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使用世界上唯一的无副作用万能干细胞克服人类无法治愈的疾病来实现愿景，

以及创造未来bBHC以新的范例为生物制药行业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BBHC干细胞研究所STRI（bBHC 干细胞治疗与研究所） 开发了唯一没有副作用的万能干细胞，这些细

胞被命名为nEPS（new Elicit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without side effects by natural compound）。

使用nEPS分化胰腺β细胞，肝细胞，神经细胞，软骨细胞，成骨细胞，肾细胞，造血母细胞和T细胞

成功的STRI拥有克服所有人类不治之症的愿景。

生命科技企业BBHC打造着人体所有的组织和脏器

创造未来的企业 BB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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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 Nara

ISO 22716 是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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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C Nara已获得国际化妆品制造和质量管理标准ISO22716，

在过去30年中一直在开发和制造世界上最优质的化妆品的制造商。

STC Nara在从产品计划到最终成品出货的所有过程中提供全面服务。 我们在化妆品等任何领域提供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STC NARA提供OEM和ODM服务，并制造皮肤科学化妆品。

化妆品GMP（良好生产规范）是一个指导标准，对化妆品的生产，管理，储存和流通进行系统地管理。

该标准侧重于通过SSOP（卫生工作标准），过程管理，验证，确认等，以及产品生产和流通中的可追溯性和责任性来保证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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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osmetics Ingredients Dictionary : Energy Water TM

International Cosmetics Ingredients Dictionary : 
国际化妆品原料词典：

Energy Water

水珍

能量水

能量水

反映皮肤自我更新机制的皮肤科学护肤。
最接近皮肤的水能量水。水珍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能量水它以开始。

能量水是指？

所有bBHC化妆品蕴含能量水不含纯净水。 （水通过重组水的分子排列使异常细胞正常化）

它为皮肤提供了充足的水分，同时帮助营养吸收，更有效地传达了化妆品中的有效成分。

* 登载于际化妆品原料词典。



水珍生发喷雾水珍



水珍生发喷雾
Advanced Hair Tonic

蕴含能量水的水珍生发喷雾使头皮和毛发健康。

具有在韩国和日本获得专利的促进头发生长的成分。

它可以保护头皮和头发免受现代人的压力和有害环境的影响。

它是水珍的最畅销产品，于1999年推出，并已获得FDA批准和中国卫生许可证。

蕴含增强头发的专利成分。

帮助维持健康头皮温度。
（具有清爽效果，可即刻降低头皮热并帮助缓解头皮屑和头皮瘙痒）

包含大量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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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皮加强水珍喷雾



水珍珍珠保湿喷雾水珍



水珍珍珠保湿喷雾
Pearl Moisture Solution

透明质酸和γ-谷维素成分富含水分和明亮的珍珠。

这是一种基本的皮肤护理解决方案，可滋润和提亮皮肤。

在干燥和干燥的天气里，水分供应是基本的！

体验水珍的专有技术，深层滋润和容光焕发。

蕴含细腻的珍珠颗粒，为暗沉的脸部带来光泽和活力。

从米芽提取的γ-谷维素成分来形成水分屏障。

即时补充水分，集中喷雾清洁皮肤

可以在化妆前后轻松喷雾

获得美国FDA认证，中国卫生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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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效化妆品



柔和防晒霜水珍



获得美国FDA认证

柔和防晒霜
Mild Sun Cream

同时阻挡UVA和UVB，而不会混浊和粘稠。

这是一款可以顺滑涂抹的防晒霜。

如果您因为防晒霜的粘性和繁琐而省略了防晒霜，

像丝绸一样轻轻涂抹的水珍防晒霜是方案！

双重阻挡UVA / UVB-强大的紫外线防护

顺滑涂抹的防晒霜，不混浊，不粘腻

强效防汗， 极佳的保湿力

丰富的有效成分来护肤

外出时方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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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F 50+ PA+++ 强效防晒霜



水珍面洗手液水珍



水珍面洗手液
Save My Hands,   30ml

保护手的每个角落免受有害环

境的影响消毒洗手液。

不仅保护我的手，而且保护他人

含77％酒精

获得美国FDA认证

包含桉树油

蕴含能量水

携带方便的管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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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77% 酒精的面洗手液

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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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活力系列四种 （改善皱纹系列）
Effective Vital Line

含有增加皮肤弹性的腺苷和黄金缩氨酸成分的四款基础护肤品

有助于改善细纹和深纹，打造弹力肌肤。

结合天然米芽提取物和天然保湿因子，可安全用于敏感皮肤

皮肤平衡的最佳pH处方

帮助其他基本护肤品的吸收

即时保湿和清洁皮肤

高质量的全面护肤，提供水分和营养

洁面后，将有效活力润肤水喷洒于全面部，并轻拍促其吸收

均匀涂抹有效活力精华露

取适量有效活力乳涂抹均匀，使皮肤保持水油平衡

如皮肤很干燥的情况，再次少量均匀涂抹有效活力霜，使皮肤更柔软，更有弹性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有效活力润肤水 130毫升 有效活力精华露 40毫升 有效活力乳 120毫升 有效活力霜 5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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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须后水 & 男士保湿乳液 
Homme After Shave & Lotion,   140ml

