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loom 产品详细介绍 

通过 Bloom 的纯天然死海护肤产品带你领略死海那些无人知晓的奥秘。 

 一:Bloom 身体浴盐 

海盐来源于高含盐量的死海水域，经阳光高温后形成，给您 25 种百分之百

的独特纯天然矿物质，盐，镁，钠，钾，钙，溴化物，氯化硫等等。古埃

及艳后克里奥帕特在几千年前就就把死海盐作为她的最爱。 

用途以及产品功效： 

死海盐的奇特功效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家喻户晓，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赛

巴等等曾经都对死海盐赞不绝口，直到现代也被人们所称赞。其特点和功

效主要有： 

-放松身体 

-使肌肤焕发新的活力，增加质感和保持美丽 

-帮助缓解皮肤类疾病，例如牛皮癣，痤疮等等 

使用方法; 

*正常用法 

用 Bloom 死海盐香皂进行温水沐浴后，将 500 克 Bloom 死海盐溶解在装有

温水的木桶中（视个人情况而定），然后在木桶中沐浴 15 分钟后，用清水

冲洗。*一周两至三次。 

足部：用 Bloom 死海盐香皂进行足部清洗后，将 250 克 Bloom 死海盐溶解

在温水中，将足部放入温水溶解的死海盐水中 15 分钟，后用清水冲洗。*

一周两至三次 

面部;用 Bloom 死海泥香皂清洗面部，后加入两勺 Bloom 死海盐于 100 毫升

温水中溶解，将一块纱布放到溶解液中，待全部浸湿后放到面部，放置 15

分钟，后用清水冲洗。*一周两到三次 

发部：用 Bloom 洗发露清洗秀发后，用 250 克 Bloom 死海盐溶解在 2升的

温水中，后放入一条毛巾于溶解液中，待浸湿后，敷到发部，放置 15 分钟

后，用清水冲洗，建议每周使用两到三次，效果更佳。 

补充： 



*仅限于外部使用 

*脸部或身体轻微发痒或发红是一种皮肤与矿物质相互作用的正常现象。 

*对于较敏感的皮肤，建议第一次使用前先在手部进行局部体验，若无过敏

发硬，建议第一次使用时间为五分钟左右。 

*高血压患者建议在使用 Bloom 死海盐之前应咨询医生，因为 Bloom 死海盐

会促进血液循环。 

Blomm Facial Mask                                      150 克面膜 

Bloom Body   Mask                                      500 克身体

膜 

二：百分百天然死海面膜（内加天然草本精华，天然蜂蜜和橄榄油）。用

于面部和身体等不用途以及产品功效： 

用途及产品功效： 

死海泥是一种从古至今都在使用的护肤产品，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和功效如

下： 

1;帮助皮肤平衡水分 

2：使皮肤更有光亮，弹性，和活力 

面部使用方法; 

*用 Bloom 洗面奶清洗面部后 

*将 Bloom 死海泥放置面部(除嘴唇和眼睛外)15 分钟直至完全干燥，后用

温水洗将其洗净。用 Bloom 保湿水涂抹在面部，早晚各一次。 

*建议干燥性皮肤使用者每周使用一次，一般性皮肤使用者每周使用两次，

油性皮肤使用者每周三次。 

 身体膜使用方法： 

*用 Bloom 死海盐香皂沐浴后。 

将 Bloom 身体膜涂抹到需要部位后(根据使用效果)静置 15 分钟后用温水冲

洗。 

*清洗后用 Bloom 身体乳涂抹会有更好的保湿作用 



*建议每周使用 Bloom 死海泥身体膜每周两次。 

补充; 

