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瓶精华
全方位呵护您的肌肤



安瓶精华已成为我们公司超过10年的畅销产品，该产品的目标是改
善所有皮肤类型的状况。产品范围广泛，任何肤质都可以选择到适
合的精华。

高浓度的活性成分
多年的制药科学经验，使我们能够为任何皮肤、任何问题，设计出
有针对性的有效解决方案。

单剂量
我们的一次性安瓶剂量，由特殊的药用玻璃制成，可防止被空气氧
化，并且配方中使用了最大限度的活性成分和最少的防腐剂。

更有效的皮肤护理
高浓度的活性成分可快速见效，长期使用该精华液，可达到持久显
著的护肤效果。精华与其他护肤品叠加使用，可使面霜和面膜的护
肤效果加倍。

私享美颜鸡尾酒方法
由于每个人肤质不同，我们建议尝试独特的美容混搭方法。您可以
根据皮肤状况和想要的效果在精华中混合搭配其他护肤品，一起使
用。

安瓶精华
全方位呵护您的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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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效应
•	 加温无刺激
•	 修复皮肤瑕疵
•	 促进其他护肤品吸收

功效：天然萃取而来的丁香、生姜和肉桂提取物
成分能够改善微循环，温和不刺激地呵护肌肤。 
这款精华可以促进皮肤细胞再生，抚平疤痕和皱
纹，改善肤色，并可清洁毛孔。 建议在面膜（
包括藻酸盐面膜），按摩护肤或其他非手术性护
肤治疗之前使用，可使护肤更有效率。

效果：使肌肤更细腻、更光滑。
肤质类型：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Neurophroline™，Mariliance™， 
Matrixyl®3000，透明质酸凝胶，丁香提取物，
生姜，肉桂，杜松，肉豆蔻，迷迭香和红辣椒。

天地精华
•	 肌肤焕然新生
•	 改善肤色
•	 平滑肌肤纹理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款活性滋养精华含有异国水果和浆果果
肉提取物。它是真正的维生素宝库，能够减少细
纹，改善肤质，提亮肤色。使用后你将获得皮肤
焕新的效果：干性皮肤水润保湿，油性皮肤水油
平衡，皮肤瑕疵也得到淡化。

效果：使皮肤健康，充满光泽;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Neurophroline™，Mariliance™， 
Matrixyl®3000，透明质酸凝胶，红景天提取
物，巴西莓和枸杞，苋菜，edelweiss，梨，无
花果，桃，石灰，鳄梨，葡萄柚，瓜，芒果，石
榴，木瓜，荔枝和香草。

黄油精华
•	 修复熟龄皮肤
•	 提供长效保湿
•	 提高皮肤再生能力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款精华液专为长期及过度干燥的皮肤
补水保湿而设计， 它是减少细纹和提高肌肤紧
实弹性的有效解决方案。 坚持长期使用，其中
的脂肪酸和维生素F成分可有效改善熟龄肌肤的
问题。

效果：使熟龄和干燥肌肤变得更柔软年轻。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Neurophroline™，Mariliance™， 
Matrixyl®3000，透明质酸凝胶，月见草油，杏
仁油，葡萄籽油和葵花籽油。

精华可以在面霜或面膜之前使用，也可以将精华与
爽肤水或其他基础护肤品混合在一起，叠加使用。

可作为专业美容项目的替代方案。 美容注射的安全替代品。

10×2 ml 10×2 ml10×2 ml

控制压力
具有神经活性的精华可快速修复压力对皮肤造
成的损伤。

症状：在我们无法察觉的不经意间，压力也会
损伤我们的皮肤。

温度变化，环境污染，紫外线和神经紧张，都
会增加皮肤细胞的氧化反应水平并引起慢性炎
症。

这将会导致肌肤过早衰老 —— 肤色不佳，干燥
缺水，产生皱纹。

解决方案 
创新的安全技术，通过对皮肤神经受体的作
用，舒缓压力影响并修复皮肤。Stress Control
系列的所有精华液都含有革命性的活性成
分：Neurophroline™，Mariliance™， 
Matrixyl®3000。

功效： 
减少慢性炎症 
改善任何肤质 
保护皮肤免受压力和老化影响

适用人群：适用于那些长期承受压力，以及接
受过创伤性美容治疗的人，因为这些损伤都会
体现在皮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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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果去脱皮护理
•	 温和去角质脱皮
•	 为肌肤提供大量营养
•	 消除倦容

