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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介绍 

 100% natural oil of the most similar to components of human skin structure 

与人类皮肤组织成分最相近的100% 天然油 



1. Company Summary 

“(株)凯尔马油”——是企划和开发基础化妆品的企业。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向消费者提供我和我的家人放心使用的安全质优产品。 
we are the company for planning and developing basic cosmetics. 
We put the best priority on supplying safe and best quality products that I 
and my family can use with safety to consumers.  
 
另外,作为本公司原料事业的“马油/Horse Oil)”是优质的最高等级原料。我们是韩国
最大的供应商。提供世界最高品质的原料是我们的骄傲。 
In addition, The horse oils we deal with as a part of our raw meterial business 
are premium quality products, and we are the largest horse oil supplier in 
Korea and proud of the highest quality in the world.  



2. Business Scope / 事业部门 

自家品牌 
化妆品事业部 

化妆品开发咨询
(OEM) 事业部 

化妆品原料 
事业部 

 “凯尔马油 (Mayucare)” 品牌为一般流通基础化妆品系列 
   The brand “Mayucare” : Cosmetics for general distribution  
 “医生M(Dr.M)” 品牌为美容院专用的特别护肤系列 
      The Brand “Dr.M” : Cosmetics specialized for skin care shop  

 为国内外开发化妆品企业提花咨询。 
     Cosmetics development consulting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panies 
 开发并代理国内外企业委托的化妆品完成品OEM生产 
     Production Agent of cosmetics for OEM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requested by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panies           

向国内外供应 “马油/Horse Oil”原料 
“Horse Oil (Cosmetics raw material)” supply to other businesses 

Cosmetics Development Consulting (OEM) business unit 

Original brand Cosmetics business unit 

Cosmetics Raw Material business unit 



3. Product Configuration(产品构成) 

自有品牌 
化妆品事业部 

凯尔马油(Mayucare) 

医生M(Dr.M) 

基础化妆品 LINE 

Baby 化妆品 LINE 

功能性Pack LINE 

 Extra Rich Cream / Extra Rich Essence  / 
Extra Rich Oil Serum / Horse Oil Maskpack 

 Horse Oil Fresh Soap 
 All-in-one gel & Moisture Cream 

皮肤护理专家 LINE 

 Horse Oil Maskpack 
 功能性(Functional) Eye Patch / 改善皱纹 wrinkle improvement 

 皮肤护理shop 专家用Level special 产品 Line 
     Special cosmetics for skin care shop   
     护理程序产品 (Products by Skincare Program)   

 Baby 专用功能性保湿的Cream (代理店流通) 
     Functional moisturization for Baby care (Dealer distribution) 

Original brand Cosmetics business unit 

Basic Cosmetics Product Line 

Functional Pack Product Line 

高档产品和普及型产品 

Skin care specialist Line 

Baby cosmetics Line 

7+马油霜(100%) 

最顶级上品马脂 
精制的马油产品 
Highest premium grade refined 
horse oil product 



Extra Virgin Horse Oil制造的 
亲和肌肤的Basic Cosmetic 

提供解决皮肤烦恼的Natural Science 
Cosmetic 

与人的皮脂成分最为相似的 “极品清纯马油” 打造的亲肤天然理念化妆品品牌 

通过皮肤科专家的专业性诞生的Natural Science化妆品!!  
通过皮肤天然生理活性,改善皮肤基础,打造健康肌肤的专家专用Skin care品牌 

※ 品牌理念 



About “Horse Oil” 
마유(马油) 



 5~6世纪中国的陶弘景写的《名医别录》里记载了马油有生发
的功效。 
  
 另外,16世纪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马油“治老年斑、
去除黄褐斑、治疗粗糙的皮肤、缓和肌肉痉挛等功效"。 
  
 日本很久以前开始广泛用为皮肤病，烧伤等民间治疗药物,其功
效得到认可,目前列为化妆品、食品原料。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接
触多种马油产品。 
  
 韩国的《东医宝鉴》中也记载了马油的功效。 

※ 4千年历史(馬油) 

About Horse Oil (馬油) 



 马油与人体皮脂(角质层的细胞 
间的脂类成份最相近 
不饱和脂肪酸约占67%,  
含有维生素B1、B2、B6、B12、
维生素E  
，是分子活动活泼，渗透力强的
天然保湿精油. 

