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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神爽肤水 
EXPERT BOOST
全新的护肤概念



这款爽肤水是一切皮肤护理产品的好伴侣，其强大的作用可以增加
任何护肤产品的功效，包括精华液、面霜和面膜。

活跃神经
一种全新的技术，作用于皮肤神经受体并确保快速和持久的功效。

化妆品的“榨汁机”
我们的爽肤水能够帮助发挥任何护肤品或理疗项目的最大效益。这
是因为爽肤水可以使有效成分深入肌肤，取得与美容院相媲美的惊
人功效（如注射或激光嫩肤）。

使用方法
不管是单独使用或者与其它产品搭配使用，这款爽肤水都具有显著
功效。

爽肤水
爽肤水< - >精华液
爽肤水+面霜
爽肤水+面膜
爽肤水< - >精华液+面霜。
爽肤水< - >精华液+面膜。

抚平皱纹，拥抱美丽
XEP™-018是一种从海螺中提取的芋螺肽，它能够迅速放松肌肉并
使皮肤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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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注射填充离子爽肤水
• 非注射脂肪填充
• 抚平皱纹
• 增加肌肤弹性
• 焕发青春风采

功效：利用创新的无脂注射技术，这款爽肤水通
过增加肌肤所需的脂肪组织来延缓衰老，减少鼻
唇纹，改善面部轮廓。它能够减缓由糖基化引起
的皮肤老化（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分子被葡萄
糖胶合）。

效果：使肌肤光滑，减少皱纹。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紧实微胶囊，酵母精
萃，Volufiline。

熟龄肌肤爽肤水—— 
蓝色视黄醇
• 改善新陈代谢
• 修复受损细胞
• 均匀肤色
• 抚平皱纹

功效：这款爽肤水不含视黄醇却可以起到视黄醇
成分的同等功效。提取自藻类的独特活性成分具
有与视黄醇相同的功效却没有副作用，如使皮肤
干燥、泛红和起皮。它可以保护和修复受损皮
肤，减少色素沉着和其他问题，滋润肌肤，并使
其恢复活力。

效果：使皮肤镇静、光滑，肤色均匀。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天然蓝藻精华，Unisteron 
Y-50，UnirepairЕ-43，二胜肽。

收毛孔爽肤水 
INVISIBLE PORES
• 收缩毛孔
• 提亮肤色和美观
• 抑制炎症过程
• 改善肌肤质感

功效：这种爽肤水能收缩毛孔，弱化肌肤瑕疵，
并且使肌肤全天呈现轻柔哑光质感。它具有抗炎
和抗菌作用，可快速恢复和修复皮肤。

效果：光滑，哑光的皮肤，细致毛孔。
适用肤质：组合，油性，毛孔粗大。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全效胞外多糖，EPS Seamat，
马栗树提取物，荨麻提取物，桉树提取物。

修复红血丝——健神露
• 缓解泛红
• 减少红血丝
• 降低皮肤敏感度
• 防护光晒损伤

功效：这是一种基于奇异果提取物的抗红血丝解
决方案。这款爽肤水能够调节表皮和神经末梢之
间的连接，降低皮肤的敏感性。同时减少毛细血
管扩张，防止出现新的红血丝，缓解炎症并提供
光晒损伤保护，使肌肤状态更加平衡稳定。

效果：均匀肤色，减少红血丝。
适用肤质：适用于易发生红血丝和敏感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内皮素，Pacifeel（奇异果提
取物），Telangyn。

20 ml20 ml 20 ml

年轻肌肤及熟龄肌肤均可使用 适合于普通和敏感肌肤的视黄醇替代品。年轻肌肤及熟龄肌肤均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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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问题皮肤的爽肤水—— 
天然水杨酸
• 对抗痤疮
• 去除脱皮
• 舒缓压力
• 清洁毛孔

功效：这款产品是合成水杨酸的天然替代品。它
能够清洁和缩小毛孔，防止痤疮恶化。它能够温
和去除脱皮，不刺激皮肤，同时降低肌肤的敏感
度，使肌肤洁净、光滑、美丽。它还能作用于皮
肤的神经受体，缓解压力引起的炎症。

效果：清洁皮肤，消除炎症。
适用肤质：适用于油性和混合性问题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赝靛植物（灰毛豆）提
取物，Mariliance，Amiperfect（从鹿蹄草（白
珠树属）提取的天然水杨酸）。

