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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光泽面膜系列 6款
以韩国庆尚南道出产的菊花，芦荟，柚子以及蓝莓等为主要成分

加以使皮肤更有生机的牛奶，米糠等，是针对提亮肤色的面膜系列。

深层水润 修复 清净光泽 

明亮焕肤 镇定滋润 滋养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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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雪草又被称为tiger herb，在亚洲被用于促进皮肤修复已经有3000年的历史。

这款面膜含有5%的积雪草成分，对缓解皮肤不适和促进肌肤恢复再生有着卓越的效果。

2.世界最初用韩纸设计的很环保、 东方风格的包装设计

3.使用没有刺激皮肤， 贴肤性很高的优质的纯棉面膜贴

4.Asia Lohas certificate

积雪草舒缓面膜 26g（净化）
使暗沉的肤色提亮透明的管理净化的面膜

积雪草舒缓面膜 26g（镇静）
迅速缓解皮肤压力的面膜

积雪草舒缓面膜 26g（水分）
补充水分使皮肤更有生机的面膜

积雪草舒缓面膜 26g（活力）
使皮肤加上不足的营养充满活力的面膜

积雪草舒缓面膜 26g（保湿）
使干燥、敏感肤补水水润的保湿面膜

1.使用轻柔服帖的100%纯棉材质

2.用韩纸设计的环保、 艳丽的包装设计

3.通过有效的植物成分使肌肤畅饮水润

4.无化学防腐剂-安全防腐系统

净化 舒缓 滋润 补水 修复 活力

RENEWAL

2018 NEW

NOHJ

亲环境黄金玫瑰 亲环境黄金玫瑰 亲环境黄金玫瑰

积雪草舒缓面膜 5款

亲环境黄金玫瑰 亲环境黄金玫瑰

NOHJ

植物纯棉面膜系列 6款 

1.世界上首次用韩纸设计的很环保、异国风的包装设计

2. 高品质的精华液、任何肤质都适合用的面膜

3. Asia Lohas certificate

蜂蜜滋养
以蜂蜜的营养成分和水

分使肌肤水润透亮

马油活
营养成分令没有生机的

皮肤更加充满活力的面

膜

蜗牛细致
蜗牛黏液成分使皮肤

水润透亮更有

细致毛孔的效果

燕窝柔嫩 
软化角质使皮肤更清润

透亮的角质管理面膜

维C光彩 
令粗糙干燥的肌肤

变得透亮

使皮肤看起来更有光彩

山羊乳童颜
为肌肤供给水分与营养

使疲劳的皮肤更健康的

童颜管理面膜

珍珠焕颜
使暗沉的皮肤变得滋润

亮泽令肌肤焕发魅力

胶原弹力
令肌肤弹润紧致、细腻

柔滑的胶原面膜

乳木果平滑
水分和营养使肌肤嫩润

保湿的营养面膜

玻尿酸水润
为肌肤供给充足的水分

和营养使肌肤更有生机 

NOHJ

水分舒缓面膜10款 



1. 改善贴合性很差的之前的箔面膜的缺点，完美贴合面部曲线的新概念金箔面膜。

2. 为了敏感的肌肤也不会有刺痛感，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丁酯、酒精、色素。

3. 精华液中含有从韩国全罗南道高兴市纯净地域出产的扁柏木中提取的扁柏木汁液（每张含有1400毫克）以及扁柏油

4. 以在首尔认证的《Hi,Seoul》优秀产品选定（美容部门）

5. 既防止假货或者仿制品又抢眼的全息图包装设计

6. Asia Lohas certificate
SOOTHING
软箔精华面膜 - 角鲨烷
含有橄榄角鲨烯的舒缓精华液为肌肤补充水分
能量，令肌肤自然的滋润子活性化的光彩面膜

备长炭箔纸膜

BRIGHTENING
软箔精华面膜 - 珍珠
含有珍珠成分的美白精华液提高肌肤的
水分量、肌肤本来的光泽。

CALMING
软箔精华面膜 - 菊花 
含有菊花提取物的舒缓精华提高肌肤的

水分量、令敏感的皮肤很快速缓解。

PORE CARE
软箔精华面膜 - 胶原蛋白原蛋白
含有胶原蛋白的提升精华使肌肤弹性更好，
使敏感肤快速达到舒缓效果的弹力面膜

RENEWAL

NOHJ

软箔精华面膜 4款 

黄金箔纸膜

亲环境黄金玫瑰备长炭黄金玫瑰

1.通过世界上首次开发，已获专利权的三层锡箔面膜贴。 /  WICC 世界发明创意大赛 V金奖 
2.为了敏感的肌肤也不会有刺痛感，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丁酯、酒精、色素。
3.即防止假货或者仿制品又抢眼的全息图包装设计
4.使用5种胜肽、乳酸菌、金、植物、角鲨烷等优质的原料制造的高端面膜
5.Asia Lohas certificate

