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致修护   抚平岁月痕迹

——蜜都二裂酵母紧致安瓶原液 



二十岁后爱自己、二裂酵母选蜜都

如果可以  
我希望：岁月留下的痕迹，我来抚平....





紧致修护  重现年轻水润弹滑肌 
Firming and repairing to rejuvenate the skin

重
现

二裂酵母+乳酸菌

蜜都·二裂酵母赋活紧致安瓶原液
1ml × 30支/盒

·紧致嫩
肤

·莹润亮肤

·水润弹滑

·多效修
护



产品介绍 产品信息  
P r o d u c t  I n f o r m a t i o n  

蜜都·二裂酵母赋活紧致安瓶原液

【产品名称】二裂酵母赋活紧致安瓶原液

【产品规格】1ml × 30支/盒

【产品成分】水、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乳酸菌发酵溶胞

产物、聚谷氨酸钠、透明质酸钠、烟酰胺、三肽-1、乙酰基六

肽-8、五肽-3等

【产品介绍】补充肌肤多重营养，紧致修护肌肤，改善肌肤干

燥、粗糙、松弛、无光泽等问题，令肌肤水润弹滑光泽。



核心成分一：二裂酵母
国际大牌钟爱的炙手可热的知名成分



为何各大品牌如此钟爱二裂酵母？
Why do international brands love yeast bifida?

二裂酵母作为干皮、敏感肌的大救星，二裂酵母可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一大成分，它被称为是贵妇圈美容的“黄金成分”，因为在原

料市场上售价极高，妥妥的“土豪酵母”。像某黑瓶、某棕瓶、某酵素精华，他们的主打成分都是二裂酵母。为何各大品牌如此宠爱

二裂酵母这个成分？原因很简单，效果好！

成分优势



二裂酵母的神奇功效 
The magic effect of Bifidus yeast

二裂酵母是什么？
二裂酵母是经双歧杆菌培养、灭活及分解得到代谢产物、细胞质片段、
细胞壁组分及多糖复合体。二裂酵母对肌肤具有很好的抑制活性效果，
并能促进肌肤修护，可有效保护皮肤，抵抗各种环境因素引起的肌肤问
题。

二裂酵母的功效是什么？
1.二裂酵母来源是一种双歧杆菌，一直以来和人类都是和睦相处的有益
菌，能够辅助皮肤修护肌底.

2. 人体实验中，如果用量足够，每天用含二裂酵母的产品，能够提高
40%的修护能力，而且减少了皮肤炎症。

3. 体外试验中，同样被紫外线照射，有了二裂酵母的保护，修护的速
度则变成无保护状态下的两倍。

这大概就是大牌偏爱二裂酵母这个成分的原因了！

多效
修护

水润
肌底

滋养
肌肤

成分优势



源自德国知名品牌原料供应商
From Germany's top brand raw material supplier

二裂酵母Repair Complex CLR™ PF

原料德国进口证明

二裂酵母Repair Complex CLR™ PF

原料德国产地证明

成分优势

蜜都二裂酵母赋活紧致安瓶原液核心成分之一，采用德国顶级原料公司CLR的二裂酵母Repair Complex CLR™ PF，德国CLR是

多个国际一线品牌的原料供应商。知名品牌原料商供应，品质有保障。

*注：1、原料的进口证明及产地证明源自德国CLR公司提供；

        2、Repair Complex CLR™ PF对应成分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下文不再标注说明。



Repair Complex CLR™ PF 功效数据
Repair Complex CLR™ Repair effect data

Repair Complex CLR™

肌肤修护数据

Repair Complex CLR™

在紫外线下的肌肤修护数据

从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出，蜜都二裂酵母赋活紧致安瓶精华中的核心成分Repair Complex CLR™ PF具有明显改善无光泽肌肤、

增加肌肤修护能力、提高肌肤对环境伤害的抵抗力等功效。

*注：1、实验数据源自于实验测试及德国CRL公司Repair Complex CLR™ 原料实验报告提供。

        2、络氨酸酶活性影响肌肤黑色素形成，活性越高，肌肤黑色素形成越快，络氨酸酶活性抑制率相当于肌肤黑色素抑制率。

每天用含BFL的产品

能够提高40%的修复能力

同样被紫外线照射，有了BFL的保护

修护的速度则变成无保护状态下的两倍。



核心成分二：乳酸菌发酵精粹
神奇的肌肤新生益生菌



神奇的肌肤活力因子——乳酸菌发酵精粹
The essence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fermentation

