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RIM”来自

意为“非常”“十分”的古语“ITO”与

蕴含着内在美的“RIM（从容）”两个词语的组合

非常从容地生活。

充满爱、智慧以及品味，

珍惜丰富充实的人生，

温柔从容地生活。

帮助缔造真正的美丽。



* 指符合年龄的保养

将传统的智慧通过
创新的配方诠译出来

打造“重视结果”的化妆品。

带着这样的愿景，ITRIM 所选择的就是

对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培育出的智慧加以运用。

以适合现代社会的形式

对适合人体并使用至今的有效植物

以及相关传统智慧进行商品研发。

ITRIM 的配方将在全世界都备受肯定的传统有效植物

与最新的美容见解加以对照，

开发出的护肤品都充分发挥了天然素材所具有的多功能性。

高端抗衰老*护肤品牌ITRIM。 

ITRIM“优雅老去”的抗衰理念旨在， 

将每个人的美丽发挥到极致， 

帮助优雅地老去。 

献上从容而闪耀的美丽。 



ITRIM 的坚持

坚持“从土壤中培育”，   
积极使用运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栽培的有效植物。 

土壤

根据不同的目的活用不同的部位，对植物的花、叶、根、茎、种子 
以及果实等不同部位所含的不同的成分加以关注。  
挖掘天然素材中未被利用的部位的有效性， 
并将其作为ITRIM独家的化妆品原料可持续利用。 

使用部位

针对不同的原料和使用部位分别采用最佳的方法， 
不惜精力、悉心提取，以免损害成分的有效性。 

提取方法

将多种天然成分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组合，追求高配比， 
并经过品质实验、人体连续使用实验、细胞实验等， 
基于多方依据，完成最终的配方。 

配方

ITRIM认为，舒适的质地和愉悦的芳香也是皮肤保养的重要组成元素。 
质地的设计利用了各种剂型的特性，比如油的流动性、化妆水的水感渗透 
力等，以发挥产品的功能性和有效性。 
精挑细选天然原料的芳香和颜色，以唤醒人们的五感。 
此外，通过以独家的方式进行组合，从有效性和舒适性两方面， 
提升成年人的日常护理。 

质地&芳香

Organic Energy



* 是精油中的一种芳香成分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是采取冷压法，从北海道名产之一的夕张
蜜瓜进行加工时废弃的种子中提取的植物
油。含有亚油酸、油酸以及软脂酸等美容
成分，是一种能均衡肌肤水分、油分的调
理肌肤成分。 

别名柠檬香蜂草，是一种芳香植物，散发
出甜柠檬般的花香，令人心情放松愉快。
从其花、叶及茎提取的精油因提取量极少
而稀有昂贵，主要独有成分为柠檬醛 * 等。

ITRIM 主打成分

香蜂花叶油

提取自以茂木枇杷之名著称的长崎产枇杷
的叶子。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其作为茶叶饮
用等，有益健康。含有类萜及丹宁酸等芳香
成分，据说具有紧致肌肤及保湿作用等众多
功效。