功效：这款多效合一的产品可以温和去除老旧角质
脱皮并进行深层护理。精华中含有的水果酸是温和
去角质脱皮的有效成分，可使皮肤变得光滑平整。
从浆果中提取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生物类黄酮能迅
速消除倦容，由内而外焕发肌肤活力。

效果：去角质脱皮护理后使皮肤干净，光滑。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Neurophroline™，Mariliance™， 
Matrixyl®3000，透明质酸凝胶，蔓越莓提取物，黑
醋栗，沙棘，草莓，覆盆子，越橘，蓝莓和莲花。

容光焕发
•	 减少各种色素沉着
•	 适用于敏感皮肤
•	 预防光晒老化
•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临床证明获得专利的亮肤成分具有双重功
效。这款精华可减少各种色素沉着：老化斑、紫
外线斑点、黑眼圈。同时可减少皮肤对外界刺激
的炎症反应，并防止光晒老化。

效果：平滑肌肤，减少色素沉着。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Neurophroline™，Mariliance™， 
Matrixyl®3000，透明质酸凝胶，熊果提取物，
甘草，当归，菠萝，香蕉，百香果，木瓜，橙，
葡萄柚，柠檬，酸橙，甜杏仁，猕猴桃，Mela-
nostatine®，Tyrostat™11（西酸模提取物）。

10×2 ml 10×2 ml

无需冲洗的理想去角质脱皮产品！

家庭
美容
沙龙

每日牛奶
•	 补充脂质缺乏症
•	 减少干燥和脱皮
•	 提供长期保湿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种富含大量营养成分的牛奶蛋白质、维
生素、矿物质和脂肪酸有助于修复干燥敏感的皮
肤。它能减少皮肤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如泛红、
刺激、血管舒张和脱皮。它能够补充脂质缺陷，
全天候维持水合作用。

效果：使肌肤如天鹅绒般紧实、柔软。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Neurophroline™，Mariliance™， 
Matrixyl®3000，透明质酸凝胶，芒果，大米，
杏子提取物，内核油，桃仁油，开心果和鳄梨
油，蜂蜜和干奶。

植物排毒
•	 提供皮肤营养
•	 促进淋巴引流
•	 提高肌肤弹性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是排毒养颜的革命性解决方案。 日常
压力会导致肤色差、起皮、皮脂分泌过多和脱
水。这种精华可以快速将维生素补充到肌肤并促
进淋巴引流。同时增加肌肤韧性和弹性，减少眼
周浮肿，并有助于减缓生物性皮肤老化。

效果：使肌肤更紧实、更柔软，消除眼周部位
的浮肿。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Neurophroline™，Mariliance™， 
Matrixyl®3000，透明质酸凝胶，白菜卷萃取
物，西兰花，纳帕白菜，小扁豆，鹰嘴豆，豆，
朝鲜蓟，罗勒，茄子，ruccola，aspagarus，
南瓜，茴香和藏红花。

10×2 ml 10×2 ml



舒适SPA
•	 •为肌肤提供足够的营养
•	 •改善细胞功能，深层修复肌肤
•	 •防止皮肤过早老化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款含有高浓度海盐的精华，可帮助受损
的皮肤细胞迅速再生焕新。海洋藻类复合物可以
刺激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的合成，滋润肌肤并使
其恢复活力。

效果：修复肌肤，避免肌肤过早衰老。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Neurophroline™，Mariliance™， 
Matrixyl®3000，透明质酸凝胶，死海盐提取
物，海藻提取物：褐海藻，粳稻海藻和供应马
尾藻。

10×2 ml

A系列—温和护理
深层滋润，舒缓和减轻皮肤敏感的精华系列

症状
脱水敏感的皮肤尤其需要重视，它通常会引起肌
肤不适，表现为过敏，泛红和出现皱纹。积极补
水对这样的肤质尤其重要。

解决方案
3D透明质酸由3种不同大小的分子组成，可在各
个层面提供强化水合作用，是帮助活性成分进入
皮肤深层的极佳导体。我们精心挑选的天然配方
确保产品既温和又有效。

