淀

• 增强肌肤弹性

Comodex 系列产品通过将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和自然成分进行强效结合，可抵抗和防止粉刺、粉刺疤

痕和色素沉淀等肌肤问题，这些先进的科学成果和自然成分包括：蕃茄萃取、TSR复合物（蕃茄酸加上维

生素 A 醇和水杨酸）、自由基保护因子（RPF）、色素控制系统（PCS）和柳珊瑚等，这些成分通过促进

细胞再生和纯化来清洁、修复肌肤。

Comodex 系列产品具有清洁、镇静、美白肌肤功效，使肌肤恢复活力，带来令人赞叹的效果！

很快你就可以开怀大笑了…

      Comodex 系列产品专门针对油性和混合性肌肤、粉刺和粉刺疤痕等难看的肌肤问题，从粉刺形成的表

皮层来预防、治疗和修复粉刺和粉刺疤痕。 

肌肤问题
        油性和混合性肌肤、粉刺和粉刺疤痕等肌肤问题由多种内在和外在因素造成。内在因素主要包括内分

泌失调、遗传因素和细菌污染等，而外在因素主要包括个人卫生、饮食、压力和炎热等。 

    油性皮肤经常会导致肌肤状况的恶性循环。污垢和其他环境杂质粘附在肌肤上，并通过开放的粉刺伤

口进入毛孔，造成肌肤炎症，降低肌肤的免疫系统，从而使肌肤更易于产生更多的炎症。

我们的解决方案
Comodex 系列产品主要以下面 3 种核心过程为基础：

1) 抗菌作用

2) 减少油脂分泌

3) 保持肌肤干爽，去除角质

Comodex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去除多余分泌的油脂

• 减少油脂分泌

• 软化黑头粉刺，使黑头粉刺去除更为容易和有效

• 通过高效抗菌成分防止细菌增生

• 通过镇静因子减少肌肤发红症状

Comodex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减少新的黑头粉刺出现

• 减少新疤痕的形成

• 刺激肌肤恢复活力

• 刺激细胞再生

• 减少和防止色素沉淀

• 增强肌肤弹性

Comodex 系列产品通过将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和自然成分进行强效结合，可抵抗和防止粉刺、粉刺疤

痕和色素沉淀等肌肤问题，这些先进的科学成果和自然成分包括：蕃茄萃取、TSR复合物（蕃茄酸加上维

生素 A 醇和水杨酸）、自由基保护因子（RPF）、色素控制系统（PCS）和柳珊瑚等，这些成分通过促进

细胞再生和纯化来清洁、修复肌肤。

Comodex 系列产品具有清洁、镇静、美白肌肤功效，使肌肤恢复活力，带来令人赞叹的效果！

很快你就可以开怀大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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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odex 系列产品专门针对油性和混合性肌肤、粉刺和粉刺疤痕等难看的肌肤问题，从粉刺形成的表

皮层来预防、治疗和修复粉刺和粉刺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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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性和混合性肌肤、粉刺和粉刺疤痕等肌肤问题由多种内在和外在因素造成。内在因素主要包括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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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进入毛孔，造成肌肤炎症，降低肌肤的免疫系统，从而使肌肤更易于产生更多的炎症。

我们的解决方案
Comodex 系列产品主要以下面 3 种核心过程为基础：

1) 抗菌作用

2) 减少油脂分泌

3) 保持肌肤干爽，去除角质

Comodex 系列产品的瞬时功效包括：

• 去除多余分泌的油脂

• 减少油脂分泌

• 软化黑头粉刺，使黑头粉刺去除更为容易和有效

• 通过高效抗菌成分防止细菌增生

• 通过镇静因子减少肌肤发红症状

Comodex 系列产品的长期功效包括：
• 减少新的黑头粉刺出现

• 减少新疤痕的形成

• 刺激肌肤恢复活力

• 刺激细胞再生

• 减少和防止色素沉淀

• 增强肌肤弹性

Comodex 系列产品通过将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和自然成分进行强效结合，可抵抗和防止粉刺、粉刺疤

痕和色素沉淀等肌肤问题，这些先进的科学成果和自然成分包括：蕃茄萃取、TSR复合物（蕃茄酸加上维

生素 A 醇和水杨酸）、自由基保护因子（RPF）、色素控制系统（PCS）和柳珊瑚等，这些成分通过促进

细胞再生和纯化来清洁、修复肌肤。

Comodex 系列产品具有清洁、镇静、美白肌肤功效，使肌肤恢复活力，带来令人赞叹的效果！

很快你就可以开怀大笑了…

第一步：葡萄和柠檬洁面乳（Grape and Lemon Soap）
        

第二步：磨砂去角质膏（Scrub & Gommage）

Comodex 系列产品

        

1. 消毒杀菌

抗菌成分可减少受感染黑头粉刺的污染数量，同时平

衡油性肌肤。主要的抗菌成分包括曲酸、红没药醇、樟脑、

Capryloyglycine、肌氨酸、三氯生、乳酸、蕃茄萃取、

柠檬萃取、母菊萃取和丁香叶油等。

2. 调节油脂分泌

3. 保持肌肤干爽，去除角质

消毒杀菌

 抗菌成分去除感染 

 干爽和去角质
  角蛋白溶解成分

    干爽和去除肌肤外层角质
减少已有和新的粉刺疤痕产生
     改善健康正常的表皮层

 调节油脂

  油脂调节成分

 降低油脂的形成和分泌

  减少粉刺的产生

另外，Comodex 系列产品还可：清洁、修复、治疗、提亮和镇静肌肤。

Comodex 产品背后所含的科技成果

美容院产品介绍

Comodex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主要以3个核心过程为基础，每个过程都富含高效活性成分，可共同作用

来防止、护理和修复油性、混合性肌肤和粉刺、粉刺疤痕等肌肤问题。这种先进的护理方式平衡和净化

油性肌肤，收缩毛孔，使肌肤呈现更为舒缓、干净、健康的肤色。

将高岭土和肉桂萃取等高活性成分进行独特结合可尽

量降低堵塞毛孔从而造成粉刺形成的油脂分泌。同时绿茶

萃取中的抗氧化成分、抗坏血酸和葡萄籽油等成分可减少

油脂氧化作用，从而减少该氧化作用释放可培养细菌的脂

肪酸。

水杨酸和硫等角蛋白溶解成分可保持肌肤干燥，去除肌肤外层角质以打开受堵塞的毛孔，清除分泌过多的油脂，消灭

细菌。它们同时还可平整上真皮层，减少感染可能。包括薰衣草油、变性酒精（SD Alcohol 40）和北美金缕梅萃取等收敛

因子可去除过多分泌的油脂，收敛毛孔。

这款活肤无泡沫、抗粉刺的葡萄和柠檬洁面乳清洁和纯净肌肤，不使肌
肤干燥。这款先进配方可减少炎症，清除过多分泌的油脂，同时保持肌肤的
水分平衡。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去除油脂和表层污垢，同时
这款洁面乳所含的葡萄和柠檬萃取通过创新结合，可同时提亮和复活肌肤。
另外，它所含的尿囊素成分还具有镇静肌肤、减少肌肤发红症状的功效。

赶走老化肌肤，带来新生肌肤！这款温和有效的磨砂去角质膏含有杏仁
粉和丝瓜，它们共同作用可软化毛孔堵塞、去除死皮、消除移位角蛋白堆积。
这款磨砂去角质膏还含有蕃茄和金盏菊等植物萃取，具有净化、排毒和减少
发炎等功效，所含的尿囊素和红没药醇则可镇静肌肤，减少肌肤发红症状。
这款磨砂去角质膏适用于敏感肌肤，但粉刺问题活跃时不建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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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葡萄和柠檬洁面乳（Grape and Lemon Soap）
        

第二步：磨砂去角质膏（Scrub & Gommage）

Comodex 系列产品

        

1. 消毒杀菌

抗菌成分可减少受感染黑头粉刺的污染数量，同时平

衡油性肌肤。主要的抗菌成分包括曲酸、红没药醇、樟脑、

Capryloyglycine、肌氨酸、三氯生、乳酸、蕃茄萃取、

柠檬萃取、母菊萃取和丁香叶油等。

2. 调节油脂分泌

3. 保持肌肤干爽，去除角质

消毒杀菌

 抗菌成分去除感染 

 干爽和去角质
  角蛋白溶解成分

    干爽和去除肌肤外层角质
减少已有和新的粉刺疤痕产生
     改善健康正常的表皮层

 调节油脂

  油脂调节成分

 降低油脂的形成和分泌

  减少粉刺的产生

另外，Comodex 系列产品还可：清洁、修复、治疗、提亮和镇静肌肤。

Comodex 产品背后所含的科技成果

美容院产品介绍

Comodex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主要以3个核心过程为基础，每个过程都富含高效活性成分，可共同作用

来防止、护理和修复油性、混合性肌肤和粉刺、粉刺疤痕等肌肤问题。这种先进的护理方式平衡和净化

油性肌肤，收缩毛孔，使肌肤呈现更为舒缓、干净、健康的肤色。

将高岭土和肉桂萃取等高活性成分进行独特结合可尽

量降低堵塞毛孔从而造成粉刺形成的油脂分泌。同时绿茶

萃取中的抗氧化成分、抗坏血酸和葡萄籽油等成分可减少

油脂氧化作用，从而减少该氧化作用释放可培养细菌的脂

肪酸。

水杨酸和硫等角蛋白溶解成分可保持肌肤干燥，去除肌肤外层角质以打开受堵塞的毛孔，清除分泌过多的油脂，消灭

细菌。它们同时还可平整上真皮层，减少感染可能。包括薰衣草油、变性酒精（SD Alcohol 40）和北美金缕梅萃取等收敛

因子可去除过多分泌的油脂，收敛毛孔。

这款活肤无泡沫、抗粉刺的葡萄和柠檬洁面乳清洁和纯净肌肤，不使肌
肤干燥。这款先进配方可减少炎症，清除过多分泌的油脂，同时保持肌肤的
水分平衡。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去除油脂和表层污垢，同时
这款洁面乳所含的葡萄和柠檬萃取通过创新结合，可同时提亮和复活肌肤。
另外，它所含的尿囊素成分还具有镇静肌肤、减少肌肤发红症状的功效。

赶走老化肌肤，带来新生肌肤！这款温和有效的磨砂去角质膏含有杏仁
粉和丝瓜，它们共同作用可软化毛孔堵塞、去除死皮、消除移位角蛋白堆积。
这款磨砂去角质膏还含有蕃茄和金盏菊等植物萃取，具有净化、排毒和减少
发炎等功效，所含的尿囊素和红没药醇则可镇静肌肤，减少肌肤发红症状。
这款磨砂去角质膏适用于敏感肌肤，但粉刺问题活跃时不建议使用。

