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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片类

R&D ON EXCELLENT PRODUCTS
研究开发优秀产品

▶ 心形贴片和爱神贴片 ▶ 指甲贴

▶ 翅膀形贴片

▶ 法令纹贴片

▶ 多种眼膜贴

▶ 四叶草形贴片 ▶ 睡眠贴 / 清凉贴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EYE 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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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膜类

▶  “V”线条紧致提拉面膜 ▶ 普通眼膜类型 ▶ 眼膜贴和遮瑕贴

▶ 运动和美容面膜(胶原蛋白) ▶ 假面凝胶面膜 

翅膀形贴片 心形贴片和爱神贴片

产品生产类型(综合)
▶ 普通面膜类型 

▶ JOLINA!睡眠凝胶面膜 

▶ 多种贴片

眼膜面膜 颈膜

唇贴

蝶形贴片 胸贴

四叶草形贴片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EYE 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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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眼膜60片(可用30次) 
亮白营养眼霜30ml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新产品

01 HYDRO GEL EYE PATCH
水凝胶眼膜

1 2 3 4

洗脸后,先使用化妆水整理皮肤纹
理,接着利用刮勺取出眼膜。(打开
第一层容器的盖取出眼膜贴)

根据眼底部分的形状贴上眼膜,约
过20～30分钟后撕掉眼膜。

眼膜第一步 眼膜第二步
为了提高保湿效果,轻轻敲打留在
皮肤上的精华素来助其被皮肤吸
收。

在面部充分涂抹紧致提拉解决方案
后,如按摩般轻轻敲打皮肤来助其
吸收。(打开第一层容器的盖取出精
华液涂抹)

眼膜第三步 眼膜第四步

[ 使用方法 ]

黄金钻石两步骤护理套装

第一步 |   亮白精华凝胶眼膜
黄金和钻石成分有助于使皮肤变成明亮而富有弹性的高贵的皮肤。富含海藻类,橘皮提取
物(Citrus Unshiu Peel Extract),绿茶,野大豆胚芽提取物,石榴提取物,芦荟,胶原蛋白,玫瑰
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养和保湿效果,使皮肤保持明亮,洁净,湿润而柔嫩。

第二步 |  紧致提拉Yang—Tul精油眼部解决方案
含有具有卓越美白效果的'烟酰胺',有助于皮肤美白及保持富有生机的肤色。为皮肤提供
足够的营养,使皮肤变湿润(Moisturiging)而柔嫩(Softing),并保持明亮的皮肤。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两步骤护理套装
保持明亮,晶莹剔透,洁净,湿润,柔嫩的皮肤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EYE 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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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FORCE黄金水凝胶眼膜
长时间保持湿润

DIAFORCE黄金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黄金和钻石成分使皮肤变晶莹剔透,明亮而富有弹性。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提取物,胶原蛋白和玫瑰水(Rose Water)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

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
·  有益于皮肤美容的珍珠粉成分有助于使皮肤保持洁净。
· 可水解的环保型高级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眼角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红酒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黄金和钻石成分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激活皮肤组织,使皮肤变晶莹剔透而富有弹性。
· 尤其,红酒提取物和胶原蛋白提取物为皮肤提供丰富的营养,保持光润而富有弹性的皮

肤。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胶原蛋白提取物和玫瑰水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养,弹性
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 具有天然皮肤净化能力的珍珠粉有助于使皮肤保持洁净。
· 可水解的水溶性高级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眼角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 黄金,钻石,珍珠成分使皮肤变洁净而晶莹剔透。
 · 尤其,野大豆胚芽提取物和胶原蛋白提取物为皮肤提供丰富的营养,保持光润而富有弹

性的皮肤。
 · 含有褐藻提取物,绿茶,芦荟,石榴,橘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同时提供营养及保湿,

弹性,清凉效果。
 ·可水解的水溶性凝胶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美丽迷人的,黄金钻石	

黄金钻石红酒水凝胶眼膜
晶莹剔透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美丽迷人的黄金钻石 
为眼角皮肤提供满满营养!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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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钻石水晶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黄金和钻石成分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激活皮肤组织,使皮肤变晶莹剔透而富有弹性。
· 尤其,红酒提取物和胶原蛋白提取物为皮肤提供丰富的营养,保持光润而富有弹性的皮

肤。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胶原蛋白提取物和玫瑰水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养,弹性
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 具有天然皮肤净化能力的珍珠粉有助于使皮肤保持洁净。
· 可水解的水溶性高级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眼角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牛奶精华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牛奶成分使皮肤变湿润而富有光泽,保持更加柔嫩而富有生机的皮肤。
· 含有橘皮提取物,褐藻(海藻类)提取物,芦荟提取物,石榴提取物,洋甘菊等植物成分,可以

为皮肤同时提供营养和弹性以及保湿,紧致提拉,清凉效果。
· 有益于皮肤美容的珍珠粉,胶原蛋白,泛醌(辅酶Q-10)等成分使皮肤保持光润而富有弹

性。
· 可水解的环保型眼膜贴,可以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祖母绿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芦荟(Aloe)成分镇静皮肤,使皮肤变明亮而保持洁净。含有橘皮提取物,褐藻(海藻类)提取
物,芦荟提取物,石榴提取物,洋甘菊等植物成分,为皮肤同时提供营养和弹性以及保湿,紧
致提拉,清凉效果。

· 有益于皮肤美容的珍珠粉,胶原蛋白,泛醌(辅酶Q-10)等成分使皮肤保持光润而富有弹
性。

· 可水解的环保型眼膜贴,可以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黑珍珠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黄金和黑珍珠粉(Black Pearl Powder)成分使皮肤变明亮,洁净而富有弹性。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玫瑰(Rose Extract),石榴,橘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足

够的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使皮肤变得更加柔嫩而湿润。
· 可水解的环保型凝胶(Gel)眼膜贴,可以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水晶水凝胶眼膜
晶莹剔透而鲜嫩的眼角皮肤

黄金钻石祖母绿水凝胶眼膜
感受清凉舒爽

牛奶精华水凝胶眼膜
保持更加柔嫩而富有生机的皮肤

黄金钻石黑珍珠水凝胶眼膜
明亮,洁净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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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和钻石成分有助于使皮肤变成明亮而富有弹性的高贵的皮肤。
· 富含海藻类,橘皮提取物(Citrus Unshiu Pell Extract),绿茶,野大豆胚芽提取物,石榴提取

物,芦荟,胶原蛋白,玫瑰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养和保湿效果,有助于使皮肤变
得光润而富有弹性。