适用人群
这款精华适用于肌肤干燥、脱水、缺乏活力和敏
感的人群。

精华可以在面霜或面膜之前使用，您也可以将精华
与面霜或其他基础护肤品混合在一起叠加使用。

A1.对抗红血丝
•	 减少红血丝
•	 舒缓皮肤，减少泛红
•	 增厚毛细血管壁

功效：这款精华能够有效解决血管构造性问题。
它可以增强毛细血管壁，舒缓敏感肌肤并平衡
均匀肤色。

效果：镇静肌肤，使肌肤柔嫩，肤色均匀。
适用肤质：适用于敏感性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啤酒花提取物，
洋甘菊提取物，七叶树提取物，金缕梅提取物，
百里香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

10×2 ml A2.	自然保湿因子
•	 长效保湿
•	 减少皮肤紧绷感
•	 消除起皮和刺激
•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款精华能够温和滋润即使最薄和最敏感
的肌肤，保护并舒缓受刺激的部位。 它可以减
少皮肤的紧绷感和不适感，稳定肌肤状态，并有
助于缓解泛红和起皮，增厚毛细血管壁。

效果：使皮肤长效保湿，无任何紧绷感。
适用肤质：适用于过敏及敏感性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日本宝塔树提取
物，日本海藻提取物，日本金银花提取物，日
本杏提取物，日本玫瑰提取物，粗草提取物，
米糠油。

10×2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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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透明质酸凝胶
•	 强化水合作用
•	 减少细纹和干燥
•	 抚平深度皱纹

功效：得益于3D透明质酸可以多维度同时起
效，这款精华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水合作用。它
可以使皮肤饱满滋润，抚平皱纹，由内而外填充
皮肤褶皱，使其柔软而有弹性。

效果：使肌肤更水润，更年轻。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

A5.		海洋矿物质
•	 强效滋润
•	 减少脱皮和泛红
•	 缩小毛孔

功效：这款精华具有活性保湿功效，能够促进肌
肤的新陈代谢。它可以补充肌肤所需矿物质，减
少红肿和起皮，缩小毛孔，消除皮肤暗沉，调节
肌肤水油平衡。

结果：使肌肤更健康，更柔滑。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死海盐。

A6.	超强保湿
•	 提供强效持久的水合作用
•	 增加肌肤弹性
•	 增强肌肤免疫力
•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种精华可以调节脱水肌肤的水分平衡。
它可以增强肌肤免疫力，滋养肌肤，恢复肌肤
弹性。

效果：使肌肤紧致、有弹性、光滑柔嫩。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深层缺水肤质。
活性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桃提取物，野蔷
薇提取物，黄瓜提取物，大麦提取物，野生三色
堇提取物。

A3.	海洋精华汇
•	 使用维生素和矿物质调理肌肤
•	 舒适补水
•	 增加皮肤水润感

功效：这款精华液可以有效缓解刺激和皮肤干
裂。它能够深层滋润肌肤，补充肌肤缺乏的必要
元素，为肌肤带来舒适感。 同时改善肤色并有
助于消除干燥起皮。

效果：使肌肤紧致、柔软、水润。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易受刺激的肤质。
有效成份：3D透明质酸凝胶，日本海藻提取
物。

深层缺水肤质可使用一盒（10支安瓶）
作为一个疗程。

10×2 ml 10×2 ml 10×2 ml10×2 ml

家庭
美容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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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系列 —  
哑光肌肤的秘密
这款精华专为有效抑制出油、改善易发炎肌肤
而设计。

症状
过于活跃的皮脂腺每天会分泌过多的油脂，往往
容易引起炎症和痤疮。另外油性皮肤也容易出现
干燥和起皮问题。

解决方案
这款精华是采用基于植物复合物的创新配方，针
对油性和发炎肌肤的关键问题而设计。 它所具
备的三重功效 – 控制油脂分泌，抗炎和抗菌会
让肌肤重获舒适。

功效
减少油脂过度分泌
消除炎症和泛红
舒缓刺激，防止肌肤干燥

适用人群
针对需要改善肌肤出油问题和抑制痤疮的人群。

B3.	舒缓镇静
•	 快速减轻泛红和炎症
•	 提高皮肤再生能力并预防痤疮
•	 舒缓滋养肌肤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增强毛细血管壁，预防炎症和痤
疮，帮助皮肤逐步愈合和再生，防止形成疤痕。

效果：镇静肌肤，改善皮肤泛红。
适用肤质：适用于易患痤疮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接骨木提取物，银杏提
取物，石楠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鼠尾草提取物，
金缕梅提取物。

