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焕颜透亮  赶走熬夜肌

——蜜都烟酰胺原液



熬夜加班、手机蓝光
各种肌肤问题接踵而至

工作压力、熬夜、手机蓝光、日晒让肌肤压力重重？

暗沉、粗糙、出油、敏感、细纹？各种肌肤问题让你显得疲倦...



蜜都全新烟酰胺多肽莹润安瓶原液
Midou brand new nicotinamide peptide brighting ampoule original solution

亮肤原液   一滴拯救熬夜肌

1.密集滋养：    补充肌肤水分，形成保湿膜，持久保湿

2.莹润透亮：    肤质得到滋养改善，由内而外透亮光彩

3.嫩滑细腻：    深入肌底，深层养护，肌肤柔嫩细腻

4.多效修护：    肤质得到改善，横扫干燥、粗糙、暗沉



拯救熬夜肌  焕现肌肤容光 
Save staying up late and show skin's radiance

亮
泽

烟酰胺
协同多重网红护肤成分

蜜都·烟酰胺多肽莹润安瓶原液
1ml × 7支/盒

·莹润亮
肤

·改善暗沉

·深层滋养

·多效修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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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都·烟酰胺多肽莹润安瓶原液

【产品名称】烟酰胺多肽莹润安瓶原液

【产品规格】1ml × 7支/盒

【产品成分】水、烟酰胺、三肽-1、乙酰基六肽-8、五肽-3、

神经酰胺 2、透明质酸钠、糖类同分异构体、聚谷氨酸等；

【产品介绍】沁润滋养，焕颜亮肤，有效补充肌肤水分和养分，

改善肌肤干燥、粗糙、无光泽等问题，令肌肤水润透亮，绽放

迷人光彩！



核心成分——烟酰胺
护肤界的“白月光”，注入肌肤光彩能量



核心成分

烟酰胺

赶走暗沉  光泽透亮
Get rid of dark skin, bright and visible

护肤界的“白月光”——烟酰胺

烟酰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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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

信号通道，减少肌肤黑素形成。

烟酰胺能够加快新陈代谢，，促进肌肤胶原蛋白合成，

使肌肤保持柔嫩光泽。同时它还具有良好的保湿效果，

减少皮肤水分流失，使皮肤保持水润平稳状态。

柔嫩
透亮

抗
氧化

保湿
锁水



黑色素产生的原因
Action principle of nicotinamide on skin

一图带你了解黑色素产生的原因

1.刺激阶段
紫外线到达真皮层，激活络氨酸酶

2.合成阶段
络氨酸酶在紫外线刺激下，合成黑色素

3.运转阶段
黑色素被细胞运输到皮肤表面，肤色开始暗沉

4.代谢阶段
代谢不了的黑色素停留在肌肤表面，影响肌肤光泽



烟酰胺对肌肤的作用原理
Action principle of nicotinamide on skin

表层：舒缓刺激  源头赋活

烟酰胺分子舒缓UV刺激，阻止络氨酸酶激活，从

源头减少肌肤暗沉现象；

里层：抑制络氨酸酶活性

烟酰胺小分子进入肌肤里层，多重分隔络氨酸酶

与黑色素细胞，阻止2者结合形成黑色素，保持肌

肤莹润透亮。

底层：促进代谢  合成胶原蛋白

烟酰胺进入肌肤底层，刺激肌肤细胞新陈代谢，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使肌肤角质层更新，更显柔

嫩细腻。



核心成分

聚谷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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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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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越的保湿营养肌肤的效果。

聚谷氨酸的主要功效：
1. 长效保湿，帮助皮肤缓解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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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效
保湿

嫩滑
弹润

紧致
细腻



核心成分

神经酰胺

多效修护  强韧肤质
Multi effect repair and strong skin

皮肤修护因子——神经酰胺

神经酰胺是一种具有网状结构的磷脂，与肌肤细胞膜的

磷脂几乎一致，其对肌肤具有很好的亲和力。神经酰胺

是细胞间基质的主要部分，在保持角质层水分的平衡中

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其具有优秀的保湿能力及屏障能力。

神经酰胺在细胞中更是起到调理作用，具有修护肌肤屏

障，改善干燥、粗糙、脱皮等肌肤问题，并拥有锁水保

湿功效。

多效
修护

提升
屏障

保湿
锁水



两大专利成分  

活性多肽组合+酶切透明质酸钠



多肽组合

三肽-1、乙酰基六肽-8、五肽-3 

专利成分一
活性多肽组合  肌肤的弹嫩密码

Elastic and tender code of active polypeptide combination skin

活性多肽组合

三肽-1、乙酰基六肽-8、五肽-3

（专利号：ZL 2013 1 0412973.1） 

三肽-1
加强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重整皮肤纤维组织

结构，让肌肤光滑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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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肌肤充盈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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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肌肤紧致富有弹性。



专利成分二

酶切透明质酸钠专利证书

（专利号：ZL 2012 1 0317032.5） 

小分子透明质酸钠 肌肤极易吸收
Small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is easily absorbed by skin

酶切小分子   渗透好吸收

运用独特酶切专利技术，将大分子透明质酸钠分

割成超微小分子，能够快速渗透肌肤，促进吸收。

透明质酸钠是理想的肌肤保湿因子，它与肌肤细

胞液化学结构相近，非常亲和，仿佛就像肌肤里

面的细胞液，有效渗透吸收，补水锁水，保持皮

肤滋润光滑，细腻，柔润，焕发水润光泽。
酶切透明质酸钠 



产品功效
焕颜透亮  绽放靓丽光泽



Radiant 3X 纳米渗透焕颜机制
Small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is easily absorbed by skin

1X：渗透肌底  促进吸收

Radiant纳米因子渗透肌底，激活肌

肤活力，加速肌肤新城代谢。

2X：持续滋养  改善肤质

Radiant纳米因子持续滋养，肤质得

到改善，干燥、粗糙、暗沉问题逐

渐消失

3X：加强巩固  光泽透亮

Radiant纳米因子在肌肤表面形成屏

障，提高肌肤亮泽度及抵抗力，加

强巩固

注：Radiant纳米因子是烟酰胺、三肽-1、乙酰基六肽-8、五肽-3、神经酰胺 2、透明质酸钠、糖类同分异构体、聚谷氨酸等成分的结合体



产品功效
焕颜透亮  尽显光彩柔润美肌

Glowing, translucent, brilliant, soft and beautiful

莹润亮肤
烟酰胺等卓效亮肤成分，有效击

褪肤色暗沉，使肌肤光彩透亮，

莹润动人。

柔嫩弹滑
原液中蕴含的等多种营养渗透肌肤，

能够促进肌肤合成胶原蛋白，使肌

肤更加细腻弹滑。

补水保湿
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 2 、聚谷

氨酸等多种补水保湿成分，有效

补水，提高肌肤含水量和锁水度，

让肌肤保持水润状态，

多效修护
蕴含神经酰胺 2、多肽等多重修护

成分，能够帮助改善改善肌肤干燥、

粗糙、无光泽等问题。



使用效果
坚持使用  匀净透亮
Adhere to the use of uniform and transparent

肤色暗沉  干燥粗糙 肤色改善  提亮一度 水润细腻  光泽透亮



独特包装 全封无菌保鲜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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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封无菌保鲜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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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方法 请按照以下步骤使用产品
Follow these steps to use th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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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独特的保鲜包装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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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在，洁面、爽肤水和精华之后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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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致痘致敏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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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