· 高浓缩高级精华眼膜,具有可自然水解的环保型水溶性水凝胶贴片形式,可以感觉到眼
膜贴随着时间经过精华营养成分充分被皮肤吸收而逐渐变薄。

· 胶体金(Colloidal Gold)和钻石粉(钻石powder)成分使皮肤变明亮,晶莹剔透而保持洁
净。

· 含有橘皮提取物,褐藻(海藻类)提取物,石榴提取物,洋甘菊等植物成分,为皮肤同时提供
营养和弹性以及保湿,紧致提拉,清凉效果。

· 有益于皮肤美容的珍珠粉(Pearl powder),胶原蛋白(collagen),泛醌(辅酶Q-10)等成分使
皮肤保持光润而富有弹性。

· 可水解的环保型凝胶(Gel)眼膜贴,可以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水光)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红参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生成大量红参特有的生理活性成分——皂苷(Saponin),有足于激活皮肤组织,使皮肤变
得光润而富有生机和弹性。

· 尤其,含有红参优异的皮肤美容成分和国家公认抗皱原料——腺苷成分,促进皮肤角质的
角化等改善眼角皱纹的效果。钻石成分使皮肤变得更加明亮。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胶原蛋白等优秀美容成分的高品位凝胶(Gel)类眼膜贴,为皮肤同
时提供足够的营养,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高档型/大型)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为皮肤提供水分,保持鲜嫩的肤色
· 高品位黄金钻石管理程序
· 吸附力,舒适性,柔韧性优异
· 利用高新技术开发出的水溶性精华凝胶眼膜
· 满足营养,保湿,清凉,弹性,紧致提拉,亮白效果

产品特点

红参水凝胶眼膜
使您的皮肤变得更加美丽!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水光)
鲜嫩的皮肤!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高档型/大型)
如黄金和钻石般闪闪发光的高贵的皮肤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为眼角皮肤提供满满营养!

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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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产品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DIAFORCE黄金水凝胶眼膜

牛奶精华水凝胶眼膜 黄金钻石黑珍珠水凝胶眼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黄金钻石红酒水凝胶眼膜 黄金钻石水晶水凝胶眼膜 黄金钻石祖母绿水凝胶眼膜

红参水凝胶眼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水光)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热销产品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 黄金,钻石,珍珠成分使皮肤变洁净而晶莹剔透。
· 尤其,野大豆胚芽提取物和胶原蛋白提取物为皮肤提供丰富的营养,保持光润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 含有褐藻提取物,绿茶,芦荟,石榴,橘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

果。
· 可水解的水溶性凝胶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

产品特点

2019

热销产品美丽迷人的黄金钻石 

黄金钻石两步骤护理套装
2018

热销产品保持明亮,晶莹剔透,洁净,湿润,柔嫩的皮肤

DIAFORCE黄金水凝胶眼膜

· 黄金和钻石成分使皮肤变晶莹剔透,明亮而富有弹性。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提取物,胶原蛋白和玫瑰水(Rose Water)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

湿效果。
· 可水解的环保型高级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眼角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2017

热销产品为眼角皮肤提供满满营养!

第一步 |  亮白精华凝胶眼膜
黄金和钻石成分有助于使皮肤变成明亮而富有弹性的高贵的皮肤。富含海藻类,橘皮提取物(Citrus 
Unshiu Peel Extract),绿茶,野大豆胚芽提取物,石榴提取物,芦荟,胶原蛋白,玫瑰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
肤提供营养和保湿效果,使皮肤保持明亮,洁净,湿润而柔嫩。

第二步 |  紧致提拉Yang—Tul精油眼部解决方案
含有具有卓越美白效果的 '烟酰胺', 有助于皮肤美白, 保持富有生机的肤色。为皮肤提供足够的营养,使皮
肤变湿润(Moisturiging)而柔嫩(Softing),并保持明亮的皮肤。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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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高档型/大型)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黄金和钻石成分有助于使皮肤变成明亮而富有弹性的高贵的皮肤。
· 富含海藻类,橘皮提取物(Citrus Unshiu Peel Extract),绿茶,野大豆胚芽提取物,石榴提取

物,芦荟,胶原蛋白,玫瑰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养和保湿效果,有助于使皮肤变
光润而富有弹性。

· 高浓缩高级精华眼膜,具有可自然水解的环保型水溶性水凝胶贴片形式,可以感觉到眼
膜贴随着时间经过精华营养成分充分被皮肤吸收而逐渐变薄。

· 使眼角皮肤变湿润而柔嫩。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普通型/小型)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黄金和钻石成分有助于使皮肤变成明亮而富有弹性的高贵的皮肤。
· 富含海藻类,橘皮提取物(Citrus Unshiu Peel Extract),绿茶,野大豆胚芽提取物,石榴提取

物,芦荟,胶原蛋白,玫瑰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养和保湿效果,有助于使皮肤变
光润而富有弹性。

· 高浓缩高级精华眼膜,具有可自然水解的环保型水溶性水凝胶贴片形式,可以感觉到眼
膜贴随着时间经过精华营养成分充分被皮肤吸收而逐渐变薄。

· 使眼角皮肤变湿润而柔嫩。

产品特点

常规产品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普通型/小型)
给多种部位带来美丽!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高档型/大型)
明亮而富有弹性的高贵的皮肤!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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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高档型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小型

黄金和钻石成分有助于使皮肤变成明亮而富有弹性的高贵的皮肤
请使用MISKIN眼膜获得明亮而富有生机的眼角皮肤!1
同时获得保湿,柔嫩,营养,弹性,紧致提拉效果!
亮白·保湿·紧致提拉2



DIAFORCE黑色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黑珍珠粉(Black Pearl Power)成分使皮肤变明亮,洁净而富有弹性。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玫瑰(Rose Extract),石榴,橘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足

够的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使皮肤变湿润而柔嫩。
· 可水解的环保型高级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眼角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黑珍珠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黄金和黑珍珠粉(Black Pearl Power)成分使皮肤变明亮,洁净而富有弹性。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玫瑰(Rose Extract),石榴,橘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足

够的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使皮肤变湿润而柔嫩。
· 可水解的环保型凝胶(Gel)眼膜贴,可以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洁净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黄金钻石黑珍珠水凝胶眼膜

明亮而富有生机的眼角皮肤
DIAFORCE黑色 水凝胶眼膜

DIAFORCE黄金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黄金和钻石成分使皮肤变晶莹剔透,明亮而富有弹性。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提取物,胶原蛋白和玫瑰水(Rose Water)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