B4.	速效舒缓
•	 痤疮或其它皮肤损伤的紧急解决方案
•	 修复治疗和缓解泛红
•	 保湿排毒
•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款精华液具有显著的舒缓肌肤作用。 
它能减少炎症，促进愈合，保湿滋润、调节水
油平衡。

效果：使肌肤舒缓滋润，光滑细腻。
适用肤质：适用于问题及发炎肤质， 同时适用
于去角质脱皮之后的皮肤护理。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葵花籽提取物，
茉莉花提取物，红三叶草提取物，金缕梅提取
物，杏仁提取物，接骨木提取物。

B2.	宛若新生
•	 长效持久
•	 减少炎症和刺激
•	 保湿焕新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调节皮脂腺分泌，深层滋
润肌肤，改善炎症，并有助于缓解泛红和干燥。

效果：调节水油平衡，减少油脂分泌。
适用肤质：适用于油性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塔斯马尼亚蓝胶
提取物，七叶树提取物，刺荨麻提取物。

精华可以在面霜或面膜之前使用，您也可以将精华
与面霜或其他基础护肤品混合在一起叠加使用。

10×2 ml10×2 ml10×2 ml

Teana / 安瓶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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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系列 — 完美肤色
这是一种独特的高活性生物复合物，可均匀肤色，消除色素沉着，赋予肌肤天然的
光泽。

症状
肤色不均可能由不同因素导致：与年龄有关的色素沉着，或由于暴露在阳光下造成
的雀斑和色斑。

解决方案
亮肤植物萃取物和透明质酸之间的协同作用是使肤色均匀，肌肤健康、有光泽的关
键。

功效
减少和预防色素沉着
改善肌肤弹性，恢复肌肤自然光泽
深层滋润

适用人群
适用于肌肤有雀斑、色素沉着和紫外线损伤等问题的人群。

C1	光泽肌肤
•	 均匀肤色
•	 减少色素沉着
•	 保湿柔嫩肌肤

功效：这款精华液有助于消除雀斑、痤疮后斑痕和色斑，它可以舒缓脸部和肩部肌
肤，减少紫外线造成的伤害，滋润并恢复肌肤的自然柔软和健康光泽。

效果：使肌肤更有光泽、更柔滑。
适用肤质：适用于有色素沉着，雀斑和痤疮的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熊果提取物，甘草提取物，白藓树皮提取物，柠檬
提取物。

精华可以在面霜或面膜之前使用，您也可以将精华与面霜或其他基础护肤品混合在一起叠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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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系列 — 青春航线
这款让你焕发青春的精华能够消除各种衰老迹象：皮肤凹陷，弹性下降，面部轮廓松弛，浮肿和细
纹，帮助肌肤恢复美丽和年轻。

症状
年龄有关的变化会引起很多皮肤问题，如干燥、皱纹和弹性下降。

解决方案
创新的配方含有维生素、肌肉松弛剂、保湿和再生成分，能够确保肌肤快速恢复活力，保持迷人光
彩。

D2	.	快速提拉
•	 紧致下颌线
•	 增加皮肤弹性和柔软度
•	 深层补水

功效：这款精华能够快速紧致肌肤，恢复肌肤的弹
性，滋润肌肤，抚平肌肤纹理，改善肤色。

效果：使肌肤紧致光滑。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松弛下垂的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金缕梅提取物，维他
命А。

D3.	海洋胶原蛋白
•	 充盈肌肤
•	 增加肌肤弹性和柔软度
•	 深层滋润

功效：这款精华液有助于补充流失的胶原蛋白，修复
皮肤的支持结构，充盈肌肤并改善面部轮廓。

效果：使肌肤清爽柔软。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缺乏弹性的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水解胶原蛋白。

D1.		肌肤早餐
•	 减少清晨水肿
•	 抚平皱纹
•	 提拉紧致
•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是一款能够唤醒美丽肌肤的精华。 它可以改
善血液和淋巴循环，减少清晨水肿。同时调整肌肤水分
平衡，刺激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产生，减少表情纹。

效果：使肌肤清爽柔软，消除浮肿。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容易出现浮肿的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普通罂粟提取物，普通
马尾提取物，矢车菊提取物，金银花提取物，山金车
提取物。