人约68%  
马油约67 % 非常相似 

※ 马油(馬油) 是什么? 

About Horse Oil (馬油) 

人类皮脂与马油的不饱和脂肪酸结构图 

人
类 

马
油 

橄
榄
油 

椰
子
油 



韩国第一款真正的马油制成的功能性高级化妆品 
First functional premium cosmetics made of true Horse Oil in 
Korea 

■ 马油(馬油) 的主要功效! The main effects of ‘Horse Oil’ are! 
 
 保湿 :保护皮肤水油平衡并锁住水分 
     Moisturization : protect and maintain oil and moisture inside the skin  
 改善血液循环 / Improving blood circulation 
 抗氧化(Antioxidants prevention): 防止老化(Anti-aging) 
保护肌肤屏障,增强免疫力 
     Immunity increase by protecting skin barriers 
    分子运动活跃  抑制肌肤过敏与炎症 
       Inhibiting skin allergies and inflammation with active molecular activity 
 促进细胞再生 
 / Promotion of cell regeneration 
    抑制及消除色素沉着,提亮肤色  
     Inhibiting pigmentation and improving skin tone 
 改善肌肤弹性, (Improving skin elasticity)抑制皱纹 (Wrinkle suppression) 
 改善过敏皮肤/ Atopic improvement 



作为化妆品原料使用时,混合使用的其他原料和乳化剂须按
用途调和使用。 

马鬃油 
从马鬃底下采取的极少 
量的顶级马油. 

液态马油 

成液体状态的马油 

乳脂马油 

根据用途分为普通精制 
马油和加氢精制马油 

液态马油 

乳脂马油 

马鬃油 

马油的种类 



参考资料 1 



■ 日本 교또꾸성형외과 사우스크리닉院长  
   临床结果概要(使用马油面霜的临床试验结果) 

★过敏性皮炎,烧伤,擦伤,皮肤刺激,虫子咬伤的痕迹，        
晒伤的皮肤; 
 78名为对象进行4周临床试验的结果    
 65名改善及好转/ 证明83%的改善效果 
 

★ 134名青春痘、痤疮 
为对象进行4周临床试验结果 
    116名改善及好转/验证87%改善效果 

★湿疹、皮炎群 
进行4周临床试验结果 
   改进和好转/验证70％改善效果 

‘DrM’ 马油临床试验效果概要 



※参考资料(临床资料) 

保湿 

粗糙皮肤 

再生力 

再使用意愿 

全体满足度 

※马油香皂满足度调查表 

非常满足 满足 一般 

매우만족 만족 보통 

마유비누 만족도 조사표 

보 습 

피부거칠음 

세정력 

재사용 의사 

전체만족도 



※参考资料-3 (临床资料) 

-马油脂肪酸 -正常皮脂脂质结构 

羟基丁酸 팔미틸산 棕榈烯酸 硬脂酸 油酸 亚油酸 

* 马油与皮脂的不饱和脂肪酸结构 

※涂抹马油后皮肤水分量变化 

2小时后 4小时后 涂抹前 

※마유 도포후의 피부수분량 변화 

*마유와 피지의 불포화지방산구조 

2시간후 4시간후 도포전 

-마유의 지방산 -정상 피지 지질구성  

미리스틴산 팔미톨레인산 스테아린산 올레인산 리놀산 



治愈伤痛 

(1日) (2日) (3日) 

(4日) (5日) (6日) 

1~6日 马油涂抹 



恢复被虫咬的伤口 (涂抹马油后按时间段恢复) 

※按时间段恢复过程 

1号相片: 6시 56分 
 
2号相片: 7시 32分 
 
3号相片: 7시 36分 
 
4号相片: 9시 38分 

本材料由凯尔马油的消费者 
被虫子咬准伤后,把涂抹产品恢复的 
过程按时间段拍上照片 
直接提供的资料。 



About System 
凯尔马油的体系 



[Extra Virgin Horse Oil 体系化的特级初榨马油生产系统] 