第一步：葡萄和柠檬洁面乳（Grape and Lemon Soap）
        

第二步：磨砂去角质膏（Scrub & Gommage）

Comodex 系列产品

        

1. 消毒杀菌

抗菌成分可减少受感染黑头粉刺的污染数量，同时平

衡油性肌肤。主要的抗菌成分包括曲酸、红没药醇、樟脑、

Capryloyglycine、肌氨酸、三氯生、乳酸、蕃茄萃取、

柠檬萃取、母菊萃取和丁香叶油等。

2. 调节油脂分泌

3. 保持肌肤干爽，去除角质

消毒杀菌

 抗菌成分去除感染 

 干爽和去角质
  角蛋白溶解成分

    干爽和去除肌肤外层角质
减少已有和新的粉刺疤痕产生
     改善健康正常的表皮层

 调节油脂

  油脂调节成分

 降低油脂的形成和分泌

  减少粉刺的产生

另外，Comodex 系列产品还可：清洁、修复、治疗、提亮和镇静肌肤。

Comodex 产品背后所含的科技成果

美容院产品介绍

Comodex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主要以3个核心过程为基础，每个过程都富含高效活性成分，可共同作用

来防止、护理和修复油性、混合性肌肤和粉刺、粉刺疤痕等肌肤问题。这种先进的护理方式平衡和净化

油性肌肤，收缩毛孔，使肌肤呈现更为舒缓、干净、健康的肤色。

将高岭土和肉桂萃取等高活性成分进行独特结合可尽

量降低堵塞毛孔从而造成粉刺形成的油脂分泌。同时绿茶

萃取中的抗氧化成分、抗坏血酸和葡萄籽油等成分可减少

油脂氧化作用，从而减少该氧化作用释放可培养细菌的脂

肪酸。

水杨酸和硫等角蛋白溶解成分可保持肌肤干燥，去除肌肤外层角质以打开受堵塞的毛孔，清除分泌过多的油脂，消灭

细菌。它们同时还可平整上真皮层，减少感染可能。包括薰衣草油、变性酒精（SD Alcohol 40）和北美金缕梅萃取等收敛

因子可去除过多分泌的油脂，收敛毛孔。

这款活肤无泡沫、抗粉刺的葡萄和柠檬洁面乳清洁和纯净肌肤，不使肌
肤干燥。这款先进配方可减少炎症，清除过多分泌的油脂，同时保持肌肤的
水分平衡。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去除油脂和表层污垢，同时
这款洁面乳所含的葡萄和柠檬萃取通过创新结合，可同时提亮和复活肌肤。
另外，它所含的尿囊素成分还具有镇静肌肤、减少肌肤发红症状的功效。

赶走老化肌肤，带来新生肌肤！这款温和有效的磨砂去角质膏含有杏仁
粉和丝瓜，它们共同作用可软化毛孔堵塞、去除死皮、消除移位角蛋白堆积。
这款磨砂去角质膏还含有蕃茄和金盏菊等植物萃取，具有净化、排毒和减少
发炎等功效，所含的尿囊素和红没药醇则可镇静肌肤，减少肌肤发红症状。
这款磨砂去角质膏适用于敏感肌肤，但粉刺问题活跃时不建议使用。

第三步：番茄果酸去角质霜（Tomato Alpha-Beta Peel）

        这款独特强效的治疗配方含有独特的植物萃取组合，可去除不平整的表
皮层，清洁过多分泌的油脂，并温和去除毛孔堵塞、硬化油脂和死皮细胞。
番茄萃取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可治疗肌肤，果酸和水杨酸可调节肌肤pH
值，具有消毒杀菌功效，还可提高肌肤抵抗有害环境的免疫能力。番茄果酸
去角质霜所含的渗透因子可软化细胞间结构，确保产品成分的最大渗透，临
床新陈代谢增强因子可促进细胞更新和胶原蛋白生产从而实现完美的治疗效
果。

第八步：净化肉桂面膜（Purifying Cinnamon Mask）

       作为 Comodex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独特配方的净化肉桂面膜为
你的顾客带来放松享受。它富含具有抗菌排毒功效的肉桂和肉桂萃取，这款
芳香型面膜使顾客感觉放松和清爽。

第七步：面膜（Mask）

        这款番茄面膜具有冷却、治疗和保护功能，可吸收油脂，关闭毛孔避免
细菌入侵，控制死皮细胞增加，在保持肌肤自然保水屏障的同时治疗表皮层。
它所含的高岭土成分可吸收脂肪腺过多分泌的油脂，氧化锌和硫可干燥肌肤。
同时尿囊素、洋甘菊萃取和红没药醇具有镇静肌肤的功效。

第六步：提亮液（Lightening Solution）

        这款产品将水果和乳类提取的果酸和乙二醇单乙基醚进行强效结合可渗
透到肌肤细胞层来提高细胞更新，平整表面疤痕。富含熊果甙的草莓萃取可
抑制酪氨酸活动，减少黑色素产生，从而提亮肌肤，黄瓜萃取则可提高镇静
功效，避免肌肤刺激和发红。

第五步：护理液（Treatment Lotion）

        这款富含果酸、水杨酸和维生素A醇的强效护理水可完美清洁受困扰肌
肤。乙醇酸、水杨酸和乳酸可刺激细胞更新，而植物抗菌萃取则具有抗菌功
效，避免肌肤再次感染。

第四步：热度面膜（Heating Solution）

        这款先进的热度面膜通过加热肌肤来打开毛孔，有助于黑头粉刺清洁和
排出毒素。热量还可同时刺激血液循环，直接提高细胞氧合作用，滋养和净
化肌肤以实现完美的治疗效果。热度面膜将苯甲酸、辣椒、鼠尾草、薄荷油
和山葵等5种植物成分相结合，提高肌肤温度和血液循环。甘油可滋润肌肤，
尿囊素可修复受损组织、镇静肌肤并保护肌肤避免在黑头粉刺清除过程中所
带来的细菌感染。这款独特的加热解决方案为肌肤提供具有治疗作用的热量，
从而使活性成分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更好地渗透到肌肤表层。

第三步：番茄果酸去角质霜（Tomato Alpha-Beta Peel）

        这款独特强效的治疗配方含有独特的植物萃取组合，可去除不平整的表
皮层，清洁过多分泌的油脂，并温和去除毛孔堵塞、硬化油脂和死皮细胞。
番茄萃取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可治疗肌肤，果酸和水杨酸可调节肌肤pH
值，具有消毒杀菌功效，还可提高肌肤抵抗有害环境的免疫能力。番茄果酸
去角质霜所含的渗透因子可软化细胞间结构，确保产品成分的最大渗透，临
床新陈代谢增强因子可促进细胞更新和胶原蛋白生产从而实现完美的治疗效
果。

第八步：净化肉桂面膜（Purifying Cinnamon Mask）

       作为 Comodex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独特配方的净化肉桂面膜为
你的顾客带来放松享受。它富含具有抗菌排毒功效的肉桂和肉桂萃取，这款
芳香型面膜使顾客感觉放松和清爽。

第七步：面膜（Mask）

        这款番茄面膜具有冷却、治疗和保护功能，可吸收油脂，关闭毛孔避免
细菌入侵，控制死皮细胞增加，在保持肌肤自然保水屏障的同时治疗表皮层。
它所含的高岭土成分可吸收脂肪腺过多分泌的油脂，氧化锌和硫可干燥肌肤。
同时尿囊素、洋甘菊萃取和红没药醇具有镇静肌肤的功效。

第六步：提亮液（Lightening Solution）

        这款产品将水果和乳类提取的果酸和乙二醇单乙基醚进行强效结合可渗
透到肌肤细胞层来提高细胞更新，平整表面疤痕。富含熊果甙的草莓萃取可
抑制酪氨酸活动，减少黑色素产生，从而提亮肌肤，黄瓜萃取则可提高镇静
功效，避免肌肤刺激和发红。

第五步：护理液（Treatment Lotion）

        这款富含果酸、水杨酸和维生素A醇的强效护理水可完美清洁受困扰肌
肤。乙醇酸、水杨酸和乳酸可刺激细胞更新，而植物抗菌萃取则具有抗菌功
效，避免肌肤再次感染。

第四步：热度面膜（Heating Solution）

        这款先进的热度面膜通过加热肌肤来打开毛孔，有助于黑头粉刺清洁和
排出毒素。热量还可同时刺激血液循环，直接提高细胞氧合作用，滋养和净
化肌肤以实现完美的治疗效果。热度面膜将苯甲酸、辣椒、鼠尾草、薄荷油
和山葵等5种植物成分相结合，提高肌肤温度和血液循环。甘油可滋润肌肤，
尿囊素可修复受损组织、镇静肌肤并保护肌肤避免在黑头粉刺清除过程中所
带来的细菌感染。这款独特的加热解决方案为肌肤提供具有治疗作用的热量，
从而使活性成分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更好地渗透到肌肤表层。

第一步：葡萄和柠檬洁面乳（Grape and Lemon Soap）
        

第二步：磨砂去角质膏（Scrub & Gommage）

Comodex 系列产品

        

1. 消毒杀菌

抗菌成分可减少受感染黑头粉刺的污染数量，同时平

衡油性肌肤。主要的抗菌成分包括曲酸、红没药醇、樟脑、

Capryloyglycine、肌氨酸、三氯生、乳酸、蕃茄萃取、

柠檬萃取、母菊萃取和丁香叶油等。

2. 调节油脂分泌

3. 保持肌肤干爽，去除角质

消毒杀菌

 抗菌成分去除感染 

 干爽和去角质
  角蛋白溶解成分

    干爽和去除肌肤外层角质
减少已有和新的粉刺疤痕产生
     改善健康正常的表皮层

 调节油脂

  油脂调节成分

 降低油脂的形成和分泌

  减少粉刺的产生

另外，Comodex 系列产品还可：清洁、修复、治疗、提亮和镇静肌肤。

Comodex 产品背后所含的科技成果

美容院产品介绍

Comodex 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主要以3个核心过程为基础，每个过程都富含高效活性成分，可共同作用

来防止、护理和修复油性、混合性肌肤和粉刺、粉刺疤痕等肌肤问题。这种先进的护理方式平衡和净化

油性肌肤，收缩毛孔，使肌肤呈现更为舒缓、干净、健康的肤色。

将高岭土和肉桂萃取等高活性成分进行独特结合可尽

量降低堵塞毛孔从而造成粉刺形成的油脂分泌。同时绿茶

萃取中的抗氧化成分、抗坏血酸和葡萄籽油等成分可减少

油脂氧化作用，从而减少该氧化作用释放可培养细菌的脂

肪酸。

水杨酸和硫等角蛋白溶解成分可保持肌肤干燥，去除肌肤外层角质以打开受堵塞的毛孔，清除分泌过多的油脂，消灭

细菌。它们同时还可平整上真皮层，减少感染可能。包括薰衣草油、变性酒精（SD Alcohol 40）和北美金缕梅萃取等收敛

因子可去除过多分泌的油脂，收敛毛孔。

这款活肤无泡沫、抗粉刺的葡萄和柠檬洁面乳清洁和纯净肌肤，不使肌
肤干燥。这款先进配方可减少炎症，清除过多分泌的油脂，同时保持肌肤的
水分平衡。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去除油脂和表层污垢，同时
这款洁面乳所含的葡萄和柠檬萃取通过创新结合，可同时提亮和复活肌肤。
另外，它所含的尿囊素成分还具有镇静肌肤、减少肌肤发红症状的功效。

