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前一碗  养出嫩滑好肌肤

——蜜都二裂酵母焕颜修护睡眠面膜





现代生活，我们的肌肤承受各种侵扰
In modern life, our skin is subject to various disturbances

电脑辐射 熬夜压力 年龄增长

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各种肌肤问题 不注意养护，肌肤愈显老



白天肌肤氧

化暗沉无光     夜晚肌肤代谢吸收
力是白天的8倍

肌肤经过了一整天的疲惫，夜晚，是补水修护正当时，晚间黄金美容时间8
小时，是肌肤细胞营养吸收最为活跃阶段，一颗小白碗焕醒水润光泽肌~

你需要一颗夜间 赋能修护睡眠面膜
You need a night repair sleep mask 



夜间多重营养赋能  

让你在夜里悄悄变美的小心机



小小一颗，三重补水养肤，启动肌肤拯救计划
A small one, triple hydrating and nourishing skin, start skin rescue plan

嫩肤小白碗   开启夜间三重养护机制

1.滋养：    补充肌肤水分，形成保湿膜，持久保湿

2.修护：    营养加持，修护干燥、粗糙、无光泽肌肤

3.巩固：    营养深入肌底，深层养护，肌肤弹滑细腻



多重滋养  弹润修护
Multiple nourishment, elasticity, moistening and repairing

焕 颜

二裂酵母+乳酸菌精粹

多重网红护肤成分协同加持

·滋养补水

·弹滑细润

·多效修护

·亮泽嫩肤
净含量：5g × 7 



产品信息  
Product Information  

蜜都·二裂酵母焕颜修护睡眠面膜

【产品名称】二裂酵母焕颜修护睡眠面膜

【产品规格】5g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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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酰胺、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 2、三肽-1、乙酰基六肽-8、

五肽-3、水解胶原、蚕丝胶蛋白、丁二醇、苦参、黄岑、胀果甘

草等；

【产品介绍】柔润细腻的质地，涂抹时爆出精华水珠，帮助沁润

肌肤补充水润活力，补水保湿，营养肌肤，有效改善肌肤干燥、

缺水、粗糙、无光泽现象；令肌肤水嫩弹滑，细腻有光泽。



核心成分
注入肌肤的夜间修护能量



核心成分

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

嫩肤赋活  深澈滋润
Tender skin, invigorate and moisten deeply

二裂酵母的神奇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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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裂酵母具有很好的能进

肌肤修护，有效保护皮肤，抵抗多种肌肤损伤等问题，养护肌

肤。

二裂酵母能够提高肌肤修护能力，体外试验中，二裂酵母拥有

修护提高肌肤屏障的效果，使肌肤保持柔嫩水润状态。



成分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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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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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成分

乳酸菌发酵溶胞产物

调理肌肤  促进吸收
Tender skin, invigorate and moisten deeply

乳酸菌发酵精粹
乳酸菌发酵精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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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肤质、

调理肌肤、平衡肌肤微生态。

乳酸菌发酵精粹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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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肌肤营养吸收有积