放牧(2年) 集中饲养管理系统(1年) 

马脂分离 



※‘凯尔马油’ Natural & Safety System  
 “凯尔马油”的理念是追求产品的真实性，这种生

产哲学的揩指导下构筑了自然、安全的生产系统 
 通过长期研究诞生的真正的天然功能性化妆品基

本结构 

※ ‘凯尔马油’ 7 NO System  

‘凯尔马油’对原料坚守执着的信念---有7种绝对
不使用的成分。 

및 안정제 

7無 

인공색소 



※ 核心效果与相互作用系统 
 实现"Dr.M"主要功能的核心成分的融合效果最大化 
 通过核心原料的主要功效与功能性认证成分的最佳配合实现功能的互动化 

 植物性载体Oil Complex 

  -保湿及镇定 

 天然植物性提取物Complex 

  -抗菌、保湿及改善肌肤  

• Niacinamide 
      -美白认证成分 
• Adenosine 
      - 改善皱纹认证成分 

 3-Peptide complex 
- 增强皮肤弹性 
- 改善皮肤问题 
- 皮肤细胞再生 

 极品清纯马油 

  -激活皮肤细胞 

  -抗菌，抗氧化作用 

  -缓解问题皮肤 

  -恢复肌肤屏障功能 

从重功能 性 



※ 核心成分的主要因素作用 
• 适用于功能性主要产品系列的成分的主要功效过程 
• 激活肌肤自然生命力,构筑根本性肌肤烦恼的解决方案体系 

 柔软皮肤作用 
 抑制水分蒸发 
 抑制皮脂分泌 

Linoleic 
acid 

Palmitoleic 
acid 

皮肤 

3-Peptide 
Complex 

 抗氧化作用及改善肤色 
 促进细胞再生与血液循环  
 强化肌肤屏障功能 

 抗氧化、抗炎作用强大，可保护肌肤 
 有镇定问题肌肤的功效 
 改善过敏性皮炎的重要物质 



皮
肤
屏
障
功
能 

 收敛肌肤及防止老化 
保湿及镇静 
强化皮肤自生能力 

 强化皮肤弹性 
 改善皮肤问题 
 迅速渗入肌底 

植物性 
载体油 

天然植物 
提取物 

迅速渗透 

改善过敏皮肤 

激活 
皮肤细胞 

抗菌抗炎 
保护皮肤 

恢复皮肤 
屏障功能 

镇定 
皮肤效果 Ceramide 

Extra Virgin  
Horse Oil 



高功能性自然治愈成分Natural施术-Miracle Dr.M 

Dr.M Natural Ingredient & Effect  

Palmitoleic Acid, Ceramide 
Oleic Acid, Linolenic Acid 
Linoleic Acid 

改善皮肤问题 
改善敏感肌肤 

促进皮肤细胞再生 
恢复皮肤弹性 

激活皮肤细胞 
  （迅速渗透皮肤深层） 
世界皮肤科学界 
   认证的肽的功效 

“角鲨烷” 
“澳洲坚果” 
“荷荷巴” 

“牡丹提取物” 
“黄芩根提取物” 

Copper Tripeptide-1 
Acetyl Hexapeptide-8 
Palmitoyl Pentapeptide-4 

“Adenosine” 
“Niacinamide” 

Natural Oil System 

天然防腐系统 

改善皱纹 
美白皮肤 

<FDA认证的成份> 

※ Natural & Safety System 
 자극 및 유해물질 ZERO 
 식물성 천연방부 시스템 



▣ Dr.M Safety System 

区分  Dr.M 普通化妆品 

防腐剂 天然防腐剂 合成防腐剂 

安全等级 安全 危险 

乳化剂 
（表面活性剂) 植物乳化剂 合成乳化剂 

(来自石油) 

安全等级 安全 危险 

香料 天然精油 合成香料 
(化学制品) 

