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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公司介绍



中盛佳人（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北京梦丝丝药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

司的全球独家代理商，代理梦丝丝—北京同仁堂（简称）系列护肤品并负责北京梦丝

丝药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的产品的市场运营，代理商招募等。

北京梦丝丝药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94年，也是北京同仁堂营养保健品厂

唯一对外联合投资的合资公司。 梦丝丝-北京同仁堂系列护肤品是由北京同仁堂营养

保健品厂监制的，产品配方有源自北京同仁堂的百年老方，经过北京同仁堂总工程师

几十年的潜心研究，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萃取技术、配合用户使用习惯研制而成，产

品可以改善肌肤由内而外养护肌肤，恢复和保持肌肤健康状态，延缓皮肤衰老。

中盛佳人（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介绍





02工厂介绍



北京梦丝丝药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股东方为北京同仁堂营养保健品厂，也是北京同仁堂营养保健

品厂唯一对外投资的公司。公司始建于1994年，固定资产约1000万美元，生产能力约人民币1.5亿元。

现生产基地位于北京市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占地面积约15亩，厂房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融

入现代科技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按ISO9000、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达到了生产过程的现代

化、工艺工程化、质量标准化、产品规模化 。

梦丝丝-北京同仁堂护肤系列产品为天然中草药护肤系列化妆品，现包括五个类型如：抗污染除菌、

抑菌、清洁类；避蚊、蝇、虫类；祛斑、祛痘、防晒三种功能性化妆品类；日常护理类；面膜产品；

二十七种原料特色为天然、中草药、洁肤、护肤、健肤、美容。

商标注册为唐代药王孙思邈画像。商标注册证号：第1805240号。

北京梦丝丝药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介绍







03产品介绍



祛痘系列

祛斑系列

对面部青春痘有良好的收敛、消退、恢复正常肤质
等作用，清爽保湿，减少痘痘再发。

轻松祛斑，可弱化色斑，减轻皮肤表面色素沉着，
全套使用可抑制斑的再生。

养颜保湿，增加皮肤弹性，平滑皱纹。防皱系列

日常护理系列

面膜系列

能有效地为肌肤保湿，基础护肤和保湿。

壳聚糖面膜、干湿分离，贴完不粘腻，品种多样。



日常护理系列

洗面奶 保湿柔肤水 保湿日霜 修复晚霜 美白防晒霜



洗面奶

本产品性质温和，能清洁脸部污渍、油渍、化妆残迹。本品富含脱乙酰壳多糖和库拉索芦芸

叶提取物等多种护肤剂，保湿剂，能够润肤养颜，锁住肌肤水分。 用后令皮肤清新爽洁，不

紧绷。

配方：水、月桂醇磺基琥珀酸酯二钠、硬脂醇、甘油、甘油硬脂酸酯、液体石蜡、椰油基葡

糖苷、硬脂酸、羊毛脂、三乙醇胺、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

二醇、香精、库拉索芦芸叶提取物、脱乙酰壳多糖。

使用方法：先用清水润湿面部，挤少量本品干手心，均匀涂于面部, 轻揉按摩 3分钟，用清水

洗净即可，每天早晚各一次。



保湿柔肤水

本产品性质温和，能清洁脸部污渍、油渍、化妆残迹。本品富含脱乙酰壳多糖和库拉索芦芸叶

