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rmalogica是由国际肌肤研究所研发的护肤品牌 。 
创办人Jane Wurwand在1986年带领dermalogica 
护肤系统面市 。 在产品合成过程中弃用对皮肤有害的
元素, 扬弃华而不实的产品包装, 将产品创新和肌肤疗
愈放在第一位, 专心致力于皮肤护理的教育工作 。

我们未添加成分列表：
Artificial Colors  人造色素
Artificial Fragrances  人造香精
Mineral Oil   矿物油
Lanolin  羊毛脂
Parabens  对羟基苯甲酸酯
Microplastics  微塑胶
S.D. Alcohol*  酒精
 

Brand story 
品牌故事

Cruelty-free 零残忍
Dermalogica被PETA（善待动物组织）和 Leaping Bunny （跳兔） 认证
为“零残忍”品牌。最新产品包装上有明确的“零残忍”标志。

所有产品（除了三款）都是纯素产品
•   纯素意味着在生产的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动物或动物的衍生成分。

三款素食产品
•   素食产品意味着没有使用动物但可能含有动物衍生成分, 比如蜂蜜
 

Gluten free
无麸质

Vegan-friendly
纯素食

Formulated without  
artificial fragrances & color

配方不含人工香料 
或色素

Certified curtly-free by 
Leaping Bunny & PETA

无动物实验

Formulated  
without parabens
不添加帕拉苯 

防腐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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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malogica heroes
明星产品



daily microfoliant®
  

手打酵素洁颜粉

将洁颜粉与你喜欢的dermalogica洗面产品 
混合在一起使用。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适合每日使用的粉末状温和去角质洁颜粉。 温和去除肌肤表面 
老旧角质,  瞬间使肌肤更光滑和明亮。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任何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米糠酵素： 萃取大米独特成分, 帮助角质代谢, 亮白肌肤。 

水杨酸： 提取自柳树皮活桦树皮精华能安全溶解老化角质。
乳酸：从牛奶中提取出来的成分帮助老废角质轻柔剥落 。
玉米轴心：玉米轴心技术，其特征是会遇水膨胀变成圆滑的颗粒, 
不伤害肌肤 。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进行完dermalogica Double Cleanse完成之后, 取半勺洁颜粉。
加清水揉搓起泡。以轻轻画圈的方式涂在脸部, 眼唇周边轻抚滑
过。按摩一分钟后, 用清水洗净。早晚都可以使用。

Pro Tip

heroes 明星产品

dermalogica 

dermalogica heroes 明星产品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温和清爽的卸妆油。遇水乳化, 可卸除各种彩妆。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任何肤质, 特别是油性肌肤和痘肌。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琉璃苣油/夏威夷果油/杏仁油：滋润肌肤, 溶解肌肤表面的 
污垢与彩妆。
米糠油：促进肌肤修护, 令肌肤更柔嫩。
维生素E油：抗氧化, 改善肤质, 令肌肤更柔嫩光滑。
橄榄油：含丰富抗氧化剂, 柔滑嫩肤。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干手干脸将卸妆油均匀涂于面部。打湿双手在面部继续按摩。 
卸妆油遇水乳化。用清水将乳化完全的卸妆油冲洗干净。随后 
使用dermalogica洁面产品。

Pro Tip

与你喜欢的dermalogica洗面产品 
一起使用。

dermalogica heroes 

precleanse
植物多效卸妆油

heroes 明星产品

dermalogica 

dermalogica heroes 明星产品 



dermalogica heroes 明星产品 

将多效水嫩卸妆膏与你喜欢的dermalogica洗面产品 
一起使用。

Pro Tip

precleanse balm
多效水嫩卸妆膏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膏状质地的卸妆产品可以快速去除皮肤上的化妆品, 防晒 
和污垢。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中性或偏干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杏仁油：滋润肌肤, 溶解肌肤表面的污垢与彩妆。
天然生物油脂复方成分：锁住水分, 强化肌肤保护屏障。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从管中挤出适量产品至清洁手套, 或直接挤到干燥的手掌中。
将本品以画圈移动按摩方式涂抹到干燥肌肤上。加适量水将其
乳化转化为轻盈的乳液状, 再用清水洗净。

heroes 明星产品

dermalogica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超温和洁面啫喱。不含皂基, SLS温和表活配方。敏感肌友好。清
洁肌肤表层及毛孔内污垢, 改善闭口粉刺, 镇定舒缓肌肤。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敏感肌适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薰衣草提取液：抑菌、淡化疤痕、祛斑美白、去皱嫩肤、促进受损
肌肤再生和恢复。 