极效果。促进肌肤营养的吸收，调理肌肤微生态，调理肌肤肤

质，从而改善肌肤状态。



核心成分

烟酰胺

护肤界的白月光：烟酰胺
Nicotinamide: the white moon of skin care

击褪暗沉肌   提亮均匀肤色

堪称护肤界“白月光”的烟酰胺，能下调从肌肤细胞到角化细

胞的黑素小体转运，抑制酪氨酸酶活性，促进肌肤细胞增殖，

促进肌肤更新代谢，达到提亮肤色作用。

同时，烟酰胺除了亮肤功效之外，还能让肌肤保湿湿润，减少

皮肤水分流失，具有良好的保湿效果。



透明质酸钠

核心成分 肌肤理想的保湿补水成分
Ideal moisturizing and moisturizing ingredients for skin

渗透补水  长效保湿
透明质酸钠可以有效的帮助肌肤补充水分营养，透明质酸钠本

身就是皮肤固有的一种生物物质，可以有效地促进皮肤的营养

代谢，有着非常不错的美容养颜的效果，具有高修护，高保湿，

高补水作用。

透明质酸钠拥有良好的保湿效果，还可以有效地促进表皮细胞

的分解，可以有效地促进皮肤的润滑。



其他成分 多重网红护肤成分营养加持
Nutrition support of multiple reticulum skin care ingredients

黄岑根
修护肌肤，提亮肤色，

让肌肤更加细嫩弹滑。

苦参根
养护肌肤，平衡水油，

提高肌肤抵抗力。

胀果甘草
富含植物胶原蛋白，使

肌肤更加细腻弹滑。

多肽组合
三肽-1、乙酰基六肽-8、

五肽-3组合，补充肌肤

营养，使肌肤更加弹滑。

神经酰胺 2

有效修护肌肤，加强

肌肤屏障，并拥有锁

水保湿功效。

水解胶原
具有良好的保湿作

用，是肌肤更加紧

致细腻，修护细纹。

蚕丝蛋白
蕴含多种肌肤所需营

养物质、氨基酸，补

充营养，有效亮肤。



产品功效特色
夜间补充肌肤营养修护能量



产品特色

清透奶霜质地
涂抹肌肤上触感舒适，清爽不粘腻，易延展，易

吸收，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水嫩活力。

涂抹后爆出水珠
创新水囊保湿包裹技术，采用天然的双磷脂结构

将护肤成分及水分包裹住，形成保护层，涂抹时，

释放水分和养分，水珠爆炸，形成独特出水效果。

开启三重补水养肤机制，兼备补水、嫩肤、保湿、

修护及使肌肤强韧细腻弹滑等多种功效。

清爽不粘腻   柔润易吸收
It is refreshing and non greasy, soft and easy to absorb



创新水囊保湿包裹技术

小分子 渗透肌底  滋养修护
Penetrate the muscle base, nourish and repair

营养成分渗透肌底

被肌肤迅速吸收

修护肌肤干燥、粗糙、细纹、无光泽

肌肤恢复平滑细腻、水润光泽
睡前一碗

夜间多重修护



产品功效
睡前敷一碗  醒来尽显柔嫩美肌

Apply a bowl before going to bed and wake up to show tenderness and beauty

滋养修护  改善肤质

蕴含二裂酵母、乳酸菌精萃等多种网红护肤精华成分，帮助

沁润肌肤补充水润活力，补水保湿，营养肌肤，有效改善肌

肤干燥、缺水、粗糙、无光泽现象；令肌肤水嫩弹滑，细腻

有光泽。

补水
保湿

修护
肌肤

水嫩
弹滑



产品亮点 一颗小白碗  深藏大能量
A bowl before going to bed, skin changes can be seen

碗装包装   独立塑封  每颗鲜活营养

方便携带   一次一颗  简单卫生便携

免洗面膜   无需水洗  使用简单方便

多重功效    睡眠护肤  焕醒光泽肌肤



使用方法 睡前一碗  肌肤改变看得见
A bowl before going to bed, skin changes can be seen

Srep 1
清洁面部后擦一点爽肤水，然后

取适量睡眠面膜涂抹于脸部肌肤

Srep 2
以轻柔的按摩手法，涂抹推开，均

匀分布脸部肌肤，按摩吸收

Srep 3
静静等待10分钟

完全吸收后即可入睡

备注：本品为免洗产品，使用后无需清洗。



使用对比 看得见的肌肤变化
Visible skin is constantly changing

肌
肤
状
态
得
到
明
显
改
善



注意说明 注意事项  请仔细阅读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Please read it carefully

Q1：蜜都二裂酵母焕颜修护睡眠面膜夏天、冬天可以用吗？

A1：可以的，蜜都二裂酵母焕颜修护睡眠面膜一年四季都可以放心使用。

Q2：如何使用？

A2：一小碗一次性使用完。睡觉前，洁面后使用。

Q3：每天都可以使用吗？

A3：可以，每天都可以使用。

Q4：面膜改如何储存呢？

A4：面膜是果冻型小碗包装设计，一次开启用量建议当次使用完。产品放置于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



T H A N K 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