约会前的理想准备方案！ 建议与D7弹性蛋白精华搭配使用。

10×2 ml

10×2 ml

10×2 ml

精华可以在面霜或面膜之前使用，您也可以将精华
与面霜或其他基础护肤品混合在一起叠加使用。

功效
抵御衰老
修复并预防肌肤老化
紧致和滋润

适用人群
适合熟龄肌肤，失去弹性和出现早期皱纹的肤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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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对抗表情纹
•	 减少表情纹
•	 提高肌肤再生能力
•	 深度保湿
•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款精华液可以减少和防止抬头纹、鼻唇纹及
鱼尾纹的出现，它还能降低肌肉紧张度并刺激细胞再
生。同时均匀肤色，减轻黑眼圈。

效果：使肌肤更光滑，肤色更均匀。
适用肤质：适用于干燥、容易出现表情纹的肤质。
活性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金缕梅提取物，维他命
А，六胜肽，薄荷醇（薄荷醇）。

10×2 ml D5.		即刻焕发青春
•	 减少皱纹
•	 增加肌肤弹性和柔软度
•	 深度保湿

功效：这款精华液有助于实现快速持久的嫩肤效
果。 由于其对面部肌肉的放松作用，它能够起
到深层补水和平滑细纹的效果。

效果：使肌肤紧致柔软。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熟龄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金缕梅提取物，
维他命А，薄荷醇。

10×2 ml D6.	泛酰醇
•	 舒缓肌肤，加强肌肤屏障功能
•	 促进皮肤再生
•	 深度滋润
•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款精华液直击皮肤老化的根源问题，刺激胶
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合成。 它具有显著的修复和舒缓
作用，能够减轻皮肤损伤、炎症和泛红。 同时效滋润
肌肤，并加速细胞再生过程。

效果：使肌肤光滑、柔嫩。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D-泛酰醇。

10×2 ml D7.		弹性蛋白
•	 增加肌肤弹性和柔软度
•	 抚平皱纹
•	 深度保湿

功效：这款精华液有助于预防皱纹，增加脸部和颈部肌
肤的柔软度和弹性，同时提供长效的深层水合作用。

效果：使肌肤光嫩柔滑。
适用肤质：适用于老化，出现皱纹的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水解弹性蛋白.

10×2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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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系列 — 活力能源
这个系列能够改善有害环境、吸烟和压力对皮肤的影响， 帮助其恢复健康光泽。

症状 缺乏睡眠、神经衰弱和环境污染都会对皮肤的状况和质感产生有害影响，使其变得无光泽、肤色不
均、干燥、出现皱纹、泛红和失去弹性。

解决方案 生物活性复合物和滋润修复成分的结合，能够让您的肌肤恢复活力。

功效
生物活性修复
提高皮肤再生能力
为肌肤补充水分、氧分、维生素和矿物质

适用人群 对于大城市居民、办公室白领、吸烟者和经常承受
压力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E4.	富氧精华汇
•	 充分放松肌肤
•	 减少干燥和炎症
•	 深层滋润，改善肤色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够帮助肌肤放松并恢复健
康，使肌肤保湿并补充氧分、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于肌肤脱水、暗沉、有炎症以及压力过大引起
的弹性缺乏，它都是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

效果：使肌肤充分放松舒缓。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受压力影响的肤质。
有效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爱尔兰苔藓提取
物。

E3.		即刻重生
•	 减少肌肤泛红和干燥
•	 改善肤色
•	 保湿和促进皮肤再生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够滋润肌肤，减少干燥、炎
症和泛红，加速皮肤再生过程，使肌肤恢复柔软
和健康肤色。

效果：使肌肤更平滑，更有活力。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受压力影响的肤质。
活性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芦荟提取物，胡
萝卜提取物，乳香提取物，D-泛醇。

E1.		维生素荟萃
•	 改善肤色
•	 恢复肌肤弹性和柔韧性
•	 滋润和平滑肌肤细纹

功效：这种精华有助于增加肌肤弹性，改善肤色，平
滑细纹，减少红血丝和色素沉着。 它能显著改善肌肤
的整体状况，启动自我修复过程。

效果：使皮肤启动自我修复，焕然一新。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3D透明质酸，维生素A，E和B5（泛醇）。