*使用死海泥之前应清洁皮肤，并涂抹在远离患处的皮肤上。 

仅限于外部使用* 

*脸部或身体轻微发痒或发红是一种皮肤与矿物质相互作用的正常现象。 

*对于较敏感的皮肤，建议第一次使用前现在手部进行局部体验，若无过敏

发硬，建议第一次使用时间为五分钟左右。 

*高血压患者建议在使用 Bloom 死海盐之前应咨询医生，因为 Bloom 死海盐

会促进血液循环。 

*面膜或身体膜的气味，是来源于高比例硫酸盐。 

*建议在使用身体和脸部去角质霜之前使用 Bloom 死海泥，这样会让细胞更

好的重新生长 

*使用时您会发现死海泥的表面会有一层液体存在，这是因为我们的死海泥

是百分百纯天然，没有添加任何冷凝剂或其他化学材料，所以我们建议在

您使用前请轻微摇动使死海泥和表层盐水充分融合。 

三：百分百死海泥面膜身体膜（300 克装） 

Bloom Mud Msak 300g 

*皮肤和发部的清洁与护理 

用于面部，身体和发部* 

*放置于所需部位 15 分钟后清洗 

*最后将保湿液涂抹在身体或面部区域 

死海泥香皂（90 克装） 

Bloom Mud Soap 

香皂中的主要成分是天然死海泥，并添加了天然橄榄油，棕榈油和椰子

油。不含任何动物脂肪以及化学添加剂，最大成分保留了丰富的死海矿物

质，面部是最佳使用部位。 

四：死海盐香皂(90 克装) 



Bloom Salt Soap 

香皂中的主要成分是天然死海盐，并添加了天然橄榄油，棕榈油和椰子

油。不含任何动物脂肪以及化学添加剂，最大成分保留了丰富的死海矿物

质，体部是最佳使用部位。 

用途以及产品功效： 

*死海盐香皂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更天然，更便利保养护理方法，使皮肤变

得更光滑更有活力。 

*更好的滋养和净化表层和深层皮肤。 

*去除皮肤角质，并使肌肤更有光泽。 

*每日使用会让肌肤变得更丝滑 

*在使用死海盐香皂时，将香皂泡沫在皮肤上静置几分钟会带给您不一样的

感受。 

五：死海盐洗发露（200 毫升） 

Blomm Shampoo 

死海盐和仙人掌精华的完美组合 

用途以及产品功效： 

*给予发部特殊的护理和生长所需的营养，并按摩头皮护理发根。 

*提供三类发质的特殊护理和补充营养，一般性发质，干燥性发质，和油性

发质。 

*特殊添加成分---十二烷基醚硫酸钠 

六：日用身体霜（100 毫升装） 

Bloom Day Cream 

独特的产品配方并配合多种矿物质为您更好的呵护面部和颈部 

*用于日常使用 Bloom 面膜后皮肤保湿 

*用时请轻微按摩皮肤并远离双眼 

七：夜用身体霜(100 毫升装) 