赶走老化肌肤，带来新生肌肤！这款温和有效的磨砂去角质膏含有杏仁
粉和丝瓜，它们共同作用可软化毛孔堵塞、去除死皮、消除移位角蛋白堆积。
这款磨砂去角质膏还含有蕃茄和金盏菊等植物萃取，具有净化、排毒和减少
发炎等功效，所含的尿囊素和红没药醇则可镇静肌肤，减少肌肤发红症状。
这款磨砂去角质膏适用于敏感肌肤，但粉刺问题活跃时不建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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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番茄果酸去角质霜（Tomato Alpha-Beta Peel）

        这款独特强效的治疗配方含有独特的植物萃取组合，可去除不平整的表
皮层，清洁过多分泌的油脂，并温和去除毛孔堵塞、硬化油脂和死皮细胞。
番茄萃取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可治疗肌肤，果酸和水杨酸可调节肌肤pH
值，具有消毒杀菌功效，还可提高肌肤抵抗有害环境的免疫能力。番茄果酸
去角质霜所含的渗透因子可软化细胞间结构，确保产品成分的最大渗透，临
床新陈代谢增强因子可促进细胞更新和胶原蛋白生产从而实现完美的治疗效
果。

第八步：净化肉桂面膜（Purifying Cinnamon Mask）

       作为 Comodex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独特配方的净化肉桂面膜为
你的顾客带来放松享受。它富含具有抗菌排毒功效的肉桂和肉桂萃取，这款
芳香型面膜使顾客感觉放松和清爽。

第七步：面膜（Mask）

        这款番茄面膜具有冷却、治疗和保护功能，可吸收油脂，关闭毛孔避免
细菌入侵，控制死皮细胞增加，在保持肌肤自然保水屏障的同时治疗表皮层。
它所含的高岭土成分可吸收脂肪腺过多分泌的油脂，氧化锌和硫可干燥肌肤。
同时尿囊素、洋甘菊萃取和红没药醇具有镇静肌肤的功效。

第六步：提亮液（Lightening Solution）

        这款产品将水果和乳类提取的果酸和乙二醇单乙基醚进行强效结合可渗
透到肌肤细胞层来提高细胞更新，平整表面疤痕。富含熊果甙的草莓萃取可
抑制酪氨酸活动，减少黑色素产生，从而提亮肌肤，黄瓜萃取则可提高镇静
功效，避免肌肤刺激和发红。

第五步：护理液（Treatment Lotion）

        这款富含果酸、水杨酸和维生素A醇的强效护理水可完美清洁受困扰肌
肤。乙醇酸、水杨酸和乳酸可刺激细胞更新，而植物抗菌萃取则具有抗菌功
效，避免肌肤再次感染。

第四步：热度面膜（Heating Solution）

        这款先进的热度面膜通过加热肌肤来打开毛孔，有助于黑头粉刺清洁和
排出毒素。热量还可同时刺激血液循环，直接提高细胞氧合作用，滋养和净
化肌肤以实现完美的治疗效果。热度面膜将苯甲酸、辣椒、鼠尾草、薄荷油
和山葵等5种植物成分相结合，提高肌肤温度和血液循环。甘油可滋润肌肤，
尿囊素可修复受损组织、镇静肌肤并保护肌肤避免在黑头粉刺清除过程中所
带来的细菌感染。这款独特的加热解决方案为肌肤提供具有治疗作用的热量，
从而使活性成分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更好地渗透到肌肤表层。

第三步：番茄果酸去角质霜（Tomato Alpha-Beta Peel）

        这款独特强效的治疗配方含有独特的植物萃取组合，可去除不平整的表
皮层，清洁过多分泌的油脂，并温和去除毛孔堵塞、硬化油脂和死皮细胞。
番茄萃取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可治疗肌肤，果酸和水杨酸可调节肌肤pH
值，具有消毒杀菌功效，还可提高肌肤抵抗有害环境的免疫能力。番茄果酸
去角质霜所含的渗透因子可软化细胞间结构，确保产品成分的最大渗透，临
床新陈代谢增强因子可促进细胞更新和胶原蛋白生产从而实现完美的治疗效
果。

第八步：净化肉桂面膜（Purifying Cinnamon Mask）

       作为 Comodex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独特配方的净化肉桂面膜为
你的顾客带来放松享受。它富含具有抗菌排毒功效的肉桂和肉桂萃取，这款
芳香型面膜使顾客感觉放松和清爽。

第七步：面膜（Mask）

        这款番茄面膜具有冷却、治疗和保护功能，可吸收油脂，关闭毛孔避免
细菌入侵，控制死皮细胞增加，在保持肌肤自然保水屏障的同时治疗表皮层。
它所含的高岭土成分可吸收脂肪腺过多分泌的油脂，氧化锌和硫可干燥肌肤。
同时尿囊素、洋甘菊萃取和红没药醇具有镇静肌肤的功效。

第六步：提亮液（Lightening Solution）

        这款产品将水果和乳类提取的果酸和乙二醇单乙基醚进行强效结合可渗
透到肌肤细胞层来提高细胞更新，平整表面疤痕。富含熊果甙的草莓萃取可
抑制酪氨酸活动，减少黑色素产生，从而提亮肌肤，黄瓜萃取则可提高镇静
功效，避免肌肤刺激和发红。

第五步：护理液（Treatment Lotion）

        这款富含果酸、水杨酸和维生素A醇的强效护理水可完美清洁受困扰肌
肤。乙醇酸、水杨酸和乳酸可刺激细胞更新，而植物抗菌萃取则具有抗菌功
效，避免肌肤再次感染。

第四步：热度面膜（Heating Solution）

        这款先进的热度面膜通过加热肌肤来打开毛孔，有助于黑头粉刺清洁和
排出毒素。热量还可同时刺激血液循环，直接提高细胞氧合作用，滋养和净
化肌肤以实现完美的治疗效果。热度面膜将苯甲酸、辣椒、鼠尾草、薄荷油
和山葵等5种植物成分相结合，提高肌肤温度和血液循环。甘油可滋润肌肤，
尿囊素可修复受损组织、镇静肌肤并保护肌肤避免在黑头粉刺清除过程中所
带来的细菌感染。这款独特的加热解决方案为肌肤提供具有治疗作用的热量，
从而使活性成分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更好地渗透到肌肤表层。

第三步：番茄果酸去角质霜（Tomato Alpha-Beta Peel）

        这款独特强效的治疗配方含有独特的植物萃取组合，可去除不平整的表
皮层，清洁过多分泌的油脂，并温和去除毛孔堵塞、硬化油脂和死皮细胞。
番茄萃取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可治疗肌肤，果酸和水杨酸可调节肌肤pH
值，具有消毒杀菌功效，还可提高肌肤抵抗有害环境的免疫能力。番茄果酸
去角质霜所含的渗透因子可软化细胞间结构，确保产品成分的最大渗透，临
床新陈代谢增强因子可促进细胞更新和胶原蛋白生产从而实现完美的治疗效
果。

第八步：净化肉桂面膜（Purifying Cinnamon Mask）

       作为 Comodex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独特配方的净化肉桂面膜为
你的顾客带来放松享受。它富含具有抗菌排毒功效的肉桂和肉桂萃取，这款
芳香型面膜使顾客感觉放松和清爽。

第七步：面膜（Mask）

        这款番茄面膜具有冷却、治疗和保护功能，可吸收油脂，关闭毛孔避免
细菌入侵，控制死皮细胞增加，在保持肌肤自然保水屏障的同时治疗表皮层。
它所含的高岭土成分可吸收脂肪腺过多分泌的油脂，氧化锌和硫可干燥肌肤。
同时尿囊素、洋甘菊萃取和红没药醇具有镇静肌肤的功效。

第六步：提亮液（Lightening Solution）

        这款产品将水果和乳类提取的果酸和乙二醇单乙基醚进行强效结合可渗
透到肌肤细胞层来提高细胞更新，平整表面疤痕。富含熊果甙的草莓萃取可
抑制酪氨酸活动，减少黑色素产生，从而提亮肌肤，黄瓜萃取则可提高镇静
功效，避免肌肤刺激和发红。

第五步：护理液（Treatment Lotion）

        这款富含果酸、水杨酸和维生素A醇的强效护理水可完美清洁受困扰肌
肤。乙醇酸、水杨酸和乳酸可刺激细胞更新，而植物抗菌萃取则具有抗菌功
效，避免肌肤再次感染。

第四步：热度面膜（Heating Solution）

        这款先进的热度面膜通过加热肌肤来打开毛孔，有助于黑头粉刺清洁和
排出毒素。热量还可同时刺激血液循环，直接提高细胞氧合作用，滋养和净
化肌肤以实现完美的治疗效果。热度面膜将苯甲酸、辣椒、鼠尾草、薄荷油
和山葵等5种植物成分相结合，提高肌肤温度和血液循环。甘油可滋润肌肤，
尿囊素可修复受损组织、镇静肌肤并保护肌肤避免在黑头粉刺清除过程中所
带来的细菌感染。这款独特的加热解决方案为肌肤提供具有治疗作用的热量，
从而使活性成分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更好地渗透到肌肤表层。

第三步：番茄果酸去角质霜（Tomato Alpha-Beta Peel）

        这款独特强效的治疗配方含有独特的植物萃取组合，可去除不平整的表
皮层，清洁过多分泌的油脂，并温和去除毛孔堵塞、硬化油脂和死皮细胞。
番茄萃取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可治疗肌肤，果酸和水杨酸可调节肌肤pH
值，具有消毒杀菌功效，还可提高肌肤抵抗有害环境的免疫能力。番茄果酸
去角质霜所含的渗透因子可软化细胞间结构，确保产品成分的最大渗透，临
床新陈代谢增强因子可促进细胞更新和胶原蛋白生产从而实现完美的治疗效
果。

第八步：净化肉桂面膜（Purifying Cinnamon Mask）

       作为 Comodex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这款独特配方的净化肉桂面膜为
你的顾客带来放松享受。它富含具有抗菌排毒功效的肉桂和肉桂萃取，这款
芳香型面膜使顾客感觉放松和清爽。