安全等级 安全 危险 

保湿及营养成分 

天然高级Horse Oil 
天然角鲨烷 
植物性油 

植物提取物 

二甲基硅油 
硅油 

植物性精油 
植物提取物 

安全等级 安全 二甲基硅油危险 

高功能性自然治愈成分Natural施术-Miracle Dr.M 

※ Natural & Safety System 
 无刺激及有害物质ZERO 
 植物性天然防腐系统 



‘DRM’ 产品介绍 



 促进皮肤再生（受损皮肤）/ Skin regeneration (damaged skin)! 
 增加弹性，改善皱纹!! /  Better elasticity and anti-wrinkle! 
 通过改善肤色达到亮白效果!! / Brightening through skin tone improvement! 
 追求七无的天然功能性基础化妆品  
    Natural functional basic cosmetics without 7 additives 
   无安定剂、无合成防腐剂、无化学表面活性剂、无人工香料、无色素、无矿物油、合成油 
    7 NOs  (stabilizer, synthetic preservative, chemical surfactant, artificial flavor,  
    Artificial pigment, mineral oil, synthetic oil) 
★ 高纯度高级马油(Extra Virgin Level Horse Oil)有改善肌肤功效 
     再与3种缩氨酸主要成份混合制成顶级复合功能性化妆品!  
     Extra pure premium Horse Oil(Extra pure Horse Oil) and anti-wrinkle improvement 
function  
      Best multi-functions from mixing three main ingredients of peptides! 
 
★含有美白及祛皱的功能性成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成分) 
     Additional functional ingredients for whitening and wrinkle improvement   
     (FDA certified ingredients) 
 
★含有强化皮肤渗透力及保湿功效的植物性油及天然提取物!!  
     Natural extracts for enhancing skin penetration and moisturization!!  

<全部产品的主要特征/ All products Common Features > 



7+ 极品清纯马油 100 
Extra Virgin Horse Oil 100% Cream  

促进皮肤细胞再生 改善肤色 改善过敏反应 改善过敏性皮肤 

[产品说明] 
赋予肌肤深层生命力的自然礼物! 极品清纯马油100% 
世界唯一成套精制设施的系统环境中生产的高纯度化妆品原料 
 
极品清纯马油 
•    以皮肤最为相近的成分,通过新皮肤生成的生理性过程,促进皮肤细胞再生。 
•    抑制炎症,促进皮肤的治疗,核心因子可有效作用于肌肤,改善肌肤弹力 。 
[主要特征] 
• 促进皮肤细胞再生: 通过核心因子在皮肤中作用，恢复受损皮肤,有助于强化肌肤弹力。 
• 改善肤色: 全面激活皮肤细胞,活化皮肤细胞分裂生长,促进老化肌肤快速再生， 减少色素沉

着,淡化斑痕、瑕疵,打造亮白、剔透肌肤。 
• 改善过敏性皮肤: 通过促进新陈代谢缓和&改善过敏性肌肤。 
• 改善烧伤:促进血液循环与新陈代谢，活化细胞分裂增殖来恢复受损肌肤。 
• [使用方法] 
• 取少量(米粒大小)涂抹 
• ※在现有基础产品上添加马油使用,就能体验现有的基础产品效果提高  
       的现象。 
 [容量]  30ml / 1.02 fl oz 

马脂100% 

[核心成分] 

Repair 
Line 

EXTRA VIRGIN 
 HORSE OIL 



瑞滋营养霜 
Extra Rich Cream  

明亮皮肤 改善弹力 皮肤再生 

缔造皮肤生命力的自然礼物- -Extra Rich Cream 
含有最适量的极品清纯马油,能迅速被肌肤吸收后,为肌肤补充营养,改善肌肤弹力,集中提拉紧致
的丝滑抗衰老系列产品&修复系列产品 
[主要特征] 
• 改善弹力 : 极品清纯马油的因子均衡护理皮肤并形成坚实的肌肤屏障 
• 皮肤再生 : 核心成分活化细胞作用，助于恢复受损的肌肤。 
• 亲肤亮白 : 极品清纯马油的作用与美白认证功能性成分可使肌肤明亮剔透 
[使用方法] 
• 洁面后使用爽肤水与精华液后，取适量本产品轻柔涂抹于整个脸部。 
• 每天早晚使用 
• ※ 与”马油霜100” 混合使用,可体验到更丰富的效果。 
[容量]  50g  / 1.7  fl oz 
[美白、祛皱双重功能性化妆品] 