建议按疗程为肌肤集中补充营养。
有效应对皮肤干裂、季节性维生素缺乏和温度变化
的影响。

10×2 ml10×2 ml10×2 ml E2.		生活气息
•	 改善肤色
•	 恢复肌肤活力
•	 滋润和滋养
•	 适用于眼部皮肤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够修复受生活压力影响的肌肤。
它能滋润保护肌肤，使其恢复自然柔软，同时还能改
善因炎症和泛红引起的肤色不均及暗沉，消除倦容，
为肌肤注入能量。

效果：使肌肤更稳定、更有光泽。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3D透明质酸凝胶，芦荟提取物，鼠尾草提
取物，人参提取物，洋甘菊提取物，骆驼草提取物，
柠檬香脂提取物，水解乳蛋白。

10×2 ml

家庭
美容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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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系列 — 呵护肌肤
这款精华液是最新生物技术的结晶，它可以延长肌肤的青春、健康和美丽。

症状
当规律的新陈代谢过程被打破，皮肤就会出现干燥、浮肿、细纹、脂肪堆积和“疲劳”现象。

解决方案
这个系列独特的配方能够调节肌肤的自然平衡，使其恢复柔软、健康、有光泽。这款精华液含有氨基
酸、植物蛋白和巴尔干苣苔叶提取物 -—一种稀有的植物，能够在长时间的干旱后复活。

功效
增强肌肤免疫力
排毒养颜
滋润和修复
适用人群
对于肌肤受疲劳、压力和紫外线影响并容易过
早老化的人群来说是理想的选择。

植物胎盘
•	 促进肌肤再生，滋润肌肤
•	 改善面部轮廓，改善双下巴
•	 抚平皱纹并增加皮肤弹性

功效：这款精华液可以刺激肌肤再生，增加局部免疫
力，恢复皮肤的防护机能。它能够明显改善面部轮
廓，平滑细纹，使肌肤恢复健康活力。

效果：使肌肤紧致有弹性，改善面部轮廓。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野生山药根提取物，大豆甾醇，氨基酸（
乙酰酪氨酸，脯氨酸），植物蛋白，三磷酸腺苷，甜
菜根提取物，黑枣提取物，酵母提取物，水解胶原蛋
白，水解弹性蛋白。

24小时对抗压力
•	 焕新肌肤并为肌肤充能
•	 恢复健康肤色
•	 提高肌肤弹性，使肌肤有光泽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够增加皮肤的局部免疫力，恢
复肌肤能量，调整水分平衡，补充维生素和氨基
酸。同时使细胞新陈代谢得到改善，恢复肌肤健
康，使其看起来充满活力、容光焕发。

效果：使肌肤清爽鲜活，容光焕发。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有倦容或受压力影响的肤
质。
有效成分：金缕梅提取物，维生素A，氨基酸（乙
酰酪氨酸和脯氨酸），植物蛋白，三磷酸腺苷，甜
菜根提取物，黑麦提取物，酵母提取物，泛醇。

青春能量
•	 减少皱纹
•	 提拉紧致、排除毒素
•	 滋润舒缓肌肤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够焕新皮肤，抚平皱纹，舒缓压
力并带来舒适感。有效成分可以帮助皮肤排出毒素，
缓解浮肿。同时通过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
成，来提高肌肤局部免疫力。

效果：使肌肤柔软、光滑、水润。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烟酰胺，三磷酸腺苷，水解燕麦蛋白，氨
基酸（乙酰酪氨酸，脯氨酸），水解植物蛋白，甜菜
根提取物，黑麦提取物，酵母提取物。

10×2 ml10×2 ml10×2 ml 抗氧化
•	 防止光晒老化
•	 深度滋润
•	 提高肌肤免疫力

功效：这款精华液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能够
增加皮肤的免疫力，为肌肤补水并防止水分流
失。它能有效对抗自由基和预防皮肤过早老化。

效果：使肌肤充满弹性，恢复健康肤色。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金缕梅提取物，维生素A，植物蛋
白，三磷酸腺苷，硫酸软骨素钠，氨基酸（乙酰
酪氨酸，脯氨酸），甜菜根提取物，黑麦提取
物，酵母提取物，泛醇。

10×2 ml

精华可以在面霜或面膜之前使用，您也可以将精华
与面霜或其他基础护肤品混合在一起叠加使用。

家庭
美容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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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系列 - 5分钟
这是一个创新的抗衰老里程碑。该系列所有精华液都富含多种有效成分，旨在为熟龄肌肤提供快速持
久的修复和焕新效果。

