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牌简介

Cell:Monde为实现自然美, 从自然中提取优质萃取物为原料发型了核酸抗衰老化系
列产品. Cell:Monde系列含有为肌肤提供足够的水分和营养的核酸成分,不仅提升肌
肤弹力,并完成自然光彩肌肤.

[美白/改善皱纹 技能型护肤品]



品牌介绍

以提高皮肤免疫力的核酸成分作为生机勃勃的肌肤的完美抗衰老化系列

核酸：帮助肌肤恢复自生能力和对于提升肌肤弹力好效果的成分
珠光香⻘花水：为肌肤提供营养和滋润
二裂酵母：提升肌肤弹力和补水
Liftonin和Adipofill’in：肌肤恢复自生能力和提拉

概念

质感

组分

以气泡工法制作的迅速地渗透于肌肤,不仅成为自然光彩肌肤,而且抚平肌
肤, 打造更好的妆容效果



产品系列

Nucleic Acid Anti-aging Collection

核酸焕颜护肤水 125ml
镇定及滋润肌肤
保持肌肤水油平衡

核酸抗衰老护肤霜 50g
为肌肤提供丰富的营养和积分
有效改善皱纹与提升肌肤弹力

核酸焕白精华乳 30g
滋养肌肤,打造触感柔滑的同时
有效改善肤色

核酸30天焕肤精华露 1g x 30
30天期间对肌肤进行集中护理,提升弹
力,打造立体紧致的浓缩精华液



核酸奇迹紧致面膜 25g x 5片 (1盒)

一片面膜含有30颗的浓缩精华液！

一片面膜含有核酸30天焕肤精华的主要成分,
一次完成提升肌肤弹力为肌肤提供深层补水
和营养,打造肌肤滋润光滑.

提拉紧致的3D面膜

使用棉籽提取物的铜氨丝(铜氨纤维),为了敏
感肌肤可以用,减少肌肤刺激感. 铜氨丝是很薄
、很弹力,敷在脸上贴合度更好,所以能完全紧
贴面部肌肤,也提升肌肤吸收率.

ü 通过微生物测试
ü 大韩皮肤科学研究所鉴定暂时性提升肌肤弹力

产品系列



ü美白 · 改善皱纹 · 防晒功效
üSPF50+ PA++++

不仅赋予SPF50+ PA++++的防晒功效. 还同
时护理因紫外线形成的色素沉着, 皱纹等,
保护肌肤. 而且打造滋润肌肤.

有效防止紫外线及有害环境对皮肤的伤害
同时给肌肤提供丰富的营养和水分, 打造滋
润肌肤. 不会泛白现象, 用着感觉清爽轻盈
而且滋润.

水润清爽隔离防晒霜
Water Bomb Aqua Sun Gel

产品系列



使用法 Cell:Monde 系列 可以有效帮助您去除皱绞并促进肌肤弹力,   快来体验一下

首先用护肤水滋润肌肤, 然后按照精华, 护肤箱的顺序使用一下
可以有效滋润, 抚平肌肤, 打造更好的妆容效果

将浓缩精华（1颗）, 精华（按压5次）, 护肤箱（1匙）
均匀混合后涂抹到脸上,
最后使用面膜, 为密封效果提升营养成分的肌肤吸收率增加效果

在护肤水和精华中间使用浓缩精华,
一夜之间可感受到生机勃勃的肌肤



为什么选择 Cell:Monde？

在核酸的高级成分添加气泡工法,完成自然光彩的肌肤！

1.
2.
3.

含有比一般食品1000倍以上的核酸成分的DNA和RNA原料,
二裂酵母／珠光香⻘花水／Liftonin／Adipofill’in的成分.

以气泡工法制作的迅速地渗透于肌肤的泡沫剂型面霜

为完美的抗衰老效果, 完成生机勃勃的肌肤



珠光香⻘花水

对肌肤提供营养和滋润的效能,
在抗炎和抗氧化有效果

保湿，营养弹力，美白

二裂酵母
提升真皮亲密度,

打造改善肤色
和提升弹力

Liftonin和Adipofill’in
自生 & 提拉

帮助肌肤恢复自生能力
和提拉减少皱纹,

改善肤质

肌肤免疫

核酸

帮助肌肤恢复自生能力
和对于提升肌肤弹力

好效果的成分

Cell:Monde 核心成分



核酸是什么？

核酸是以细胞染色体的核心成分,
帮助皮肤里的胶原蛋白的合成, 因提高肌肤自生能力而改善肌肤弹力和皱纹

生成胶原蛋白激活细胞能量促进细胞分裂

激活胶原蛋白的物质NO.1 核酸



核酸是什么？

提高免疫力的三大物质：精蛋白, 精氨酸, 不饱和脂肪酸

核酸的精蛋白生成精氨酸,
摄取核酸时
自动生成不饱和脂肪酸]

核酸是发达国家已指定了
第七营养索, 以在韩国国内

高的免疫力物质,
用于手术患者



Cell:Monde的核心成分 “核酸”

从含有比一般食品1000倍以上的核酸量
三文鱼DNA和酵母RNA提取的原料

다시활성화된세포손상된세포

핵산주입为了超强核酸的肌肤到达量,
替通过摄取饮食直接向肌肤供应营养

香蕉 鸡蛋 ⼤大⽶米 沙丁⻥鱼 三⽂文⻥鱼⻥鱼⽩白 DNA 啤酒酵⺟母 RNA

53 110 235 469 10,600 6,882

Cell:Monde的核酸 = DNA + RNA

注入核酸

损害了的细胞 再激活的细胞



肌肤真皮致密度（4周后改善34.7%）及增加弹力度（约30%）

Cell:Monde的核心成分 “二裂酵母”

