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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BOTORELAX 
藻酸盐面膜
海洋精华动力，带给您
理想肌肤!



海藻酸盐面膜因由海藻酸盐制成而得名。这些盐类提取自红色和棕色藻类，由于其

显著的焕新功效而受到专业美容师的青睐。而面膜的强塑化性保证了它的快速提升

功效。在家中轻松使用，即可获得美容沙龙般的出众效果。

天然成分

海带和螺旋藻等藻类将海洋的愈合能力赋予您的肌肤，极大改善肌肤状况。这款面

膜只含有天然成分。

无需美容师，即可快速恢复活力

可与专业美容理疗相媲美的惊人效果。在短短15分钟内，您就可以看到转变效果 - 

更光滑、更紧致、更有光泽的肌肤。

类肉毒杆菌功效

六胜肽是一种肉毒杆菌毒素的草药类似物，可增强面膜功效，使肌肤光滑，防止表

情纹。

帮助提升其它护肤品的效果

在海藻酸盐面膜里加入乳液或其它辅助产品，可以增强使用效果。

预防皮肤老化

日常使用藻酸盐面膜具有嫩肤效果，它可以防止干燥，皱纹和其它老化迹象产生。

普适性

海藻酸盐面膜适用于任何肤质和任何年龄，并可与您的其它日常护肤品一起搭配使

用。

法国品质

这款面膜产自法国布列塔尼。在这里，新鲜的海藻从大西洋中被提取出来，经过加

工、干燥、制粉，并用于生产这款独特的护肤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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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4. 水晶浪花
• 清洁去皮屑
• 改善肤色
• 保湿焕采
• 减少皱纹，更新皮肤

功效：这款面膜含有木瓜成分，能温和地去除死
皮并激活细胞再生。精氨酸能够提高海藻的保湿
效果，促进弹力蛋白和胶原蛋白纤维的生成。芙
蓉提取物能够减少现有表情纹，并防止出现新的
表情纹，使皮肤光滑细嫩。

效果：使肤色更清新，皮肤更光滑。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特别是毛孔粗大、
褪皮、肤色不均和有皱纹的肤质。
有效成分：褐藻胶，番木瓜粉，氨基酸精氨酸，
米粉，六胜肽（芙蓉提取物）。

ABR 3. 琥珀风
• 淡化色素沉着
• 消除肤色不均
• 改善肤色，滋润肌肤
• 消除和抚平皱纹

功效：这款面膜的草药提取物能够调理皮肤，消
除疲劳迹象，淡化色素沉着和色斑，让肌肤呈现
健康色泽。同时能减少表情纹，并有助于提高皮
肤的免疫耐受力。

效果：使皮肤更光滑，皱纹更少，肤色更健康。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特别是有色素沉着
和色斑的肤质。
有效成分：藻胶，米粉，维生素C，六胜肽（芙
蓉提取物），蓍草提取物，斗篷草提取物，锦葵
提取物，柠檬香脂提取物，薄荷提取物，驴蹄草
提取物，虎尾草提取物。

ABR2. 海洋宝藏
• 恢复皮肤活力
• 湿润和滋养
• 消除表情纹
• 提拉紧致，增加肌肤弹性

功效：这款面膜能够滋润最深层肌肤，增加肌肤
弹性，为肌肤补充能量。它富含矿物质、抗氧
化剂和维生素C，能使疲惫的肌肤恢复活力。它
能改善肤色，修复毛细血管壁并刺激胶原蛋白
生成。其中的六胜肽可放松面部肌肉，减少和
预防皱纹。

效果：使肤色更鲜嫩，皱纹更少，持久的恢复
青春效果。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特别是肤色不均的
暗粗肤质和易发红的敏感肤质。
有效成分：褐藻胶，米粉，西印度樱桃提取物，
六胜肽（芙蓉提取物），维生素C。

ABR 1. 深海魔法
• 改善面部轮廓和肤色
• 深度保湿
• 抚平皱纹
• 提拉紧致

功效：这款面膜能恢复肌肤弹性，凸显面部轮
廓，深度滋润并平滑肌肤表层。高浓度的肌醇和
薄荷醇的清凉作用有助于放松肌肉，减轻已有表
情纹并防止新的表情纹产生。

效果：持久的嫩肤效果，减少皱纹，改善肤色。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特别是易松弛、易
有表情纹和细纹的肤质。
有效成分：藻胶，螺旋藻粉，米粉，薄荷油，六
胜肽（芙蓉提取物），薄荷醇。