Repair 
Line 

铜三肽 乙酰六肽 棕榈酰五肽 
腺苷 烟酰胺 

马脂 

[核心成分] 

牡丹提取物 黄芩根提取
物 

人参提取物 鹿茸提取物 石榴提取物 何首乌提取物 蜗牛粘液 
过滤水 

蜂蜜提取物 金丝燕窝 
提取物 

[主要成分] 

葵花籽油 橙皮精油 角鲨烷 澳洲坚果
籽油 

EXTRA VIRGIN 
 HORSE OIL 

葡萄柚皮精油 
荷荷巴籽油 

Cosmetic Certification of Europe. 

Copper 
Tripeptide-1 

Acetyl 
Hexapeptide-8 

Palmitoyl 
Pentapeptide-4 

Adenosine Niacinamide 



牡丹提取物 黄芩根提取物  蜗牛粘液 
过滤水 

蜂蜜提取物 金丝燕窝 
提取物 

[主要成分] 

葵花籽油 橙皮精油 角鲨烷 澳洲坚果 
籽油 

葡萄柚皮精油 荷荷巴籽油 

瑞滋精华液 
Extra Rich Essence  改善肤色 改善皮肤屏障 调节水油平衡 

Repair 
Line 

暗沉的肌肤变得亮白剔透,找回充满生机的肌肤! 
精华液中含有有效防止有害的活性氧增殖的高品质精纯马油和天然植物提取物等,使肌肤
找回润滋剔透的生机与活力。 
[主要特征] 
• 调节水油平衡: 调节不必要的油分,细致填满肌肤所需水分,以水油平衡打造细嫩丝滑的

肌肤改善肌肤屏障: 减少皮肤生成的皱纹,恢复皮肤的伤口及再生效果 
• 改善肤色: 抑制色素沉着,打造干净剔透的光彩肌肤。 
[使用方法] 
• 洁面后用爽肤水调理肌肤后使用 
• 涂抹于整个面部，轻柔按压有助于吸收 
• [用量]  50㎖  / 1.7 fl oz 
[美白、祛皱双重功能性化妆品] 

Cosmetic Certification of Europe. 

铜三肽 乙酰六肽 棕榈酰五肽 
腺苷 烟酰胺 

马脂 

[核心成分] 

EXTRA VIRGIN 
 HORSE OIL 

Copper 
Tripeptide-1 

Acetyl 
Hexapeptide-8 

Palmitoyl 
Pentapeptide-4 

Adenosine Niacinamide 



牡丹提取物 黄芩根提取物 蜗牛粘液 
过滤水 

蜂蜜提取物 金丝燕窝 
提取物 

[主要成分] 

葵花籽油 橙皮精油 角鲨烷 
澳洲坚果 

籽油 
葡萄柚皮油 荷荷巴籽油 

瑞滋眼颈霜 
Extra Rich Eye & neck Cream 改善皱纹 皮肤弹力 抑制色素沉着 

Repair 
Line 

在极品清纯马油中寻找紧致的秘密!!  
含有适量的高纯度极品清纯马油 和改善皱纹成分,有助于改善眼部、唇周及颈部皱纹及
弹性的多效紧致营养霜。 
[主要特征] 
• 皮肤弹力:通过核心成分和主要成分的结合,渗透皮肤，活化细胞,恢复受损肌肤,强化

肌肤弹力 
• 改善皱纹:极品清纯马油的核心因子和改善皱纹营养成分结合,活化细胞,提供营养,促

进老化皮肤快速再生 
• 抑制色素沉着:抑制色素沉着,打造滋润亮白剔透的肌肤 
• [使用方法] 
取适量涂抹后,轻拍促进吸收,可使用于整个面部。 
※与‘马油100’混合后使用,可体验到更好的营养供应效果。 
[用量]  50㎖  / 1.7 fl oz 
[美白、祛皱双重功能性化妆品] 

Cosmetic Certification of Europe. 