乳酸菌发酵精粹ProRenew Complex CLR™
乳酸菌发酵能够将大分子的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肌肤易吸收的小分子氨基
酸和酶蛋白，能够有效被肌肤吸收，能够改善肤质、调理肌肤。

基于益生技术，乳酸菌发酵精粹物ProRenew Complex CLR™作用于
皮肤老化过程的根基，帮助皮肤成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有效地自我
修护。ProRenew Complex CLR™对肌肤营养吸收有积极效果。影响
皮肤质量的必需蛋白质和酶，促进肌肤营养的吸收，屏障功能及肌肤修
护改善，皮肤更新加快，从而增进皮肤改善。

成分优势

*注：ProRenew Complex CLR™对应成分乳酸菌发酵溶胞产物，下文不再标注说明。

加强
屏障

平衡
调理

滋养
嫩肤



乳酸菌发酵精粹ProRenew Complex CLR ™实验数据
 Comparison of experimental data of Bifida Ferment lysate  single use essence

ProRenew Complex CLR ™增强肌肤屏障功能数据 ProRenew Complex CLR ™刺激肌肤蛋白合成数据

实验数据表明，ProRenew Complex CLR ™能够增强肌肤屏障功能20%，促进肌肤蛋白质吸收，具有新生焕肤，促进肌肤

修护的功效。

*注：实验数据来源于德国CLR公司的ProRenew Complex CLR ™原料实验报告。



成分党的挚爱

采用护肤界知名的护肤成分



成分介绍 神奇的弹滑保湿因子——聚谷氨酸
Polyglutamic acid, a magic moisturizing factor

肌肤的弹滑保湿因子——聚谷氨酸

聚谷氨酸一般通过纳豆发酵产生，对肌肤具有良好的保健作用，

具有一定的美容养颜的效果，能够增加皮肤的弹性，有很好的

保湿的效果，分子量从5万到2百万道尔顿不等。具有保湿营养

肌肤的效果

聚谷氨酸的主要功效：
1.长效保湿，帮助皮肤抵抗干燥环境。

2. 增加皮肤的弹性，增进皮肤滑嫩触感。

3. 帮助补充肌肤营养，紧致弹润。

4. 维持皮肤良好pH值。



活性多肽组合   打造弹滑美肌 

三肽-1

促进肌肤的新陈代谢能力，重整
皮肤纤维组织结构，并有助于平
滑皮肤，让皮肤紧致有弹性。

乙酰基六肽-8

能快速渗透到肌底，刺激
细胞活性同时补充流失的
胶原蛋白，达到紧致肌肤
功效。

五肽-3

帮助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
蛋白的合成，增加细胞活
性，使肌肤恢复细嫩弹润。

Combination of active polypeptide to build elastic and smooth skin

成分介绍



亮肤小灯泡——烟酰胺
Small light bulb for brightening skin -- niacinamide 

堪称护肤界“白月光”的烟酰胺，

它是属于烟酸的酰胺化合物，同时

烟酰胺也属于维生素B3的一种衍

生物，能够很好的干扰角化细胞和

黑色素细胞之间的信号通道。

特别添加烟酰胺精华，能够帮助

抑制环境对皮肤的伤害，有效改

善无光泽肌肤，提亮肤色。对于

痘痘，黑头、白头等也有着一定

的改善效果。

成分介绍



专利成分

专利成分酶切透明质酸 

蕴含自身体积1000倍的水分

利用先进酶切技术实现的超小分子，

相比于易破坏化学结构的水解技术，

其小分子片段使小分子量达到400

级道尔顿，小分子快速渗透肌底促

进吸收，可保持皮肤滋润光滑，细

腻，柔嫩，富有弹性。
酶切小分子

透明质酸专利证书 



修护技术

打造年轻嫩滑紧致肌



核心科技

采用嫩肤黑科技Remove radical CLR™让安

瓶精华中的二裂酵母、乳酸菌精粹、烟酰胺等

多种成分共同协同作用清除自由基。

嫩肤黑科技Remove radical CLR™  
Skin rejuvenating black TechnologyRemove radical CLR™   

Remove radical CLR™的作用原理

利用先进的酶切技术，将Remove radical CLR™机制中的乳酸菌发酵精粹、二

裂酵母、烟酰胺等成分转化成小分子，能够快速渗透肌肤，释放精华的嫩肤能

量，直达到皮肤肌底，靶向作用于肌肤，使其从肌肤内自然排除，使肌肤愈显

年轻柔嫩，



核心科技 Repair Complex CLR™ PF 三重修护机制
Repair Complex CLR™ PF Triple repair mechanism 