快速镇静因剃须变得敏感的皮肤，使皮肤水分润泽的男士系列

蕴含最近人体的能量水！

男士须后水 & 男士保湿乳液

购买一套时，赠送旅行用迷你样品！

快速镇静因剃须变得敏感的皮肤

不粘腻，清爽感

通过控制皮肤的油脂和水分来控制过度的皮脂

用天然保湿成分形成清爽的保湿膜

主要天然成分〜包含洋甘菊花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积雪草提取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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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活力面霜
Energy Vital Cream,   45g

丹宁绿茶胶囊每天从皮肤内部破裂的那一刻，

大自然的新鲜能量为暗沉的皮肤赋予生气。

最初的感觉丰富而柔软，并迅速被皮肤吸收保持皮肤湿润清洁。

迅速渗透提供水分

丹宁绿茶胶囊成分助于除去老废物和皮脂

镇静敏感肌肤

减少水分蒸发，保持皮肤湿润

Green Tea Special Pure Care!

黄金蜗牛睡眠霜
Gold Snail Overnight Firming Mask,   100g

充满95％的纯金和蜗牛泥滤液 ！

在您睡眠时，让您变得容光焕发。

高度浓缩的特殊配方，无需冲洗

水分持续24小时

皮肤镇静效果

减少水分蒸发，保持皮肤湿润



PRODUCTS MAP

补水保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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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 & 保湿 问题性皮肤专用

珍珠保湿喷雾 125毫升

蕴含天然γ-谷维素，赋予老化皮肤以活力的喷雾型润肤水。

有效活力面霜 45克

蕴含丹宁绿茶胶囊成分助于除去老废物和皮脂。

温和清新爽肤水 125毫升

从自由基保护皮肤，不泛油光的清爽喷雾型润肤水

活力水珠保湿精华液 40克

涂抹的瞬间变为水珠，及时向于干燥皮肤提供水分的滋润精华

水润保湿霜 80毫升 

在皮肤便面形成水分膜，含有能使敏感性皮肤变得健康的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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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MAP

减龄产品

防晒 & 彩妆 

有效活力润肤水 130毫升

无刺激地整顿皮肤纹理

调节皮肤水油平衡的减龄必备润肤水。

柔和防晒霜 SPF50+PA+++ 50克

不黏腻，不发白，完美保护皮肤不受有害紫外线的防晒霜。

完美隔离霜 50克 

对因有害环境等受到刺激的皮肤，具有镇静，保护作用的霜状彩色隔离。

有效活力精华露 40毫升

为粗糙的皮肤传达有效成分

改善皱纹功能性精华露。

有效活力乳 120毫升

帮助细纹多且干燥的皮肤，调节水油平衡

让皮肤更加柔软的乳液。

有效活力面霜 50克 

改善皱纹功能性的面霜。

即可提供水分和营养。



PRODUCTS MAP

特别护理

男士须后水 140毫升

镇静剃须后变得敏感的皮肤，防止泛油光的须后爽肤水。

黄金蜗牛睡眠霜 100克

令疲倦干燥的肌肤在一夜之间年轻，富有弹性， 保持湿润和光滑的睡眠霜。

男士保湿乳液 140毫升 

让粗糙的皮肤变得水润健康，预防皮肤问题的保湿乳液。

男士护肤一套

男士须后水+ 男士保湿乳液+旅游用迷你样品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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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护肤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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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MAP

消毒系列

卸妆油 300毫升

含有山梨糖醇和维生素E，赋予敏感干燥肌肤

以光泽和保湿的啫喱状洁面油。

水珍面洗手液 300毫升 

含有77%酒精的啫喱状的面洗手液。抗菌，消毒作用的产品。

洁面泡沫 120克 

使皮肤更新周期正常化

缔造无角质的光滑皮肤的洁面产品。

去角质啫喱 120克 

含有BHA和保湿成分，柔和去除角质，

缔造水润肌肤。

杜巴洁面肥皂 100克

含能量盐使皮肤变得健康的洁面肥皂。

洁面系列

水珍面洗手液 30毫升 X 10个

含有77%酒精的啫喱状的面洗手液。抗菌，消毒作用且有携带性的产品。



高护柔肤水 150毫升

含有获得专利的 “毛发成长促进剂组成物”

强化毛根及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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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GEN CLEANSENSE 235克

仅包含必需成分，对皮肤无刺激健康清洁的

秘密区管理的女性清洁剂

PRODUCTS MAP

塑体沐浴露 235克

丰富的保湿泡沫可清洁皮肤老废物，

而不会刺激皮肤温和的沐浴露。

柔滑塑体乳 235克 

让粗造皮肤变得柔滑的润肤乳。

身体 & 护发 

高护洗发露 250毫升 

洁净力强，水分丰富，

防止头皮发痒及脱发症状。

深层护发素 250毫升 

含有植物蛋白和神经酰胺等蛋白质成分，

让头发更加光泽。



Down-aging Solution that rejuvenations skin cells

from within through the cell communicating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