铜三肽 乙酰六肽 棕榈酰五肽 
腺苷 烟酰胺 

马脂 

[核心成分] 

EXTRA VIRGIN 
 HORSE OIL 

Copper 
Tripeptide-1 

Acetyl 
Hexapeptide-8 

Palmitoyl 
Pentapeptide-4 

Adenosine Niacinamide 



颜爽肤水 
Refresh Toner 

牡丹提取物 黄芩根提取物 蜗牛粘液 
过滤水 

蜂蜜提取物 金丝燕窝 
提取物 

[主要成分] 

橙皮精油 葡萄柚皮精油 

改善皱纹 调理肌肤纹理 抑制色素沉着 
Moisture 

Line 

以更强化的肌肤护理功能诞生的真正的解决方案 
极品清纯马油和认证的功能性原料调理肌肤纹理. 
• 打造活力肌肤的基础护肤水 
• 清爽、水润、亮泽,极易吸收，无粘腻感 
• [主要特征] 
• 调理肌肤纹理: 极品清纯马油和认证的功能性原料调理肌肤纹理 
• 抑制色素沉着 : 使肌肤水润嫩滑，明亮剔透 
• 美白，改善皱纹:认证的功能性原料和极品清纯马油结合，效果更佳。  
• [使用方法] 
洁面或沐浴后均匀涂抹于脸部及全身。. 
[容量]  500㎖  / 17 fl oz 
[美白、祛皱双重功能性化妆品] 

铜三肽 乙酰六肽 棕榈酰五肽 
腺苷 烟酰胺 

马脂 

[核心成分] 

EXTRA VIRGIN 
 HORSE OIL 

Copper 
Tripeptide-1 

Acetyl 
Hexapeptide-8 

Palmitoyl 
Pentapeptide-4 

Adenosine Niacinamide 



焕颜滋润凝胶 
Refresh Moisturizing Gel 

牡丹提取物 黄芩根提取物 蜗牛粘液 
过滤水 

蜂蜜提取物 金丝燕窝 
提取物 

[主要成分] 

橙 皮精油 葡萄柚皮油 

改善皱纹 美白肌肤 补充水分 
Moisture 

Line 

ALL IN ONE概念的保湿霜! 
• 为肌肤补充水分和营养, 打造水润、健康肌肤的保湿凝胶 
• [主要特征] 
• 补充水分:调节不必要的油分,细致填满肌肤所需水分,以水油平衡打造细嫩丝滑的肌肤。 
• 改善皱纹:含有极品清纯马油的营养成分和食药厅认证改善皱纹成分 
• 美白肌肤:不仅淡化色素沉着,还有助于美白肌肤。 
• [使用方法] 
• 洁面或沐浴后轻柔涂抹于脸部、颈部或全身。 
• 干燥的季节若与极品清纯马油或 Extra Rich面霜混合使用效果更佳。 
[容量]  100㎖  / 3.4 fl oz 
[美白、祛皱双重功能性化妆品] 

Cosmetic Certification of Europe. 

铜三肽 乙酰六肽 棕榈酰五肽 
腺苷 烟酰胺 

马脂 

[核心成分] 

EXTRA VIRGIN 
 HORSE OIL 

Copper 
Tripeptide-1 

Acetyl 
Hexapeptide-8 

Palmitoyl 
Pentapeptide-4 

Adenosine Niacinamide 



睡眠营养霜 
Sleeping Mask Cream 改善皱纹 美白肌肤 

Repair 
Line 

面膜霜带来的一夜之间肌肤变化!! 
在您睡眠期间，紧密贴合肌肤的有效成分,在细胞再生顺畅的夜里，集中为肌肤补充营养
和水分,恢复丰盈滋润、亮丽的肌肤,打造水润光泽的肤色。 
[主要特征] 
 改善皱纹:极品清纯马油和腺苷成分改善皮肤生成的皱纹 
 美白肌肤:具有提亮肤色作用的烟酰胺成分赋予莹透光泽的肌肤 
 供给营养:富含各种天然提取物和肉毒杆菌的代用品,可为日间疲惫的肌肤补充充足的营