提取物等多种护肤剂，保湿剂，能够润肤养颜，锁住肌肤水分。 用后令皮肤清新爽洁。

配方：水、月桂醇磺基琥珀酸酯二钠、硬脂醇、甘油、甘油硬脂酸酯、液体石蜡、椰油基葡糖

苷、硬脂酸、羊毛脂、三乙醇胺、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

香精、库拉索芦芸叶提取物、脱乙酰壳多糖。

使用方法：先用清水润湿面部，挤少量本品干手心，均匀涂于面部, 轻揉按摩 3分钟，用清水

洗净即可，每天早晚各一次。



保湿日霜

本产品性质温和，能清洁脸部污渍、油渍、化妆残迹。本品富含脱乙酰壳多糖和库拉索芦芸叶

提取物等多种护肤剂，保湿剂，能够润肤养颜，锁住肌肤水分。 用后令皮肤清新爽洁。

配方：水、月桂醇磺基琥珀酸酯二钠、硬脂醇、甘油、甘油硬脂酸酯、液体石蜡、椰油基葡糖

苷、硬脂酸、羊毛脂、三乙醇胺、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

香精、库拉索芦芸叶提取物、脱乙酰壳多糖。

使用方法：先用清水润湿面部，挤少量本品干手心，均匀涂于面部, 轻揉按摩 3分钟，用清水

洗净即可，每天早晚各一次。



修复晚霜

本品具有润肤保湿，增加皮肤弹性淡化细小皱纹保持肌肤健康等作用。经常捺本品 将使容颜

红润细嫩，充满活力。

配方：水、鲸蜡硬脂醇聚醚-20、椰油基葡糖苷、鸸鹋油、角鲨烷、PEG-50牛油树脂、霍霍巴

油 PEG-8 酯类、甘油、生育酚（维生素 E)、尿囊素、库拉索芦荼叶汁、香精、水解人参皂草

苷类、聚丙烯酰胺、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羟苯甲酯、

羟苯丙酯。

使用方法：每晚清洁面部后，取适量本品均匀涂擦干面部，轻轻按摩，直到吸收为止。



美白防晒蜜

本品为夏令或高原地区防晒护肤用品，主要功效在干对紫外线全波段有良好的吸收 性能， 特

别是对干紫外线A 段防护功效突出。本品可有效地保护皮肤，防护紫外线对皮肤的照射损伤，

兼有美白滋润、保湿养颜、防止皮肤粗糙的效果。无论晒前晒后均可使用，用后清爽怡人，长

期使用本品皮肤 将变得细腻、白净、光滑和富有弹性。

主要成份：去离子水、二氧化钛、甲氧基肉桂酸乙基已酯、甘油、聚山梨醇酯-80、

椰油酸甘油酯类、辛酸／癸酸甘油三酯、丁基甲氧基二苯甲酰基甲烷、、4-甲基亚苄亚基樟脑、

牛油果树果脂、山梨坦油酸酯、三乙醇胺、PVM/MA 癸二烯交联聚合物、烟酰胺、生育酚类、

聚二甲基硅氧烷共聚物、红没药醇、丙二醇、熊果苷、香精、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槐花

提取物、杏仁提取物、肉桂树皮提取物、获笭根提取物、薄荷醇、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

使用方法：清洁皮肤后，取适量本品，均匀涂抹干皮肤暴露部位，避开眼周。



祛痘系列

洁面膏 均衡爽肤水 清痘面膜 清痘膏 锁水保湿蜜



洁面膏

皮肤没有彻底的清洁会导致痘痘的产生，本品性质温和，能清洁脸部污渍、油渍、化妆残迹。使用本品后，

令肌肤润泽、光滑和舒缓，特别适合油性皮肤使用。

配方： 去离子水、甜菜碱、月桂醇聚醚- 9、甘油硬脂酸酯、月桂醇聚醚磺基琥珀酸酯二钠、甘油、硬脂醇、

丙烯酸（酯）类／硬脂醇聚醚-20甲基丙烯酸酯共聚物、 ( 12-13 醇磷酸酯钾、乙二醇二硬脂酸酯、羊毛脂

醇、苞麻油磷酸酯、双（羟甲基） 咪唑烷基脲／磺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香精 。

使用方法：每日早晚用清水润湿面部后，取少量本品于手心，加水揉搓出丰富泡沫， 轻揉你的面部1 分钟

时间，用 温水洗净即可。



均衡爽肤水

本品含收敛剂，具有明显收敛和抗脂溢的作用，富含营养成分，在分解多余皮 肤油脂的同时，达到水油均

衡，增加皮肤弹性，是延缓皮肤衰老、保湿清爽肌肤的佳品。

配方：去离子水、黄瓜果提取物、北美金缕梅水、霍霍巴蜡 PEG-120酯类、丁二醇、透明质酸、库拉索芦

芸叶汁、苯氧乙醇/DMDM 乙内酰脲／羟苯丙酯、生育酚（维生素E)、尿囊素、EDTA 二钠、氢氧化钠、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香精。