枇杷叶提取物

Concept Ingredients



〈 启动 〉

1
Touching

   着手于感知过程，
解放感觉

〈 接受与传达 〉

2
Switching

从多个方面将多种
成分送达肌肤

〈 再构建 〉

3
Structuring

   重塑原本的肌肤，
提高美的潜力

ITRIM 的独家护肤理论
构建美丽的级联护理

肌肤是保护身体不受外部损害的最大器官，能够感知到来自外部的信号。

此外，植物等天然素材含有多种成分，“功能多面”，特点出众。

ITRIM 就是从这样一个独家角度出发，构建起了对肌肤的“级联护理理论”。

Cascade Approach



ITRIM 植萃馥润系列 
从根基构建美丽

ITRIM 认为 ，“面部”，“身体”，“头发”以及所有的皮肤都连接在一起。

只有所有的这一切都保持健康，肌肤的美丽才能永驻。

为此，作为日常护理基础的 Elementary Line 着眼于肌肤的构造。

该系列由面部护理 、身体护理和头发护理 3 大领域所组成。

通过精心护理全身 ，从本质上实现从容而富有内涵的美。

Elementary Line

Face  Care Hai r  CareBody Care



枇杷花提取物
这是从开着白色或黄白色花朵的
蔷薇科植物枇杷花中萃取的精华。
它能调理并滋润肌肤。

榄香脂（爪哇橄榄胶油） 

从橄榄科的爪哇橄榄的树脂中
提取的精油。
给予皮肤滋润、打造充满活力
的肌肤。 

紫朱牛舌草根提取物
防止干燥，调理肌肤，保持肌肤
健康。 

ITRIM 植萃馥润 主打成分 

ITRIM 植萃馥润 面部护理 主要成分 

「未开发的植物」×「发酵技术」 

这是将日本产的有机栽培大马士革玫瑰叶和米曲 

相结合后获得的ITRIM原创成分。 

我们发现，通常为使美丽的玫瑰花更好盛放而剪下的叶子 

具有神奇的功效， 

便运用独家的发酵技术不留余力地将其提取出来。 

该成分能多功效地作用于成人的肌肤烦恼，具有出色的保湿能力。 

Elementary Concept Ingredients

  大马士革玫瑰叶米曲发酵液 
 （曲酸 /（大马士革玫瑰叶 / 大米）发酵液） 



面部护理

内部、外部因素造成的损害不断积累，

从而有着复杂肌肤问题的熟龄肌肤。 

ITRIM 植萃馥润系列的面部护理，

能多角度发挥功效，以提升成年人的肌肤形象。

并将为你提供，

无论看还是触摸都能充满喜悦的精选保养方案。



迅速卸除防水眼妆和染色唇妆，调节嘴部和眼部的状态，宛如美容液的双层式卸妆精华。

上层（油分层）为复合精油、油溶性紫草根提取物、紫朱牛舌草根提取物等油溶性成分，

下层（水分层）则含有植物萃取的水溶性美容成分。

呵护娇嫩的眼部和嘴部，防止干燥，使其健康。                           

卸除彩妆的同时滋养眼部&唇部。 

35mL 8,8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9%

保湿润肤成分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枇杷花提取物 
・榄香脂（爪哇橄榄胶油） 
・紫朱牛舌草根提取物 

・羽衣甘蓝叶发酵液
 （乳酸杆菌 / 羽衣甘蓝
  叶发酵液） 

・桃叶提取物 
・紫草根提取物
 （紫根提取物） 

・大马士革玫瑰叶米曲
  发酵液（曲霉 / (大马士
  革玫瑰叶/大米)发酵液） 

ITRIM 植萃馥润重点卸妆液R  

凝膏状的卸妆膏，其柔软而有弹性的独特质地能让人心情舒适。

仿佛融化般融入肌肤，迅速让彩妆污垢、附着在皮肤上的灰尘等浮出表面，

即便是在皮肤表面堆积已久的老废角质也能彻底清除。

打造顺滑通透而水润的肌肤。 

彻底清洁又能锁住水分的每日可用卸妆膏。 

90g  13,2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9%

ITRIM 植萃馥润卸妆膏R 

Elementary Face Care

Effective Ingredients Elementary Concept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Face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保湿润肤成分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枇杷花提取物 
・榄香脂（爪哇橄榄胶油） 
・紫朱牛舌草根提取物 

・生甘酒发酵液
 （曲霉 / 大米发酵液） 

・乳酸杆菌 
・岩蔷薇提取物
 （聚繖岩蔷嶶提取物） 

・大马士革玫瑰叶米曲
  发酵液（曲霉 / (大马士
  革玫瑰叶/大米)发酵液） 

Effective Ingredients Elementary Concept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Face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指污垢、老废角质等 

有着清爽滑润的果冻基地，紧密贴合肌肤，

是一款在稠厚柔软的凝胶中加入�种天然植物颗粒后制成的磨砂洁面膏。

其中所含的果肉及叶肉等大小及弹力各异的柔软颗粒能够稳定清除污垢及老旧角质，

修复角质层表面的凹凸不平，让肌肤变得柔滑。

红黏土能够吸附污垢，打造柔滑水嫩的透明肌肤。

适合成年人肤质的柔滑滋润磨砂洁面膏。

100g  13,2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5%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Face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5种植物颗粒
・芦荟（叶肉）
・蒟蒻（甘露聚糖）
・荔枝（种子粉末）
・庄内柿（果实粉末）
・樱桃（果实粉末）

