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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畿大学药学部倾力研究
创新提取甲鱼胶原蛋白肽

天然高纯度甲鱼胶原蛋白 - 纯度 100%
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



紧致

滋润

美肌
臻选成分独家提取美肌成分—甲鱼

胶原蛋白肽、强力护养肌肤
（与近畿大学联合申请专利中）

天然人体滋润成分—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
易于吸收融合 ( 世界首次 )

天然高纯紧致成分—纯度 100%
的甲鱼胶原蛋白、皮肤安全自然紧收

配合使用 “贵族” 成分
——天然大马士革玫瑰
产自保加利亚
是玫瑰中王者
拥有 “玫瑰女王” 美誉
是气味最芬芳、价值最高贵的存在

三个团队强强联手、精诚协作，
助力 Suppon Biotech Superior one 闪亮问世

精益求精 塑造无限完美
激发潜能 延展肌肤青春

※甲鱼精华元素与护肤高科技完美融合，为肌肤注入活力

精选甄别

KUROMON COSMETIC公司

以超强专业能力精选原材
常年浸沉于大阪黑门市场

以实践磨砺精准独到的鉴别能力
秉承优中选优原则

甄选优质甲鱼中的极品

精心培育

静冈县烧津水产高中

学校拥有先进的养殖理论
并始终站在甲鱼养殖的一线

持续推进、厚积薄发
形成了非同一般的甲鱼养殖方式

将关心、爱心、精心融入到甲鱼培育中
让甲鱼在无压力环境下舒适成长

成材甲鱼的胶原蛋白的含量与品质
都远超普通甲鱼

饲料中不含任何抗生素
尽可安心、安全使用

精炼提纯

近畿大学 医药部

凭着执着的钻研精神
研发出最佳提纯萃取方法

成功提取出纯度 100% 的天然
精纯甲鱼胶原蛋白（保湿）

与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
（保湿）组成完美搭配

产品命名的由来：
Superior：优质的，卓越的   One：独一无二的



优雅从容的气质与神韵
怎么才能拥有？

中山秀子简介
◎第五回国民美女选拔赛决胜选手
◎日本抗老年医学会会员（护士）
◎近畿大学大学生（现役）

岁年龄段的奇迹50

Suppon Biotech
拥有神奇力量

想让肌肤对干燥、季节交替等外在侵扰拥有超强防御！
想让肌肤对情绪、压力等内在侵害铸造免疫！

想让肌肤护理变得简简单单！
想让肌肤拥有无限活力！梦想都实现！衰老不再来！

很任性吗？

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好朋友 Suppon Biotech，一生相伴的护肤伙伴

世界首次

第一次将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
与天然高纯度甲鱼胶原蛋白融合使用，

有效渗透至角质层深处，实现深层护理！

三种成分构成黄金组合、科学分工、高效协作

水溶性天然甲鱼胶原蛋白（保湿）在肌肤表面形成一层覆盖膜 , 天然类

人体神经酰胺自身强力渗透、同时发挥了助推牵引作用带动水解天然

甲鱼胶原蛋白（保湿）深层渗透至角质层内部。共同在肌肤内部实施

深层护理、三种成分完美协作，肌肤长效水润光滑。

2013 年 3 月，日本农艺学会发布信息：在日本传统酿造发酵物的发酵
酒糟内发现天然神经酰胺，这也是首次世界承认它的存在。

暗淡无光、干燥缺水的肌肤

水解胶原蛋白
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

健康活力、水润紧致的肌肤

水溶性胶原蛋白



卸妆新感觉  轻松去彩妆

让肌肤享受丝滑融化的体验 彩妆轻拂而去

天然高纯度甲鱼胶原蛋白与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完美配合，

涂抹到肌肤后瞬息深入。彩妆溶解、污垢清洁，

一抹搞定，肌肤愈加水润清透。

洗颜保湿润 去污保清洁

肌肤水润光滑洗出来

天然高纯度甲鱼胶原蛋白与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完美配合，

瞬间赋予肌肤紧致与滋润。再添加温和亲肤的甘草精华，有效防止肌肤洗后干燥粗糙。

肌肤越洗越光洁！肌肤越洗越滋润！

Superior one
卸妆膏 

Superior one
滋润香皂

cleansing 保湿洁面香皂
附起泡网售价：               日元（不含税）  3，500
售价：               日元（不含税）  2，500