5×30 g 5×30 g 5×30 g 5×30 g

厚厚敷一层面膜（1次使用1小袋）即可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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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 5. 微微海风
• 减轻皮肤泛红
• 强化毛细血管壁
• 淡化色素沉着，改善肤色
• 深度保湿

效果：这款面膜能够有效针对红血丝问题。它可
以快速镇静肌肤，减少泛红和色素沉着。它能
够刺激血液微循环，消除红血丝，并提供抗氧化
保护。维生素C能改善肌肤疲惫迹象，使其充满
年轻活力。而六胜肽可以帮助平滑消除表情纹。

效果：镇静肌肤，使其光滑、充满活力。
有效成分：褐藻胶，米粉，维生素C，越桔提取
物，六胜肽（芙蓉提取物）。

5×30 g

厚厚敷一层面膜（1次使用1小袋）即可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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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 6. 宝藏之岛
• 减轻皮肤发炎和出油
• 缩小毛孔，镇静肌肤
• 消除泛红
• 滋润肌肤

功效：这款面膜具有多重抗菌和消炎功效，能够
消除炎症和泛红，并改善皮肤出油。它镇静和滋
润肌肤，调节和改善肤色。其中的六胜肽能够有
效减少并防止表情纹出现。

效果：镇静肌肤，让肤色更健康、更平衡。
适用肤质：适用于易出问题的油性肤质及混合
肤质。
有效成分：海藻胶，海泥提取物，海盐，柳树
提取物，米粉，三通树油，六胜肽（芙蓉提取
物), 薄荷醇。

5×30 g ABR 7. 海风玫瑰
• 增加皮肤弹性
• 深层补水
• 平滑眼部皱纹
• 缓解浮肿

功效：这款面膜可以保护眼周部位的柔嫩肌肤。
得益于六胜肽对肌肉的放松作用，它能够保持皮
肤的弹性和光滑，并减少鱼尾纹。同时恢复肌肤
的自然色泽和活力，缓解浮肿，长久滋润。

效果：使眼周部位的皮肤更柔嫩光滑，皱纹更
少，同时缓解浮肿，减轻色素沉着。
适用肤质：适用于眼周部位有表情纹或干燥的
肤质。
有效成分：褐藻胶，米粉，水解胶原蛋白，棕
榈玫瑰油，六胜肽（芙蓉提取物），大马士革
玫瑰精油。

5×15 g ABR 8. 神奇海洋宝库
• 消除疲惫，唤醒肌肤
• 滋养和改善下颌轮廓
• 抗炎功效
• 减少表情纹

功效：这款面膜对于疲惫肌肤来说是一个真正的
宝藏，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可以使肌肤饱满，消除
暗沉。它能够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强化肌
肤。它能够减少表情纹，改善下颌轮廓。

效果：消除倦容，使肌肤充满活力，更鲜活，
更健康。
适用肤质：适用于敏感肌以外的任何肤质，特别
是疲惫肌肤。
有效成分：藻胶，米粉，茴香籽提取物，肉桂
油，肉桂皮粉，六胜肽（芙蓉提取物），丁香
油。

5×3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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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 9. 天鹰座宝库
• 为肌肤补充水分和矿物质
• 排除毒素
• 消除肤色不均
• 紧致下颌轮廓

功效：这款面膜对成熟和年轻肌肤都有修复效
果。它能深层滋养，帮助肌肤排毒，消除疲劳迹
象，展现健康、紧致、有光泽的面庞。它还能放
松肌肉，有助于消除皱纹。

效果：使肌肤更光滑、紧致、有光泽。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特别是暗沉、脱水
的混合肤质和油性肤质。
有效成分：褐藻胶，红藻粉，米粉，海盐，海洋
矿物质，六胜肽（芙蓉提取物）。