・接骨木果籽油

ITRIM 植萃馥润磨砂膏

为了尽可能多地添加植物成分，

采用日本传统“框制法”细心制作而成。

细腻而绵密的泡沫宛如靠垫一般富有弹力、触感顺滑。

彻底去除污垢和老废角质、打造紧致明亮肌肤。 

能洗去熟龄肌的刺激因子* 的固体皂。 

标准重量 80g  11,0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9%

ITRIM 植萃馥润洁面皂R 

Elementary Face Care

保湿润肤成分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枇杷花提取物 
・榄香脂（爪哇橄榄胶油） 
・紫朱牛舌草根提取物 

・大麦发酵提取物
・羽衣草叶提取物 
・莴苣叶提取物 

・大马士革玫瑰叶米曲
  发酵液（曲霉 / (大马士
  革玫瑰叶/大米)发酵液） 

Effective Ingredients Elementary Concept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Face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指符合年龄的保养

Elementary Face Care

・海藻提取物
・不同培养基对筒柱藻提取物
・阿拉伯咖啡树籽油
・油溶性薏苡仁提取液

・檀香油
・接骨木果籽油

舒适的包容感、顺滑渗透的肌肤质感，

紫根提取物的天然粉色精油，温和柔顺，为肌肤、心神奉献宁静的喜悦之情。

调和精选的海洋性提取物与各种植物提取物，

为肌肤演绎晶莹剔透与色泽美感，打造充满青春活力的靓丽肌肤。

即使出门在外，也能局部使用。

促进滋养成分循环，实现抗衰老护理*。

18mL  19,8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100%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Face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美颜精华油

*指渗透到角质层 

专为渗透*和滋润熟龄肌肤而设计的高机能性化妆水。

质地水润而醇厚，能迅速被皮肤吸收，快速为皮肤的各个部位补充水分。

使用后，肌肤纹理更加细腻，皮肤柔软有弹性，呈现清澈的通透感。 

让鲜嫩的水分扩散浸透*肌肤的每个角落。 

125mL  19,8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6%

ITRIM 植萃馥润精华水R 

保湿润肤成分

・香蜂花叶油
・枇杷叶提取物 

・枇杷花提取物 
・榄香脂（爪哇橄榄胶油） 
・紫朱牛舌草根提取物 

・葡萄发酵提取物
  （酵母菌 / 葡萄发酵
  产物提取物） 

・三石昆布提取物 
・草莓花提取物 

・大马士革玫瑰叶米曲
  发酵液（曲霉 / (大马士
  革玫瑰叶/大米)发酵液） 

Effective Ingredients Elementary Concept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Face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指肌肤的紧致度 

*指肌肤的紧致度 

使变薄变僵硬的皮肤变得柔软，并给予皮肤滋润的乳液。

水润舒适的质地，滋润皮肤并使其柔软，焕发活力光泽。

打造紧致而充满弹力*的松软肌肤。 

专为熟龄肌打造的柔肤&亮肤乳液。 

75mL  22,0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8%

ITRIM 植萃馥润精华乳R 

专为实现熟龄肌肤所追求的弹性、弹力*而打造的面霜。

仿佛被轻柔包裹般的质地，舒适地附着在肌肤上，为肌肤补充浓厚的水分。

旨在从各个层面提升护肤效果，赋予肌肤弹力*，缔造紧致肌肤。 

为肌肤补充浓厚水分，专为熟龄肌设计的面霜。 

25g  33,0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8%

ITRIM 植萃馥润精华霜R 

Elementary Face Care

保湿润肤成分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枇杷花提取物 
・榄香脂（爪哇橄榄胶油） 
・紫朱牛舌草根提取物 