KINEMAIN BEAUTY

1.改善之前贴合性很差的箔面膜的缺点，完美贴合面部曲线的新概念金箔面膜。 
2.通过世界上首次开发，已获专利权的三层锡箔面膜贴。 /  WICC 世界发明创意大赛 V金奖
3.为了敏感肤也不会有刺痛感，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丁酯、酒精、色素。
4.既防止假货或者仿制品又抢眼的全息图包装设计
5.Asia Lohas certificate

NOHJ

水润精华黄金面膜
 WICC 世界发明创意大赛 V金奖

独特的三层箔面膜与美容沙龙的皮肤管理秘方-黄金精华液的完美结合，

带来奢华的体验的高端黄金面膜。

精致轮廓精华面膜 
独特的三层箔面膜与美容沙龙的皮肤管理秘方-黄金精华液的完美结合，
带来奢华的体验的高端黄金面膜。

2018 NEW

 WICC 世界发明创意大赛 V金奖



芦荟水分补充疗程
水分集中管理

红参营养供给疗程
营养集中管理

柠檬焕发光彩疗程
水光泽集中管理

葡萄柚紧致毛孔疗程
毛孔集中管理

皮肤光泽[黄瓜]
亮泽皮肤的秘方!

含有黏土，黄瓜提取物

毛孔紧致[绿茶]
弹性皮肤的秘方！

含有黄泥、绿茶提取物

皮肤水分[芦荟]
水润皮肤的秘方！ 

含有黄泥、芦荟提取物

皮肤镇定[茶树]
干净皮肤的秘方！ 

含有黄泥、茶树提取物管理

1.通过能看到里面的半透明设计让购物者信任的包装设计

2.使用从桉树提取的环保素材的面膜贴

3.Asia Lohas certificate

为敏感粗糙的皮肤补充水分与营养。

使用经过严格挑选的含有超级食物的精华液带来高性价比的品质保证

高品质的面膜。

         蜂蜜     西蓝花菜     蓝莓 松茸

亲环境黄金玫瑰面膜 亲环境黄金玫瑰面膜 亲环境黄金玫瑰面膜

RENEWAL

人造丝面膜 人造丝面膜 人造丝面膜 人造丝面膜

天丝面膜

NOHJ

每日治愈面膜系列 4款

天丝面膜 天丝面膜 天丝面膜

亲环境黄金玫瑰面膜

NOHJ

质感系列 4款

NOHJ

超级食物系列 4款

蜂蜜
今天也加油吧 #一起

柠檬 
我的爱情条件 #无条件

竹子
想你的心 #一直

绿茶
今晚怎么样 #梦

商标专利注册 第 40-1194275号

石榴
请接受我的心 #今天

蜗牛
我有个美好想法 #想你

黄瓜
被你吸引 #我的心

茶树
一起吧 #我们

1.通过在SNS上常用的话题创造的面膜

2.独特抢眼的包装以及有趣的香蕉卡通设计风格（专利设计）

3.面膜包装采用起到防伪和与模仿品区分作用的镭射元素设计而成。

4.Asia Lohas certificate

NOHJ

香蕉面膜系列 8款

备长炭面膜 备长炭面膜 备长炭面膜 备长炭面膜

备长炭面膜备长炭面膜备长炭面膜备长炭面膜



备长炭黄金玫瑰

REVITALIZING
箔能量24K黄金提升面膜
这箔锡面膜中含有速缓解肌肤、补充丰富的水分的修复精华28g。
让皮肤细胞快速吸收精华、调节水油平衡肤更充满光泽与活力。