ABR 10. 七海之歌
• 增加皮肤对有害环境影响的抵抗力
• 改善肤色
• 强化毛细血管壁
• 焕新皮肤，抚平皱纹

功效：这款面膜有助于抵抗不利环境因素，它可
以修复皮肤屏障，增强免疫力并启动皮肤的自我
修复过程。它能够消除红血丝，促进胶原蛋白合
成，使肌肤恢复健康光泽。同时均匀肤色，减
轻表情纹。

效果：使肌肤更健康、光滑，色调均匀。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特别是易出现松
弛、暗沉、倦容的肤质。
有效成分：藻胶，螺旋藻粉，米粉，人参根，
柠檬精油，迷迭香油，维生素C，六胜肽（芙蓉
提取物）。

5×30 g 5×3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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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 11. 海洋激情
• 提拉紧致肩颈皮肤
• 改善面部轮廓
• 减少衰老迹象
• 补充水分和营养

功效：这款面膜可以改善皮肤的弹性和柔软度。
磨砂海藻能够补充肌肤所需的微量元素，氨基酸
和植物激素，使其恢复活力。六胜肽可以放松肌
肉，减少皱纹，并保持皮肤光滑自然。

效果：使肩颈皮肤提拉紧致，恢复年轻。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尤其是有衰老迹象
或易下垂的肤质。
有效成分：algin藻，米粉，海藻，六胜肽（芙
蓉提取物）。

5×3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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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 14. 海洋王后
• 提拉紧致和滋润
• 改善肤色
• 减少皱纹和色素沉着
• 抗炎功效

功效：这款面膜以死海盐和矿物质为基础，是熟
龄肌肤的理想选择。高浓度的肌醇能够放松肌
肉，减少现有表情纹并防止出现新的表情纹。同
时淡化色素沉着，减少皱纹，调节水油平衡。它
还能提拉紧致皮肤，并具有保湿功效。

效果：使肌肤紧致、镇静、光滑。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特别是有皱纹、色
素沉着、毛孔粗大及肤色不均的肤质。
有效成分：海藻胶，海泥，柠檬油，海盐，窄叶
茶树油，六胜肽（芙蓉提取物）。

ABR 15. 海洋香韵
• 快速提拉紧致
• 焕发青春
• 滋润肌肤
• 消除表情纹

功效：这款面膜具有提拉紧致和芳香疗效。能够
使皮肤变得水润、光滑、柔嫩。作为天然防腐剂
的精油能够镇静和舒缓肌肤，开启皮肤自我修复
过程。六胜肽能够减少和防止皱纹产生，长时间
保持皮肤光滑。

效果：使皮肤镇静、润泽、青春焕发。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特别是敏感肤质。
有效成分：褐藻胶，迷迭香叶粉，薰衣草油，薰
衣草花瓣粉，六胜肽（芙蓉提取物）。

ABR 13. 海洋乐章
• 消除细纹
• 清洁并缩小毛孔
• 焕新皮肤
• 改善肤色

功效：这种天然发酵面膜能够非常温和地去除角
质皮屑，而不对皮肤造成任何伤害。它可以促进
皮肤新陈代谢，去除多余的皮脂，清洁和收缩毛
孔，缓解泛红，并具有紧致和镇静作用。它能
够平滑皱纹，帮助摆脱暗沉的肤色，防止皮肤
过早老化。

效果：使皮肤柔嫩、洁净、有光泽。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特别是问题油性肤
质或易有痤疮的混合肤质。
有效成分：高岭土，膨润土，菠萝提取物，番木
瓜汁，六胜肽（芙蓉提取物）。

ABR 12. 女神的微笑
• 消除鼻唇纹
• 抚平唇部细纹
• 增加肌肤弹性
• 柔嫩、滋润、焕采

功效：这款面膜独特的配方里含有胶原蛋白和壳
聚糖，可使皮肤全天候保持柔软滋润，减缓衰老
过程。它可以抚平唇部细纹，改善嘴唇轮廓，消
除鼻唇纹。

效果：使嘴唇周围的皮肤更柔软、更平滑、更
细嫩。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尤其是唇部和鼻唇
沟周围有表情纹的肤质。
有效成分：藻胶，米粉，维生素C，水解胶原
蛋白，壳聚糖，亚麻籽油，六胜肽（芙蓉提取
物）,薄荷脑。

5×15 g 5×30 g 5×30 g 5×30 g

可作为酸类产品的替代品进行皮肤去角质工作。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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