・乌药叶提取物 
・桃果提取物 
・红车轴草花提取物 

・大马士革玫瑰叶米曲
  发酵液（曲霉 / (大马士
  革玫瑰叶/大米)发酵液） 

Effective Ingredients Elementary Concept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Face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保湿润肤成分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枇杷花提取物 
・榄香脂（爪哇橄榄胶油） 
・紫朱牛舌草根提取物 

・梨叶发酵提取物
  （曲霉 / 梨叶发酵
  提取物） 

・猴头菌提取物 
・桃花提取物

・大马士革玫瑰叶米曲
  发酵液（曲霉 / (大马士
  革玫瑰叶/大米)发酵液） 

Effective Ingredients Elementary Concept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Face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所谓OCS有机认证
是一种针对包含有机 原料的商品的
生产制造 过程 进行的认证标准 。

为��层设计有机化妆棉，充分考虑到了清洁、护肤等所有保养步骤。

采取符合OCS���标准的优质棉花精心纺织而成。

�cm×�cm的大尺寸符合女性手掌大小，柔软而又有厚度，

帮助您实现舒适而又充实的保养。

柔软而有厚度，最适合用来进行肌肤保养。

60片  1,100日元（含税）

Elementary Face Care

ITRIM 植萃馥润天然化妆棉片



应对现代环境压力，在产生恶劣影响的因素中保护成人皮肤的多重保护型PP面霜。 
严选的有用植物成分帮助打造充满润泽、弹性肌肤。 
强化肌肤屏障功能，淡化红血丝、肤色不均等，镇定肌肤，打造剔透、亮白肌肤印象。 
质地贴合肌肤、轻盈舒适，一整天都能保持舒适感。 
淡淡的红色可突显健康的血色感，隐形毛孔，打造润泽美丽妆容。 

配备高规格防护&护肤功能。 

28g  11,000日元（含税）  SPF50 / PA++++   天然成分 98%

Elementary Face Care   Skin Care Base

ITRIM 植萃馥润 精华PP霜Awabeni 淡红 

PP霜能够柔和滋润成年人的肌肤，保护肌肤不受外界环境影响。
严选的有用植物成分能够提升肌肤机能,隐形毛孔。
为出现因干燥导致的细纹、无弹力、松弛等老化迹象肌肤,
以精华般质地赋予柔嫩感,打造不惧损伤的肌肤。
保护肌肤不受现代各种外在因素影响,淡而明亮的紫蓝色能够调整容易变黄的肌肤,
打造成人沉静的清凉肌肤。 

无惧老化,保持自然的成人肌肤美。 

28g  11,000日元（含税）  SPF45 / PA++++   天然成分 98%

ITRIM 植萃馥润 精华PP霜Awafuji 淡紫 

2022年3月9日星期三 发销

2022年3月9日星期三 发销

* 将小立碗藓原丝体培养液用异麦芽酮糖醇粉末化后的产物(成分名:植醇、异麦芽酮糖醇、水) 

保湿润肤成分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珊瑚化石粉末
・白羽扇豆籽油

・向日葵嫩芽提取物 
・刺云实果荚提取物 
・荆豆叶/根/茎提取物 
・斜生四链藻（胡萝卜素/
  叶黄素） 

・无毛水黄皮籽油 
・桃子果实水 
・土当归根提取物 

・大马士革玫瑰叶米曲
  发酵液（曲霉 / (大马士
  革玫瑰叶/大米)发酵液） 

Effective Ingredients Elementary Concept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Skin Care Base
Concept Ingredients

保湿润肤成分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珊瑚化石粉末
・白羽扇豆籽油

・地下沃安齐贾籽提取物 
・卡卡杜李油(法地榄仁籽油) 
・土木香提取物 
・小立碗藓培养液* 
・无毛水黄皮籽油 
・桃子果实水 
・土当归根提取物 

・大马士革玫瑰叶米曲
  发酵液（曲霉 / (大马士
  革玫瑰叶/大米)发酵液） 

Effective Ingredients Elementary Concept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Skin Care Base
Concept Ingredients