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
· 有益于皮肤美容的珍珠粉成分有助于使皮肤保持洁净。
· 可水解的环保型高级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眼角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DIAFORCE红宝石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 钻石和红宝石成分激活皮肤,使皮肤变晶莹剔透而富有弹性。
· 尤其,红宝石和胶原蛋白提取物为皮肤提供丰富的营养,保持光润而富有弹性的皮肤。含

有海藻类,绿茶,芦荟,胶原蛋白提取物和玫瑰水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
湿和清凉效果。

· 珍珠粉(Pearl Powder)成分使皮肤保持洁净。
· 可水解的水溶性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眼角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DIAFORCE黄金水凝胶眼膜
晶莹剔透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DIAFORCE红宝石水凝胶眼膜
完成光润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常规产品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EYE 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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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和黑珍珠粉(Black Pearl Powder)成分使皮肤变明亮,洁净而富有弹性。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玫瑰(Rose Extract),石榴,橘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供应足

够的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使皮肤变湿润而柔嫩。
· 可水解的水溶性凝胶(Gel)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产品特点

· 生成大量红参特有的生理活性成分——皂苷(Saponin),有足于激活皮肤组织,使皮肤变
得光润而富有生机和弹性。

· 尤其,含有红参优异的皮肤美容成分和国家公认抗皱原料——腺苷成分,促进皮肤角质的
角化等改善眼角皱纹的效果。钻石成分使皮肤变得更加明亮。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胶原蛋白等优秀美容成分的高品位凝胶(Gel)眼膜贴,为皮肤同时
提供足够的营养,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红参水凝胶眼膜(小型)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产品特点

含有红参成分的高品位眼膜
红参水凝胶眼膜(小型)

明亮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 黄金和钻石成分有助于使皮肤变成明亮而富有弹性的高贵的皮肤。
· 富含海藻类,橘皮提取物(Citrus Unshiu Peel Extract),绿茶,野大豆胚芽提取物,石榴提取

物,芦荟,胶原蛋白,玫瑰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养和保湿效果,有助于使皮肤变
光润而富有弹性。

· 高浓缩高级精华眼膜,具有可自然水解的环保型水溶性水凝胶贴片形式,可以感觉到眼
膜贴随着时间经过精华营养成分充分被皮肤吸收而逐渐变薄。

· 使眼角皮肤变湿润而柔嫩。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产品特点

· 黄金,钻石,珍珠成分使皮肤变洁净而晶莹剔透。
· 尤其,红酒(Wine)提取物和胶原蛋白提取物为皮肤提供丰富的营养,保持光润而富有弹性

的皮肤。
· 含有褐藻提取物,绿茶,芦荟,石榴,橘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

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 可水解的水溶性凝胶(Gel)眼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

黄金钻石红酒水凝胶眼膜 规格 60片(可用30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产品特点

黄金和钻石的美妙组合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保湿
黄金钻石红酒水凝胶眼膜

常规产品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EYE PATCH

为您的皮肤提供天然护理   2322    MISKIN   



常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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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眼膜 早晨惊喜黄金水凝胶眼膜

黄金蜗牛水凝胶眼膜 黑珍珠水凝胶眼膜 KEYSKIN水凝胶眼膜

黄金眼膜 维生素水凝胶眼膜贴和遮瑕贴 黄金小浣熊水凝胶眼膜贴和遮瑕贴

优选高级黄金水凝胶眼膜 黑珍珠黄金水凝胶眼膜 类蛇毒肽水凝胶眼膜

黄金和钻石的美妙组合

*本产品为高品位产品。
为您的皮肤提供天然护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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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HYDRO GEL MASK
水凝胶面膜

新产品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 规格 单片8片装

最小订购量 5,000套

· 如黄金和钻石般闪闪发光的高贵的皮肤
· 为皮肤提供水分,保持鲜嫩的肤色
· 高品位黄金钻石管理程序
· 吸附力,舒适性,柔韧性优异
· 利用高新技术开发出的水溶性精华凝胶眼膜
· 满足营养,保湿,清凉,弹性,紧致提拉,亮白效果

产品特点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水光)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0,000套

· 胶体金(Colloidal Gold)和钻石粉(钻石powder)成分使皮肤变明亮,晶莹剔透而保持洁
净。

· 含有橘皮提取物,褐藻(海藻类)提取物,石榴提取物,洋甘菊等植物成分,为皮肤同时提供
营养和弹性以及保湿,紧致提拉,清凉效果。

· 有益于皮肤美容的珍珠粉(Pearl powder),胶原蛋白(collagen),泛醌(辅酶Q-10)等成分使
皮肤保持光润而富有弹性。

· 可水解的环保型凝胶(Gel)面膜贴,可以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为皮肤提供足够的营养和保湿效果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

用黄金和钻石增强皮肤弹性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水光)

为您的皮肤提供天然护理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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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面面具提供与众不同的快乐,有助于身心美容。
· 含有胶体金(Colloidal Gold)和钻石粉(钻石powder),橘皮提取物,芦荟叶提取物,仙人掌

提取物,绿茶提取物,褐藻提取物,胶原蛋白等成分的可水解环保型凝胶(Gel)面膜贴,可以
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 具有良好皮肤美容效果的珍珠粉(pearl powder)含有泛醌(Ubiquinone)等成分,使皮肤
保持洁净而富有弹性。

· 在皮肤上感到清凉舒爽的环保型睡眠凝胶(Gel)假面面膜,可以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及
保湿和清凉效果。

· 假面面具提供与众不同的快乐,有助于身心美容。
· 含有胶体金(Colloidal Gold)和钻石粉(钻石powder),橘皮提取物,芦荟叶提取物,仙人掌

提取物,绿茶提取物,褐藻提取物,胶原蛋白等成分的可水解环保型凝胶(Gel)面膜贴,可以
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 具有良好皮肤美容效果的珍珠粉(pearl powder)含有泛醌(Ubiquinone)等成分,使皮肤
保持洁净而富有弹性。

· 在皮肤上感到清凉舒爽的环境友好型睡眠凝胶(Gel)假面面膜,可以同时提供营养,弹性
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假面凝胶面膜(保湿) 假面凝胶面膜(清凉)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4,000套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4,000套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 假面面具提供与众不同的快乐,有助于身心美容。
· 含有胶体金(Colloidal Gold)和钻石粉(钻石powder),橘皮提取物,芦荟叶提取物,仙人掌