香蜂花叶提取物：抗氧化、保湿。
皂树皮：平衡油脂分泌。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在使用植物多效卸妆油后, 取一硬币大小全效洁面啫喱在湿润 
的手掌中, 轻轻摩擦起泡。在脸部及颈部轻轻按摩。最后用温水 
洗净。早晚都可使用。

dermalogica heroes 

special cleansing gel 
全效洁面啫喱

heroes 明星产品

dermalog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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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malogica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intensive moisture balance 
极效滋养面霜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强效滋润干燥枯涸肌肤, 使肌肤获得最佳深层保湿修护。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特别是干性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草本滋润复合物：增强肌肤弹性, 有效滋润活肤。
益生元绿藻复合物：有助平衡肌肤微生态, 时刻保持肌肤健康。
透明质酸（含紫雏菊、积雪草和芦荟复合萃取）：有效锁住水分, 
令肌肤保持水润, 减少细纹的出现。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洁面及爽肤后, 将保湿面霜以打圈方向由下至上涂抹。每天使用
两次, 早上和晚上都能使用。

Pro Tip

爽肤时配合使用多活性营养液（multi-active 
toner）可加强保湿面霜的吸收。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dermalog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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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 smoothing cream
丝绒氨基酸面霜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高保湿面霜。帮助皮肤深层滋养, 调节水油平衡, 强仍肌肤防护。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干燥、缺水、过早老化肌肤。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视黄醇：刺激胶原蛋白生成, 抚纹减皱。
多种氨基酸保湿因子、芦荟：舒缓滋润 , 嫩滑肌肤。
葡萄籽、维c、维e： 抗氧化, 筑起肌肤屏障。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洁面爽肤后, 取适量面霜, 用轻柔、向上打圈的方式涂抹在脸及 
颈部。早晚都可以使用。配合B5玻尿酸保湿精华液使用效果更佳。

dermalogica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Pro Tip

“Active HydraMesh动能蓄水网科技” 在肌肤形成保护
性的“第二层皮肤”, 防止水分流失, 并在48小时内 

持续灌注水分到肌肤, 有助于抵御环境压力。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dermalogica 



biolumin-c serum
复合维c亮肤精华

配合C-12亮白精华在日间使用效果更好。 

和同类竞品相比，能让肌肤吸收多达三倍的维他命C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超稳定复合维c精华。亮肤, 紧致, 防御三合一。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敏感肌也可以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抗坏血酸甲基硅烷醇果胶酸脂: 抗氧化剂。增加细胞对氧化应激的
抵抗力。抗自由基损伤。
氨基丙醇抗坏血酸磷酸酯：刺激胶原蛋白再生, 减少细纹和皱纹。抑
制酪氨酸酶对黑色素生成的影响。
棕榈酰三肽-5：促进肌肤细胞生长 , 抑制氧自由基和羟自由基 。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乳酸：促进皮肤细胞更新、增白。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清洁完脸, 在爽肤水之后, 保湿乳/霜之前。将精华倒入手掌, 轻轻
涂抹在脸部和颈部。早晚都可以使用。