症状
熟龄皮肤更需要谨慎选择并长期护理。皱纹、干燥、色素沉着、下垂线都是皮肤老化的迹象，这个系
列的精华液对以上问题均有改善作用。

解决方案
这款精华液含有独特的“抗冻蛋白”（海洋变形杆菌提取物），可以改善皮肤的防护功能并恢复细胞组
织的完整性，因此具有惊人的焕新能力。

功效
快速可见的修复
排毒和消除倦容
保湿，提拉紧致和减少皱纹

适用人群
熟龄肌肤理想的长期护理选择。

N3.	青春灵丹
•	 改善双下巴
•	 紧致面部轮廓
•	 改善肤色，减少浮肿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够紧致面部轮廓，改善双下
巴，增加肌肤弹性，消除水肿，均匀肤色，滋润
肌肤。同时改善微循环，为肌肤抗氧化、补充维
生素，促进细胞新陈代谢。

效果：使肌肤更紧致，面部轮廓更年轻；打造富
有弹性和水嫩感的肌肤。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芦荟，可拉树坚果，蜜饯，萝卜，丁
香，常春藤，塔斯马尼亚蓝胶，杜松，迷迭香，
猴面包树油，万寿菊油，花生油，棉籽油提取
物，泛酰醇提取物。

N1.		丝绸能量
•	 减少鼻唇纹和表情纹
•	 具有丰唇效果
•	 增加皮肤弹性和柔软度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够以快速和安全的方式减少
鼻唇纹和表情纹，同时具备丰唇功效。它还能
恢复肌肤的健康结构，使其恢复弹性和紧实度。

效果：使鼻唇纹得到改善，并具有丰唇效果。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五胜肽（五肽-18），六胜肽（乙酰
六肽-8），金缕梅提取物，维生素A，糖蛋白，
棉籽提取物，Hilurlip（三肽-1）。

10×2 ml10×2 ml
10×2 ml N4.		白雪女王

•	 滋润和柔嫩皮肤
•	 减少皱纹并提升下颌线
•	 增加肌肤柔软度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够激活细胞的再生过程，减
轻细纹，增加肌肤弹性，平滑肌肤，改善面部轮
廓。更高浓度的海洋变形杆菌能够刺激蛋白质的
生成，具有不可思议的提拉焕新效果。

效果：使肌肤更柔软，更有弹性，如天鹅绒般
丝滑。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南极素药，米糠提取物，棉籽提取
物。

精华可以在面霜或面膜之前使用，您也可以将精华
与面霜或其他基础护肤品混合在一起叠加使用。

N2.		温润光彩
•	 减少肌肤泛红和起皮
•	 抚平皱纹
•	 舒缓和滋养肌肤

功效：这款精华液能够修复皮肤的天然保护屏
障。它适用于容易出现红血丝的敏感性肌肤，
能够温和提供长效保湿，有助于抚平皱纹并均
匀肤色。

效果：使肌肤平静柔滑，滋润不起皮。
适用肤质：适用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维生素F，金缕梅提取物，维生素
A，Unirepair T-43（乙酰酪氨酸，脯氨酸，水
解植物蛋白，三磷酸腺苷），棉籽提取物，米糠
提取物，南极药，泛醇。

10×2 ml

家庭
美容
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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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皱天然填料
•	 抚平皱纹
•	 增加弹性
•	 紧肤

功效：白松露提取物保证填充效果。 从内部填
充皱纹，提高肌肤水分含量至48％以改善肌肤
弹性。香菇提取物可显著提高肌肤胶原蛋白质
量，深度紧肤。

效果：从内部填充皱纹。
皮肤类型：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Actifcol，W Tr-Active，3D透明质
酸。

光泽均匀的肤色
•	 健康的肤色
•	 柔和均衡的底色
•	 减少红肿和色素沉着

功效：从毛霉菌提取物中获得的特殊酶可柔亮肌
肤，优化面部轮廓。 无色姜黄提取物可改善面
色和肌肤底色，保护面部免受紫外线伤害，减少
炎症和色素沉着。 精华素使面部长期保持自然
健康的光泽。

效果：肤色更均匀柔和。
皮肤类型：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Actizyme，Sabiwhite，3D透明质
酸。