提取物,绿茶提取物,褐藻提取物,胶原蛋白等成分的可水解环保型凝胶(Gel)面膜贴,可以
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 具有良好皮肤美容效果的珍珠粉(pearl powder)含有泛醌(Ubiquinone)等成分,使皮肤
保持洁净而富有弹性。

· 在皮肤上感到清凉舒爽的环保型睡眠凝胶(Gel)假面面膜,可以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及
保湿和清凉效果。

假面凝胶面膜(营养)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4,000套

产品特点
· 假面面具提供与众不同的快乐,有助于身心美容。
· 含有胶体金(Colloidal Gold)和钻石粉(钻石powder),橘皮提取物,芦荟叶提取物,仙人掌

提取物,绿茶提取物,褐藻提取物,胶原蛋白等成分的可水解环保型凝胶(Gel)面膜贴,可以
感觉到清凉舒爽,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

· 具有良好皮肤美容效果的珍珠粉(pearl powder)含有泛醌(Ubiquinone)等成分,使皮肤
保持洁净而富有弹性。

· 在皮肤上感到清凉舒爽的环保型睡眠凝胶(Gel)假面面膜,可以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及
保湿和清凉效果。

假面凝胶面膜(紧致提拉)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4,000套

产品特点

与众不同的快乐及营养
假面凝胶面膜(营养) 假面凝胶面膜(紧致提拉)

与众不同的快乐及紧致提拉

与众不同的快乐及保湿
假面凝胶面膜(保湿)

与众不同的快乐及清凉
假面凝胶面膜(清凉)

新产品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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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20,000套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20,000套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20,000套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20,000套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在您睡觉的时候让您的皮肤保持湿润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在您睡觉的时候让您的皮肤保持湿润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在您睡觉的时候让您的皮肤保持湿润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在您睡觉的时候让您的皮肤保持湿润

新产品

· 睡眠凝胶(Gel)眼膜带有有助于睡眠的眼罩,可以让您闭着眼睛保持舒适安逸的心情。尤其,
利用芳香疗法使用薰衣草,依兰依兰,洋甘菊等成分让您保持身心安适,从而有助于睡眠。

· "假面"可以让您获得与众不同的快乐,从而有助于身心美容。
· 黄金和钻石成分使皮肤变明亮而晶莹剔透。
· 含有褐藻(海藻类),绿茶,橘皮提取物,芦荟叶提取物等植物成分的环保型睡眠凝胶(Gel)

假面面膜,在皮肤上感到清凉舒爽,可以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产品特点
· 睡眠凝胶(Gel)眼膜带有有助于睡眠的眼罩,可以让您闭着眼睛保持舒适安逸的心情。尤其,

利用芳香疗法使用薰衣草,依兰依兰,洋甘菊等成分让您保持身心安适,从而有助于睡眠。
· "假面"可以让您获得与众不同的快乐,从而有助于身心美容。
· 黄金和钻石成分使皮肤变明亮而晶莹剔透。
· 含有褐藻(海藻类),绿茶,橘皮提取物,芦荟叶提取物等植物成分的环保型睡眠凝胶(Gel)

假面面膜,在皮肤上感到清凉舒爽,可以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产品特点

· 睡眠凝胶(Gel)眼膜带有有助于睡眠的眼罩,可以让您闭着眼睛保持舒适安逸的心情。尤其,
利用芳香疗法使用薰衣草,依兰依兰,洋甘菊等成分让您保持身心安适,从而有助于睡眠。

· "假面"可以让您获得与众不同的快乐,从而有助于身心美容。
· 黄金和钻石成分使皮肤变明亮而晶莹剔透。
· 含有褐藻(海藻类),绿茶,橘皮提取物,芦荟叶提取物等植物成分的环保型睡眠凝胶(Gel)

假面面膜,在皮肤上感到清凉舒爽,可以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产品特点
· 睡眠凝胶(Gel)眼膜带有有助于睡眠的眼罩,可以让您闭着眼睛保持舒适安逸的心情。尤其,

利用芳香疗法使用薰衣草,依兰依兰,洋甘菊等成分让您保持身心安适,从而有助于睡眠。
· "假面"可以让您获得与众不同的快乐,从而有助于身心美容。
· 黄金和钻石成分使皮肤变明亮而晶莹剔透。
· 含有褐藻(海藻类),绿茶,橘皮提取物,芦荟叶提取物等植物成分的环保型睡眠凝胶(Gel)

假面面膜,在皮肤上感到清凉舒爽,可以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产品特点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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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0,000套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0,000套

常规产品

产品特点
· 黄金(Gold)和钻石(Diamond)成分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产生清洁皮肤的作用。向皮肤提

供足够的水分和营养,保护敏感的皮肤,使皮肤变湿润而柔嫩,从而保持富有生机的皮肤。
· 此外,还含有海藻类提取物,芦荟提取物等天然成分,在皮肤上产生清爽的感觉,为皮肤提

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使皮肤变得更加美丽。
· 浓缩的精华成分紧紧附在皮肤上,向皮肤深处提供丰富的水分,从而产生舒缓皮肤和恢

复弹性的效果。随着时间经过,可以感觉到水溶性面膜的精华成分逐渐变薄。

· 黄金和钻石成分使皮肤变晶莹剔透,明亮而富有弹性。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提取物,胶原蛋白和玫瑰提取物(Rose Exract)等天然成分,为皮肤

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
· 有益于皮肤美容的珍珠粉成分有助于使皮肤保持洁净。
· 可水解的环保型高级面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DIAFORCE黄金水凝胶面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

向皮肤深处提供丰富的水分来舒缓皮肤及
使皮肤恢复弹性的面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

DIAFORCE 黄金水凝胶面膜 

HYDRO GEL MASK

产品特点

新产品

恢复湿润!