Pro Tip

dermalogica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dermalogica 



prisma protect spf30
多功能莹亮防晒霜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广谱防晒, 防止皮肤收到损伤。智能输送技术由可见光激活, 有助于
提升肌肤的自然光泽。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智能“无人机”技术：由可见光激活, 有助于提升肌肤的自然光泽。
革命性抗氧化技术：有助于保护皮肤免受污染。
鼠尾草生物发酵萃取：均匀肤色。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洁面及爽肤后, 取适量均匀涂于面部及颈部, 最好在日晒前30 
分钟涂抹。

dermalogica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dermalogica 



AGE bright clearing serum
逆龄亮肤净白精华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高浓度美白净肌精华可去除皮肤表层角质, 有助减少暗疮形成, 
促进肌肤自身的更生及修复能力, 减慢肌肤老化。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AGE Bright Complex 配方：利用皮肤的天然微生物群, 让肌肤
更洁净及明亮。
复活植物萃取物：深层补水, 平滑肌肤。
烟酰胺及白香菇萃取：改善及平衡肌肤状态 , 达至亮白及均匀肤
色功效。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清洁完脸, 在爽肤水之后, 保湿乳/霜之前。将精华倒入手掌, 轻
轻涂抹在脸部和颈部。早晚都可以使用。

dermalogica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临床研究证明该产品可以在四周内让肌肤 
变得更洁净, 透亮。

Pro Tip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dermalogica 



AGE bright spot fader
逆龄亮肌净痘去印修护膏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二合一的亮白及祛痘印修护产品。帮助抑制及预防暗疮的形成, 
减退痘印。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水杨酸: 有助于清除毛孔堵塞, 降低因毛囊发炎而引起的暗疮
问题。 

烟酰胺及己雷琐辛: 发挥协同效应, 能淡化暗疮印, 改善肤色不均
问题。

AGE Bright Complex 配方: 减轻肌肤老化问题, 防止肌肤缺水。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直接涂抹于暗疮位置。每天使用两次直至印痘记消失。

dermalogica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临床研究证明使用后可在两周内清除痘痘及痘印。

Pro Tip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dermalogica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双相精华素通过减少肌肤过早老化迹象 , 修复和保持肌肤青春靓丽。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敏感肌适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仿生肽结合蓝宝石：紧致肌肤, 强化肌肤防御, 抵御因风吹日晒而
加速皮肤老化的明显迹象。 

Phyto-nature技术：使用强效植物衍生生物提取物来显著提拉
紧致皮肤 。
亚马逊卡姆果：有助于增强光泽 。 

抗氧化摩洛哥玫瑰红提取物和马达加斯加绿咖啡豆：明显恢复
肌肤活力, 有助于减少细纹和皱纹的出现。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取一到两泵。用手混合两种精华再轻轻涂抹在脸部和颈部。 
早晚都可使用。

phyto-nature firming serum
植物双相紧致精华

Pro Tip

临床研究证明使用后可以使肌肤视觉上年轻五岁。 

使用四周后可抚平细纹。在使用一次后就可以减缓 

细纹的生成速度并且提高肌肤的光泽度。

innovation 新品推荐

dermalog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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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multivitamin power recovery 
masque  水光肌多维面膜

Pro Tip

快速洗净小技巧：配合松软棉布或洁面巾进行冲洗。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急救加抗初老面膜。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敏感肌也能使用。 

特别适用于问题肌肤, 熬夜党, 轻熟龄肌肤。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棕榈酰寡肽：常用胜肽, 优质抗老活性成分。
棕榈酰四肽-7：刺激血液循环, 对黑眼圈有帮助。 和棕榈酰寡肽一
起使用, 可以更好的促进结缔组织的生长, 增加皮肤中胶原蛋白的成。

洋甘菊: 抗菌, 抗氧化, 抗炎。预防过敏, 保湿, 防治粉刺和抗衰老等 
功效。
燕麦仁提取物: 美白, 保湿, 抗氧化。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洁面爽肤后, 取适量涂均匀涂抹在面部和颈部。无需避开眼周。 
敷的过程中可适度进行按摩。15-20分钟后冲洗干净。每周使用一次。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dermalogica 



skin hydrating masque 
草本舒缓保湿面膜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清新滋润面膜。长效保湿改善干燥、压力肌肤, 眼周皮肤亦适用。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角鲨烷 : 天然保湿屏障, 抑制皮脂过氧化。

