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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年眼部护理用品（含眼霜、眼膜、

眼部精华）线上销售额逐年上涨，2017年销售

额年增长率达27%。从消费人群来看，2017年

80后、85后仍是消费主力，但90后、95后的

消费贡献也近三成，不容小觑。其中95后人数

表现初露锋芒，消费力仍有提升空间。

睛益求精，

95后入伍“明眸”大军



据

大
数 数字时代

中突显眼部护理的重要性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AI应用、AR/VR的普及，人

们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护肤品牌也开始

把产品开发视觉放在数字时代的题材上，眼部解

压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崭现。

47%中国成年消费者对于黑眼圈、眼袋等

眼部问题感到十分受挫；而在亚太区，过去一年

间眼部护理新品开发数量仅占面部护理新品的

6%，眼部护理产品的供需缺口就是新品开发

的未来趋势！

未来



眼部护理品类分析

据2020年第一季度的数据统计，眼霜销量占比35.2%成为TOP1，眼膜占比
24.54%。



眼部护理品牌分析

本土国货品牌崛起美康粉黛

商品销量超越国际品牌欧莱雅，成
为眼部护理品牌中的销量冠军

（数据统计于2020年第一季度）



眼部护理功效宣称

2020第一季度眼部护理功效排行
数据来源：淘宝、天猫

抗衰 依然是眼

部护理功效需求的主流



眼部护理品牌分析

美康粉黛绿眼膜贴

珍贵螺旋藻精华，补水保
湿，润滑光泽肌肤

稚优泉酵素眼唇卸妆水
创新胶束分子技术，含有10花
卉发酵成分柔和舒缓肌肤

LILIA抚纹修护眼霜

富含肌肽、鲟鱼子酱等成分，有效
促进肌肤水循环，改善眼周肌肤松
弛，眼细纹，黑眼圈等眼部问题，
舒缓眼部疲劳，使眼部肌肤细致、

光滑，滋润并富有弹性。



眼部护理成分分析



眼霜产品成分宣称销量排行（2020年Q1）

眼部护理成分分析

眼部精华产品成分宣称销量排行（近30天）



肌底精华眼霜 – “发光眼霜”

市售
热卖产品



眼部精华肌底液 – “大眼精华”

市售
热卖产品



复颜玻尿酸水光充盈全脸淡纹眼霜 – “紫熨斗”

市售
热卖产品



新肌透修护眼部密集精华– “小棕瓶眼精华”

市售
热卖产品



特润修护精华眼霜 – “小棕瓶抗蓝光眼霜”

市售
热卖产品



微肌因修护焕采眼霜 – “大眼眼霜”

市售
热卖产品



晶致眼霜 – “晶致眼霜”

市售
热卖产品



Filorga/菲洛嘉 靓丽眼霜 – “360雕塑淡化黑眼圈”

市售
热卖产品



眼周肌肤的特点：

 薄更脆弱，皮肤中的细胞外基质、脂肪及皮脂腺都更少

 不停地运动（表情纹），暴露于各种不利环境中

眼周的娇嫩肌肤

皱纹
眼袋

黑眼圈

衰老、疲劳的迹象在眼周皮肤上体现

的很迅速。

眼部肌肤小
知识



是什么造成了眼周肌肤的问题？

微循环的改变 ECM（细胞外基质）改变

有色血液副产物液体的积累
减少和破坏ECM成分

基质支撑成分的减少和损害造成眼周肌肤的衰老疲劳现象

眼袋 黑眼圈 皱纹眼袋

黑眼圈

眼周肌肤

血管增生

眼部肌肤小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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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周问题3

眼部

皱纹

黑眼圈

眼袋

紧致

焕亮

滋养



眼周的皮肤厚度只有0.5毫米左右，大约是脸部其他部位皮肤厚度的四分

之一，但同时我们的眼周集中着22块肌肉，每天眨动上万次，根本无法通

过自身意识来避免。

眼周的皮肤被肌肉反复地拉伸与放松，会使胶原蛋白重新排列，并随着时

间的流逝，最终失去弹性，表情纹就在这几百万个一眨眼间，悄悄爬上我

们的眼角，变得越来越深。

年龄增长，皮肤老化，皮肤水合作用下降角质层变干，引起

皮肤脱皮剥落、皮肤弹性下降，促使皱纹形成

皱 纹

干 纹



发射仿生信号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优化皮肤基质结构

睛益求精

滋养

干纹

皱纹

保湿
补充保湿因子

提升自身保湿因子产量

打开水通道

锁住水分子 肌肤水光针

从内而外 全面保湿

珍稀原生植物细胞能量

细胞美容学，解决内/外源性皱纹

逆时肽

丽肤盈（植物系抗皱）

猴面包树果提取物



内调
激活细胞原生动力

外养
快速修复受损&衰老细胞

滨海剌芹愈伤组织培
养物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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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干细胞专利技术
- 被NASA航空局誉为“高储能植物”，肉眼可数的植