养 
 [使用方法] 
入睡前在基础护肤最后阶段取适量本产品,均匀涂抹于整个脸部与颈部,并轻拍以促进吸收，
然后睡眠。(不要擦拭) 
[容量]  250㎖  / 8.5 fl oz 
[美白、祛皱双重功能性化妆品] 

铜三肽 乙酰六肽 棕榈酰五肽 
腺苷 烟酰胺 

马脂 

[核心成分] 

EXTRA VIRGIN 
 HORSE OIL 

Copper 
Tripeptide-1 

Acetyl 
Hexapeptide-8 

Palmitoyl 
Pentapeptide-4 

Adenosine Niacinamide 



修复按摩霜 
Healing Massage Cream 皮肤弹力 提亮肤色 

Repair 
Line 

打造水润、活力肌肤的柔和按摩霜 
柔软的贴合力和涂抹性卓越的质地为肌肤提供有效成分,集中、持续地补充营养与水分,呵
护肌肤纹理。 
[主要特征] 
 改善皱纹:极品清纯马油和腺苷成分改善皮肤生成的皱纹 
 亮白皮肤:淡化色素沉着,遮盖斑痕,,打造亮白、剔透肌肤 
 [使用方法] 
轻柔涂抹按摩至吸收为止 
[容量]  500㎖  / 17 fl oz 
[美白、祛皱双重功能性化妆品] 

铜三肽 乙酰六肽 棕榈酰五肽 

马脂 

[核心成分] 

EXTRA VIRGIN 
 HORSE OIL 

Copper 
Tripeptide-1 

Acetyl 
Hexapeptide-8 

Palmitoyl 
Pentapeptide-4 



酵素清洁粉 
Enzyme Cleansing Powder 

玉米淀粉 木瓜蛋白酶 

[主要成分] 

清除皮肤垃圾 保湿及柔软皮肤 

[主要特征] 

从热带水果中提取的蛋白质酵素和谷物淀粉通过洁面吸附角质

与皮肤排泄废物,清除垃圾,滋润柔嫩肌肤的高级深层清洁粉。

[容量]  100g  / 3.53 fl oz 

Pack 
Line 

Cosmetic Certification of Europe. 



扁柏木水疗护理 
CY+Treatment Spa 

清除皮肤垃圾 增强皮肤免疫力 

[主要特征] 

 扁柏木提取物与天然提取物具有抗菌作用，  

 增强肌肤免疫力,有效清除肌肤陈旧废物 
[容量]  1,000㎖  / 34 fl oz 



马齿苋提取物 扁柏树粉 荷荷巴 籽油 

[主要成分] 

HINOKI 美容面膜粉 
Hinoki Facial Powder Mask 明亮肤色 维持最好的肌肤 

含天然矿物的泥浆与扁柏树粉末是使肌肤  
恢复健康的天然粉末 
[主要特征] 

含有海藻提取物、泥浆的天然成分与抗炎作用的扁柏粉末，

帮助维持最佳的肌肤纹理 

[容量]  1,000g  / 35.3 fl oz 

Pack 
Line 



爱思营养霜 
I’s Cream 保湿及柔软皮肤 

[产品主要特征] 

不仅是小孩子，包括敏感性皮肤， 

所有年龄段的男女老少都可使用的超柔和、 

保湿营养霜。 

[产品核心功效] 