第七步：面膜（Mask）

        这款番茄面膜具有冷却、治疗和保护功能，可吸收油脂，关闭毛孔避免
细菌入侵，控制死皮细胞增加，在保持肌肤自然保水屏障的同时治疗表皮层。
它所含的高岭土成分可吸收脂肪腺过多分泌的油脂，氧化锌和硫可干燥肌肤。
同时尿囊素、洋甘菊萃取和红没药醇具有镇静肌肤的功效。

第六步：提亮液（Lightening Solution）

        这款产品将水果和乳类提取的果酸和乙二醇单乙基醚进行强效结合可渗
透到肌肤细胞层来提高细胞更新，平整表面疤痕。富含熊果甙的草莓萃取可
抑制酪氨酸活动，减少黑色素产生，从而提亮肌肤，黄瓜萃取则可提高镇静
功效，避免肌肤刺激和发红。

第五步：护理液（Treatment Lotion）

        这款富含果酸、水杨酸和维生素A醇的强效护理水可完美清洁受困扰肌
肤。乙醇酸、水杨酸和乳酸可刺激细胞更新，而植物抗菌萃取则具有抗菌功
效，避免肌肤再次感染。

第四步：热度面膜（Heating Solution）

        这款先进的热度面膜通过加热肌肤来打开毛孔，有助于黑头粉刺清洁和
排出毒素。热量还可同时刺激血液循环，直接提高细胞氧合作用，滋养和净
化肌肤以实现完美的治疗效果。热度面膜将苯甲酸、辣椒、鼠尾草、薄荷油
和山葵等5种植物成分相结合，提高肌肤温度和血液循环。甘油可滋润肌肤，
尿囊素可修复受损组织、镇静肌肤并保护肌肤避免在黑头粉刺清除过程中所
带来的细菌感染。这款独特的加热解决方案为肌肤提供具有治疗作用的热量，
从而使活性成分在整个护理过程中更好地渗透到肌肤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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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院护理产品简介
        Comodex 系列护理适用于拥有油性和混合型肌肤、粉刺和粉刺疤痕等肌肤问题的顾客。它也适用于暗
疮肌肤以防止粉刺出现。

美容院护理主要包括下面八步程序。我们建议在进行美容院护理之后，也可以在美容院护理之配合使用
家用护理和合适的补充产品，从而加强美容院护理的效果。

产品使用方法功  能

无泡沫配方，清洁和净化

肌肤，避免肌肤过度干燥

在手心加入温水和少量洁面乳，揉搓起沫，用打圈的方式在面部、

颈部和肩部轻轻按摩。用温水彻底清洁。随后进入第二步磨砂去

角质膏护理。

将本产品均匀地涂抹在干的肌肤上。轻柔按摩1分钟，使产品完全

变干。用向上和向外的方式将面膜撕下。用温热水清除残留物。

使用棉的敷药工具将本产品均匀涂抹在干的肌肤上。等待约1-2分

钟，用冷水清洗，然后进入第四步护理。

注意：对油性肌肤也非常有效

用细刷或敷药工具将本产品均匀涂抹在面部，重点关注黑头粉刺

集中区域，避开眼部区域。等待5分钟，这时肌肤已做好清除黑头

粉刺的准备。不用清洗直接进入第五步护理。

注意：不要遮盖肌肤，这样做会降低氧分子相互作用的有效性。

可使用蒸汽来软化肌肤。可能会出现肌肤发红现象，但在护理结

束之前会消散。

有助于清除黑头粉刺和排
出毒素

鼓励细胞再生，抵抗生成

粉刺的细菌，保护肌肤避

免再次感染

在进行黑头粉刺清除后，用化妆棉浸满护理液，轻轻在面部拍打，

随后进入第六步护理。

将化妆棉浸满提亮液，轻轻在面部拍打，重点关注色素沉淀区域。

随后进入第七步护理。

擦干面部，将面膜均匀涂抹在干净的肌肤上，避开眼周区域。等

待约15分钟直到面膜完全 变干。用湿软布轻柔拍打面部，把面膜

打湿，然后用冷水彻底清洗。继续进入第八步护理。

这款面膜建议作为 Comodex 护理过程的最后一步使用。将面膜

与水（约20度）按照1：3（30克面膜加入90克水）混合，搅拌成

均匀的糊状，使用抹板将面膜涂抹在面部、颈部和肩部。等待约

15分钟后揭下。

舒缓、净化和恢复肌肤

产品名称

   第一步：

葡萄和柠檬

   洁面乳

   Grape &
Lemon Soap

    第三步：

   番茄果酸

   去角质霜
   Tomato

 Alpha-Beta
      Peel

    第二步：

磨砂去角质膏

  Scrub &
 Gommage

 第四步：

热敷面膜

 Heating
 Solution

  第五步：

  护理液

Treatment
  Lotion

  第七步：

   面膜

 Tomato
   Mask

  第六步：

  提亮液

Lightening
 Solution

  第八步：
净化肉桂
    面膜
 Purifying
Cinnamon
    Mask

去除堵塞毛孔的多余角蛋

白，吸收油脂，控制皮脂

溢出

软化毛孔堵塞，去除死皮，

消除移位角蛋白堆积

减少多余黑色素生成，淡

化黑斑和肌肤表面疤痕。

吸收多余油脂，排除肌肤

毒素，抗击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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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护理产品介绍
 这套四步家用护理过程是整个护理程序的关键。根据肌肤状况，可建议配合其他补充产品使用。

温热水打湿肌肤后用

手指轻轻按摩洁面凝

露。用温热水清洗。

每天早晚使用。

这款活肤无泡沫、抗粉刺型洁面凝露清洁和纯净肌肤，不使肌肝干

燥。它减少肌肤炎症，溶解过多油脂，保持肌肤的天然水分平衡。

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去除油脂和表层污垢。同时它

将植物萃取和治疗因子独特结合，可温和清洁和净化油性或问题肌

肤，所含的尿囊素可镇静肌肤，减少肌肤发红现象。

A

 洁面凝露

Cleansing
     Gel

C

     日霜

     Day
Treatment

N
    晚霜

   Night
Treatment

E

痘痘清修复
   Drying
     Gel

这款日霜富含具有抗菌功效的番茄萃取可抵抗炎症，而

Capryloyglycine、肌氨酸和肉桂萃取等成分相结合可减少油脂分泌。

该产品可促进治疗和胶原蛋白合成来改善肤质，同时它所含有的透

明质酸可滋润肌肤，避免肌肤干燥。

这款产品将维生素 A 醇和果酸独特结合，温和去角质并恢复肌肤，

打开已关闭的黑头粉刺，而曲酸则可减少色素沉淀和肌肤发红现

象。这款具有强效抗菌功效的晚霜可有效防止黑头粉刺的再次出

现。

这款创新型产品含有水杨酸和硫等强效角蛋白溶解成分以及具有抗

菌作用的三氯生和番茄萃取，为肌肤红斑和问题区域提供有效无刺

激的日常护理。

每天在使用 comodex洁

面凝露清洁肌肤后，用

本产品将化妆棉打湿，

涂抹在面部，重点在发

红或出现肌肤问题区域。

不要清洗。使用本产品

后可再使用化妆品。我

们建议配合使用 Comodex
SPF15 控油防晒霜以达

到最大防晒效果。

用 comodex 洁面凝露清

洁肌肤后，用本产品将

化妆棉打湿，涂抹在面

部，重点在发红或出现

肌肤问题区域。每天晚

上使用。

用干净指尖或化妆棉将

少量痘痘清修复涂抹在

红斑或问题区域。可与

化妆品配合使用。

这款创新型双效面膜含有强效抗红斑因子可刺激细胞再生。同时，
它所含有的氧化锌、薄荷醇、金盏花可冷却和治疗肌肤，减少肌肤
发红症状。尿囊素可镇静和修复肌肤，高岭土和樟脑可吸收过多分
泌的油脂，清除毛孔堵塞。这一先进配方可收缩毛孔，减少其他抗
粉刺产品所带来的肌肤明显粗糙和干燥循环。双效面膜质地丰富，
并含有令人愉悦的芬芳。

将双效面膜薄薄地涂抹

在问题区域，等待约15

分钟，使面膜变干。用

温热水清洁。

净化爽肤水

 Purifying
   Toner

  双效面膜

Double Action
      Mask

  高效保湿精华

   Advanced
Hydrating Serum

 控油防晒霜

  Mattifying
 Sunscreen
  (SPF15)

将数滴高效保湿精华直

接涂抹在问题肌肤上，

轻轻揉搓。不要清洗。

将防晒霜均匀涂抹在已

清洁肌肤上。轻柔按摩

直到被肌肤完全吸收。

每天用化妆棉蘸满净化

爽肤水，轻轻擦拭问题

区域。不要清洗。

这款高效保湿精华采用无油配方，含有与身体自然保湿因子类似的

滋润因子，而保湿因子则是肌肤年轻、干净和肌肤均匀的生理基础。

高效保湿精华还含有玻璃酸钠可提供持久的保湿效果，而洋甘菊花

水则可镇静肌肤收缩毛孔。这款创新型精华产品不含堵塞毛孔成分，

同时还可为肌肤补充必要的水分。

这款先进的不粘连净化爽肤水含有丰富的薄荷醇、北美金缕梅和洋

甘菊，具有冷却、镇静和净化肌肤功效，它所含的甘油可滋润肌肤，

三氯生则可提供抗菌保护。净化爽肤水还含有芳香宜人的天然收敛

成分和具有活肤效果的无菌配方，可溶解堵塞毛孔的污染物并保持

肌肤的天然水分平衡，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护

理

套

装 
(Treatm

ent K
it )

这款无刺激的 SPF15 控油防晒霜采用不产生黑头粉刺、可防御 

UVA/UVB 的无油配方，它含有数种天然保湿剂可为肌肤提供持久

保护和滋润，同时还不堵塞毛孔。同时它所含有的维生素 E 成分还

可提供抗氧化保护。这款创新型防晒产品为肌肤提供可靠保护，并

使肌肤保持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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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和禁忌症
适应症 - 诊断
Comedex 系列产品可为下列男性和女性问题肌肤提供有效护理：

• 油性肌肤

• 混合型肌肤

• 粉刺

• 粉刺疤痕

• 由粉刺疤痕造成的色素沉淀

禁忌症
• 在进行 Comedex 护理时，避免日晒。

• 在进行 Comedex 美容院护理后的一周内不要进行涂蜡脱毛或激光治疗

• 孕妇或哺乳期女性不得使用含维生素 A 醇的产品（包括美容院护理第5步和第7步护理，以及家用护理的
第3 - N 步）。

• 对于粉刺活跃的肌肤，不建议进行美容院第二步磨砂去角质膏护理。
在这些情况下直接进行第三步番茄果酸去角质霜护理。

特别提示：
• 由于维生素 A 醇和乙醇酸的去角质作用，肌肤可能会显得比平常更为干燥。

• 可能会出现肌肤发红现象，但在美容院护理过程结束之前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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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纯天然的 Rose de Mer 焕肤系列产品针对不同年龄和各种肌肤问题，恢复肌肤活力，使肌肤更