・毛叶杯轴花叶提取物
・巴巴苏籽油
・瑞士松提取物
・积雪草提取物
・昆诺阿藜提取物
・土木香提取物

・珊瑚化石粉末
・白羽扇豆籽油

一款保护肌肤白天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

轻松打造出成年人自然裸妆感的多功能隔离霜。均匀肤色，柔滑养肤。 

在保持肌肤水润的同时，控制容易因气温和湿度变化而分泌的油脂。

有效天然植物和天然成分构成的自然柔和色感（浅茶色）、轻松遮盖住毛孔，细纹，

斑点等成年人容易出现的肌肤问题，打造自然，有立体感的健康妆容。

均衡肤色，让肌肤更平滑

28g  11,000日元（含税）  SPF50 / PA++++   天然成分 98%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Skin Care Bas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清透EE霜

Elementary Face Care   Skin Care Base

采用精心收集的日本晚樱花的花瓣制成的ITRIM 独创的樱花粉末，

配合从高知县仁淀川的支流提取的小球藻菌株的油型提取物制成，

在白天保护肌肤不受外界刺激。

这款粉色蜜粉能为容易敏感发红的成年人肌肤打造出轻薄柔焦的妆感。

用蜜粉护肤的全新体验。适用于易敏感发红的肌肤。

11g  9,680日元（含税）附赠专用粉扑    天然成分 99%
粉扑替换装  1,100日元（含税）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Skin Care Bas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晚樱花粉末
・小球藻提取物
・苹果果提取物
・椰子油

・珊瑚化石粉末
・白羽扇豆籽油

ITRIM 植萃馥润清透蜜粉 樱花



Elementary Face Care   Skin Care Base

玉树是枇杷的古称。

ITRIM 独创的王树蜜粉，为对抗现代肌肤环境的枇杷种子粉末，

配合富含甘菊环的油型欧蓍草提取物制成。

这款自然色蜜粉在保护肌肤不受外在环境刺激的同时，轻松遮盖肌肤暗沉和色斑，

助你打造健康透亮妆感。本品也十分推荐肌肤容易干燥的人群。

对抗外界环境刺激。适用于发黄暗沉，有色斑的肌肤。

11g  9,680日元（含税）附赠专用粉扑    天然成分 99%
粉扑替换装  1,100日元（含税）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Skin Care Bas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枇杷种子粉末
・欧蓍草提取物
・苹果果提取物
・椰子油

・珊瑚化石粉末
・白羽扇豆籽油

ITRIM 植萃馥润清透蜜粉 王树

ITRIM 独创的国产莲花蜜粉，配合从抗酸力高的薰衣草中提炼的油溶性植物提取物制成。

着眼于皮肤内部的血液循环，保护肌肤不受环境刺激，打造靓丽怡人的妆容。

这款白色的蜜粉能让脸色差和暗沉的肌肤变得透明，助你打造清透有活力的妆感。

着眼于衰老所引起的循环问题。适用于脸色差，暗沉的肌肤。

11g  9,680日元（含税）附赠专用粉扑    天然成分 99%
粉扑替换装  1,100日元（含税）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Skin Care Bas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莲花粉末
・薰衣草提取物
・苹果果提取物
・椰子油

・珊瑚化石粉末
・白羽扇豆籽油

ITRIM 植萃馥润清透蜜粉 莲花



身体护理

身体也会出现的各种肌肤问题，

以及身体曲线等，成年人身体随时会出现的变化。

为此，身体和面部一样需要进行抗衰老护理*。

ITRIM Elementary Line 的身体护理系列，

能够紧致肌肤，打造柔滑的美丽肌肤。

* 指符合年龄的保养



针对肌肤弹性缺失、干燥导致的暗沉及皱纹、肘部及脚跟的皮质增厚等

为成年人身体变化研制的美体磨砂膏。

本品以适中比例添加�种植物叶肉成分砂膏、

�种日本传统天然素材砂膏及有效吸附污物的紫粘土成分。

通过按摩紧致肌肤，实现柔滑身体肌肤。

打造柔滑肌肤，专为成年人身体设计的磨砂膏。

100g  13,2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9%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Body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6种天然颗粒
・芦荟汁（叶肉）
・魔芋（甘露聚糖）
・荔枝（种子）
・小豆
・贾巴拉柑橘果皮
・茶叶

