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灵敏肽类抗衰⽼护肤品 — PERFECTION系列
激活⽪肤的⾃然年轻状态 



创新技术 

仿⽣肽是⽪肤天然肽的⾼仿物，负责特定结构蛋⽩的定向激活，能 够激活细胞中的天然
“抗衰⽼模式”。 

JuvinityTM是⼀种多肽复合物，能够减缓细胞的衰⽼，赋予成熟细胞 以年轻细胞的特性。
它可以防⽌DNA端粒的缩短 (细胞⽣命周期缩 短的主要原因)。这种复合物有助于恢复细
胞间的呼吸链，这是能 量⽣产的基础。其功效是使⽪肤细胞开始⾃我更新，让⽪肤看起
来 更年轻、更⽔嫩、更紧致。 

极致年轻 

MěiritageTM是⼀种抗衰⽼复⽅草药提取物，能增强和恢复细胞间的 基质，刺激透明质酸
和胶原蛋⽩的⽣成，并在细胞⽔平上恢复⽪肤 活⼒。 它能够减少皱纹和⾊素沉着，均匀
肤⾊。 

医美替代⽅案 

经常使⽤Perfection系列在短时间内会产⽣明显的修复功效。⽪肤 变得更加紧致、⽔嫩、
光滑和有弹性，获得健康光泽，皱纹明显减 少，⾯部轮廓得到改善。 

此系列现代化妆品结合了创新的多
肽复合物和抗衰⽼草药提取物，
启动⽪肤修复机制，减轻可见的⽼
化痕迹。



充沛能量
轻盈柔和的分层卸妆⽔

• 温和卸妆并清洁⽪肤 

• 滋润舒缓⽪肤
• 抚平⽪肤变⾊和粗糙 

• 防⽌⽪肤⽼化 

100 ml

功效:这款卸妆⽔的分层配⽅能够温和地清洁肌 肤，去除防⽔彩妆，
同时保护肌肤，给⼈滋润、 舒适和健康的使⽤感受。脂质相可以溶解
杂质和 化妆品。⽔质相可以完成清洁过程，⽤抗⽼化成 分滋养⽪
肤，并在⽪肤表⾯形成保护膜，使⽪肤 光滑滋润。
 

效果:清洗后的⽪肤光滑，⽆任何紧绷感。 

适⽤肤质:适⽤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Lipomoist 2036，Unitamuron H-22，NovHyal Biotech G，
Inoveol CAFA， 矿物油，橄榄油，Meiritage(中草药提取物: 黄芪，⽩
术，柴胡)，Juvinity 



完美闪耀 修复灵敏洁⾯乳 

• 温和去除彩妆，清洁肌肤 
• 适合眼部区域 
• 保持肌肤年轻美观和舒适 
• 彻底清除彩妆的不良作⽤ 

100 ml

功效:这款质地轻薄的洁⾯乳能够清洁灰尘油脂 和化妆品残留，并保持
肌肤年轻健康 。它提供 必要的保湿，肽复合物延缓衰⽼，提升⽪肤的
⾃ 我保护能⼒。 

效果:使肌肤⼲净、光滑，舒适。 

适⽤肤质:适⽤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荷荷巴油，橄榄油，胶束，Lipo- moist 2036，Unitamuron 
H-22，NovHyal Biotech G，Inoveol CAFA，Meiritage(中草药 提取物:黄
芪，⽩术，柴胡)，Juvinity。 



看得见的效果 
重返青春的感觉 – 焕新⾯霜 

• 紧致⽪肤抚平皱纹
• 提⾼⽪肤弹性
• 防护紫外线伤害和环境污染 
• 深层滋养肌肤 

50 ml

功效:这款⾯霜能保护⽪肤，防⽌⽪肤⽼化，并 具有恢复活⼒和紧致的功
效。它能保持⽪肤的最 佳含⽔量，增加其弹性，恢复⽪肤防护功能，启 
动⽪肤细胞的修复过程。它能深层渗透⽪肤，刺 激透明质酸的合成，同
时有助于抵御外界伤害. 

效果:全天拥有光滑、紧致、有弹性的⽪肤， 抚平细纹
 
适⽤肤质:适⽤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NovHyal Biotech G，Hyani- fy，Unitamuron H-22，Rubixyl，
Inoveol CA- FA，Lipomoist 2036，Juvinity，Meiritage( 中草药提取物:黄
芪，⽩术，柴胡)，维⽣素 F，乳⽊果油，葡萄籽油，荷荷巴油，鳄梨油 