玻尿酸: 补水保湿, 修复屏障, 促进后续营养吸收。

番茄籽油: 滋润皮肤, 抗菌抗炎, 增强皮肤新陈代谢。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在面部及颈部均匀地敷上面膜, 使用10-15分钟后用清水洗净, 
每星期使用1-2次。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dermalogica 



sebum clearing masque
净化平衡面膜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净化高岭土深层清洁。软化角质，打击痘痘，油光不再。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水杨酸： 提取自柳树皮活桦树皮精华能安全溶解老化角质。

燕麦仁提取物: 美白，保湿，抗氧化。

天然α-红没药醇： 舒缓发炎反应。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均匀敷在洗净的皮肤上（避开眼周）。 每周使用3次，可只敷在t字
部位。停留10分钟后以温水彻底冲洗干净。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dermalogica 



blackhead clearing fizz mask  
去黑头清洁面膜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自动发泡的清洁面膜。有效消除黑头/白头。深层清洁,  去除多余油
脂 , 抗炎抗菌。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3%硫磺: 有效控油抗脂溢, 帮助去角质, 还可以起到抗菌作用。

苹果萃取物: 有效抗氧化, 从根源解决黑头问题。

高岭土: 吸收多余油脂, 清洁毛孔。  
薄荷: 创造完美清凉肤感。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洁面后, 涂抹面膜在有黑头或毛孔粗大的地方。等待面膜自动 
发泡, 15分钟后洗净。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dermalogica 



sound sleep cocoon
焕采助眠晚安面霜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一款能助眠的晚霜。焕采活肤和提高肌肤弹性。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罗望子提取物: 减少水分流失, 保护皮肤屏障功能。

薰衣草: 促进健康睡眠, 镇静舒缓肌肤。

卡卡杜李萃取: 抗氧化维生素C , 提供全面的抗氧化保护, 提亮肤色。 

苹果提取物: 防止皮肤干燥, 柔嫩皮肤。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洁面爽肤后, 取适量涂均匀涂抹在面部和颈部。一周使用1-2次。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Pro Tip

和其他德美乐嘉保湿面霜一起使用可增加 
一整夜的保湿力度。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dermalogica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轻质水感凝霜, 有效提升干燥与敏感中的肌肤保湿力。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苹果萃取物: 保湿、软化皮肤, 预防皮肤干燥。

仙人掌茎萃取物: 抗炎舒缓, 增强肌肤水合能力。

透明质酸钠 : 双透明质酸技术, 有效成分深入不同皮肤层。 

芦荟叶萃取物: 滋润皮肤, 缓解干燥。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建议敏感肌肤后, 使用德美乐嘉舒缓镇静保湿喷雾及特效抗敏 
防御润泽进化后, 将防御修护啫喱涂抹于面部和颈部。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calm water gel 
防御修护啫喱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dermalogica 



dynamic skin recovery spf50
角鲨烷防晒spf50

Pro Tip

搭配日常护肤产品, 帮助预防皮肤老化。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广谱防晒, 高防晒指数, 全天候保护皮肤免受阳光和游离基破坏。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角鲨烷: 加强修护表皮, 有效形成天然保护膜, 帮助肌肤与皮脂间的 
平衡。

小白菊: 镇定皮肤, 去红消肿。

酵母萃取精华: 抗氧化, 抗衰老。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在清洁完肌肤, 涂抹完爽肤水后, 在面部和颈部涂抹适量防晒乳,  
最好在日晒前30分钟涂抹。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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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recommended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antioxidant hydramist
时光逆转保湿喷雾

What it is 这是什么？
抗氧化补水喷雾, 使皮肤紧实有光泽, 重整皮肤纹理。

Who it’s for 适用人群
所有肤质。

Key ingredients 主要成分
豌豆提取物: 增加皮肤弹性, 提拉紧致。

玫瑰: 补水保湿。

丁香: 舒缓清爽。

How to use 如何使用
洁面后, 直接喷于面部和颈部。双手轻拍, 直至肌肤完全吸收。

Pro Tip

妆后使用可增加肌肤保湿程度。

highly recommended 
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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