・柏木油（地中海柏木叶/ 
  坚果 / 茎油） 

・乳清
・聚合草叶提取物
・金盏花提取物

Elementary Body Care

ITRIM 植萃馥润美体磨砂膏

泡沫浓密，清洗效果柔和的液体沐浴乳。

成年人肌肤容易干燥，本品的滋润成分能均衡肌肤的水润状态。

清爽紧致的沐浴效果助您打造靓丽光泽，富有透明感的魅力身躯。

沐浴时仿佛置身于植物的奢华、浓郁芳香之中，让身心焕然一新。

着眼于成年人身体变化的沐浴乳。

200mL  8,8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5%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Body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麝香草提取物
・款冬花提取物 ・柏木油（地中海柏木叶/ 

  坚果 / 茎油） 
・乳清
・聚合草叶提取物
・金盏花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沐浴乳 N



每当双足、小腿以及腿肚感到不快时，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快速消除不适的喷雾型化妆水。

含有的日本产有机柠檬草提取物和紫土豆提取物（马铃薯汁），

能紧致肌肤，使肌肤顺滑水润饱满。

绿薄荷油（留兰香叶油）自带的清凉感，能给心灵和皮肤带来爽快感。

此外，也可喷在容易不透气或产生异味的丝袜上。 

每次喷洒，双腿都会变得轻快。帮助脚部快速恢复活力。 

30mL  8,8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9%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Face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枇杷叶提取物 

・柠檬草提取物 
・紫土豆提取物（马铃薯汁） 
・绿薄荷油（留兰香叶油） 
・海水（海盐） 
・甘蔗提取物 

・柏木油（地中海柏木叶/ 
  坚果 / 茎油） 

・柠檬草提取物 
・麦卢卡茶树油
 （扫帚叶澳洲茶枝 / 叶油） 

・榊原温泉水 
・乌库巴脂（苏里南肉豆蔻籽脂） 
・粉红胡椒提取物（肖乳香籽提取物） 
・草绿盐角草提取物 

・柏木油（地中海柏木叶/ 
  坚果 / 茎油） 

Elementary Body Care

ITRIM 植萃馥润塑腿舒爽喷雾 

着眼于双足、小腿和腿肚的干燥、粗糙、松弛等成人的足部烦恼。

添加的日本产有机柠檬草提取物和麦卢卡茶树油（扫帚叶澳洲茶枝/叶油）能紧致肌肤，

使肌肤富有弹性。兼具浓缩精油的醇厚感和水润感的新奇质地，伴随着舒适的温热感，

通过按摩促进循环，打造健康美足。 

“温热地循环肌肤*”、浓缩了多种精油的啫喱状美容液。 

30g  13,2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9%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Skin Care Bas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塑腿按摩霜 

*指通过按摩 



Elementary Body Care

ITRIM 着眼于因增龄导致的内部及外部老化，成功开发植萃馥润美体油。

沙棘油赋予了本品鲜艳的橙色。

边按摩边将精油涂抹全身，赋予肌肤弹力，打造紧致肌肤。

本品也推荐局部使用，以及外出时用于脚部的护理。

柔软，舒适。适用于全身的美体精油。

38mL  16,5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100%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Body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白芥芽提取物
・肖乳香种子提取物
・鼠尾草叶提取物
・油溶性薏苡仁提取液

・柏木油（地中海柏木叶/ 
  坚果 / 茎油） 

・金盏花提取物

・延寿草提取物
・胡椒提取物
・紫松果菊提取物

・柏木油（地中海柏木叶/ 
  坚果 / 茎油） 

・乳清
・聚合草叶提取物
・金盏花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美体油

本品为身体乳液，可为肌肤充分补充滋润养分，形成由内至外的滋润呵护。

顺滑延展的质地能柔和调理肌肤，打造紧致、清爽的魅力形象，

呵护成年人易老化的肘部、膝部等部位，力求打造洋溢着幸福恬美的曲线魅力。

让肌肤充满滋润与弹性的美体乳。

150mL  11,0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7%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Body Care Bas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美体乳 N