防止以内外部有害物质发生的肌肤问题的护肤精油水

1. 安全护理心里压力等，因有害环境变得粗糙又脆弱的肌肤
2. 给予肌肤弹力和保湿效果，改善晶莹剔透的肌肤
3. 提高肌肤免疫力，改善被损伤的DNA

Before 2周后 4周后

Before 皮肤细胞 After皮肤细胞
约50%复原因UV受损的纤维芽细胞的 DNA



Liftonin是抑制肌肤老化的两种合成物质成分
促进肌肤组织内的蛋白质结构造成紧致和弹力的肌肤组织

Liftonin使用1个小时，减少眼角的皱纹 74%( 大)，额头皱纹 19%( 大)

Cell:Monde的核心成分 “Liftonin和Adipofill’in”

Adipofill’in是对改善肌肤皱纹和提升肤质好效果的成分
将肌肤组织内的脂肪组织的形成促进，减少面上的皱纹，造成改善肤质

使用Adipofill’in过60天后，减少皱纹 37.6%，改善肤质 27.5%



高贵的营养成分，法国 珠光香青花水

1. 含有传为不灭的花的珠光⻘青花营养成分
2. 花朵中提取的收率不到1%的高贵的浓缩精油提取液
3. 有效的保湿力和保护皮肤, 持有抗炎和抗氧化效果

Cell:Monde 核心成分 “珠光香青花水”

为了提取珠光香⻘青花水精油约 1g，使用1,300朵花



防止皮肤衰老 好的 氧.气.面.霜

将氧气基础成分放到面霜里，
吸收空气中的氧气供给肌肤的话， 提供促进细胞活性化及提升保湿力的

促进(boosting）效果！

目前现代人的肌肤是微尘等以各种有害环境， 出现缺氧，就促进老化的原因

Cell:Monde 氧气面霜的原料特性



家庭护理氧气疗法
用以氧气成分去除毒素和废物的排毒护理

1. 帮组营养成分容易吸收及皮肤

2. 已对肌肤吸收的微气粒子是造成光洁滑润的肌肤

3. 能从外部刺激保护及镇静肌肤

Cell:Monde 氧气面霜的原料特性



完美抗衰老
让您拥有更健康, 更年轻

更有光泽的美白肌肤

1. 核酸的力量
丰富营养的核酸，打造自然焕彩的肌肤

2. 真实的吸收力
泡沫面霜抵触肌肤的瞬间，
立即吸附在皮肤上，演绎彩妆效果

弹力 皱纹肤色

保湿 抗衰老肤质免疫

有什么作用？



7 FREE!

6种
防腐剂 矿物油 氯酚甘

油醚

三乙醇胺 人工色素BHA
BHT 咪唑烷基脲

Cell:Monde “7 FREE”

Cell:Monde 系列 - 无添加
造成肌肤敏感的原因



Cell:Monde 临床试验 结果

完成了抗衰老人体试验!
完成了临床实验! (试验机构 : (株) 大韩皮肤科学研究所)

• 48时间保湿持续力
被判定为保湿力分配后,立即改善70%,48时后持续改善40%
(大韩皮肤研究所/2016.02.25~04.14/22名/满20岁~50岁/整脸部涂抹一次)

• 肤色改善效果认证
被判定为增加皮肤亮度 3%以上,有肤色改善效果
(大韩皮肤科学研究所/2016.02.25~04.21/21名/满20岁~50岁/被试验者自行涂抹）

• 皮肤滋润改善效果认证
被判定为增加皮肤滋润指数35%,有光泽度改善效果
(大韩皮肤科学研究所/2016.02.25~04.21/21名/满20岁~50岁/被试验者自行涂抹)

• 完成皮肤刺激试验
皮肤自己指数 0点无刺激物质判定
(大韩皮肤科学研究所/2016.02.04~03.25/31名/满20岁~50岁/24时间封锁贴布)

• 皱纹改善效果认证
被判定为减少眼角皱纹10%以上,有皱纹改善效果
(大韩皮肤科学研究所/2016.02.25~04.21/21名/满20岁~50岁/被试验者自行涂抹)

• 真皮致密度改善认证
被判定为2周后约9%增加,4周后约12%增加,有真皮致密度改善
(大韩皮肤科学研究所/2016.02.25~04.21/21名/满20岁~50岁/被试验者自行涂抹)

• 皮肤弹力改善效果认证
被判定为皮肤弹性恢复力14%,皮肤弹力改善效果
(大韩皮肤科学研究所/2016.02.04~03.25/31名/满20岁~50岁/24时间封锁贴布)



2017. 06.     (前）Cell:Avie 现代百货店虞山店开POP-UP STORE

2017. 08~09. (前）Cell:Avie 乐天百货店釜山店开POP-UP STORE

2017. 10. (前）Cell:Avie 现代百货店板桥店, 现代百货店 D-CUBE CITY店开POP-UP STORE

2017. 11 (前）Cell:Avie 新世界Star Field河南店开POP-UP STORE

(前）Cell:Avie 现代百货店花园五号店开POP-UP STORE

POP-UP STORE



디테일 성형외과 오아로 피부과 이엘 피부과 미젠 피부과

포커스 피부과
화이트

피부과/성형외과 휴먼 피부과 센트럴 피부과

Cell:Monde 销售店 – 医院

全国20家以上的皮肤科和整形外科 等



Cell:Monde 销售店 – 网上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