晶莹剔透,洁净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规格 单片1片(可用1次)
最小订购量 100,000个

· 具有优异效果的胶体银(Colloidal Silver)及维生素C,薄荷,薰衣草等10多种具有良好的
舒缓放松效果和对皮肤友好的天然香草成分使皮肤感到清凉舒爽并产生提神效果,从而
预防犯困,舒缓疲倦的身心。

· 把防困(Anti-Sleeping)贴贴在后颈部或额头上,则保持清凉舒爽的感觉,有助于在乏力疲
倦时转换心情,备考学生提高注意力以及驾驶者预防困驾。

JOLINA清凉防困贴

产品特点

上班族和驾驶者的喜讯!
预防犯困,消除精神压力

胶体银,维生素C,薄荷,茶树,仙人掌,桉树,石榴,玫瑰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薰衣草,
玫瑰水,香草

全成分

产品特点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0,000套

· 在古印度传说中的美女——莫卧儿女王为了追求美按照传统医学‘阿育吠陀’把对提高
皮肤弹性和皮肤亮丽以及去除皮肤垃圾具有优异效果的钻石粉与植物提取物混在一起
使用来保持了美丽。钻石现在也在去角质等换肤及各种激光治疗中广泛使用。

· 含有富含维生素C的济州橘皮提取物和绿茶,芦荟,透明质酸,胶原蛋白成分,使皮肤变得
更加明亮而富有弹性。

· 含有环保型纯植物海藻提取物,绿茶提取物,芦荟提取物,玫瑰水,橘子提取物,胶原蛋白
等,为皮肤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使疲惫的皮肤变明亮而美丽。

高级钻石水凝胶面膜

高级钻石水凝胶面膜
明亮而洁净的皮肤

JOLINA清凉防困贴

Jolina!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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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第一步 |  美白抗皱精华液
第二步 |  柑橘巧克力精华凝胶面膜和精华液

· 两步骤护理面膜和精华液
· 含有富含维生素C(Vitamin C)的济州柑橘成分(Citrus Unshiu Pearl Extract)和芦荟,海藻

类提取物,绿茶提取物,玫瑰提取物,红酒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弹性。 
国家公认(KFDA)美白抗皱功能

规格 单片薄膜包装5片装+安瓶4ml
最小订购量 10,000套

规格 单片薄膜包装5片装+安瓶4ml
最小订购量 10,000套

柑橘巧克力精华(凝胶面膜和精华液)

柑橘巧克力精华(凝胶面膜和精华液)
柑橘巧克力精华(凝胶面膜和精华液)

柑橘巧克力精华(凝胶面膜和精华液)

第一步 |  紧致提拉解决方案
· 在舒缓(Relex)的皮肤缩小毛孔来增强皮肤弹性。
· 通过强力紧致提拉(Lifting)作用保持皮肤的平衡,使皮肤变得鲜嫩,紧致而富有弹性。

第二步 |  亮白解决方案
· 采用有益于睡眠和安稳身心的芳香疗法的多功能面膜,使用混合洋甘菊,薰衣草,依兰依

兰的香料,舒适而提供睡眠和安稳身心的功能。
· 为皮肤提供足够的营养,使皮肤变湿润(Moisturiging)而柔嫩(Softing),并保持明亮而晶

莹剔透的的皮肤。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0,000套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0,000套

· 钻石在古印度阿育吠陀的皮肤美容法中被传为对管理角质,皮肤垃圾具有卓越效果。
· 含有富含维生素C的橘皮提取物(Citrus Unshiu Peel Extract),对皮肤友好,且对皮肤的吸

附力及保持皮肤光泽和保湿效果优异,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弹性。含有海藻类,绿茶,芦
荟,野大豆胚芽提取物,石榴提取物和玫瑰提取物,为皮肤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使
皮肤变得更加美丽。

· 黄金和钻石以及黑珍珠(Black Pearl Fowder)成分使皮肤变明亮,洁净而富有弹性。
· 含有海藻类,绿茶,芦荟玫瑰(Rose Extract),石榴,橘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提供营

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使皮肤变柔嫩而湿润。
· 可水解的环保型高级面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钻石水凝胶面膜

钻石水凝胶面膜

黄金钻石黑珍珠水凝胶面膜

黄金钻石黑珍珠水凝胶面膜
Gel Mask & Serum

更加富有弹性的皮肤

富含维生素C

常规产品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紧致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美丽的皮肤!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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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新产品

假面凝胶面膜(紧致提拉) 假面凝胶面膜(清凉) 假面凝胶面膜(营养) 假面凝胶面膜(保湿)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芳疗睡眠水凝胶面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 (胶原蛋白"W"面膜) 钻石水凝胶面膜 黄金钻石黑珍珠水凝胶面膜

DIAFORCE黄金水凝胶面膜 高级钻石泡沫去角质贴 柑橘巧克力精华 (凝胶面膜和精华液) 柑橘巧克力精华 (凝胶面膜和精华液)

规格 单片5片装
最小订购量 10,000套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胶原蛋白"W"面膜)
黄金钻石水凝胶面膜

胶原蛋白"W"面膜

MASK, JOLLINA EYE PATCH ETC

· 黄金和钻石以及珍珠成分使皮肤变洁净而晶莹剔透。
· 尤其,野大豆胚芽提取物和胶原蛋白提取物为皮肤提供丰富的营养,保持光润而富有弹

性的皮肤。
· 含有褐藻提取物,绿茶,芦荟,石榴,橘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

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 可水解的环保型高级面膜贴,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使皮肤变明亮而富有生机。

产品特点

常规产品

湿润而柔嫩皮肤

规格 单片10片装
最小订购量 20,000套

产品特点
· 在古印度传说中的美女——莫卧儿女王为了追求美按照传统医学‘阿育吠陀’把对提高

皮肤弹性和皮肤亮丽以及去除皮肤垃圾具有优异效果的钻石粉与植物提取物混在一起
使用来保持了美丽。钻石现在也在去角质等换肤及各种激光治疗中广泛使用。

· 钻石粉和泡沫成分结合在一起把对皮肤的刺激最小化,有助于轻柔地分解和去除各种陈
年角质和皮脂以及皮肤垃圾。

· 含有富含维生素C的济州橘皮提取物和绿茶,芦荟,透明质酸,胶原蛋白成分,使皮肤变得
更加明亮而富有弹性。

高级钻石泡沫去角质贴

高级钻石泡沫去角质贴
明亮而洁净的皮肤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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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强力紧致提拉 60ml 
브라이트닝 영양아이크림 50ml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新产品

03 SERUM & CREAM
精华液和护肤霜类产品

第一步 |  强力紧致提拉解决方案
· 在舒缓(Relex)的皮肤缩小毛孔来增强皮肤弹性。
· 通过强力紧致提拉(Lifting)作用保持皮肤的平衡,使皮肤变得鲜嫩,紧致而富有弹性。

第二步 |  亮白解决方案
· 为皮肤供应足够的营养,使皮肤变湿润(Moisturiging)。
· 使皮肤变得更加柔嫩(Softing),并保持明亮而晶莹剔透的皮肤。

强力紧致提拉两步骤护理套装

产品特点

· 通过“海带,昆布提取物和海洋深层水”的科学混合作用在皮肤上涂抹时可以防止水分蒸
发,使皮肤变得更加湿润而柔嫩。

· 黄金,钻石,珍珠成分等使皮肤变洁净而晶莹剔透。含有褐藻提取物和绿茶,芦荟,石榴,橘
皮提取物等天然成分,为皮肤同时提供营养,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使皮肤变得光润
而富有生机。