（左）植萃馥润倍护洗手液  40mL   天然成分 93%
（右）植萃馥润盈润护手霜  38g   天然成分 98%   

套装价格  9,900 日元（含税）

可以随身携带的轻巧尺寸，让手部肌肤保持清洁美丽，

专为成人设计的多功能手部护理套装。包括洗手液和护手霜�款产品。

去除手上的污垢和老废角质，清洗后让肌肤充满水润的洗手液。

考虑到成人的手部肌肤，严选天然有效植物，

利用植物的力量打造具有弹力感的柔软手部肌肤的护手霜。

无论何时何地，助您实现柔软的女性手部肌肤。

缔造洋溢高雅魅力的美丽双手。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Hand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竹醋液
・黍芽提取物
・日本栗衣发酵产物提取物
・无花果发酵提取物

・欧刺柏果油
・牛至叶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手部润养套装

Elementary Body Care   Hand Care



头发护理

  ITRIM Elementary Line 的头发护理系列，

着眼于成年人随着增龄而变化的头皮循环问题

  呵护由于损伤和老化导致的头皮和头发状态，

实现坚韧有光泽的浓密秀发。



Elementary Hair Care

发质烦恼起源于头皮。针对发丝卷曲、光泽缺失、发量不足等

成年人的发质变化，头皮净衡泡沫首先着眼于头皮的修复。

细腻的奶油状泡沫可迅速渗入头皮内部，剥离毛孔内污物，实现彻底洗净。

清洁头皮，焕发头皮活力，打造发质从发根至发梢的健康坚韧状态。

头皮与头发的深层清洁。

150mL  8,8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8%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Hair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黑大豆发酵提取物
・伯尔硬胡桃籽油 ・雪松木油

・苦柑果皮提取物
・大麦发酵提取物
・牛蒡根提取物

・啤酒花提取物
・墨鱼汁提取物 ・雪松木油

・苦柑果皮提取物
・大麦发酵提取物
・牛蒡根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头皮净衡泡沫 N

我们着眼于头皮的健康与成年人发质，成功研制了该款无硅洗发露。

细腻丰富的泡沫，可打造手感顺滑、飘逸动人的完美发质。

对因染发、烫发而产生损伤的发质进行修复，并焕发张力与弹性，

形成光泽动人的发质。

发丝光泽、弹性，发量浓密，针对成年人头发烦恼而设计的洗发露。

250mL  11,0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3%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Hair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洗发露 N



*

・蓍草油
・贯叶连翘提取物
・罗望子果提取物
・洋槐果提取物
・椰油

本品为无硅美发乳，为头皮与发质提供滋润呵护。

可防止发质的卷曲与头皮的干燥等烦恼，打造光泽靓丽、富有张力和弹性的发质。

头皮是影响发质状态的关键因素，充分养护头皮。打造丰盈顺滑的闪亮秀发。

犹如头发美容液一般的沐浴型护发素。

200g  8,8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94%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Hair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秦椒提取物
・水芹提取物
・鼠尾草籽油

・雪松木油
・苦柑果皮提取物
・大麦发酵提取物
・牛蒡根提取物

・雪松木油

ITRIM 植萃馥润美发乳N

本品为献给成年人的综合护发商品，可保持头皮、发质的健康状态。

针对紫外线，吹风机，染发，烫发等对头发造成的损伤，以及增龄带来的头发问题。

有效配合被称为天然硅的�种天然成分*。

绿色是搭配使用蓍草油及有用植物提取物后形成的颜色。

质地清爽、不黏腻，可用于洗发后的湿润状态或干燥状态下使用。

让您的头发更容易打造造型以及易于梳理。

加上睡前的保养，能让人心情愉悦。

献给成年人的头皮、发质综合护发商品。

18mL  13,200日元（含税）   天然成分 100%

保湿润肤成分

Effective Ingredients ITRIM Concept
Ingredients

Hair Care Concept 
Ingredients

・香蜂花叶油
・夕张蜜瓜籽油（甜瓜籽油） 
・枇杷叶提取物 

ITRIM 植萃馥润美发精油

Elementary Hair C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