物干细胞源于濒临灭绝的珍稀盐土植物，一滴精华液

渗入肌肤基底层即可激活细胞原始能量，提高肌肤的

新陈代谢，改善肌肤自愈能力；

-以全球顶尖美肤专家的研发实力为基石，经验丰富的

资深研发专家通过高科技高精准的组合化学及分子建

模定制的多肽活性成分，提高其受体结合能力、安全

性及皮肤的渗透能力，见效快、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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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稀

盐土植物占所有植物种群的2%

- 生存环境恶劣
盐土植物根部生长在海洋介质中，从其起源开始，

面临着与陆地植物不同的生存条件（脱水，日光，UV，盐分）

- 高蓄能
盐土植物体内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分子，来适应严酷的生存条件

渗透调节：氨基酸，多元醇，混合脂

盐土植物



珍稀植物精粹
注入细胞原动力

干细胞专利技术

- 干细胞的活性成分具有完整的生物学功能

- 每个未分化的细胞含有植物的所有组分

全能性 & 去分化



从种子开始培养植物
（不破坏当地植被）

植物生长发芽
需要历经一个月的时间

植物去分化处理
得到愈伤组织

培养更多的愈伤组织继代培养
使植物干细胞保持不分化的状态下一直增殖

从水溶介质中
过滤出来

冷冻干燥

悬浮增殖

总共需要经历
40个月

干细胞专利技术细胞能量



 选取珍贵“高储能”盐土植物

• 蕴含更丰富的活性成分

• 实验室培养，不破坏当地植被

• 严格可控的生长环境，避免当地环境对植物细胞的影响

 提取植物可无限分裂的干细胞

• 独特的干细胞培养技术

• 得到植物的完整组分

• 冷冻干燥，最大限度保留细胞内全部的活性成分

干细胞

由细胞膜包裹着的微胶囊

在皮肤上使用时，机械剪切导致膜

破裂：将分子内活性在皮肤上释放

1克冻干粉含有超过1亿个植物干细胞

源于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

在400倍的显微镜下

可以清晰看到植物细胞

干细胞专利技术-肉眼可数的干细胞细胞能量



滨海剌芹愈伤组织培养物滤液

有助于弹性蛋
白数量的增加

有助于原纤蛋
白数量的增加

细胞能量



Source: Control 10-month study of a self-regulatory & repairing serum on the 3 main signs of aging induced by hectic life rhythms

J.M. Sainthillier1, S. Mac-Mary1, A. Reza², J. De Lacour Sussac², C. Montastier², P. Humbert3

20名志愿者

衰老迹象：缺少光泽

增加肌肤光泽弹性以及抗皱

人体试验

Treatment  applied twice daily, during 10 months, to their whole face & to one side of their upper chest:

含有0.2%海茴香和滨海刺芹的 干细胞精华与空白对照精华使用10个月，每天两次，使用部位为脸部以及上半部分胸部

PANEL:人群

60 healthy Caucasian female volunteers, aged 30-60 years old, 

with one or several disorders: 60名健康的百人志愿者，年龄在30-60之间，具有一项或者多项皮肤问题

lack of sleep, stress, polluted environment, smoking, unhealthy eating habits 缺少睡眠，承受压力，环境污染，吸烟以及不健康大的饮食习惯

3 groups of 20 subjects with sign of skin aging, 3组，每组20人，志愿者自我评估在脸部以及颈部有明显的老化迹象

determined by a face and upper chest self-assessment

20名志愿者

衰老迹象：皱纹
20名志愿者

衰老迹象：缺少弹性

细胞能量



100%的志愿者表示使用产品后容光焕发，98.9%的志愿者发现自己更漂亮，更光亮了并且皮肤更有
弹性。95.5%的志愿者发现自己更年轻了。

结 果
Evolu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 Face serum (in %) (by volunteers)志愿者自我评估