20 ml

年轻肌肤及熟龄肌肤均可使用

家庭
美容
沙龙

无损美颜爽肤水—— 
理想容颜
• 提拉颈部和面部皮肤
• 抚平皱纹
• 改善面部轮廓
• 延缓老化

功效：这款爽肤水可以在非手术的情况下实现惊
人的美颜功效。它能够调整皮肤结构，刺激脂肪
分解，改善双下巴，并对皮肤松弛部进行强力提
拉紧致。它还能减少皱纹，减缓光晒损伤老化，
确保在短短3周内拥有更加年轻的面部轮廓！

效果：显著改善面部轮廓并使皮肤柔软。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酸, 
Mariliance，超薄型，Unisteron Y-50，Unire-
pair Е-43，二胜肽，Majestem。

20 ml 夜间美白爽肤水——光辉
• 无损伤提亮皮肤
• 均匀肤色
• 缩小毛孔
• 长效持久

功效：这款爽肤水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功效，能够
在睡眠中修复皮肤并平衡肤色。它有助于消除所
有类型的色素沉着，使皮肤洁净光滑。它还可以
镇静皮肤，使其免受压力的负面影响。

效果：使皮肤光滑，消除不均匀色素沉着。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有色素沉着的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酸, 
Mariliance，BoréalineProtect，Meiritage，-
Dermawhite，Tyrostat-11，Brightenyl，Sepi-
white。

20 ml 日间美白爽肤水——3D激光
• 提亮肤色
• 改善面色
• 缩小毛孔
• 提升“柔焦”效果

功效：这款爽肤水可以改善肤色，有助于消除各
种色素沉着，使肌肤看起来更清爽、更光滑。它
能缓解慢性炎症，降低皮肤的敏感度，并有助于
修复压力对皮肤造成的损伤。

效果：使肌肤镇静，无色素沉着。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有色素沉着的肤质。
活性成分：XEP-018，神经脯氨酸, 
Mariliance，Meiritage，Lumisphere，Der-
mawhite，Sepiwhite，Tyrostat-11，Brighte-
nyl。

2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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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DÉCOLLETÉ 
淡斑增白爽肤水——白姜
• 无损伤去斑
• 稳定皮肤状态
• 均匀肤色
• 减少妊娠纹

功效：让您的手部和肩部皮肤可以媲美杂志封面
模特。这款爽肤水有助于消除各种色素沉着，
稳定皮肤状态并预防妊娠纹。它能够修复皮肤构
造，并有助于平滑肌肤、均匀肤色。

效果：使手部和肩部皮肤光滑，有光泽。
适用肤质：适用于易有色素沉着、妊娠纹和皱
纹的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Neurophroli-
ne，Mariliance，Lumiskin，SabiWhite（无
色姜黄提取物），B-White，Exo-T，Lumi-
sphere。

防护性爽肤水—— 
炎症卫士
• 有效针对慢性炎症
• 防护紫外线
• 焕新肌肤并抚平皱纹
• 增加肌肤活力和弹性

功效：这款爽肤水是有效防止皮肤老化的抗炎解
决方案。它能够减轻由压力引起的甚至无明显症
状的慢性炎症，在睡眠期间悄悄改善皮肤再生能
力和修复进程，抚平深度皱纹，并保护细胞免受
紫外线伤害。

效果：使肌肤柔软、光滑、无炎症。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时间密码，Antileukine 6, 
Celtosome，Prodizia。

矿物质活力爽肤水—— 
零压力
• 改善细胞呼吸
• 消除倦容
• 增强皮肤免疫力
• 改善肤色

功效：这款爽肤水含有多种稀有矿物质，能够为
皮肤充分补充能量，同时提亮肤色，使皮肤更强
韧、柔软。它还可以消除倦容，使熟龄皮肤更有
效的抵抗皱纹，并增强肌肤免疫力。

效果：镇静舒缓肌肤，使肌肤得到充分休息，呈
现健康肤色。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酸, Mariliance, 
Boréaline Protect, Meiritage，Dermawhite, 
Tyrostat-11, Brightenyl, Sepiwhite。

