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人护理Daily UV Cut

本体价格中不含有消费税。禁止未经允许擅自使用所刊登的内容事项。 XAW   6817-ch   00615

官方网站

0120-772-901
0120-039-198

服务时间：上午 9 点～下午 6 点（除周六、周日、节假日）

服务时间：上午 9 点～下午 6 点（除周六、周日、节假日）

化妆品专用咨询窗口 < 美 丽 热 线 >

如有问题或咨询

【退款保障制度】 饮料食品以及一部分商品除外，我们实施了退款保障制度。
接受退换，届时请向生活创意设计师提交申请。

请致电客服咨询专线

全家齐上阵 简单温和防止紫外线

X-one Daily UV Cut

商品编号 817

X-one
Daily UV Cut 〈SPF30 PA+++〉（弱酸性）（50mL）

使用方法

■X-one Daily UV Cut的主要成分

商品名称

目的

类型

香型

主要成分

美容功效

X-one Daily UV Cut

抵御生活紫外线

凝霜

无香料（使用天然香精会有隐约香气）

·甲氧基肉桂酸乙基己基（防止紫外线）
·二乙基氨基羟基苯甲酰苯甲酸己酯（防止紫外线）
·丁基甲氧基二苯甲酰基甲烷（防止紫外线）
·有机橄榄油（保湿）
·有机荷荷巴油（保湿）
·向日葵精华（防止肌肤干燥）
·石榴精华（保湿）

·防止UV-A波段、UV-B波段，保护皮肤
·保持肌肤滋润
·增加光泽，更加完善肌肤效果

手腕
脖颈至胸口

500日元硬币大小面部

2枚500日元硬币大小双腿

一颗珍珠大小
请在上底妆前使用

着眼生活紫外线，预防UV对策的凝霜

X-one

特别在意的部分，请仔细重复涂抹。

涂抹时要均匀

涂在肌肤表面。

本体价格3,572日元

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
本印刷物使用植物油油墨。

107-0062 东京都港区南青山5-4-27 BARBIZON104 5F Tel 03-6891-8000（代表）



有机油和
植物型美容精华相调和，
有效防止紫外线的同事
温和舒适防晒。

石榴精华（天然萃取）

针对生活紫外线
每天简简单单，万全应对！
紫外线不仅会导致色斑、皱纹等肌肤老化的原因，也对毛发

产生严重的影响。另外，紫外线的影响，与出生以来所受到

紫外线照射的总量成比例。要必须时常警惕“日晒是对将来

产生损害的行为”。因此，日常做好万全的紫外线对策极为

重要。

X-one Daily UV Cut凝霜 

着眼生活紫外线，预防UV对策

温和肌肤

混合有机油（橄榄油、荷荷巴油）
超强保湿凝露，不仅用于身体，也可用于面部。刺激小，儿

童也可放心使用。

特点2

有效隔离

UV-A（生活紫外线）<SPF30PA+++>
有效防止穿透至家中的UV-A波段，无需专用卸妆产品，肥皂或

沐浴露即可简单清洗干净。
*SPF是防止UV-B波段的系数，PA表示防止UV-A波段的系数。

特点1

特点4
混合了防止脱妆的成分，

可用于妆前打底
混合硅酮弹性体，防止因出汗和皮脂产生的脱妆现象。不

浮粉，在皮肤上易推开，如美容液一般也可保湿补水。

特点3
预防肌肤问题，保养防护同步进行

混合植物性美容精华
具有神奇美容效果的石榴精华，被称作天然萃取的辅酶

Q10，与向日葵精华调和，防止因日晒产生的皮肤粗糙，

保护肌肤。

有机油（天然萃取）
（橄榄油、荷荷巴油）

紧密贴合至毛孔内部，不仅防止肌

肤直接接触防紫外线成分，还使得

肌肤表面光滑。另外，漫射光线，

有提亮肌肤的效果。

硅酮弹性体

有机油一般是指，至少3年以上没有使用过化学肥料

或化学合成农药的土壤，并且，作物也和土壤相同，

在栽培过程中完全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化学合成农药。

在生产、储存、运输、加工制造工程等各个阶段，

制定严格细致的基准。在经过专业机关的认定后，

才可以开始称为有机物。

橄榄为木犀科常绿乔木。果实可榨制橄榄油，对肌

肤有保湿功效。

荷荷巴适合生长在沙漠等严峻环境中，具有顽强生命力。其油富含维生素A、维生

素E和丰富的矿物质，自古就用来治疗伤口，保养头发和肌肤。

向日葵精华（天然萃取）

菊科，一年生草

本。中国自古用

于食用。有抗氧

化，增添肌肤活

力，调节平衡的

作用。

用于调节荷尔蒙

而被熟知，有望

预防、改善肌肤

屏障功能低下。

针对因紫外线照

射 而 引 起 的 红

斑，有预防和改

善的效果。

硅酮弹性体

具有天然萃取成分的保湿膜

毛孔

皮肤截面

生活紫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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