国际护肤品牌公司干细胞产品消费者调查报告
信息仅供参考 不做商业用途

细胞能量 滨海剌芹愈伤组织培养物滤液



INCI：透明质酸（和）硅烷三醇

EPIDERMOSIL
肌肤水光针

加强肌肤结构

补充透明质酸

促进角质形成细胞增殖

促进成纤维细胞增殖

Si

CH3

OHHO

OH

硅烷醇

低分子量
透明质酸

低分子量
透明质酸

低分子量
透明质酸

+
低分子量 (150-600kDa) 

透明质酸

保湿



EPIDERMOSIL®
为肌肤补充活性硅及透明质酸，重建肌肤结构



皱纹

时间

活性硅

EPIDERMOSIL®
为肌肤补充活性硅及透明质酸，重建肌肤结构



HA HA HA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alone Epidermosil

活性硅使得低分子量透明质酸更好地渗入皮肤

Poor penetration and bioavailability
Concentration in the superficial layers

Good penetration and bioavailability
Optimal repartition

EPIDERMOSIL®
为肌肤补充活性硅及透明质酸，重建肌肤结构



EPIDERMOSIL®
为肌肤补充活性硅及透明质酸，重建肌肤结构

5% Epidermosil ，使水通道蛋白-3的表达完全恢复，从而提供皮肤最佳水合能力



EPIDERMOSIL®
为肌肤补充活性硅及透明质酸，重建肌肤结构

促进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 +63%

促进成纤维细胞的增殖 +96%

成
纤

维
细

胞
增

殖

0

50

100

150

200

+15%

+96%



角质形成细胞
增殖

更多CD44的表达

刺激透明质酸（HA）的生成

透明质酸（HA）
和它的受体CD44

的结合

良性循环
促进表皮层厚度增加

EPIDERMOSIL®
为肌肤补充活性硅及透明质酸，重建肌肤结构



EPIDERMOSIL®
为肌肤补充活性硅及透明质酸，重建肌肤结构

5% EPIDERMOSIL 膏霜

一天两次面部使用持续使用29天

PRIMOS 评估和 VISIA CR 成像



皱纹

人体内在的自然渐进衰老过程

内源性老化

环境因素影响

ROS、UV照射、自由基，对皮肤有累积

作用并导致胶原及细胞基质降解

外源性老化

紧致



表情纹

7天

抚平

比

更
安全

肉毒杆菌

逆时肽 BPN-alheline®solution 
乙酰基六肽-8

BPN-alheline® solution 与引起肌肉收
缩的核心蛋白SNAP-25 结构相似，它
参与竞争SNAP-25 在融泡复合体的位

点，抑制了神经递质的释放通道，使
之不能有效释放神经递质，从而减少
肌肉收缩，减少及改善皱纹。BPN-
alheline® solution因其分子量小，保证

了其作为外用皮肤时有良好的透皮性，
从而达到快速抚平表情纹的效果。

美容小分子肽

的

抚纹



抚纹

相关神经信号的传导引起了肌肉收缩，

在此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SNAP-25蛋

白。

当SNAP-25 蛋白占据正确位置时，

SNARE 蛋白复合物（SNARE COMPLEX）

形成。此蛋白形成，神经通路联通，

神经递质顺利释放，肌肉收缩。

BPN-alheline® solution 与SNAP-25 的结

构类似，可以竞争性地占据原本SNAP-

25 所在的神经通路的位置，SNARE 复

合物无法形成，阻断了神经通路的联

通，减轻肌肉收缩，改善动力性皱纹。

逆时肽 BPN-alheline®solution 
作用机制



抚纹 逆时肽 BPN-alheline®solution 
乙酰基六肽-8

添加5.0% BPN-alheline® solution 的乳液，志愿者每天眼周

涂抹两次，28 天后眼周旁的皱纹粗糙度减少19.76%，

皱纹密集度减轻了53.6%。



对表皮的作用

刺激角质形成细胞再生

增加表皮厚度

通过重建表皮恢复角化层粘附作用

REVERSKIN 真正的细胞充能剂

一种植物活性产品——一种强大的天然活性成分——使

用高科技提取，浓度最大化，超越天然状态

紧致



REVERSKIN®Control

标记物分析 Ki-67

Ki-67标记显示，经REVERSKIN®处理后，基底层角质形成细胞增殖3.3倍(p<0.001) ，显示出刺激细胞再生的效果。

D35

刺激角质形成细胞再生

REVERSKIN 修复肌肤紧致



DEJ组织性改善：35天后，DEJ已被建
立，且抗压力更佳

表皮皮层更加清晰

35天后，VII型胶原蛋白增加 22%
+20% (p<0.01)