紧致

天然高纯度
甲鱼胶原蛋白

紧致

天然高纯度
甲鱼胶原蛋白

滋润

天然类人体
神经酰胺

滋润

天然类人体
神经酰胺

保湿

甘草精华

温和清纯的膏体
取出时，固体形态；
涂抹后，变身轻薄的油状质地；
深入毛孔，溶解带走彩妆及残余油脂污垢。
浓妆卸除也可轻松驾驭。

延展性极佳，少量一点即可覆盖全脸。
温和细腻的触感十分亲肤，
对肌肤不会造成任何负担。

※使用人工大马士革玫瑰香料

洁面是护肤的基础
* 去除污垢，保持面部肌肤清洁
* 消除陈旧角质，促进肌肤新陈代谢
   没有好的基础，难有大的提升！
   洁面重要性不言而喻使用量：

取 2-3 粒珍珠
大小的膏体即可

使用方法 使用方法

保持面部和手部的干燥，取适量本品涂抹于面部，以

画大圆的方式按摩 30 秒左右，等油脂污垢被充分溶

解后用温水轻柔洗净即可。妆容较浓的情况下可适当

加量使用。

使用附赠的起泡网揉搓起泡，泡沫量大约以一个柠檬

大小为适宜。用泡沫轻柔洁面，并用清水洗净即可。

洁面后用干净的毛巾等擦拭去残留水分。

洁面不彻底 问题挂脸上

脸色暗沉

肌肤纹理粗糙

肌肤变厚变硬，化妆品不易被吸收

混合使用部分人工大马士革玫瑰香料



滋润打底 护肤启程 轻喷保湿 滋养美颜

补水锁水，肌肤更加柔软水润
奢华使用甲鱼中提取的高纯度甲鱼胶原蛋白

利用水溶性天然甲鱼胶原蛋白、水解天然甲鱼胶原蛋白、

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打造三重黄金构造护理体系，

让肌肤由内至外的保持自然水嫩。

一扫暗沉 肌肤由内而外焕发明亮光泽
在精华啫喱所用成分基础上，添加了高纯度、

天然提取的甲鱼胶原蛋白肽※，将保湿效果大幅提升，有效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从而成功预防皮肤晒黑、斑点形成等常见肌肤损伤。

Superior one
精华啫喱

Superior one
保湿化妆水

保湿啫喱 保湿化妆水
售价：               日元（不含税）  5，000 售价：               日元（不含税）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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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鱼
胶原蛋白肽

精华啫喱
——肌肤基础护理第一步

使用同品牌化妆水
为肌肤输入美肤营养

万事开头难！
输赢都在起跑线！
精华啫喱奢华使用精华成分
天然高纯度甲鱼胶原蛋白
让肌肤紧致
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
锁住水分、保有弹性
洁面后即刻使用精华啫喱、
肌肤基础护理完美实现

在精华啫喱做好基础护理
的条件下配合使用保湿化妆水
为肌肤补充更多美肤滋润成分
肌肤水嫩细腻 晶莹透亮 神采奕奕

使用量：两勺

使用方法

请于洁面后马上使用。使用量以 2 勺为宜。沐浴后使

用效果更佳。对肌肤保湿有更高需要的人，请于睡前

再使用一次。

使用量：
500 日元硬币大小

使用方法

取 500 日元硬币大小本品，置于手心中，轻柔涂抹于

面部 , 循环按摩、促进吸收。与精华啫喱搭配使用效

果更佳。

配套使用保湿化妆水 渗透力提升 超强滋补达成

 ※针对这一配方，正在与近畿大学联合进行专利申请

除了保湿成分外
本品特殊添加中草药【芍药根精华】
成分，可以实现多重功效：
* 抑制皮肤炎症   * 提升保湿效果
* 促进血液循环   * 实现美白雪肌

※根据皮肤状况和体质的不同，效果因人而异。



滋润乳霜 养肌升级

满满水润质感 肌肤饱满柔弹
在乳霜中，天然高纯度甲鱼胶原蛋白和天然类人体神经酰胺合理配比使用，

同时添加油性成分（※润肤成分），能够很好地锁住水分，

肌肤生机焕发、延绵持久。

三重保湿 更胜一筹

美容喷雾 轻轻一按  美颜！就这么简单
超微粒子喷雾融合三重保湿成分 , 瞬息渗透肌肤深处 , 带来水感润泽、光鲜亮丽

 肌肤感到干燥紧绷时 , 轻轻一喷 , 重现饱满、容光焕发

Superior one
滋润乳霜

Superior one 
cell chou chou

保湿乳霜 保湿美容喷雾
售价：               日元（不含税）  5，500 售价：               日元（不含税）  3，000

锁住水分
水嫩通透 肌肤闪亮
※补水很重要、锁水更关键，
防止水分蒸发、将水分留在肌肤内，
肌肤水嫩柔软，自然水到渠成。

滋润乳霜的润肤效果（补水）、
锁水效果都达到了极致，
是护肤保养的必备佳选。

以下时刻，
请立即使用：

妆容干燥时

肌肤干燥时

头发干枯分叉时

想一扫倦容，恢复活力时

让妆容更有光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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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质酸

使用量：
取 1-2 粒珍珠
大小的膏体即可

使用方法

取适量产品置于掌心，涂抹于全脸。

眼周、唇周等极易干燥及毛孔粗大的部位请认真涂抹。

最后用掌心余温轻柔按摩全脸，促进吸收。

使用方法

距离面部 20cm 处

闭上眼后轻喷 2-3 下

静置自然吸收即可

* 请注意：过量喷洒可能导致妆容不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