1、护：补水保湿，提高弹润度

滋润肌肤，形成透气水化膜，减少皮肤内部水分蒸发，舒缓肌

肤日间所承受的各项刺激，提高肌肤抵抗力，匀亮肤色。

2、补：补充营养，加强吸收
二裂酵母、乳酸菌精粹、烟酰胺、聚谷氨酸、多肽等多种营养
渗透肌肤，帮助肌肤补充营养，修护肌底，恢复肌肤弹性，使
肌肤弹润柔滑。

3、修：修护肌肤，焕活新生
修护精华到达肌底，充盈肌肤，使肌肤恢复饱满弹滑，重新连
接真皮纤维，使肌肤焕活新生，紧致迷人。



多重功效

定格你的年轻美颜



产品功效 焕活光彩   定格你的年轻美肌
Rejuvenate your young skin 

多重修护  紧致焕肤
安瓶精华中蕴含珍贵的二裂酵母、乳酸菌精粹、多肽等多

重护肤精华，有效渗透肌肤补充营养，强韧肌底，修护肌

肤干燥、粗糙、松弛、无光泽等问题，令肌肤水润弹滑光

泽，紧致弹滑，绽放年轻靓丽光彩。

有效改善
干燥肌肤

滋润保湿
弹滑光泽

多效修护
紧致肌肤



产品功效 30天，见证肌肤年轻焕变
30 days to witness the skin's time reversal 

3天使用，水润柔软
肌肤保湿度提升，感受肌肤水润柔软

7天，肌肤肤质得到改善
肌肤细腻、柔嫩、弹滑，年轻感肉眼可见。

30天，见证肌肤年轻焕变
重新年轻细腻肤质。



独特包装 无菌保鲜包装  更安心
Skin rejuvenating black TechnologyRemove radical CLR™   

材质国际欧标CE认证
 安全无毒符合欧盟标准

无菌保鲜包装  
一次一用 无污染 锁住鲜活

30天焕肤设计用量
高浓配方 0添加 防腐   

使用方便操作简单 
 配开瓶器 使用操作简单

   

小剂量独立包装
小包装，方便携带，可

带上飞机



使用方法

虽膜法护肤
   效果倍增

燕窝面膜、冰膜前x安瓶
打底使用面膜，效果倍现

虽精华打底
   双效修护

24K精华x安瓶打底使用，
肌肤更加弹润、细致稳定

  黄金搭档
  倍护滋养

24K面霜、眼霜前x安瓶搭
配使用，肌肤更滋养弹润

光彩

虽百搭使用
   效果倍增

使用安瓶原液，滴入眼霜、
爽肤水及其它护肤品中搭

配使用，效果更出众

取出1支，用开瓶器打开，再套上软管滴出原液，均匀涂抹于面部，轻轻按摩至完全
吸收即可。也可以滴入适量混入面膜，爽肤水，乳霜中配合一起使用。

百搭使用 进阶护肤



问题解答
你关心的问题 研发团队专业解答 

一分钟让你了解蜜都安瓶原液   

什么是安瓶原液？
安瓶是一种高浓缩精华，采用无菌保鲜包装技术，因原液其活性成分含量高，原液比是普通精华更科学精简配比。
它能在短时间内提升肌肤的状态，所以安瓶称为“急救站”

安瓶原液应该多久用一次？
建议早晚使用，为了避免脖子和面部色着，建议同时使用到脖子，为了避免原液活性成分流失，开封后的安瓶需
24小时内使用完。

小安瓶原液应该在护肤的哪一步使用？
建议先洁面-爽肤水-小安瓶-眼霜-精华液-乳液-保湿霜，也可以滴在面霜和其它护肤品中混入使用，以及在面膜
前打底使用，效果倍增。

蜜都的安瓶和普通的安瓶精华有什么区别？
蜜都倡导科学精简护肤理念，采用原液精简配方，所有成分均为安全成分，让产品功效更专注、安全性更高。用
多种保湿剂代替传统的防腐体系，对于有害菌的抗性可以减少对于防腐剂的添加，其中的营养成分也会增值其功
效，效果更突出。更温和亲肤！



T H A N K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