矿泉水水弹护肤霜 规格 1片装 30ml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产品特点

强力恢复皮肤平衡
强力紧致提拉两步骤护理套装

美白抗皱双效
矿泉水水弹护肤霜

第一步	|	提高皮肤弹性,缩小毛孔,恢复皮肤平衡
第二步	|	明亮而晶莹剔透的皮肤

MISKIN BEAUTY I SERUM & 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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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1片装 30ml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规格 1片装 30ml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PURPLE 9完美美白护理液
PURPLE 9
完美美白护理液

PURPLE 9完美抗皱护理液
PURPLE 9
完美抗皱护理液

新产品

· 含有具有卓越美白效果的‘烟酰胺’,有助于皮肤美白及保持明亮,洁净而富有生机的肤
色。

· 含有芦荟提取物,绿茶提取物,玫瑰提取物,鱼子酱提取物,天然精华成分为皮肤提供足够
的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使皮肤变得更加洁净而富有生机。含有胶原蛋白,维生素矿物
油等成分,保持更加美丽而湿润的皮肤。

产品特点

· 含有具有卓越抗皱效果的‘腺苷’,有助于去除皱纹及保持富有生机的肤色。
· 含有苦参提取物,芦荟提取物,绿茶提取物,玫瑰提取物,天然精华成分为皮肤提供足够的

营养,弹性以及保湿效果,使皮肤变得更加湿润而柔嫩。含有鱼子酱提取物,角鲨烯,矿物
油等成分,保持更加美丽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产品特点

晶莹剔透而明亮雪白的皮肤

紧致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规格 1片装 30ml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黄金钻石绿色芦荟舒缓海洋眼霜

· 利用具有高保湿效果的胶原蛋白补充水分,使眼睛周围的皮肤变柔嫩而富有弹性。
· 含有具有抗皱效果的腺苷,渗透到皮肤深层,使眼睛周围的皮肤变得富有弹性,且有助于

抗皱及改善黑眼圈和眼袋。

产品特点

规格 1片装 30ml
最小订购量 10,000个

产品特点
· 含有优质金丝燕窝提取物,为皮肤提供丰富的营养,使皮肤变得富有弹性和生机。
· 含有吸收良好的红参提取物而更加容易渗透到皮肤里,改善眼睛周围的角质及皮肤角

化,保持富有生机的皮肤。
· 含有把黄金分解成细小颗粒的胶体金成分,使皮肤变明亮而富有弹性。

黄金钻石红参燕窝眼霜

黄金钻石红参燕窝眼霜

黄金钻石
绿色芦荟舒缓海洋眼霜

同时提供抗皱和保湿效果

富有生机和弹性的皮肤

滴液容器

滴液容器

MISKIN BEAUTY I SERUM & C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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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有具有卓越抗皱效果的‘腺苷’, 有助于去除皱纹及保持富有生机的肤色。
· 含有苦参提取物, 芦荟提取物, 绿茶提取物, 玫瑰提取物, 天然精华成分为皮肤提供足够

的营养, 弹性以及保湿效果, 使皮肤变得更加湿润而柔嫩。含有鱼子酱提取物, 角鲨烯, 
矿物油等成分, 保持更加美丽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 含有具有卓越美白效果的‘烟酰胺’, 有助于皮肤美白及保持明亮, 洁净而富有生机的肤
色。

· 含有芦荟提取物, 绿茶提取物, 玫瑰提取物, 鱼子酱提取物, 天然精华成分为皮肤提供足
够的营养, 弹性以及保湿效果, 使皮肤变得更加洁净而富有生机。含有胶原蛋白, 维生素
矿物油等成分, 保持更加美丽而湿润的皮肤。

规格 1片装 30ml
最小订购量 100,000个

规格 1片装 30ml
最小订购量 100,000个

PURPLE 9
完美美白护理液

PURPLE 9
完美美白护理液

PURPLE 9
完美抗皱护理液

PURPLE 9
完美抗皱护理液

新产品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晶莹剔透而明亮雪白的皮肤

紧致而富有弹性的皮肤

袋装

袋装

主要新产品

锗莫洛奇亚水护肤霜 E.G.R抗皱护肤霜 THE HUMAN FACE抗皱面霜

柑橘精华美白精华液 柑橘营养精华抗皱护肤霜 PURPLE9完美美白护理液

WELSKIN完美抗皱护理液 WELSKIN完美美白护理液 柠檬清新爽肤美白霜

钻石美白精华液 E.G.F美白精华液 PURPLE9完美抗皱护理液

为您的皮肤提供天然护理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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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研究开发各种产品

MISKIN BEAUTY I HYDRO GEL EYE P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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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水凝胶面膜(颈膜, 眼膜, 面膜, 去角质湿巾等)

04 OTHER PRODUCTS
其他产品

▶ 产品特点
· 含有天然植物精华提取物
· 环保型水溶性凝胶(Gel)贴
· 使用方便, 吸附力优异
· 把清凉舒爽的感觉最大化
· 为皮肤提供足够的水分, 使皮肤保持湿润

▶ 主原料
· 金粉(Gold Powder)
· 钻石粉(钻石PowWder)
· 木炭/柑橘提取物/巧克力
· 含有各种天然植物精华(Essence)成分

▶ 主要功效
 · 紧致提拉(Lifting)

· 光润(Brightening)
· 保湿(Moisturizing)
· 营养(Nourishing)
· 清凉(Cooling)

MISKIN BEAUT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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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膜, 眼膜, 水凝胶贴片以及去角质湿巾

▶ 眼膜(EYE PACK)

▶ 去角质湿巾和安瓶

▶ 颈膜(NECK PACK)

    49

'含有富含维生素C的橘皮提取物'

巧克力柑橘
紧致精华凝胶面膜和精华液

两步骤护理面膜

MISKIN BEAUT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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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环保型产品
▶ 济州清净柑橘产品

▶ 济州清净化妆品原料

A SPECIAL MEETING BETWEEN JEJU TANGERINES AND GOLD

柑橘和黄金的特别组合

 含有橘皮提取物   含有富含维生素C的橘皮提取物(Citrus Unshiu Peel Extract), 使皮肤变柔嫩而富有弹性和光
泽, 并具有柑橘新鲜清凉的感觉。