Control

Control

REVERSKIN®

D35

REVERSKIN® D35

+22% (p<0.05)

VII型胶原蛋白标记物

35天后， IV型胶原蛋白增加 DEJ更为清晰，粘附性更佳

REVERSKIN 修复肌肤紧致



出色的结果

重建20岁一般的皮肤厚度
使用来自50岁捐赠人的成纤维细胞重建皮肤，这一嵌合模型的表皮经过REVERSKIN®

处理后，其厚度接近20岁皮肤

Control reconstructed skin
(with 50 years old fibroblasts)

对照，重建皮肤
（使用50岁成纤维细胞）

REVERSKIN®reconstructed skin
(with 50 years old fibroblasts)

REVERSKIN®处理后的重建皮肤
（使用50岁成纤维细胞）

Young reconstructed skin
(with 20 years old fibroblasts)

年轻的重建表皮
（使用20岁成纤维细胞）

REVERSKIN 修复肌肤紧致



临床研究
增加皮肤水合度

水合速度：35天后，对照组的3.5倍

水合度

x 3.5 (p<0.05)

水
合

度
增

加
（

%
）

REVERSKIN 修复肌肤紧致

Control对照组

REVERSKIN®

28天后，皱纹肉眼可见地变平滑



LIFTISS® SB 猴面包树果提取物（瞬时紧肤剂）

热带草原气候终年炎热，有明显的干湿季节。猴面包
树在雨季吸收大量水分，贮藏在肥大的树干里。它的
木质部像多孔的海绵，里面含有大量水分，度过旱季
恶劣的环境，并解救因干渴而生命垂危的旅行者，因
此又被称为“生命之树” 、“沙漠绿洲”。

LIFTISS是从果肉包裹的种子中提取的。

从猴面包树果肉中得到的凝胶体含的黏液富含糖份，特别是
木糖和a羟基酸。
• 多聚糖的含量：50-55% （/干基）

含半乳糖醛酸（77%）和主要含木糖的中性糖（7%）
• 游离糖含量：35-40% （/干基）
• a羟基酸含量：9-10% （/干基）
• 多酚含量：5% （/干基）

紧致



LIFTISS® SB 猴面包树果提取物（瞬时紧肤剂）

功效测试
20名志愿者涂抹含有5%LIFTISS的凝胶于皮肤上，并对其平滑作用进行测量

对于72%的志愿者，Liftiss能够减少细纹皱纹数：-41%

对于67%的志愿者，Liftiss能够减浅表面皱纹深度：-24%

紧致



抗疲劳

促进血液微循环

焕亮

修护

都市人夜生活习惯改不掉

双眼能量值红色预警眼圈越熬越黑



血管型
由于眼周皮肤薄，皮下血管的颜色更容易透出来
（类比手腕处的青筋颜色），或者随着年纪变大
皮肤弹性下降、皮下脂肪减少，也会导致皮肤越
来越薄，透出来的血管颜色远远看起来就跟黑眼
圈一样

 眼周血流循环不畅或眼周血管缺氧，让血液

更加偏紫色，比如熬夜、心血管疾病等原

因；

 血管膨大或血管破裂导致了淤血，比如外伤

（被打成熊猫眼）、热敷、鼻炎或者内服舒

张血管的药物等原因；

色素型
由于日晒或者炎症导致的黑色素沉积

色素型

当有突出的眼袋或者凹陷
的泪沟存在时，由于光线
不太能直接照到黑眼圈那

个部位，就显得发黑

睛益求精



抗疲劳

加班、熬夜

黑眼圈

净活

卸妆残留、城市污染

蛋白酶体净活因子 + 脱羧基肽

消除受损蛋白

微循环

揉搓双眼、外界损伤

北非雪松

多重靶向，改善眼部问题



抗疲劳

肌肤 疲劳



净活



净活



净活 醣化反应，类似烤鸭“焦化”：
蛋白质变脆、变硬，颜色变为褐色，但在
皮肤上。。。不仅是让胶原蛋白失活，弹
性蛋白失去弹性和支撑。更会让肤色变得
暗黄！！ALISTIN 全新抗糖化和抗氧化技术