使用方法：使用洁面品后，取适量均匀涂于面部，轻轻拍打充分吸收即可。



清痘面膜

本品对面部青春痘有良好的收敛、消退、恢复正常肤质等作用，对油性皮肤有较好的洁面作用。

配方：去离子水、聚乙烯醇月桂酸酯、乙醇、丹参提取物、黄蘗树皮提取物、黄芩根提取物、紫花地丁提

取物、雏菊花提取物、甘油、氢化蓖麻油、生育酚类、聚乙烯醇、羟基二氯二苯醚、双（羟甲基）咪唑烷

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香精、姜花、库拉索芦荟叶提取物、薄荷醇。

使用方法：先洗净面部、在均匀涂擦本品，30分钟以后，用洗面奶洗去面膜。每周使用1~2次。



丹参养颜清痘膏

本品的主要成份为祛痘植物提取液，含丹参、黄檗等。对青春痘有收敛、消退、恢复正常肌质等作用，对

肌肤有良好的保养作用。

配方：去离子水、丙二醇、丹参提取物、黄檗树皮提取物、紫花地丁提取物、雏 菊花提取物、液体石蜡、

硬脂醇、PEG-7 甘油椰油酸酣、鲸蜡醇聚醚-20、聚二甲基硅氧烷、生育酚（维生素E ) 、库拉索芦荟叶提

取物、姜花油、红没药醇、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钛／二氧化钛、

香精。

使用方法：先洗净青春痘多发部位，如面部、胸背部等，稍干后均匀涂擦本品，每 日使用 2—3 次。



祛斑系列

洗面啫喱 保湿柔肤水 祛斑面膜 祛斑膏 修颜隔离霜



洗面啫喱

本品主要在于能有效地清洁面部，洗后让你倍感肌肤舒爽，皮肤也变得舰丽。

配方：水、月桂醇硫酸酯铵、乳酸钠、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丙烯酸（酯）

类/硬脂醇聚醚-20  甲基丙烯酸酯共聚物、椰油基葡糖苷、甘油、氢氧化钠、椰油酰胺 DEA、乳酸、丙二

醇、 胶黄芪根提取物、细叶益母草提取物、川芎提取物、香精、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

氨甲酸酯、丙二醇、尿囊素、EDTA-二钠。

使用方法：每日早、晚用清水润湿面部后，取适量本品放于手心，加少量水揉 出丰富的泡沫后， 轻揉面部

1-3分钟,然后用清水洗净即可。



本品是根据近代关于色斑研究的进展，参考我国历代中医养容护肤验方，利用现代精细工艺提取了天然植

物有效成份，采用优质化妆品原料重新研制而成的祛斑 护肤佳品。本品含有皮肤所需的维生素，有利于皮

肤恢复活性和抗衰老，并能较快地渗透 入皮肤，软化角质层，对色斑的淡化有较好的效果，使用后面部色

斑逐渐变浅，如 能经常使用，皮肤将变得光滑、光泽富有弹性，配合使用养容祛斑膏效果更佳。

配方：去离子水、聚乙烯醇、乙醇、甘油、聚乙烯吡咯烷酮、熊果苷、三乙醇胺、生育酚（维生素E ) 、月

桂氮卓酮、双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杏仁提取物、茯苓根提取物、柿叶提取物、

香精。

用法用量：

1、先用美白洗面奶或温水洗净皮肤，稍干后均匀涂擦本品。

2、等待 20一30 分钟后揭去薄膜，再用清水洗净。

3、每周可酌情使用 1—2 次。

祛斑面膜



祛斑膏

本品是参考中国历代养颜护肤验方，利用现代科学提取植物提取物的有效成份，采用精细化妆品原料重新

研制而成的祛斑护肤佳品。本品对色斑的淡化有较好的效果，可弱化色斑，减轻皮肤表面色素沉着。使用

后面部色素沉着 渐渐淡化，如经常使用，皮肤将变的更加洁净、细腻光泽而富有弹性。

配方：水、甘油、硬脂醇、硬脂酸、矿油、甘油硬脂酸酯、PEG-60氢化蓖麻油、柿叶提取物、茯苓根提取

物、杏仁提取物、羊毛脂醇聚醚-75、、聚二甲基硅氧烷交联聚合物、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