深度紧肤和修复
•	 加强面部椭圆轮廓
•	 增加弹性
•	 减少皱纹

功效：香菇提取物和重组六肽精华液从内部填充
皱纹，恢复肌肤水分平衡。

有效对抗下垂，增强面部轮廓，减少皱纹。 使
肌肤更紧致，富有弹性。

效果：肌肤更致密，富有弹性。
皮肤类型：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Actifcol，Serilesine，3D透明质
酸。

超级舒缓和抵御污染
•	 镇静敏感肌肤
•	 抗氧化作用
•	 抵抗外界因素

功效：冬虫草菇和栓菌属菇提取物可舒缓敏感肌
肤，消除红肿、炎症和刺激。该新型复合物可促
发细胞强大的抗氧化反应，有效保护肌肤免受污
染和其它外部负面因素的影响。

效果：肌肤更柔和细腻。
皮肤类型：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Actisoothe，Pollushield，3D透明
质酸。

超柔和换肤
•	 无刺激去角质	
•	 舒缓超敏感肌肤
•	 洁净清爽

功效：为进一步护理做好充分准备。毛霉菌提取
物可温和去除角质，清爽肌肤，使肌肤洁净柔
滑。即使是对超敏感肌肤，冬虫草菇和栓菌属菇
提取物也可保证最大程度的舒缓和镇静。

效果：肌肤焕新，光滑洁净。
皮肤类型：任何肤质。
活性成分：Actifoliate，Actisoothe，3D-透明
质酸。

day 1 – 2

day 3 – 4 day 5 – 6FUNGUSTO
简单。有效。持久！10天美容疗程
精华液套装专为护理各种肤质研制。10个安瓿
瓶是成熟的肌肤护理方案，可满足肌肤10天的
基本需求。

代替美容师
成熟的护理方案可在短短10天内解决肌肤关键问
题，即可替代多个美容疗程。
舒缓敏感肌肤。
无论是赶赴重要活动之前，还是想使肌肤获得清
爽焕新的感觉，一切都很简单！

新型蘑菇提取物
引入药用蘑菇新活性成分是美容学的创新。
独立分装：
每次开启均可获得含高浓度活性成分的新鲜产
品。

day 7 – 8 day 9 – 10



Teana / 安瓶精华Teana / 安瓶精华

全套STRESS	CONTROL

(压力控制）精华液安瓿瓶！

呵护易产生压力的敏感肌肤。

套装包括：

日供牛奶-  1个安瓿瓶， 
超级食品 -  2个安瓿瓶， 
热效应 -  1个安瓿瓶， 
舒缓SPA -  2个安瓿瓶， 
双重闪亮 -  1个安瓿瓶， 
蔬菜排毒 -  1个安瓿瓶， 
浆果换肤护理 -  1个安瓿瓶， 
植物油精华液-  1个安瓿瓶。

10X2ML	滋养肌肤的	
完美套装

E系列- 滋养肌肤的全套精华液安瓿瓶！

呵护疲倦和暗沉的肌肤。

套装包括：

E1 复合维生素-  3个安瓿瓶， 
E2 生命之水  -  2个安瓿瓶， 
E3 快速修复 -  2个安瓿瓶， 
E4 氧气混合物-  3个安瓿瓶。

呵护肌肤的完美套装

A系列- 滋润肌肤的全套精华液安瓿瓶！

呵护干性敏感肌肤。

套装包括：

A2 天然保湿因子 -  2个安瓿瓶， 
A3 海洋混合物-  2个安瓿瓶， 
A4 透明质酸凝胶 -  2个安瓿瓶， 
A5 海洋矿物质 -  2个安瓿瓶， 
A6 超保湿精华 -  2个安瓿瓶。

TEANA  
精华液安瓿瓶套装

TEANA 精华液安瓿瓶套装
•可立即享用多种产品 
•绝佳的礼物 
•旅行时携带方便

10х2 ml 10х2 ml 10х2 ml肌肤年轻态的完美套装

D系列- 恢复肌肤活力的全套精华液安瓿瓶！

呵护衰老肌肤。

套装包括：

D1 肌肤早餐-  2个安瓿瓶， 
D2 即时紧致 -  2个安瓿瓶， 
D3 海洋胶原蛋白 -  1个安瓿瓶， 
D4 消除面部表情纹的冻干精华液-  1个安瓿
瓶， 
D5 快速修复冻干精华液-  1个安瓿瓶， 
D6 泛酰醇-  1个安瓿瓶， 
D7 弹性蛋白 - 2个安瓿瓶。

10х2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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