为健康，它所针对的肌肤问题既包括肌肤失去弹性、下垂和细微皱纹等小问题，也包括粉刺疤痕和色素沉淀

等更为严重的肌肤损害。Rose de Mer 焕肤系列产品将富含矿物质、盐份、微量元素、钙、维生素和海藻

等海洋植物进行创新融合,这些活性成分可生成、更新和修复肌肤细胞.使肌肤由内到外呈现更为健康状态。 

    这种强效去角质、活肤和治疗解决方案可带来明显的效果。另外 Rose de Mer 焕肤系列产品使顾客

的肌肤达到一种最可能的健康状态，达到活性成分渗透的最理想状态，这样可为针对严重粉刺和明显衰老

肌肤的其他专业护理带来更为有效、更快和更持久的效果。

肌肤问题
    专业的“创伤”促进肌肤产生自然的恢复过程来替换、修复和治疗肌肤可以最为有效地处理多种肌肤

衰老问题，如肌肤失去弹性、出现皱纹、皮肤增厚、肤色暗淡或松懈、肤质过干、色素沉淀、光衰老、晒

伤以及粉刺和粉刺疤痕等问题。

        年轻健康的肌肤层每15到30天进行更换，但是对于衰老或受损肌肤来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

间，从而使变厚、鳞片状、暗淡的肌肤层覆盖了下面的健康光泽。另外，肌肤的天然水分生产被锁住，细

菌或其他如过多的黑色素等不受欢迎的元素被困在表皮层内。这就更加造成了一系列的皮肤症状和瑕疵。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种换肤解决方案给美容师带来了显著挑战。大多数传统的化学换肤产品可能会

相当有效，但当顾客的肌肤出现过敏而护理过程没有立即终止或得到有效控制时，这些传统的产品会灼伤

或带来其他令人无法接受的副作用。用来减少肌肤反应程序的全天然换肤产品则不太具有预测性，也会经

常造成如过敏反应等其他无法预期、无法令人接受的副作用。

        另外，顾客来到我们的美容院希望看到肌肤状况的显著改善。尽管我们致力于用最先进最天然的成分

将他们的肌肤提升到最美丽、最健康的状态，但受他们目前肌肤状况的影响我们所能做的也有限。

我们的解决方案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用最小的伤害更换肌肤，提

升表皮层从而促进死皮易于剥落和去除。Rose de Mer
草本产品可同样用于面部护理中，它们可提供温和但

有效的渗透促进酸替代成分，或作为局部泥敷剂来适

用于瑕疵、暗疮或疲劳肌肤。另外不像传统的化学或

天然换肤产品，Rose de Mer系列产品适用于所有肌肤

类型和肤色?从最白到最黑的肤色。

健康肌肤从这里开始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的功效用事实来说话：

• 对衰老、粉刺和干燥肌肤及其他常见的肌肤问题经过长期护理，临床结果上取得显著加强
• 使肌肤进入更好地接收活性成分渗透的理想状态
• 最大可能地淡化上肌肤层的细纹和妊娠纹以及中肌肤层的深层皱纹
• 减少笑纹和妊娠纹
• 肌肤质地、色泽和肤色平整出现显著改善
• 增加肌肤弹性

        100%纯天然的 Rose de Mer 焕肤系列产品针对不同年龄和各种肌肤问题，恢复肌肤活力，使肌肤更

为健康，它所针对的肌肤问题既包括肌肤失去弹性、下垂和细微皱纹等小问题，也包括粉刺疤痕和色素沉淀

等更为严重的肌肤损害。Rose de Mer 焕肤系列产品将富含矿物质、盐份、微量元素、钙、维生素和海藻

等海洋植物进行创新融合,这些活性成分可生成、更新和修复肌肤细胞.使肌肤由内到外呈现更为健康状态。 

    这种强效去角质、活肤和治疗解决方案可带来明显的效果。另外 Rose de Mer 焕肤系列产品使顾客

的肌肤达到一种最可能的健康状态，达到活性成分渗透的最理想状态，这样可为针对严重粉刺和明显衰老

肌肤的其他专业护理带来更为有效、更快和更持久的效果。

肌肤问题
    专业的“创伤”促进肌肤产生自然的恢复过程来替换、修复和治疗肌肤可以最为有效地处理多种肌肤

衰老问题，如肌肤失去弹性、出现皱纹、皮肤增厚、肤色暗淡或松懈、肤质过干、色素沉淀、光衰老、晒

伤以及粉刺和粉刺疤痕等问题。

        年轻健康的肌肤层每15到30天进行更换，但是对于衰老或受损肌肤来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

间，从而使变厚、鳞片状、暗淡的肌肤层覆盖了下面的健康光泽。另外，肌肤的天然水分生产被锁住，细

菌或其他如过多的黑色素等不受欢迎的元素被困在表皮层内。这就更加造成了一系列的皮肤症状和瑕疵。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种换肤解决方案给美容师带来了显著挑战。大多数传统的化学换肤产品可能会

相当有效，但当顾客的肌肤出现过敏而护理过程没有立即终止或得到有效控制时，这些传统的产品会灼伤

或带来其他令人无法接受的副作用。用来减少肌肤反应程序的全天然换肤产品则不太具有预测性，也会经

常造成如过敏反应等其他无法预期、无法令人接受的副作用。

        另外，顾客来到我们的美容院希望看到肌肤状况的显著改善。尽管我们致力于用最先进最天然的成分

将他们的肌肤提升到最美丽、最健康的状态，但受他们目前肌肤状况的影响我们所能做的也有限。

我们的解决方案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用最小的伤害更换肌肤，提

升表皮层从而促进死皮易于剥落和去除。Rose de Mer
草本产品可同样用于面部护理中，它们可提供温和但

有效的渗透促进酸替代成分，或作为局部泥敷剂来适

用于瑕疵、暗疮或疲劳肌肤。另外不像传统的化学或

天然换肤产品，Rose de Mer系列产品适用于所有肌肤

类型和肤色?从最白到最黑的肤色。

健康肌肤从这里开始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的功效用事实来说话：

• 对衰老、粉刺和干燥肌肤及其他常见的肌肤问题经过长期护理，临床结果上取得显著加强
• 使肌肤进入更好地接收活性成分渗透的理想状态
• 最大可能地淡化上肌肤层的细纹和妊娠纹以及中肌肤层的深层皱纹
• 减少笑纹和妊娠纹
• 肌肤质地、色泽和肤色平整出现显著改善
• 增加肌肤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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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纯天然的 Rose de Mer 焕肤系列产品针对不同年龄和各种肌肤问题，恢复肌肤活力，使肌肤更

为健康，它所针对的肌肤问题既包括肌肤失去弹性、下垂和细微皱纹等小问题，也包括粉刺疤痕和色素沉淀

等更为严重的肌肤损害。Rose de Mer 焕肤系列产品将富含矿物质、盐份、微量元素、钙、维生素和海藻

等海洋植物进行创新融合,这些活性成分可生成、更新和修复肌肤细胞.使肌肤由内到外呈现更为健康状态。 

    这种强效去角质、活肤和治疗解决方案可带来明显的效果。另外 Rose de Mer 焕肤系列产品使顾客

的肌肤达到一种最可能的健康状态，达到活性成分渗透的最理想状态，这样可为针对严重粉刺和明显衰老

肌肤的其他专业护理带来更为有效、更快和更持久的效果。

肌肤问题
    专业的“创伤”促进肌肤产生自然的恢复过程来替换、修复和治疗肌肤可以最为有效地处理多种肌肤

衰老问题，如肌肤失去弹性、出现皱纹、皮肤增厚、肤色暗淡或松懈、肤质过干、色素沉淀、光衰老、晒

伤以及粉刺和粉刺疤痕等问题。

        年轻健康的肌肤层每15到30天进行更换，但是对于衰老或受损肌肤来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

间，从而使变厚、鳞片状、暗淡的肌肤层覆盖了下面的健康光泽。另外，肌肤的天然水分生产被锁住，细

菌或其他如过多的黑色素等不受欢迎的元素被困在表皮层内。这就更加造成了一系列的皮肤症状和瑕疵。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各种换肤解决方案给美容师带来了显著挑战。大多数传统的化学换肤产品可能会

相当有效，但当顾客的肌肤出现过敏而护理过程没有立即终止或得到有效控制时，这些传统的产品会灼伤

或带来其他令人无法接受的副作用。用来减少肌肤反应程序的全天然换肤产品则不太具有预测性，也会经

常造成如过敏反应等其他无法预期、无法令人接受的副作用。

        另外，顾客来到我们的美容院希望看到肌肤状况的显著改善。尽管我们致力于用最先进最天然的成分

将他们的肌肤提升到最美丽、最健康的状态，但受他们目前肌肤状况的影响我们所能做的也有限。

我们的解决方案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用最小的伤害更换肌肤，提

升表皮层从而促进死皮易于剥落和去除。Rose de Mer
草本产品可同样用于面部护理中，它们可提供温和但

有效的渗透促进酸替代成分，或作为局部泥敷剂来适

用于瑕疵、暗疮或疲劳肌肤。另外不像传统的化学或

天然换肤产品，Rose de Mer系列产品适用于所有肌肤

类型和肤色?从最白到最黑的肤色。

健康肌肤从这里开始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的功效用事实来说话：

• 对衰老、粉刺和干燥肌肤及其他常见的肌肤问题经过长期护理，临床结果上取得显著加强
• 使肌肤进入更好地接收活性成分渗透的理想状态
• 最大可能地淡化上肌肤层的细纹和妊娠纹以及中肌肤层的深层皱纹
• 减少笑纹和妊娠纹
• 肌肤质地、色泽和肤色平整出现显著改善
• 增加肌肤弹性

• 自然提升肌肤（自然提升效果）
• 肌肤更富有光泽
• 使肌肤远离晒伤、皮肤斑、日光角化病和脂溢性角化病等问题。
• 改善粉刺和油脂平衡，防止出现黑头粉刺
• 减少色素沉淀、毛孔增大和粉刺疤痕
• 改善肌肤的血液循环，以提高细胞的含氧量
• 清除表层杂质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背后的科技成果

       

        Rose de Mer 挑起和利用肌肤对多层微创伤的传统热、痛
和发红反应，并重新刺激胶原和弹力蛋白的生成，从而实现完
美的活肤和治疗效果。

海洋植物资源
高效活性成分

   人工摩擦的刺激
来产生所期望的化学
 反应从而实现完美
   活肤和换肤效果

Calor
 (热)

Dolor
        (痛)

Rubor
   (发红)

创新型的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经过科学研发而成，这一系列产品可刺激身体的自然换肤反应，可