完美底妆 



优雅的演绎 修复滋养晚霜 

• 修复和促进⽪肤细胞再⽣ 

• 提升和紧致⽪肤
• 延缓衰⽼并减少皱纹
• 保湿，滋养并均匀肤⾊ 

50 ml
加厚涂层可作为强效⾯膜使⽤

功效:这款独特的晚霜可在睡眠时修复和恢复⽪ 肤，它的配⽅结合了汉
⽅医学和最新的美容科研 成果，抗衰⽼复合物能恢复⽪肤的防护功
能，并 在细胞中开启修复和活化过程。这款晚霜可以作 为⽣物能量储
存器，激活胶原蛋⽩和弹性蛋⽩的 ⽣成，紧致肌肤并提⾼功效。 它可
以预防⽪肤 ⼲燥受损，并保护表⽪免受⾃由基的伤害。 

效果:恢复能量、焕醒肌肤，让肌肤更加年轻、 充满活⼒
 
适⽤肤质:适⽤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SafesterА-75，Uplevity，Neoder- myl，Inoveol CAFA，
Lipomoist 2036，Juvin- ity，Meiritage (中草药提取物:黄芪，⽩术， 柴
胡)，维⽣素F，葡萄籽油，西蒙得⽊油，鳄 梨油，橄榄油，泛醇。 



阳光般出众
⽇间修复精华液

• 减轻皱纹、⼲燥和⾊素沉着 

• 提升和防⽌光晒⽼化
• 增加⽪肤弹性
• 让您光彩照⼈ 

30 ml

功效: 可以对三种主要⽼化迹象起到显著作 ⽤:皱纹、⼲燥和⾊素沉
着，它能恢复⽪肤的保 护功能，使⽪肤看起来容光焕发，更年轻，更
⽔ 嫩。由于渗透进⽪肤的精华液刺激了透明质酸的 ⽣成，可有效减少
皱纹。 

效果:使肌肤看起来容光焕发，更年轻⽔嫩。 

适⽤肤质:适⽤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Unilucent HR-14，Juvefox- o，NovHyal Biotech G，Inoveol 
CAFA，Ju- vinity，Meiritage(中草药提取物:黄芪，⽩ 术，柴胡)，鳄梨
油。 



星光熠熠
夜间修复滋养精华液

• 减轻皱纹、⼲燥和⾊素沉着 

• 提升和防⽌光晒⽼化
• 增加⽪肤弹性
• 让您光彩照⼈ 

30 ml

功效: 可以对三种主要⽼化迹象起到显著作 ⽤:皱纹、⼲燥和⾊素沉
着，它能恢复⽪肤的保 护功能，使⽪肤看起来容光焕发，更年轻，更
⽔ 嫩。由于渗透进⽪肤的精华液刺激了透明质酸的 ⽣成，可有效减少
皱纹。 

效果:使肌肤看起来容光焕发，更年轻⽔嫩。 

适⽤肤质:适⽤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Unilucent HR-14，Juvefox- o，NovHyal Biotech G，Inoveol 
CAFA，Ju- vinity，Meiritage(中草药提取物:黄芪，⽩ 术，柴胡)，鳄梨
油。 



完美和谐 

抗衰⽼眼霜 

• 提升⽪肤的弹性紧致
• 提升眼睑并改善眼部轮廓 

• 防⽌光晒⽼化和⾊素沉着 

• 减少鱼尾纹 

30 ml

功效:这款眼霜能够呵护眼部周围的娇嫩肌肤， 由内向外进⾏修复，它可
以减少上眼睑下垂和⾊ 素沉着，并有助于消除鱼尾纹。由于胶原蛋⽩、 
弹性蛋⽩和透明质酸的活化和⽣成，眼部轮廓变 得更加紧致，眼周肌肤
时刻保持滋润。抗氧化复 合物能够保护⽪肤免受紫外线和⾃由基的伤
害， 并使肌肤恢复活⼒。
 

效果:经常使⽤，可以使眼部轮廓更加紧致。 

适⽤肤质:适⽤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Beautifeye，NovHyal Biotech G，Neodermyl，Inoveol CAFA，
Lipomoist 2036，Juvinity，Meiritage(中草药提取物: 黄芪，⽩术，柴胡)，
鳄梨油。 



完美沉醉 
⾰命性的抗衰⽼眼霜， 
⽤于眼周⽪肤的⽇常护理 

• 减轻⿊眼圈和眼袋 
• 抚平鱼尾纹和表情纹 
• 提升⽪肤的弹性和光泽度 
• 消除衰⽼迹象并紧致眼周肌肤 

30 ml

功效:长期使⽤，可减轻⿊眼圈和眼袋，消除浮 肿，改善眼部轮廓，提
升上眼睑并抚平皱纹， 使眼睑部位的⽪肤变得更有弹性，更⽔嫩，让
你 容光焕发。 

效果:使肌肤更光滑，减轻⿊眼圈和眼袋。 

适⽤肤质:适⽤于任何肤质。 

有效成分:Beautifeye，Eyeseryl，Ru- bixyl，Unitamuron H-22，Unilucent 
HR-14， Inoveol CAFA，Meiritage(中草药提取物:黄 芪，⽩术，柴胡)，
葡萄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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