Bloom Night Cream 

富含多种维生素，在使用 Bloom 面膜后涂抹使皮肤在夜间休息期间充分的

吸收维生素和矿物质，使皮肤更滋润，更光滑。 

*用于日常使用 Bloom 面膜后皮肤保湿 

*用时请轻微按摩皮肤并远离双眼 

八：手部护理霜 

Bloom Hand Cream 

*配方独特的死海盐保湿护手霜使手部得到充分滋润并如丝绸般滑腻 

*赋予手部美妙动人的质感 

*轻轻地涂抹到手上，并均匀的按摩 

九:脚部护理霜 

Bloom Foot Cream 

由死海盐和天然水果精华组合的纯天然护理霜，高纯度的天然搭配会使您

的双脚感到如同丝绸般细滑的体验。 

十：磨砂霜（100 毫升装） 

Bloom Facial Scrub 

富含丰富的死海盐矿物质和天然杏仁皮 

用途以及功效 

*把磨砂霜涂抹在面部或颈部，轻微绕圆圈按摩十分钟，可有效去除皮肤黑

头以及表面坏死角质。 

*为皮肤提供多种稀有死海矿物质并使皮肤滋润又光泽 

*清洁皮肤表面，使皮肤更有弹性和光泽 

*滋润皮肤，赋予肌肤纯净和触感 

*滋养皮肤，使皮肤如同丝绸滑亮。 

十一：眼霜（300 毫升装） 

Bloom Eye Cream 



由死海中丰富的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E，纯天然水果精华搭配而成， 

其益处为： 

*恢复并滋养眼部细胞 

*自然并充分的为眼部敏感区域提供所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使用方法 

*在干净的手指上涂上适量的 Bloom眼霜，然后在眼睛周围轻轻地按摩 3至

5分钟 

*夜晚为最佳使用时间 

*我们建议您持续的使用本款眼霜以获得最佳使用效果 

十二:身体乳（200 克装） 

 Bloom Body Lotion 

内含死海丰富矿物质，给肌肤不一样的呵护 

用途及产品功效 

*给予肌肤光泽和柔滑 

*使皮肤水分充分平衡 

*滋养皮肤细胞，去除皮肤角质 

*在使用日常死海泥或死海盐后护理身体细胞 

*使用时轻微按摩使用区域 

十三：身体去角质霜（350 克装） 

 Bloom Body Scrub 

死海盐和天然按摩油的完美搭配 

用途及产品功效 

在膝盖和肘部等身体关节区域涂抹擦拭，并伴随着轻微按摩，十分钟左右

即可* 

*使用身体去角质霜的两大目的是使身体皮肤得到放松，并去除皮肤表面角

质 



*使皮肤更年轻，更柔滑更富有活力。 

十四：牛奶清洁乳液（125 毫升装） 

Bloom Cleansing Milk 

与死海盐的特殊组合 

*适合清洁皮肤表层 

*去除皮肤表层不需要的化妆品或杂质 

*使皮肤更纯净有活力 

*在 Bloom 面膜前使用 

用法: 

在面部和颈部涂抹适量的 Bloom 牛奶清洁乳液，然后绕圆圈轻轻按摩，后

用棉花或毛巾擦拭清洁。 

十五：清洁液（125 毫升装） 

Bloom Facial Tonic 

清洗液与死海矿物质的完美组合，保持皮肤光泽，并深层次清理皮肤表

层。 

深层次清洁皮肤毛孔以最好的方式保持皮肤清洁，清新，无杂质。 

方法：取适量的 Bloom 清洁液 

用干净的棉花或纱布清洁液体，轻轻地，圆形地擦拭脸部和颈部。 

十六;防晒霜（125 毫升装） 

Bloom Sun Block 

UVB + UVA 防晒霜，与罕见的死海矿物质特殊组合 

 *防水 

*耐汗 

*在阳光照射前四分之一小时涂抹 

*防晒系数 30 SPF 

*在阳光暴晒区域使用，对身体进行按摩擦拭 



十七：按摩油（200 毫升装） 

Bloom Massage oli 

主要由天然死海矿物质以及天然油脂，仙人掌提取物，洋甘菊提取物，矿

物质和盐的特殊混合物构成 

*在使用 Bloom 身体膜之前使用按摩油是最佳的一种放松方法 

十八：晒后啫喱（200 毫升装） 

Bloom After Sun Gel 

由死海盐仙人掌以及死海矿物质组成，专为暴晒后皮肤晒伤或护理而设计 

十九;手和指甲护理套装 

 Bloom Hand＆Nails Kit 

*手和指甲防护膜 

手部去角质乳* 

*手部和指甲保湿液 

*指甲护理油 

*指甲锉 

使用 Bloom 产品系列的步骤 

您想加入 Bloom 全球消费者计划，以充分利用 Bloom吗？ 

高质量认证，全球 42 个国家都在使用 

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使用死海泥或死海盐香皂或死海牛奶清洁乳清洁面部，并将泡沫放置在

清洁部位几分钟，这样会更有助于清洁效果 

2:建议用洋甘菊花制成的水蒸气进行面部护理 

3：按照说明使用死海泥面膜或体膜，用温水洗脸或身体 

4:建议在使用面膜或体膜后每周使用一次去角质霜。 

5;建议使用死海泥面膜后或使用死海盐后使用面霜和身体霜（白天或夜

晚）用于皮肤保湿 



 

6：建议持续使用 Bloom 死海泥或死海盐以及其他相关产品，以便您获得最

好的使用效果已经最愉快的使用过程，及时补充皮肤所需要的各种矿物质

以及营养，是皮肤呈现最佳状态 

7;在使用死海盐或死海泥之前，我们建议先使用 Bloom 洗发露和 Bloom 香

皂 

8:可以在使用身体膜之前使用 Bloom按摩油，这样会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感

受 

补充： 

所有 Bloom 产品均在 25°C的室温下储存，远离阳光直射并远离潮湿区域 

*仅供外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