 含有胶体金  黄金自古被视作高贵和美丽的象征, 胶体金(Colloidal Gold)激活皮肤组织, 保持富有生机和弹
性的皮肤。

 含有天然提取物   含有天然海藻类提取物, 绿茶提取物, 芦荟提取物, 玫瑰水, 胶原蛋白等成分, 为皮肤提供足够
的营养, 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使皮肤变得更加美丽。

 高分子新技术 利用高分子新技术开发出的水溶性凝胶面膜, 使用方便, 吸附力优异。
 环保型成分  柑橘面膜使用溶解于水的环保型成分制作, 贴在皮肤上时可以明显感觉到面膜的营养成分被

皮肤吸收而逐渐变薄。

▶ 12指甲精华凝胶贴/12趾甲精华凝胶贴

· 保护手指甲和脚趾甲, 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对其主题概念化。在贴上贴片之前先进行清洁, 则可以获得最佳效果。 
一次性提供高保湿, 高营养, 血色按摩以及清洁作用。

·  12指甲是？10个指甲和2个指甲周围需要护理皮肤的部位
容量    12指甲(可使用22次)/各100g/264片凝胶贴片
用法       ① 在手指甲和脚趾甲贴上贴片之前, 取出圆形营养保湿清洁湿巾干净地擦拭手指甲和脚趾甲, 则可以获得充分的营养和

保湿效果。 
② 取出护肤贴片如图贴在手指甲和脚趾甲上。

营养, 保湿及清洁

高保湿(High Moisturizing) 为容易干燥破裂的脆弱的手指甲和脚趾甲提供足够的水分, 使其保持湿润。
高营养(High Nutrition)  为因平时涂色(Coloring)等而疲劳和受到损伤和手指甲和脚趾甲提供天然柑橘的主要成分——维生素C精华

营养来进行护理, 使其恢复和保持健康。
血色按摩(Revital Massage) 在手指甲和脚趾甲贴上天然提取的精华成分来进行按摩, 从而使其恢复富有生机的血色。
清洁作用(Cleaning) 干净卫生地按摩容易变脏的手指甲和脚趾甲, 使其始终保持清洁。

原料的特点

柑橘精华黄金凝胶面膜(5片)

柑橘精华凝胶贴(12指甲) 柑橘精华凝胶贴 (12趾甲) 柑橘精华凝胶贴 (12指甲和12趾甲套装)

柑橘精华黄金凝胶眼膜(60片/可用30次)柑橘精华黄金凝胶颈膜(10片) 柑橘精华黄金凝胶眼膜和遮瑕贴(60片/可用3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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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护理程序  – 口周皮肤特殊护理
第一步 |  济州柑橘抗皱美白精华液  ： 济州柑橘抗皱, 美白精华液套装

容量    抗皱安瓶30ml, 美白安瓶30ml
第二步 |  济州柑橘黄金口周抗皱护理贴 ： 改善口周皱纹的济州柑橘凝胶抗皱按摩护理贴 

容量    口周护理贴90片(可用30次) / 30ml×2瓶

济州柑橘指甲营养保湿清洁贴
 ·采用柔软的无纺布面料而使用简单方便。

·指甲提供营养和保湿效果, 使指甲富有光泽。
·把便利性和效果最大化。

容量   30g×2个

柑橘美白抗皱安瓶和去角质贴片
  ·柑橘美白抗皱安瓶

容量    30ml×5个(注射器型)/可用10次 ： 一次1.5ml
  ·  去角质贴片：去除皮质, 角质, 皮肤垃圾

容量   10片(可用10次)

济州柑橘护理程序  – 指甲特殊护理
第一步 |  卸甲巾(30张) ： 去除指甲由
第二步 |  指甲营养保湿清洁贴(30片) ： 清洁指甲及提供营养和保湿效果
第三步 |  12指甲按摩精华凝胶贴(60g×30片) 
：为指甲提供高营养, 高保湿, 血色按摩, 柔软性等充分的营养和按摩效果 - 一次性提供高保湿, 高营养, 血色
按摩以及清洁作用。

柑橘营养精华锗水护肤霜
· 锗的远红外线作用激活皮肤组织, 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 使皮肤变得更加富有生机和弹性。
· 尤其, 鱼子酱提取物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成分提供适合生物组织的水分和营养, 保护容易变敏感的皮肤, 使皮肤持续

保持光泽和弹性。
· 含有玫瑰水, 芦荟提取物, 绿茶提取物, 苦参提取物, 透明质酸成分, 不仅具有美白效果, 还为皮肤提供足够的营养, 

弹性以及保湿效果, 使皮肤变得更加美丽。
使用方法    取适量薄薄均匀地涂抹在额头后轻轻敲打。

容量    50ml        用法   取适量均匀地涂抹在皮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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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开发

05 BIO NANO TECHNOLOGY
MISKIN的技术实力

环保型面膜的特点 |  利用天然成分和特殊配方制造的100%水溶性产品

为皮肤充分提供天然成分高浓缩植物精华, 从而可以为皮肤提供足够的水分, 营养以及保湿效果且感觉清凉舒爽的
环保型水溶性眼膜。是天然凝胶面膜, 因感应皮肤温度来释放出精华成分并被皮肤吸收, 随着时间经过逐渐变薄。

四代天然面膜全球最早开发出的第

利用高科技高分子新技术开发出的天然 
面膜把天然精华成分凝缩成凝胶因为 
是水溶性面膜, 可以自然地在水中分解。

贴在皮肤上时, 面膜的天然营养成分 
被皮肤吸收而逐渐变薄。

把面膜放入80℃以上的沸水里用筷子等摇动,  
即可确认面膜在水中溶解。

一次性提供营养, 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可以短时间内使皮肤变湿润, 柔嫩而富有弹性。

公司自主研究开发 产学合作研究开发 外观设计
· 高科技高分子研究所所长 

:日本九州工业大学华工系金英九博士及其他一人
·  顺天乡大学园艺香妆学博士松元燮教授及 

其他若干人
· 全罗南道韩方产业振兴院自然植物学博士 

赵玄佑及其他若干人
· 与济州科技园和济州大学进行产学合作

· 大真大学艺术产业设计学部主任金云培教授
- 弘益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
- 88年首尔奥运会艺术咨询委员
- 各种国家和世界美术大会咨询委员和审查委员

凝胶面膜的特点
全球最早开发出的第四代天然面膜

利用高科技高分子新技术开发出的天然面膜把天然精华成分凝缩成凝胶, 因为是水溶性面膜, 可以自然地在水中分解。
贴在皮肤上时, 面膜的天然营养成分被皮肤吸收而逐渐变薄。
把面膜放入80℃以上的沸水里用筷子等摇动, 即可确认面膜在水中溶解。
一次性提供营养, 弹性以及保湿和清凉效果, 可以短时间内使皮肤变湿润, 柔嫩而富有弹性。

凝胶面膜溶解试验 保湿试验

检测使用凝胶面膜后皮肤的保湿度是否提高

30分钟后
检测皮肤的保湿度 水分增加+6

使用前 使用后
把使用后 

的面膜放入热水里。
在热水中 

分解的面膜变成精华液!