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香精、氢氧化钾、氢氧化钠、珍珠粉。

使用方法： 1.先用温水洗净皮肤，稍干后再将本品涂抹于色斑上，从量小量用起，逐渐增量。2. 每日早晚

各一次。



防皱系列

洁面乳 保湿柔肤水 防皱眼霜 焕肤面膜 紧肤防皱霜



洁面乳

选用温和表面活性剂和优质润肤成份，在有效清除肌肤污垢和面部化妆痕迹的同

时补充水份和营养成份。洗面时无刺激感，洗面后令肌肤滋润光洁无紧绷感，与

防皱套装一起使用。

配方：去离子水、月桂醇聚醚磺基琥珀酸酯二钠、椰油酰良性基二乙酸二钠、月

桂醇磷酸酯二钠、月桂酰胺丙基甜菜碱、丙烯酸（酯）类共聚物、PEG-80甘油

椰油酸酯、乙二醇二牛脂酸酯、三乙醇胺、黄瓜果提取物、苯氧基乙醇、

DMDM乙内酰脲、羟苯丙酯、日用香精、EDTA二钠。

使用方法：每日早晚用清水润湿面部后，取少量本品于手心，加水揉搓至产生泡

沫后清洗面部，最后用温水洗净即可。



防皱眼霜

本品具有良好的保湿作用，经常使用可以使眼部肌肤具有弹性、保持水分、细

嫩柔滑。

配方：水、硬脂醇、甘油硬脂酸酯类、丙烯酰胺类共聚物、烟酰胺、辛酸／ 癸

酸甘油三酯、角鲨烷、聚二甲基硅氧烷、北美金缕梅花水、牛油果树果脂、生育

酚（维生素E ) 、红没药醇、菊花提取物、人参根提取物、橙皮苷甲基查尔酮、

三氯生、香精、珍珠粉。

使用方法：先用洗面奶洗净面部，再取少量本品，均匀涂捺干眼部周围，轻揉

按摩 3—5 分钟， 每日早晚各一次。



焕肤面膜

配方：水、甘油、丙二醇、黄原胶、水解胶原、红景天提取物、人参根提取物、

生育酚（维生素E) 、甲基异噻唑啉酮、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丙酯、聚丙

烯酸-13、聚异丁烯、聚山梨醇酯-20、香精。

使用方法：先洗净面部，再均匀涂擦本品，30分钟以后用洁面乳洗去面膜，每

周使用1~2次。本品属于撕拉面膜。



紧肤防皱霜

本品主要作用在干润泽肌肤，养颜保湿，从而达到使肌肤细嫩、光泽和防皱目的。

配方：水、液体石蜡、硬脂醇、丙二醇、甘油硬脂酸脂、鲸蜡硬酯醇聚醚-20、

生育酚（维生素E ) 、硬脂酸、聚二甲基硅氧烷、曲酸二棕榈酸酯、月桂氮卓酮、

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人参根提取物、芦

荟 提取物、香精、三乙醇胺、牛油果树果脂、柠檬酸单钠、柠檬酸。

使用方法：先用温水净面， 取少量本品， 均匀涂于面部， 对小皱纹部位轻轻按

摩3 分钟。每天早晚各一次。



中盛佳人壳聚糖面膜系列



壳聚糖

壳聚糖(chitosan)又称脱乙酰甲壳素，壳聚糖被作为增稠剂、被膜剂列入国家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GB-2760。

壳聚糖的特点：

1、对于经常涂抹粉底，BB霜肌肤能起到吸附排泄皮下深层重金属作用。

2、提高表皮保湿度，维持表皮含水量在25%-30%

3、薄皮女生的福音，对脆弱、敏感肌肤能在日常的护理中提高肌肤的免疫力

4、外油内干，容易造成毛孔堵塞的敏感肌肤给予舒缓和抑制细菌活性的作用。

5、脉冲光、射频、点阵、果酸等医学美容术后的抗敏感及抗炎症产生，快速修复基底

热损伤，避免造成术后敏感。



中盛佳人牡丹补水面膜（新品）

本品含有牡丹、珍珠等成分，滋养肌肤，同时调理修护皮脂膜，改善干燥暗沉肤质。使用后肌肤呈现水嫩、

细腻、光泽。

配方：水、甘油、丁二醇、牡丹枝/花/叶提取物、烟酰胺、水解珍珠、双（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