日间美白爽肤水 
SPF 30——全面防护
• 防晒、防老化
• 瞬间“柔焦”效果
• 保湿并增加皮肤弹性
• 减少皱纹

功效：这款爽肤水对皮肤因日晒造成的老化提供
创新的保护机制。它使肌肤免受压力的负面影
响，具备强大的防紫外线和红外线能力，同时能
够抚平皱纹，全面提亮和均匀肤色，滋润肌肤，
恢复其弹性。

效果：使肌肤呈现精心保养的光滑、柔软。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XEP-018，神经脯氨酸, 
Mariliance，Elix-IR，Caspaline 14，Solaveil 
XT-300，Uvinul Easy，Lumisphere。

20 ml 20 ml20 ml 20 ml

建议出现倦容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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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质爽肤水——再造神品
• 焕新表皮
• 减少深度皱纹
• 抚平细纹
• 滋润和抗炎症

功效：这款爽肤水含有促进皮肤深层焕新的硅衍
生物，可以提高皮肤强度，恢复肌肤活力，并填
补深层皱纹。它还能保护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纤
维免遭破坏，使薄弱皮肤变得强韧。同时增加皮
肤对炎症的免疫力并恢复其弹性和光滑度。

效果：使肌肤更光滑，紧致、有弹性。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Algisium，Epidermosil，Es-
senskin。

奢华抗老化爽肤水——白色松露
• 抚平皱纹
• 恢复受损细胞
• 提高肌肤弹性
• 防止皮肤下垂

功效：这款爽肤水能够自然修复细纹和轻微瑕
疵，深层滋润皮肤并减少眼部浮肿。强化肌肤，
使其更具弹性，延缓老化。

效果：使肌肤更光滑更有弹性，肤色均匀。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W Tr-Active（白松露提
取物），Unisteron Y-50，Unirepair Е-43
，Relistase。

植物干细胞爽肤水——接骨木
花&栀子花
• 提拉紧致
• 抗压力防蓝光
• 增加肌肤弹性
• 防止皮肤下垂

功效：这款基于植物干细胞的爽肤水通过防止电
脑、电视显示器及其他电子设备的蓝光辐射来
延长肌肤寿命。它能够够刺激细胞再生和自我修
复，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合成，抚平皱纹
并提供整体提拉功效。

效果：使肌肤紧致，有弹性。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Majestem，Senestem，栀子
茎GX，Relistase。

北方木提取物爽肤水—— 
极致护理 
• 优化细胞活动
• 促进持久水合作用
• 增强肌肤免疫力
• 焕发青春

功效：这款爽肤水含有独特的“防冻剂”蛋白质和
极性分子，能够保护皮肤免受极端压力影响。同
时减少炎症和刺激，使皮肤不易敏感。它还能提
供持久的保湿作用，激活细胞的“年轻化”效应，
呈现快速可见的嫩肤效果。

效果：使肌肤呈现精心保养后的镇静、光滑。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Antarcticine，Glycoin，Ec-
toin，Boréaline专家，Boréalinehydra，Juve-
nessence。

20 ml 20 ml20 ml 2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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睫毛和眉毛爽肤水—— 
松树&茶树
• 刺激睫毛和眉毛生长
• 激活休眠毛囊并防止脱发
• 使毛发恢复健康光泽
• 改善微循环

功效：这款爽肤水有助于减少压力损伤和毛囊
损伤。 它能激活“休眠”毛囊，刺激其生长出健
康、浓密、有光泽的眉毛和睫毛。

效果：使睫毛和眉毛厚实，浓密、有光泽。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XEP-018，神经脯氨
酸，Mariliance，Redensyl，Procapil。

20 ml

化妆前或睡觉前涂2-3滴于睫毛线或眉毛上。

家庭
美容
沙龙

抗糖化爽肤水—— 
拒绝糖化
• 延缓皮肤老化
• 减少皱纹和鼻唇纹
• 恢复肌肤活力
• 增强皮肤免疫力

功效：这款爽肤水能够成功抵抗老化，因为它可
以全程保护皮肤细胞的整个生命周期，并抑制
糖化过程（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分子的粘合），
这是皮肤老化的重要因素。 它能够填充减轻皱
纹、鼻唇纹和凹陷，使面部皮肤看起来更光滑。 
它还能使皮肤不易敏感，消除倦容。

效果：使肌肤更光滑，更镇静、更柔软。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XEP-018，神经脯氨酸, 
Mariliance，Kombuchka，Resistem，Prodiz-
ia，Unisteron Y-50，UnirepairЕ-43，Relis-
tase。

2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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