凝胶面膜随着使用时间出现的变化

过30分钟后 过1小时后/ 过2小时后
凝胶面膜

的初始厚度 0.7m/m 0.5m/m 0.35m/m (1/2)

随着时间经过逐渐变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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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凝胶面膜和无纺布面膜比较	]

[	利用热成像摄像机观察的凝胶面膜	]		

[	检测使用凝胶面膜后皮肤的保湿度是否提高	]

30分钟后
检测皮肤的保湿度

* 用热成像摄像机拍摄 * 用热成像摄像机拍摄

水分增加+6

[	贴上凝胶面膜前后的皮肤清凉度	]

临床实验结果 |  具有优异的吸附力, 保湿效果和清凉效果(凝胶面膜和凝胶眼膜)

知识产权和认证证书

专利第10-1065275号 专利第10-1460969号 专利第10-1355819号 注册第40-1545654号

▶ 商标注册证

▶ 商标注册证

注册第40-1083768号 注册第40-1083770号 注册第40-1083769号 注册第40-1218371号

▶ 外观设计专利注册证 ▶ 企业附属研究所 ▶ 企业认证证书

注册第30-0613577号 研究开发专职部门第2017150794号注册第30-0679405号 ISO 22716

使用前

使用前

钻石水凝胶面膜 本公司的无纺布面膜 使用后

使用后

20多岁女性

无纺布面膜 
第一代

纤维素面膜 
第二代

无纺布+凝胶面膜
第三代 第四代

天然凝胶面膜 

脱离以化学方式制造的落后的人造无纺布面膜!

凝胶面膜和无纺布面膜的差异

▶ 凝胶面膜和无纺布面膜比较试验

▶ 专利证书和商标注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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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技术和卫生许可等

知识产权 种类 注册日期 注册号码
利用硫酸钡制造的皮肤屏障再生面膜 专利 2011.	09.	08 10-1065275
皮肤美容贴 外观设计 2011.	09.	19 30-0613578及其他30项
手指甲和脚趾甲美容贴 外观设计 2013.	01.	30 30-0679404及其他70项
指甲护理贴 专利 2014.	01.	15 10-1355819
皮肤化妆品组合物 专利 2014.	11.	06 10-1460969
黄金钻石(Gold	Diamond) 注册商标 2015.	01.	27 40-1083769
黄金钻石(Gold	Dia) 注册商标 2015.	01.	27 40-1083768
黄金(GOLD) 注册商标 2015.	01.	27 40-1083770
黄金钻石 注册商标 2016.11.29 40-1218371
MISKIN黄金钻石 注册商标 2019.11.20 40-1545654
胸部美容贴等商标及外观设计等 申请和注册 截至2022年2月 300多项

认证日期 认证机构 认证内容 对象产品
2010年6月30日 韩国化学融合试验研究院 完成皮肤安全性检测 Diaforce眼膜
2010年12月29日 韩国化学融合试验研究院 完成皮肤安全性检测 天然凝胶贴
2022年4月1日 BSCIC认证机构 ISO	22716认证 化妆品相关

No. 产品名称 期限
1 美丝婷黄金钻石玫瑰眼膜

半永久性
“电子卫生许可证”

2 美丝婷黄金钻石黑珍珠眼膜
3 美丝婷黄金钻石凝胶面膜
4 美丝婷两步曲面膜
5 美丝婷眼部和面部二合一凝胶膜
6 美丝婷黄金钻石凝胶眼膜
7 美丝婷黄金钻石水合凝胶面膜
8 美丝婷钻石去角质洁面巾
9 美丝婷黄金凝胶眼膜

10 美丝婷葡萄酒凝胶眼膜
11 美丝婷黄金钻石两步曲凝胶眼膜
12 美丝婷黄金凝胶面膜
13 美丝婷水晶凝胶眼膜
14 美丝婷黄金钻石水合凝胶眼膜

与自然共生的环保型企业MISKIN

选择面膜的标准是基础物质。
请确认基础物质是否为100%天然物质!
若包含无纺布, 则即使是白色天然纯棉, 也不能含有漂白剂？

利用世界首创生物科技高分子新技术开发出的独家天然面膜
同时为皮肤提供营养和弹性以及保湿, 镇静, 紧致提拉, 亮白, 清凉效果

是否为使用纯天然材料制造的产品？

是否符合康乐趋势？

是否为环保型产品, 使用是否方便

基础物质完全
由食品级材料组成

排除无纺布, 酒精等
化学原料

吸附力优异, 
使用方便

天然美容物质
优异的美容效果

MISKIN产品的差异化

钻石 黄金 海藻类提取物 芦荟 腺苷 / 烟酰胺 济州柑橘提取物 玫瑰提取物

石榴提取物 洋甘菊提取物 猕猴桃提取物 绿茶提取物 柠檬提取物 黄瓜提取物 海带提取物/昆布提取物

▶ 确保技术的自主性

▶ 公信力和安全性认证

▶  获得中国卫生许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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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多种部位带来美丽!

眼膜的凝胶是透明凝胶。

眼角 额头

嘴角
颈部

MISKIN主要以在全球最早利用高科技高分子新技术开发出的天然面膜为中心, 向国内外顾
客提供了高档护肤产品。现在, MISKIN为了向顾客们提供皮肤所需的一切解决方案, 正专注
于技术和产品的开发。
为了满足人类对美的追求, MISKIN将积极开发环境友好型高品位优秀产品, 持续开发高科技
高分子美容技术, 让顾客们拥有健康而美丽的皮肤。
MISKIN将基于正确的企业家精神满足人类对美的欲望, 进而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 将
通过确保世界最强竞争力, 努力发展成全球化的企业。 Diaforce

升级为黄金钻石。

美丽迷人的
黄金钻石 

升级
钻石效果增强3倍

·把营养及保湿和清凉效果等最大化
·黄金和钻石成分增加3倍

提高
美容效果 质量的

高档化 产品的
高品位化

MISKIN水凝胶眼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