INCI：脱羧基肽HCL



ALISTIN 从两个层面保护胶原蛋白和其它蛋白糖化：

• 预防：清除游离糖

• 修复：通过糖化回转机制替代已经糖化的蛋白质

净活

ALISTIN 全新抗糖化和抗氧化技术



微循环



CERNILYS®
多重靶向，解决眼部问题 收缩血管

INCI：甘油（和）水（和）北非雪松树皮提取物



CERNILYS®
多重靶向，解决眼部问题 抑制血管再生



CERNILYS®
多重靶向，解决眼部问题



MeiYanOL 美眼OL 三重保护
INCI名：接骨木提取物

中和炎症的ROS影响

减少VCAM-1和ICAM-1的表达

白细胞附着减少

1

2

3

微循环



炎症

TNF

连接蛋白（VCAM-1, ICAM-1）
的表达

白细胞附着

内皮屏障被破坏

白细胞外渗

细胞质漏出 红细胞漏出

水肿– 眼袋 黑眼圈

MeiYanOL 三重保护 美眼OL

ROS
铁介导的ROS

ROS和铁介导的ROS可增
强炎症

1

MeiYanOL 清除ROS，防止
它们的形成

降低炎症

抗氧化剂
DPPH

0.4

铁的螯合
Ferrozine test铁试剂实验

3.2



炎症

TNF

连接蛋白（VCAM-1, ICAM-1）
的表达

白细胞附着

内皮屏障被破坏

白细胞外渗

细胞质漏出 红细胞漏出

水肿– 眼袋 黑眼圈

MeiYanOL 三重保护 美眼OL

使用MeiYanOL减少血管内皮细
胞连接蛋白的表达

2



炎症

TNF

连接蛋白（VCAM-1, ICAM-1）
的表达

白细胞附着

内皮屏障被破坏

白细胞外渗

细胞质漏出 红细胞漏出

水肿– 眼袋 黑眼圈

MeiYanOL 三重保护 美眼OL

因为在血管内皮细胞连接蛋白的表达更
少，白细胞被附着的更少

3

Control + TNFα + MeiYanOL 1%



MeiYanOL 三重保护 美眼OL

MeiYanOL有效减少大部分受试者的
眼袋浮肿

祛眼袋功效（从宏观照片中分析眼袋体积）
志愿者于眼周涂抹含1.5%MeiYanOL的膏霜，每天2

次，连续使用4周

平均减少
有效果的受试
者人群比例



MeiYanOL 三重保护 美眼OL

有效降低大部分受试者的黑眼圈的强度；减少红
细胞的泄露，预防血红色暗沉。

使用TIVI方法观察红细胞在选定区域的聚集，测定黑眼圈的强度
志愿者于眼周涂抹含1.5%MeiYanOL的膏霜，每天2次，连续使用4周

平均减少

有效果的受试
者人群比例

黑眼圈更小，并且亮度提高。



眼袋

水 肿 型

结 构 型



睛益求精

眼袋形成机理



MeiYanOL 美眼OL 三重保护
INCI名：接骨木提取物

祛眼袋



咖啡因硅烷醇C(CAFEISILANE C)是一种硅烷醇。硅烷醇类是有机硅的衍生物,可溶于水,具有很丰富的羟基功能,并通过缩合一些

有特性的根而获得,所以它即具有本身的生物功能,又具有那些由天然物构成的根所带来的特殊功能。在咖啡因硅烷醇C上,主要的

根是咖啡因, 同时也有甘露糖醛酸。

生物作用：

 解脂- 抗蜂窝织炎

 环状腺苷磷酸(c-AMP)的刺激解
脂功能

 对脂蛋白脂肪酶的抑制

CAFEISILANE C
咖啡因硅烷醇，紧实眼部肌肤

INCI：硅氧烷三醇藻酸脂（和）咖啡因



解脂- 抗蜂窝织炎

脂肪的形成主要来源于两个前体:α-甘油
磷酸酯和以脂蛋白形式存在于血液中的脂
肪酸。其中α-甘油磷酸酯是葡萄糖代谢的
结果。

脂肪细胞膜内含有复杂的酶,脂蛋白脂肪酶,
它能水解脂蛋白以释放其中的脂肪酸,然后
再将该脂肪酸以甘油三脂形式储存在脂肪
细胞中。

解脂的过程是在脂肪细胞内进行的,将甘油
三脂水解并释放脂肪酸和甘油。

CAFEISILANE C
咖啡因硅烷醇，紧实眼部肌肤