MOISTURISING
箔能量24K黄金面膜
这箔锡面膜中含有速缓解肌肤、补充丰富的水分的滋润精华28g，
让皮肤细胞快速吸收精华、使疲劳的皮肤滋润舒服。

胜肽
使用含有24k黄金与五种胜肽精华液

超级胶原
使用含有24k黄金与与胶原1,300ml的精华液

1.为了改正易干的面膜贴的缺点，我们使用黄金箔面膜贴。

2.众所周知的克娄巴特拉的美容秘诀- 纯金、蜂蜜、石榴、牛奶等补水精华

3.即防止假货或者仿制品又抢眼的全息图包装设计

4.Asia Lohas certificate

1.众所周知的埃及艳后的美容秘诀 , 24k黄金含有对皮肤很有效果的胶原肽可以让你拥有更嫩滑的肌肤

2.不使用化学防腐剂的低刺激的防腐程序，敏感的皮肤也可安心地使用。

3.用韩纸打造的环保包装，奢华的玫瑰纹样的黄金面膜贴。

NOHJ

24K黄金面膜 

NOHJ

箔能量24K黄金面膜 

备长炭黄金箔面膜备长炭黄金箔面膜

亲环境黄金玫瑰

1.敷面部的即刻产生微细泡泡，具有清洁皮肤，去除多余角质、油脂以及黑头作用的面膜系列。

2.除了补水和镇静效果，面膜产生的微细泡沫也会使敷面膜的过程更有趣。

3.面膜包装采用起到防伪和与模仿品区分作用的镭射元素设计而成。

4.Asia Lohas certificate

嫩肤/清洁毛孔/调节皮脂 面膜

深层清洁泡泡面膜（水洗型）
敷面部的即刻产生微细泡泡，去除多余角质、油脂的深层清洁面膜。

提亮肤色/角质管理/清洁毛孔

抗污染清洁泡泡面膜（水洗型）
贴在脸上即刻发微细泡泡，自行进行清洁微尘及毛孔

改善肤色暗沉的清洁面膜

备长炭面膜

人造丝面膜

2018 NEW

RENEWAL

备长炭面膜

NOHJ

清洁面膜系列 2款 

NOHJ

白色泡泡精华按摩面膜 
白色泡沫精华转变为微细的气泡后会在面膜里轻轻地破开，以此产生令人愉悦的皮肤按摩效果。

使娇嫩的皮肤得到充分的水分和营养供给舒缓敏感干燥的肌肤。

含有韩国庆尚南道出产的蓝莓、梅子、苹果、奇异果、芦荟，以及柚子提取物，帮助调整肌肤水油平衡。

使用对皮肤低刺激的防腐程序，敏感的皮肤也可安心地使用。让疲惫的皮肤重现水润光泽。

美白、祛皱 双重功能性化妆品



FACE IN MASK SHEETNOHJ 
Nohj face in mask is the new type mask and combine preferred sheet and serum of proper skin type. Our skin status doesn’t have only one problem such as dry skin, oily 
skin and sensitive skin. We have a concern about dual or more skin trouble. Also because of skin stress and environment, skin condition can be changed from moment to 
moment. In case of that, you need the mask pack suitable only for your skin rather than mask pack made a concept for one purpose. Nohj system mask is the new mask 
pack. Preferred mask and serum are combined to be suitable for your skin type and manage efficient skin care.

定制面膜 7款
1.按照自己喜欢的面膜贴和皮肤类型，搭配不同的护肤方案 新概念皮肤 搭配 

2.面膜贴20ea/专用面膜硅胶刷/专用面膜碗套餐 可以很便利的自制面膜

白金箔纸膜备长炭金色箔纸膜 黄金箔纸膜亲环境黄金玫瑰 备长炭黄金玫瑰 纯棉面膜天丝面膜

1.以含有对补充水分与舒缓肌肤有效的山药、仙人掌、甘草成分的精华液与纯棉膜纸制成的面膜

2.皮肤整天暴露在外，它承受了很多外界的伤害。通过睡觉之前一天敷一片面膜，

使肌肤好好放松的柔和面膜。

3. 面膜包装采用起到防伪和与模仿品区分作用的镭射元素设计而成。

4.Asia Lohas certificat

六月份采取的千年草花与十一月份采取的千年草果实！

使用由农夫精心培育的千年草茎以传统的方式发酵后

获得的千年草发酵液和提取液

细胞舒缓睡眠面膜
通过睡觉之前一天敷一片面膜，使肌肤好好休息的纯补水面膜

CALMING INTRACELL SLEEPING MASK PACK
Pure cotton mask helping skin relaxation with warm coffee aroma and soft 

lavender fragrance

活力
使肌肤更有光泽

营养
使肌肤更有弹性

补水 
使肌肤更水润

镇定
使肌肤更舒适

金箔 金箔 纯棉 纯棉

细胞补水睡眠面膜
通过睡觉之前一天敷一片面膜，使肌肤好好休息的纯补水面膜

AQUA INTRACELL SLEEPING MASK PACK
Pure cotton mask helping skin relaxation with warm woody aroma and soft 

sandalwood fragrance

NOHJ

千年草发酵系列面膜 4款

NOHJ

睡眠纯棉面膜 2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