为肌肤带来明显的改善，并具有最小的副作用。这个分叉的 Rose de Mer 方式利用高效活性成分，在特

殊的人工摩擦刺激下，针对不同顾客和不同的肌肤状况带来不同的效果。

先进的 Rose de Mer 技艺创新地利用高效活性成分的人工刺激来达到与化学护理同样的换肤效果，

不产生化学灼伤，另外它还具有常规化学护理所不能保证的全面深层渗透控制。同时，Rose de Mer 提
供天然安全的换肤产品以及已得到科学证实的配方，可提供其他天然产品所不能提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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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e de Mer 还含有一种从具有特殊二氧化硅“针”的淡水珊瑚中提取的独特粉末，可温和摩擦和

刺激肌肤。组胺成分可促进肌肤血液循环，包括海水海绵、燕麦和玉米粉在内的其他活性成分可提供统一

的去角质作用。从海藻中提取的先进滋润成分可锁住肌肤水分。在护理之前，这些粉末状海洋植物与活性

剂混合从而刺激和加强它们的作用和功效。 

Rose de Mer 草本植物为 Christina 公司种植，海洋植物经过特别处理、干燥和速冻，以便在不添加

防腐剂的情况下长期保存其活性成分。

热、痛和发红反应被认作是重新刺激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生成的最有效战略，可实现自然修复和提

升肌肤效果。这个作用也可带来短期和长期肌肤容量的增加，从而明显减少皱纹和疤痕。

Rose de Mer 的活性成分包括丰富的大豆蛋白、硅酸盐、草本植物、海盐和钙等，可刺激换肤过程。

他们有效并自然提升表皮层，促进死皮细胞易于脱落和去除。所带来的结果是恢复和修复肌肤，使肌肤

质地、色泽和肤色得到明显改善。

保证 Rose de Mer 护理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培训说明

      Rose de Mer 护理可适用于任何肌肤类型

和肤色，并可在四天之内完成整个护理。

Rose de Mer 护理产品可用于处理局部肌

肤问题，如肌肤瑕疵、表层干燥、呆滞或暗疮

肌肤，可带来瞬间效果。同时他们也可用于加

强特殊抗衰老、色素沉淀或粉刺护理的功效。

适用症、禁忌症和护理建议的细节如下。

多个相互作用的因素决定了 Rose de Mer 
护理的成功与否：

        

 将可刺激肌肤自然换肤和

活肤程序的强效活性成分

 进行创新结合，提供高效

    但无伤害的换肤效果。

     顾客的配合

 我们建议与顾客一起阅读

 了解书面的护理过程以及

    护理前和护理后说明，

      因为顾客的配合是

     保证护理成功的关键

 美容师技能

根据肌肤的不断发展状态

知道什么时候、达到什么

程度以及以什么样的频率

  来进行不同的护理程度

真皮和表皮层
 连结建造4个
  胶原纤维层

    基底细胞
   进入刺痛细胞层

微米

表
皮
层

真
皮
层

基底细胞分裂

 鳞状物将要
从皮肤表层脱落

角质化鳞状物

颗粒细胞层

刺痛细胞层

基底细胞层

基底黏连蛋白

基底黏连蛋白

黑色素在颗粒细胞
和刺痛细胞层形成

鳞状物将要从
皮肤表层脱落

逐渐进行的肌肤脱落过程将在 Rose de Mer 美容院护理之后的5-7天内进行。这时候，肌肤可能会

变得十分地干燥。这正是进行 Silk 护理的理想时机，以便恢复肌肤弹性、刺激肌肤的美感修复过程。Silk 
护理可瞬时为肌肤带来明显的弹性和滋润。一次奢华的 Silk 护理将使受创伤肌肤恢复年轻光泽，并建议

适用于所有肌肤类型（除粉刺型肌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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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换肤后遮暇霜（Post Peeling Cover Cream）

        遮起来！这款创新型遮暇霜含有防晒和镇静因子，具有淡淡的颜色，可
在使用化妆品之前使用以舒缓和保护肌肤。它所含有的牛油树脂可加强肌肤
的自然修复过程、提高肌肤弹性，同时维生素和植物萃取的平衡配方则为肌
肤提供和保护营养和必需脂肪酸。

第四步：换肤后保护啫喱（Post Peeling Protective Gel）

        为宝贵的肌肤提供保护…这款创新型换肤后保护啫喱在肌肤和环境之间
创造一个隔离层，它紧致肌肤，将活性成分锁在毛孔内从而达到更好的换肤
效果。保护啫喱还含有强效植物成分，可保护脆弱、刚刚进行换肤处理的肌
肤远离环境损害。

第三步：舒缓面膜（Soothing Mask）

       从内到外舒缓和镇静肌肤…这款特别配方的舒缓面膜收缩毛孔，锁住“
刺痛”因子从而获得更长时间的刺激。这款创新型配方的面膜可使活性成分
更好地渗透肌肤。它还含有丰富的平衡成分可吸收多余的油脂，舒缓刺激和
清洁肌肤。这款先进的配方同时还含有樟脑、薄荷醇和酒精可收缩毛孔，紧
致肌肤。

第二步：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或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活性剂
 （Sea Herbal Deep Peel or Light Intensive Herbal Peel and Activator）

       换肤和治疗受损肌肤！这款创新型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和活性剂利用草
本植物的净化功能来同时进行换肤和治疗肌肤。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在不造
成损害的同时更换肌肤，天然成分可“提升”表皮层，促进死皮细胞易于脱
落和去除。它同时还含有可深层渗透表皮层的珊瑚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活性
换肤产品。这款换肤霜适用于多种肌肤类型、肤色和肌肤问题，如早期和晚
期衰老肌肤、晒伤以及包括色素沉淀、深层粉刺疤痕和击退粉刺后肌肤问题
等肌肤变色问题。
        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采用更为温和的配方，可适用于敏感和脆弱肌肤。
它最常用于护理色素沉淀、活跃的粉刺肌肤、皮脂溢出等肌肤问题，也可用
于颈部和肩部护理。

第一步：Savon 顶级洁面乳（Savon Supreme）

        一切从头开始...  作为 Rose de Mer 美容院护理的第一步，Savon 顶级
洁面乳采用温和清洁配方，含有丰富的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
它所含有的果酸和乙醇酸可平衡肌肤 pH 值。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

美容院系列护理产品

第五步：换肤后遮暇霜（Post Peeling Cover Cream）

        遮起来！这款创新型遮暇霜含有防晒和镇静因子，具有淡淡的颜色，可
在使用化妆品之前使用以舒缓和保护肌肤。它所含有的牛油树脂可加强肌肤
的自然修复过程、提高肌肤弹性，同时维生素和植物萃取的平衡配方则为肌
肤提供和保护营养和必需脂肪酸。

第四步：换肤后保护啫喱（Post Peeling Protective Gel）

        为宝贵的肌肤提供保护…这款创新型换肤后保护啫喱在肌肤和环境之间
创造一个隔离层，它紧致肌肤，将活性成分锁在毛孔内从而达到更好的换肤
效果。保护啫喱还含有强效植物成分，可保护脆弱、刚刚进行换肤处理的肌
肤远离环境损害。

第三步：舒缓面膜（Soothing Mask）

       从内到外舒缓和镇静肌肤…这款特别配方的舒缓面膜收缩毛孔，锁住“
刺痛”因子从而获得更长时间的刺激。这款创新型配方的面膜可使活性成分
更好地渗透肌肤。它还含有丰富的平衡成分可吸收多余的油脂，舒缓刺激和
清洁肌肤。这款先进的配方同时还含有樟脑、薄荷醇和酒精可收缩毛孔，紧
致肌肤。

第二步：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或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活性剂
 （Sea Herbal Deep Peel or Light Intensive Herbal Peel and Activator）

       换肤和治疗受损肌肤！这款创新型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和活性剂利用草
本植物的净化功能来同时进行换肤和治疗肌肤。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在不造
成损害的同时更换肌肤，天然成分可“提升”表皮层，促进死皮细胞易于脱
落和去除。它同时还含有可深层渗透表皮层的珊瑚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活性
换肤产品。这款换肤霜适用于多种肌肤类型、肤色和肌肤问题，如早期和晚
期衰老肌肤、晒伤以及包括色素沉淀、深层粉刺疤痕和击退粉刺后肌肤问题
等肌肤变色问题。
        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采用更为温和的配方，可适用于敏感和脆弱肌肤。
它最常用于护理色素沉淀、活跃的粉刺肌肤、皮脂溢出等肌肤问题，也可用
于颈部和肩部护理。

第一步：Savon 顶级洁面乳（Savon Supreme）

        一切从头开始...  作为 Rose de Mer 美容院护理的第一步，Savon 顶级
洁面乳采用温和清洁配方，含有丰富的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
它所含有的果酸和乙醇酸可平衡肌肤 pH 值。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

美容院系列护理产品

第五步：换肤后遮暇霜（Post Peeling Cover Cream）

        遮起来！这款创新型遮暇霜含有防晒和镇静因子，具有淡淡的颜色，可
在使用化妆品之前使用以舒缓和保护肌肤。它所含有的牛油树脂可加强肌肤
的自然修复过程、提高肌肤弹性，同时维生素和植物萃取的平衡配方则为肌
肤提供和保护营养和必需脂肪酸。

第四步：换肤后保护啫喱（Post Peeling Protective Gel）

        为宝贵的肌肤提供保护…这款创新型换肤后保护啫喱在肌肤和环境之间
创造一个隔离层，它紧致肌肤，将活性成分锁在毛孔内从而达到更好的换肤
效果。保护啫喱还含有强效植物成分，可保护脆弱、刚刚进行换肤处理的肌
肤远离环境损害。

第三步：舒缓面膜（Soothing Mask）

       从内到外舒缓和镇静肌肤…这款特别配方的舒缓面膜收缩毛孔，锁住“
刺痛”因子从而获得更长时间的刺激。这款创新型配方的面膜可使活性成分
更好地渗透肌肤。它还含有丰富的平衡成分可吸收多余的油脂，舒缓刺激和
清洁肌肤。这款先进的配方同时还含有樟脑、薄荷醇和酒精可收缩毛孔，紧
致肌肤。

第二步：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或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活性剂
 （Sea Herbal Deep Peel or Light Intensive Herbal Peel and Activator）

       换肤和治疗受损肌肤！这款创新型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和活性剂利用草
本植物的净化功能来同时进行换肤和治疗肌肤。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在不造
成损害的同时更换肌肤，天然成分可“提升”表皮层，促进死皮细胞易于脱
落和去除。它同时还含有可深层渗透表皮层的珊瑚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活性
换肤产品。这款换肤霜适用于多种肌肤类型、肤色和肌肤问题，如早期和晚
期衰老肌肤、晒伤以及包括色素沉淀、深层粉刺疤痕和击退粉刺后肌肤问题
等肌肤变色问题。
        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采用更为温和的配方，可适用于敏感和脆弱肌肤。
它最常用于护理色素沉淀、活跃的粉刺肌肤、皮脂溢出等肌肤问题，也可用
于颈部和肩部护理。

