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肤⽣物精华

活性植物“双”分⼦



新的美容⽅案–
护肤⽣物精华!

不仅仅是精华!

最纯净的精华，分⼦成分与活性植物完全相同，给
予⽪肤100%的有益养分。
可以添加在您的任何⼀款化妆品中，或者单独使
⽤。



通过独特的CO2超临界萃取⼯艺，可获取纯
净的精华 – 活性植物的⽣物“模型”，并将其所
有有益成分输送给⽪肤。
不含杂质和微量萃取剂，⽆需净化，是100%
天然产品。

100% 天然

活性植物双分⼦

适合素⻝主义者



借助CO2萃取是⼀种⽤于⽣产⾼浓缩植物提取物，同时⼜保持
最⼤有益成分的温和⽅法。超临界⼆氧化碳具有⽣理安全的特
性，可以更好地渗透到植物原料中，吸收和输送其所含有的物
质。
此⽅法可使您从植物中提取精华，这些精华具有纯天然成分。
同时，不会残留任何微量溶剂，⽆机盐和微⽣物。
这是其他经典提取⽅法⽆法达到的效果。

⽪肤认为这些精华素具有亲肤性，所以可使其渗透到更深的⽪
肤层。 因此，可以通过细微作⽤保证最佳效果。

⼯艺



污垢、灰尘
天然过滤器

该⽣物精华可消除污垢的负⾯影
响，舒缓和软化敏感⽪肤，减少
炎症和刺激感，强化、滋养⽪
肤，为⽪肤提供全天候的舒适
感。

• 舒缓
• 滋养
• 保护

成分: ⾦丝桃，菊科，紫锥菊，⻤针草，桦
⽊叶，⽯榴，⻩⽠，蒲公英，岩藻，杜鹃
花的提取物精华。

每盒: 100 ⽀ 
产地: 俄罗斯   

保质期: 24 个⽉ 

建议零售价: 800  卢布 
基本价格: 450  卢布 
容量: 10×2 毫升



修复
疲劳的⽪肤

• 改善肤⾊
• 消除⽪肤的疲累感
• 保湿

成分: ⻩⽠，核桃，岩藻，荨麻，⽩茶，
⼈参，含羞草，绿咖啡，⼭⾦⻋，⽉⻅
草的提取物精华。

每盒: 100 ⽀ 
产地: 俄罗斯   

保质期: 24 个⽉ 

建议零售价: 850  卢布 
基本价格: 477  卢布 
容量: 10×2 毫升

该⽣物精华可改善细胞呼吸，刺激
⽪肤再⽣，补充维⽣素。减少炎
症，改善肤⾊，使肤⾊均匀，防⽌
⽪肤遭受紫外线的伤害，避免⽪肤
⼲燥。 调理并唤醒倦累的⽪肤，使
其焕发健康光泽。



保护⽪肤免受⼲燥和⽓候压
⼒的困扰

• 深层滋润
• 缓解⽪肤⼲燥
• 舒缓、保护

成分: 迷迭⾹，甜三叶草，葡萄，芦荟，
绿茶，三叶草，⽮⻋菊，漏芦，紫锥
菊，⻢薄荷的提取物精华。. 