环状腺苷磷酸(c-AMP)的刺激解脂功能

体外实验-解脂功能

从体内脂肪组织中提取新鲜的脂肪细胞并在
适合的培养基内保持它几个小时的活性。

咖啡因硅烷醇C表现出很好的解脂功能,比
同样浓度的咖啡因和甘露糖醛脂硅烷醇
C的功能要强。

CAFEISILANE C
咖啡因硅烷醇，紧实眼部肌肤



消水肿

连续使用含5% 的BPN-entendido® solution 眼
霜10 天后，受试者的眼袋问题有了显著改善。

当眼部血管通透性增加时，细胞液过量溢出，

造成眼睛水肿。BPN-entendido®solution能剂

量依赖地抑制血管表皮细胞的通透性。随着

剂量增加，可检测到的透膜物质浓度大为减

少。这种对血管通透性的抑制作用避免了细

胞液过度渗出，减轻眼睛水肿。

靓眼肽（乙酰基四肽-5）BPN-entendido® solution



全效复合活性
祛皱+祛黑眼圈+祛眼袋



INCI：水/聚山梨醇酯-20/卡波姆/乙酰基四肽-
5/棕榈酰五肽-4/乙酰基六肽-8

BPN-eyessence®2500 solution

精致眼部赋活肽

赋活

乙酰基六肽-8 是对抗表情纹的多肽
产品之一，它能够竞争SNAP-25 蛋
白在SNARE 复合物中的作用位点，

减少神经递质释放，从而降低肌肉
收缩频率、舒
缓表情纹。

棕榈酰五肽-4 可以显著促进皮肤

成纤维细胞生长、提高胶原蛋白
合成，深层修复皱纹，使祛皱效

果更持久。

乙酰基四肽-5 能够改善眼部血管的微循环，

缓解水肿和黑眼圈，同时还能抑制胶原蛋白
的糖基化作用，防止胶原分子被损伤，减轻

眼袋的形成。



赋活



有效地抑制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

的活性，减少眼周血管收缩，促进
血液循环，从而改善黑眼圈；提升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活性

强化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保
护胶原蛋白分子，减轻由胶
原蛋白糖化、堆积而形成
的眼袋

赋活



ESXY 509Y324 眼围合剂+

3种硅烷醇
HYDROXYPROLISILANE CN 、

D.S.H. CN、ASCORBOSILANE C

5种植物提取物
小米椒果、葡萄柚、假叶树根、

问荆、光果甘草根

2种美白剂
ALBATIN 、ASCORBOSILANE C

结缔组织改善，促进成纤维细胞、
角质形成细胞增殖

消炎、抗水肿、促进微循环、
抗自由基、抑制酪氨酸酶活性

抑制酪氨酸酶活性、
多巴色素互变酶

去皱、保湿、敏感肌
呵护、美白提亮

保湿、舒缓、美白
提亮、消除红血丝

舒缓、美白提亮

全效



所有细胞的寿命都是有限的
分裂数次后，即步入衰老

增加细胞
有丝分裂

潜在增加
新生成胶原蛋白的产量

保持成纤维细胞增殖能力，延缓皮肤衰老

全效 ESXY 509Y324 眼围合剂+



ESXY 338Y324 眼围合剂

促进优质胶原蛋白生成，重建皮肤组织

胶原纤维较厚、杂乱 胶原纤维较薄
平行的方式排列直至表面

能够观察到大量新生结缔组织被有序地重建。

全效 ESXY 509Y324 眼围合剂+



ESXY 338Y324 眼围合剂

长效保湿，提升皮肤活力D.

D.S.H. CN 透明质酸硅烷醇–长效保水

全效 ESXY 509Y324 眼围合剂+



大眼周问题3
眼部

皱纹

黑眼圈

眼袋

全效眼部护理



眼 部 护 理 全 透 析

睛 益 求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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