第一步：Savon 顶级洁面乳（Savon Supreme）

        一切从头开始...  作为 Rose de Mer 美容院护理的第一步，Savon 顶级
洁面乳采用温和清洁配方，含有丰富的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
它所含有的果酸和乙醇酸可平衡肌肤 pH 值。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

美容院系列护理产品

第五步：换肤后遮暇霜（Post Peeling Cover Cream）

        遮起来！这款创新型遮暇霜含有防晒和镇静因子，具有淡淡的颜色，可
在使用化妆品之前使用以舒缓和保护肌肤。它所含有的牛油树脂可加强肌肤
的自然修复过程、提高肌肤弹性，同时维生素和植物萃取的平衡配方则为肌
肤提供和保护营养和必需脂肪酸。

第四步：换肤后保护啫喱（Post Peeling Protective Gel）

        为宝贵的肌肤提供保护…这款创新型换肤后保护啫喱在肌肤和环境之间
创造一个隔离层，它紧致肌肤，将活性成分锁在毛孔内从而达到更好的换肤
效果。保护啫喱还含有强效植物成分，可保护脆弱、刚刚进行换肤处理的肌
肤远离环境损害。

第三步：舒缓面膜（Soothing Mask）

       从内到外舒缓和镇静肌肤…这款特别配方的舒缓面膜收缩毛孔，锁住“
刺痛”因子从而获得更长时间的刺激。这款创新型配方的面膜可使活性成分
更好地渗透肌肤。它还含有丰富的平衡成分可吸收多余的油脂，舒缓刺激和
清洁肌肤。这款先进的配方同时还含有樟脑、薄荷醇和酒精可收缩毛孔，紧
致肌肤。

第二步：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或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活性剂
 （Sea Herbal Deep Peel or Light Intensive Herbal Peel and Activator）

       换肤和治疗受损肌肤！这款创新型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和活性剂利用草
本植物的净化功能来同时进行换肤和治疗肌肤。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在不造
成损害的同时更换肌肤，天然成分可“提升”表皮层，促进死皮细胞易于脱
落和去除。它同时还含有可深层渗透表皮层的珊瑚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活性
换肤产品。这款换肤霜适用于多种肌肤类型、肤色和肌肤问题，如早期和晚
期衰老肌肤、晒伤以及包括色素沉淀、深层粉刺疤痕和击退粉刺后肌肤问题
等肌肤变色问题。
        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采用更为温和的配方，可适用于敏感和脆弱肌肤。
它最常用于护理色素沉淀、活跃的粉刺肌肤、皮脂溢出等肌肤问题，也可用
于颈部和肩部护理。

第一步：Savon 顶级洁面乳（Savon Supreme）

        一切从头开始...  作为 Rose de Mer 美容院护理的第一步，Savon 顶级
洁面乳采用温和清洁配方，含有丰富的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
它所含有的果酸和乙醇酸可平衡肌肤 pH 值。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

美容院系列护理产品

第五步：换肤后遮暇霜（Post Peeling Cover Cream）

        遮起来！这款创新型遮暇霜含有防晒和镇静因子，具有淡淡的颜色，可
在使用化妆品之前使用以舒缓和保护肌肤。它所含有的牛油树脂可加强肌肤
的自然修复过程、提高肌肤弹性，同时维生素和植物萃取的平衡配方则为肌
肤提供和保护营养和必需脂肪酸。

第四步：换肤后保护啫喱（Post Peeling Protective Gel）

        为宝贵的肌肤提供保护…这款创新型换肤后保护啫喱在肌肤和环境之间
创造一个隔离层，它紧致肌肤，将活性成分锁在毛孔内从而达到更好的换肤
效果。保护啫喱还含有强效植物成分，可保护脆弱、刚刚进行换肤处理的肌
肤远离环境损害。

第三步：舒缓面膜（Soothing Mask）

       从内到外舒缓和镇静肌肤…这款特别配方的舒缓面膜收缩毛孔，锁住“
刺痛”因子从而获得更长时间的刺激。这款创新型配方的面膜可使活性成分
更好地渗透肌肤。它还含有丰富的平衡成分可吸收多余的油脂，舒缓刺激和
清洁肌肤。这款先进的配方同时还含有樟脑、薄荷醇和酒精可收缩毛孔，紧
致肌肤。

第二步：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或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活性剂
 （Sea Herbal Deep Peel or Light Intensive Herbal Peel and Activator）

       换肤和治疗受损肌肤！这款创新型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和活性剂利用草
本植物的净化功能来同时进行换肤和治疗肌肤。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在不造
成损害的同时更换肌肤，天然成分可“提升”表皮层，促进死皮细胞易于脱
落和去除。它同时还含有可深层渗透表皮层的珊瑚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活性
换肤产品。这款换肤霜适用于多种肌肤类型、肤色和肌肤问题，如早期和晚
期衰老肌肤、晒伤以及包括色素沉淀、深层粉刺疤痕和击退粉刺后肌肤问题
等肌肤变色问题。
        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采用更为温和的配方，可适用于敏感和脆弱肌肤。
它最常用于护理色素沉淀、活跃的粉刺肌肤、皮脂溢出等肌肤问题，也可用
于颈部和肩部护理。

第一步：Savon 顶级洁面乳（Savon Supreme）

        一切从头开始...  作为 Rose de Mer 美容院护理的第一步，Savon 顶级
洁面乳采用温和清洁配方，含有丰富的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
它所含有的果酸和乙醇酸可平衡肌肤 pH 值。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

美容院系列护理产品

第五步：换肤后遮暇霜（Post Peeling Cover Cream）

        遮起来！这款创新型遮暇霜含有防晒和镇静因子，具有淡淡的颜色，可
在使用化妆品之前使用以舒缓和保护肌肤。它所含有的牛油树脂可加强肌肤
的自然修复过程、提高肌肤弹性，同时维生素和植物萃取的平衡配方则为肌
肤提供和保护营养和必需脂肪酸。

第四步：换肤后保护啫喱（Post Peeling Protective Gel）

        为宝贵的肌肤提供保护…这款创新型换肤后保护啫喱在肌肤和环境之间
创造一个隔离层，它紧致肌肤，将活性成分锁在毛孔内从而达到更好的换肤
效果。保护啫喱还含有强效植物成分，可保护脆弱、刚刚进行换肤处理的肌
肤远离环境损害。

第三步：舒缓面膜（Soothing Mask）

       从内到外舒缓和镇静肌肤…这款特别配方的舒缓面膜收缩毛孔，锁住“
刺痛”因子从而获得更长时间的刺激。这款创新型配方的面膜可使活性成分
更好地渗透肌肤。它还含有丰富的平衡成分可吸收多余的油脂，舒缓刺激和
清洁肌肤。这款先进的配方同时还含有樟脑、薄荷醇和酒精可收缩毛孔，紧
致肌肤。

第二步：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或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活性剂
 （Sea Herbal Deep Peel or Light Intensive Herbal Peel and Activator）

       换肤和治疗受损肌肤！这款创新型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和活性剂利用草
本植物的净化功能来同时进行换肤和治疗肌肤。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在不造
成损害的同时更换肌肤，天然成分可“提升”表皮层，促进死皮细胞易于脱
落和去除。它同时还含有可深层渗透表皮层的珊瑚成分，是一种高效的活性
换肤产品。这款换肤霜适用于多种肌肤类型、肤色和肌肤问题，如早期和晚
期衰老肌肤、晒伤以及包括色素沉淀、深层粉刺疤痕和击退粉刺后肌肤问题
等肌肤变色问题。
        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采用更为温和的配方，可适用于敏感和脆弱肌肤。
它最常用于护理色素沉淀、活跃的粉刺肌肤、皮脂溢出等肌肤问题，也可用
于颈部和肩部护理。

第一步：Savon 顶级洁面乳（Savon Supreme）

        一切从头开始...  作为 Rose de Mer 美容院护理的第一步，Savon 顶级
洁面乳采用温和清洁配方，含有丰富的肥皂草和皂树萃取，可温和清洁肌肤，
它所含有的果酸和乙醇酸可平衡肌肤 pH 值。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

美容院系列护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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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温和清洁肌肤

去除水脂层

  第一步：

Savon 顶级

   洁面乳

   Savon
Supreme

    第二步：

    海洋草本

  深层换肤霜

  或清爽全效

  草本换肤霜

          +

     活性剂

  Sea Herbal
Deep Peel Or
Light Intensive
  Herbal Peel
+ Activator

 第三步：

舒缓面膜

Soothing
  Mask

    第四步：

    换肤后

  保护啫喱

Post Peeling
Protective Gel

    第五步：

  换肤遮暇霜

 Post Peeling
Cover Cream

改善肤质、肤色和色泽

的均匀，同时尽量淡化

细纹和妊娠纹。改进日

晒和肌肤瑕疵，改善粉

刺和问题肌肤状况，包

括色素沉淀、毛孔粗大、

粉刺疤痕及其他问题等。

吸收多余油脂

收缩毛孔

舒缓肌肤

保护肌肤远离污染

污垢和自由基。

保护肌肤远离日晒

镇静护理后肌肤

可遮住肌肤发红。

美容院护理程序简介

产品使用方法功 能产品名称

温水打湿面部，用指尖将 Savon 顶级洁面乳在面部和颈部按照画

圈的方式轻轻揉搓 , 加入温水使它产生泡沫。在清洁时使用蒸汽以

软化和温暖肌肤。清洁肌肤，可重复使用。

随后进行第二步护理。

将一勺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或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放入玻璃杯中，

加入 2 勺活性剂进行搅拌。用画圈扫抹的方式仔细将混合物均匀涂

抹在肌肤上。小心不要过度摩擦颧骨和下巴区域 , 这两个区域的肌

肤经常被拉伸从而变得薄些。将混合物在面部按摩 4-7 分钟，添加

活性剂以保持换肤效果和手部湿润。在换肤霜完全按摩进肌肤后，

再等待 7-10 分钟。在面部敷上浸满冷水和活性剂的敷布 , 不时添

加活性剂以保护敷布湿润。不要让敷布变干。

 注意：换肤深度由按摩过程和按摩压力来决定。随顾客到洗脸池

用冷水洗去草本残留。可能需要数次清洗。将少量 Savon 顶级洁

面乳涂抹在顾客面部，再次清洗，用软的毛巾轻轻拍干。随后进入

第三步护理。

在清除海洋草本深层换肤霜或清爽全效草本换肤霜并擦干肌肤后，

将舒缓面膜均匀涂抹在面部，等待 10 分钟。舒缓面膜变干后铺上

湿敷布，等待 1 分钟以软化舒缓面膜。用敷布多次擦洗面部以清除

舒缓面膜。随后进行第四步护理。

将少量换肤后保护啫喱轻轻拍打在干的肌肤上。等待它变干。不要

清洗。

注意：经过前面的换肤处理，肌肤将会变得非常脆弱和敏感，所以

在使用这一产品时动作须轻柔。这款产品会有 2-3 分钟的灼烧感。

在使用本产品时可用小风扇向顾客面部吹冷风。

在清洁和换肤护理后，用湿的化妆海绵将本产品均匀涂抹在整个

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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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角质皂