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聚丙烯酸酯-13、聚异丁烯、聚山梨醇酯-20、黄原胶。

使用方法：

1、使用前用洁面品将脸部清洗干净。

2、使用面贴时，先从眼睛部位开始，轻轻贴于整个脸部，在肌肤与面膜之间不留任何气泡。

3、敷面膜15 分钟即可取下，以化妆水或温水冲洗。

4、如果肌质较干可以多敷5-10分钟，尽量不超过30分钟。



中盛佳人芦芸清姿面膜（新品）

本品含有多种植物成分，预防和改善缺水引起的肌肤干燥、粗糙、细纹等现象， 帮助肌肤补充水分和营养，

提升肌肤修复能力。

配方：水、银耳提取物、、烟酰胺、甘油、丙二醇、芦荼提取物、生育酚（维 生素 E) 、甘草酸二钾、双

（羟甲基）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黄原胶、香精。

使用方法：

1、使用前用洁面品将脸部清洗干净。

2、使用面贴时，先从眼睛部位开始，轻轻贴于整个脸部，在肌肤与面膜之间不留任何气泡。

3、敷面膜15 分钟即可取下，以化妆水或温水冲洗。

4、如果肌质较干可以多敷5-10分钟，尽量不超过30分钟。



中盛佳人银耳滋养亮肤面膜（新品）

本品蕴含多种植物成分，能够促进肌肤吸收，有效增加肌肤光泽和细腻度，改善 肌肤暗黄、肤色不均等现

象，令肌肤变的富有弹性，长期使用可令肌肤健康自然。

配方：水、银耳提取物、甘油、丙二醇、川芎提取物、白术根提取物、黄原胶、甘草酸二钾、双（羟甲基）

咪唑烷基脲、碘丙炔醇丁基氨甲酸酯、丙二醇、香精。

使用方法：

1、使用前用洁面品将脸部清洗干净。

2、使用面贴时，先从眼睛部位开始，轻轻贴于整个脸部，在肌肤与面膜之间不留任何气泡。

3、敷面膜15 分钟即可取下，以化妆水或温水冲洗。

4、如果肌质较干可以多敷5-10分钟，尽量不超过30分钟。



中盛佳人珍珠驻颜凝时面膜 （新品）

本品含有珍珠、人参等多种成分，改善肌肤干燥粗糙、松弛及老化等现象，增强 肌肤活力，促进肌肤修复，

淡化皱纹，恢复肌肤弹性。

配方：水、甘油、丙二醇、水解珍珠、人参根提取物、甲基异噻唑啉酮、苯氧乙醇、羚苯甲酯、羟苯丙酯、

聚丙烯酸酯-13、聚异丁烯、聚山梨醇酯-20、水解胶原、黄原胶。

使用方法：

1、使用前用洁面品将脸部清洗干净。

2、使用面贴时，先从眼睛部位开始，轻轻贴于整个脸部，在肌肤与面膜之间不留任何气泡。

3、敷面膜15 分钟即可取下，以化妆水或温水冲洗。

4、如果肌质较干可以多敷5-10分钟，尽量不超过30分钟。



04产品价格



产品名称 容量 零售价（元） 内购价（元）

洗面奶（老包装） 60g 128 50
保湿柔肤水（老包装） 100ml 158 50
保湿日霜（老包装） 45g 128 40
修复晚霜（老包装） 45g 128 40
美白防晒霜（老包装） 25g 128 40
洁面膏（老包装） 60g 128 50
均衡爽肤水（老包装） 120ml 198 70
清痘面膜（老包装） 60g 168 50
清痘膏（老包装） 45g 258 70
锁水保湿蜜（老包装） 45g 138 50
洗面啫喱（老包装） 60g 128 50
祛斑面膜（老包装） 60g 168 70
祛斑膏（老包装） 45g 58 58
修颜隔离霜（老包装） 25g 128 50
洁面乳（老包装） 60g 128 40
防皱眼霜（老包装） 25g 138 50
焕肤面膜（老包装） 60g 168 60
紧肤防皱霜（老包装） 45g 158 60
中盛佳人牡丹补水面膜（新品预售） 25ml*8片 268 80
中盛佳人芦荟清姿面膜（新品预售） 25ml*8片 268 80
中盛佳人银耳滋养亮肤面膜（新品预售） 25ml*8片 268 80
中盛佳人珍珠驻颜凝时面膜（新品预售） 25ml*8片 298 88



05联系方式



中盛佳人（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梦丝丝药物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北京朝阳区惠河南街22号礼安门南岸一号A1座

厂址：中国.北京怀柔区雁栖经济技术开发区

电话：010-85767260    传真：010-85595222

网址：www.izsjr.com

刘池镕：18612410088

可一件代发，不含运费。



谢谢！请多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