- 均衡地供给肌肤营养成分 

- 天然植物提取物与天然精油保持肌肤稳定 

[容量]  150g  / 5.0 fl oz 

Cosmetic Certification of Europe. 
大韩民国代表网购中心NAVER购物 
满意度为99%+购物评为4,300个以上的畅销商品。 

满意度 购买评价 

大韩民国的人口为 
5,000万名 
In KOREA, 

4,300个是很多的 



马油牛奶香皂 
Horse Oil Fresh Cream Soap 

[主要特征] 
含有高浓度马油(约55%),可为肌肤补充营养，有亮白皮肤的效果。软化角质，保持水分。 

 [容量]  100㎖  / 3.4 fl oz 

提亮肤色 保湿及柔软皮肤 

马油胶原蛋白香皂 
Horse Oil Collagen Soap 

[主要特征] 
含有高浓度马油(约30%),给肌肤提供营养，亮白皮肤。胶原蛋白维持皮肤弹力，防止皮肤老化。 
神经酰胺成分和各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皮肤保湿、恢复弹性、收缩毛孔及恢复受损肌肤有效。 

 [容量]  100㎖  / 3.4 fl oz 

提亮肤色 保湿及柔软皮肤 

马油竹炭香皂 
Horse Oil Bamboo Charcoal Soap 

[主要特征] 
含有高浓度马油(约30%),给皮肤提供营养，使皮肤亮丽白晳。 
含有竹炭粉末与木醋液成分,有抗菌效果，对粉刺、痤疮有疗效。 

 [容量]  100㎖  / 3.4 fl oz 

提亮肤色 保湿及柔软皮肤 

皮肤弹力 

调节水油平衡 

抗菌效果 



小样试用套装 

[构成] 三件套 
1. 瑞滋营养霜 (Extra Rich Cream) 
2. 瑞滋精华液 (Extra Rich Essence) 
3. 瑞滋眼颈霜 (Extra Rich Eye&Neck Cream) 



区分 产品名称 效果 使用方法 所需时间 

洁面 马油 
牛奶香皂 肌肤深层保湿 将马油牛奶香皂打出泡沫,再揉搓1~2分钟

后擦拭干净 5分 

深层清洁 酵素 
清洁粉 

清除老化角质, 
清洁毛孔污垢 

将"酵素清洁粉"和扁柏水一起揉出泡沫,均匀涂
抹在脸上,然后盖上保鲜膜，再放上温热的湿毛
巾。 

5分 

镇静/保湿 颜爽肤水 镇静肌肤&保湿 用化妆棉沾取适量本产品,擦拭 2分 

按摩护理 修复按摩霜 
促进皮肤血液循环、增强免
疫力、抗炎、抗老化、促进
细胞再生 

使用修护按摩霜轻柔按摩肌肤后,用Refresh爽肤
水轻轻擦拭 10分 

营养/渗透/再
生 马油100%霜 皮肤再生 

及活化细胞 
取少量100%的马油均匀涂抹于肌肤。(根据皮肤
类型调节使用量) 10分 

睡眠护理 睡眠营养霜 营养渗入, 
美白&镇静 取适量涂抹于整个面部,等待期间护理前胸. 10分 

面膜 扁柏修复粉 促进营养渗透,镇静&收缩提
拉紧致 

扁柏修复粉与扁柏水美容spa混合后,在脸上铺上纱
布,用刮刀勺均匀涂开，10~15分钟后拿掉。 10~15分 

最后一道 营
养渗透/再生 

颜爽肤水 
＆ 瑞滋3 种 （BB

霜） 
促进皮肤再生及活化细胞， 
恢复皱纹弹性，提拉和亮白 

颜爽肤水→ 瑞滋 3种，即精华液，眼颈霜，营养
霜顺序涂抹，轻拍渗入肌肤后 
最后用BB霜收尾。 

5分 

“魔法抗衰老”诊疗项目 

※根据顾客的肌肤状态,可与其他产品配合使用。 

<管理程序> 



谢谢! 
株式会社 凯尔马油 
总公司：首尔市城北区城北路23甲路19  
分公司：首尔市麻浦区麻浦大路173 
          现代Hyel办公楼1416号 
代表电话 : +82-2-764-3303 
咨询邮箱 : mayucare7@naver.com 
www. mayuc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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