Peeling
  Soap

温和清洁配方可温和清洁刚进

行换肤护理的肌肤，平衡肌肤

pH 值，以恢复肌肤活力
温和洁面乳
  Clean &
  Gentle

第一步：

  变干

Dry Out

  第二步：

镇静和补水

Calm and
 Hydrate

   第三步：

 舒缓和修复

Smooth and
   Repair

  第四步：

脱皮和更新

 Peel and
  Renew 

在美容院换肤护理后立即使用

两天。每2-3个小时将本产品薄

薄地涂抹在换肤区域。等待其

变干，不要清洗。皮肤应该会

相当干燥，但不应断裂。说话

和吃饭等平常面部活动可以进

行，不会造成很大不适。如果

皮肤过度干燥，请不要继续使

用本产品并咨询护肤专家。

将数滴产品应用于已清洁肌肤

之上，每天4-6次，随后可使用

舒缓和修复产品。主要在变干

产品之后或从去角质护理后的

第三天开始使用。该产品主要

与舒缓和修复产品配合使用。

在使用镇静和补水产品后，立

即使用数滴本产品,每天4-6次。

这款产品主要与镇静和补水产

品配合使用。

在使用镇静和补水产品后，

立即使用数滴本产品，每天

4-6次。这款产品主要与镇静

和补水产品配合使用。

这款产品将植物和镇静因子创新型结合，可模仿年轻肌肤

的天然保湿因子。它所含的透明质酸可锁住水分，而包括

山金车、甘草、洋甘菊和尿囊素等在内的植物成分和镇静

因子可提高肌肤的柔软、光滑和总体健康。

从换肤护理后的第四天起，在

完成第二步和第三步后使用本

产品，一直到肌肤不再呈现换

肤的外表症状（如皮肤脱皮

等）。将本产品轻柔涂抹在干

净的干肌肤上，并轻柔按摩2-4

分钟，每天4-5次。等待30分钟

后用湿布清除。

产品名称 使用方法功  能 产品

换

肤

后

护

理

套

装 (P
ost-P

eeling K
it) 

温和清洁配方可温和清洁刚进行换肤护理的肌肤，平衡肌

肤 pH 值，以恢复肌肤活力

这种独特的不堵塞毛孔的干燥配方含有浓缩曲酸、熊果甙

和维生素 A 醇，可加强去角质效果,淡化色素沉淀和促进细

胞再生。同时它还通过临床水平的甘草酸二钾和尿囊素等

成分来帮助减少刺激。

这款舒缓和修复产品富含丰富的可抵抗自由基的抗氧化

成分和活肤成分，同时它还利用最先进的抗衰老和抗光

损害成分来修复、改进和恢复肌肤能量和活力。这款产

品融合了维甲酸、辅酶 Q-10 和维生素 A 和 E 等成分，可

抗击环境污染，另外它还含有硫辛酸和芝麻油成分，具

有活肤功效。

质地丰富，含有可增强肌肤弹性的牛油树脂以及活肤因子。

这款产品是家用换肤护理的最后一步。它所含有的浓缩维

生素 A 和 E 以及尿囊素等成分可去除剩下的死皮，滋润肌

肤。同时具有活肤效果的神经酰胺 -3 和神经酰胺 -4 以及

从花生中提取的花生油等成分则有助于细胞更新。

这款特殊配方的去角质皂主要依靠珊瑚粉、二氧化硅和海

绵等天然去角质因子来提亮和更新肌肤，其独特配方可打

开黑头粉刺、平衡油脂分泌并去除角质层死皮，可用于处

理粉刺、色素沉淀和肤色暗淡等肌肤问题。这款去角质皂

具有美容院换肤护理10%的效果，可用于在护理之前帮助

测试肌肤的敏感和吸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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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症 � 诊断
Rose de Mer 系列产品是一种可针对多种肌肤问题的有效换肤护理，如：

• 衰老肌肤

• 色素沉淀

• 光伤害肌肤

• 晒伤肌肤

• 粉刺和粉刺疤痕

• 可加强其他特殊护理的效果（具体见下表）

禁忌症

请注意下列美容院护理注意事项：

• 在肌肤被拉伸或脆弱部位（如凸出的颧骨、颈部和下巴之间的区域）请轻柔施压

• 轻轻地擦，而不是磨擦

下列情况不得进行换肤护理:

• 顾客正在服用“Roaccutane”药片

• 顾客正在进行常规类固醇护理

• 他或她患有糖尿病（disparate diabetes）

• 如果出现疱疹，应立即去看医生

• 在长期暴晒之前不得使用（如休假）

• 由于日晒或使用某种产品而造成面部灼伤时也不能使用

• 第一次进行 Rose de Mer 护理 – 给美容师和顾
客一个评估反应水平的机会

• 具有最小的伤害 – 用于需要进行深层清洁、但不能
进行深层换肤的感染或敏感肌肤

• 适用于不太严重的肌肤问题,只需要进行温和换肤处理

• 与 Comodex 护理配合使用

• 在深层换肤护理之前的数天内使用，主要是使皮肤达
到最清洁状态从而更好地进行深层换肤护理

• 更多地提供预防而不是修复护理

• 当其他护理方式未能达到你所预期的效果时，用于清
洁 堵塞的毛孔从而便于产品的更好渗透

• 节食之后失去弹性和柔软的肌肤

• 主动或被动吸烟而造成的肤色暗淡

• 皮脂溢出

• 压力和过度疲劳

• 活跃的粉刺问题

Rose de Mer 专业套装–轻便装 Rose de Mer 专业套装–深层护理装

• 肌肤松弛

• 皮厚、油性和粗糙肌肤

• 缺水、无光泽肌肤

• 面部特征退化产生衰老表现

• 当需要进行深层换肤护理时

• 深层护理（最多8分钟）
- 深的皱纹
- 粉刺疤痕
- 紧致

• 程度较浅的护理（约5分钟）
- 色素沉淀
- 日晒

• 经常与医学专业护理项目配套使用，使肌肤做好
接受最厉害的化学换肤准备，或者作为温和的后
续护理来进行以加强医学护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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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产品

Bio Phyto 以纯植物成分为基础，主要通过同时发挥六种不同的作用来提供换肤护

理：加强血液流动节奏，收缩毛孔，镇静肌肤，温和去角质，舒缓肌肤和加快组织修

复。Bio Phyto 产品还含有抗菌成分和皮肤维生素可抵抗皮脂溢出，使肌肤更为清洁和

健康，肌肤状况得到总体改善。

       ElastinCollagen  产品包括强效滋润面霜和眼霜，为肌肤补充水分，可适用于正

常、干  性、油性和混合型肌肤。这套产品采用特殊的胶原和弹力蛋白修复配方，可补

充8个天然保湿因子的活动从而实现持久的保湿效果。

        这套高效的防晒产品适用于所有肌肤类型，它采用了最新的“Triazine 
backbone”阳光过滤技术。这种可过滤 UVA 和 UVB 紫外线的防晒产品具有光稳定特

性，即使处于日晒下也不会改变成分，因此可提供显著增强的产品保存期和更好的防晒

效果。与传统的防晒产品相比，这套高效防晒霜的 UV 过滤效果是传统产品的两倍。同

时对皮肤产生刺激的可能性非常小。所有防晒霜的 SPF 级别至少在25以上。

       Fresh 系列产品包括洁面产品、爽肤水和活性水,适用于正常、油性和干性肌肤,可

彻底清洁和清爽肌肤。芳香型治疗洁面奶可包围脏的分子并把它们带到肌肤表面以便于

清洁。净化爽肤水以植物清洁因子为基础,可接近并去除毛孔深处的顽固污垢和化妆品

残留,使肌肤保持数小时的干净清爽。洁面啫喱和活性水可深层清洁和清爽肌肤。

       IPL 治疗后护理套装主要用于简化 IPL 治疗后的微创过渡期，这款独特套装可滋

润、滋养和保护 IPL 治疗后脆弱的肌肤，使肌肤恢复活力。这套产品温和有效，不产生

黑头粉刺，安全适用于敏感或粉刺型肌肤，它可以平衡不受欢迎的副作用，改善肌肤的

总体状况，充分保持肌肤水分并尽量减少刺激，为肌肤提供更持久的 IPL 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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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产品

Bio Phyto 以纯植物成分为基础，主要通过同时发挥六种不同的作用来提供换肤护理：加强血液流动节奏，

收缩毛孔，镇静肌肤，温和去角质，舒缓肌肤和加快组织修复。Bio Phyto 产品还含有抗菌成分和皮肤维生素可

抵抗皮脂溢出，使肌肤更为清洁和健康，肌肤状况得到总体改善。

       ElastinCollagen  产品包括强效滋润面霜和眼霜，为肌肤补充水分，可适用于正常、干性、油性和混合型肌

肤。这套产品采用特殊的胶原和弹力蛋白修复配方，可补充8个天然保湿因子的活动从而实现持久的保湿效果。

        这套高效的防晒产品适用于所有肌肤类型，它采用了最新的“Triazine backbone”阳光过滤技术。这种可

过滤 UVA 和 UVB 紫外线的防晒产品具有光稳定特性，即使处于日晒下也不会改变成分，因此可提供显著增强

的产品保存期和更好的防晒效果。与传统的防晒产品相比，这套高效防晒霜的 UV 过滤效果是传统产品的两倍。

同时对皮肤产生刺激的可能性非常小。所有防晒霜的 SPF 级别至少在25以上。

       Fresh 系列产品包括洁面产品、爽肤水和活性水,适用于正常、油性和干性肌肤,可彻底清洁和清爽肌肤。芳

香型治疗洁面奶可包围脏的分子并把它们带到肌肤表面以便于清洁。净化爽肤水以植物清洁因子为基础,可接近

并去除毛孔深处的顽固污垢和化妆品残留,使肌肤保持数小时的干净清爽。洁面啫喱和活性水可深层清洁和清爽

肌肤。

       IPL 治疗后护理套装主要用于简化 IPL 治疗后的微创过渡期，这款独特套装可滋润、滋养和保护 IPL 治疗

后脆弱的肌肤，使肌肤恢复活力。这套产品温和有效，不产生黑头粉刺，安全适用于敏感或粉刺型肌肤，它可

以平衡不受欢迎的副作用，改善肌肤的总体状况，充分保持肌肤水分并尽量减少刺激，为肌肤提供更持久的 IPL 
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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