每盒: 100 ⽀ 
产地: 俄罗斯   

保质期: 24 个⽉ 

建议零售价: 800  卢布 
基本价格: 450  卢布 
容量: 10×2 毫升

在温度变化时，该⽣物精华素可保持⽪肤中
最佳的⽔分平衡。 更新并舒缓⽪肤，缓解⽪
肤⼲燥，剥落和紧绷感。 提供抗氧化保护，
减少炎症，恢复活⼒。



护理运动中的⽪肤

成分: 墨⻆藻，螺旋藻，⾦缕梅，橄榄，薰⾐
草，⽺⻆芹，蓝莓，⼩⻨胚芽，刺槐（⽩洋
槐），姜的提取物精华。

每盒: 100 ⽀ 
产地: 俄罗斯   

保质期: 24 个⽉ 
建议零售价: 850  卢布 
基本价格: 477  卢布 
容量: 10×2 毫升

• 防⽌⽪肤免受刺激

• 强化⾎管
• 正常化⽪脂腺的功能

当您运动，从事体⼒劳动或积极休息时，该
⽣物精华可有效地呵护⽪肤。保持健康的肤
⾊，正常化⽪脂腺的功能，保护⽪肤免受刺
激和发红，改善⾎管状况。



使熟龄⽪肤年轻化

• 减少皱纹 

• 提⾼⽪肤弹性 

•减少浮肿

成分: 成分：⻢林果，苹果，葡萄，荚蒾，⽩
桦树⽪，⾁桂，沙棘，苋菜红，雪绒花，花
粉的提取物精华。 

每盒: 100 ⽀ 
产地: 俄罗斯   

保质期: 24 个⽉ 

建议零售价: 850  卢布 
基本价格: 477  卢布 
容量: 10×2 毫升

该⽣物精华可深层滋润，滋养
并更新⽪肤。 细化、均匀肤⾊，减少皱纹和
浮肿，恢复脸部的鲜嫩和舒适度。 它具有抗
氧化剂和消炎作⽤，可提⾼⽪肤紧实度和弹
性。



放松⽪肤，对抗压⼒
适合都市丽⼈

• 滋养、强化
• 放松肌肤
• 缓解⽪肤压⼒
成分: ⽜奶蓟，芝麻，番茄，橙⼦，柠檬，
酸橙，⿊醋栗，⾦银花，雷公根，⽵⼦的提
取物精华。

每盒: 100 ⽀ 
产地: 俄罗斯   

保质期: 24 个⽉ 
建议零售价: 850  卢布 
基本价格: 477  卢布 
容量: 10×2 毫升

⽣物精华可缓解⽪肤紧张的状态，具有抗氧
化，滋补和⼀般强化的功效。
滋养、保湿，促进⽪肤再⽣，改善脸型。 正常
化⽪脂腺的功能，改善⽪肤炎症，发红和⼲燥
的状态。



对抗紫外线，发红和⾊素沉着

• 均匀肤⾊

• 消除发红
• 促进⽪肤新陈代谢
成分: 桑葚、⽜油果，覆盆⼦，可可，红茶，菠
菜，姜⻩，欧芹，胡萝⼘种⼦，⻉加尔湖⻩芩的
提取物精华。

每盒: 100 ⽀ 
产地: 俄罗斯   

保质期: 24 个⽉ 
建议零售价: 800  卢布 
基本价格: 450  卢布 
容量: 10×2 毫升

⽣物精华可改善⽪肤的天然防御
机制，有助于应对酒渣⿐和⾊素
的过度沉着。舒缓⽪肤，改善⽪
肤再⽣，减少刺激和⼲燥。 给予
⽪肤维他命营养，均匀肤⾊，让
⾯部⽪肤变得更加光滑、柔软。



让问题⽪肤变得
洁净、鲜嫩

• 具有排毒功效

• 减少炎症
• 修复
成分: ⽶糠，苔藓和泥炭藓泥炭，杂草，茴⾹，
紫罗兰，草甜，⽩柳树⽪，洋⽢菊，⾖蔻等的
提取物精华。

每盒: 100 ⽀ 
产地: 俄罗斯   

保质期: 24 个⽉ 

建议零售价: 800  卢布 
基本价格: 450  卢布 
容量: 10×2 毫升

⽣物精华可让问题⽪肤恢复鲜嫩、舒
缓。正常化新陈代谢的过程和⽪脂腺
的功能，清除细胞中的毒素，减少⽪
肤炎症，⼲燥和受刺激的症状。均匀
肤⾊，舒缓肌肤，修复和滋养⽪肤。



护肤⽤⽣物精华

天然
鲜嫩
效果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