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icoDonna
有机私处保养系列

PicoDonna的名字取自于意大利语：「小女人」。女性私处极为敏感，需要
您用心呵护，细心保养，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脱毛沙龙以及个人日常私处保养的必备系列。
日常护理!做健康女人!



日常护理！做健康女人。
呵护女性私处的有机护理用品！

我公司（クールエステティック）是通过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了全身无痛美肌脱毛的技术和效果，因此，满足了顾客的要求并受到了许多顾
客的信赖。Ｖ・Ｉ・Ｏ私处脱毛处理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很多顾客对私处护理以及保养越来越重视，为了防止客户们对私处自我处理的不到位，我们应客户们的要求研发了「即放心又值得信赖的有
机护肤品。」私处有机护理系列。

我们始终坚持有机。

私处护理跟美颜一样重要。由于私处敏感区比脸部角质层还要薄，所以我们更要用心呵护。敏感区被认为是身体内吸收率最高的部位。所以
我们希望您尽量不要使用含高刺激性的和化学护肤品。

有机植物是受恶劣的环境和气候下成长的，保护自己免受天敌，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机植物是无农药，纯天然的有机栽培技术培育出来
的健康植物。颜色，香气，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透明质酸。

此外，有机植物对肌肤无任何负担，长期使用会使肌肤更加健康。有机植物护肤品在许多人们中的印象是对肌肤无害的。除此之外，其中的
营养成分以及香气更治愈我们的心灵和平衡体态，唤醒来自美的力量。

我们希望您长期保养与呵护，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大多数女性都有私处方面的烦恼，例如：异味儿，闷气，瘙痒等。如果使用对肌肤无害的护肤品以及正确的使用方法，会缓解以上情况。另
外，过于清洗会失去体内自动杀菌能力，导致肌肤内部环境受损。为了让您正确使用以及增强女性们对私处的保养意识，我们将解决您的一
切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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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荐！私处保养和清洁
听听专家们的建议
「护理大学 私处
护理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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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异味儿，时刻清洁最重要。

私处异味儿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细菌滋生时被排出的分泌物。
私处异味儿的形成是由大汗腺分泌的汗腺，皮脂和氨等，细菌
通过含有营养成分的汗液中不断滋生，繁殖。另外，私处部位
属于高温和多湿，是细菌易繁殖的最有利环境。虽然每个人的
大汗腺分泌的程度不同，但如果不加以护理，细菌繁殖的越多
异味儿就越严重。

私处清洁不当，会出现怎样的后果？
…………………………………………………………

私处清洗不干净，会出现怎样的后果？会导致细菌不断滋生，难闻的
气味以及瘙痒等症状。细菌种类繁多，例如，念球菌，大肠杆菌，葡
萄球菌等。持有异味儿和瘙痒等烦恼的女性，实际上很多。也有通过
使用有机护理用品和正确的清洁方法后痊愈的。

清洗私处的注意事项
…………………………………………………………

「已经洗的很干净了，但还是有异味儿」，「用沐浴液清洗后，瘙痒难
忍」。如果拥有以上烦恼女性朋友，建议您使用阴部专用液体清洗皂，针
对难忍的异味儿，可以用低刺激性的清洗液，种类繁多，可以多尝试，找
出适合自己的一种。

彻底清洁很重要，但是没必要把手指放进阴道内清洗。阴道一直保持在弱
酸性值为pH4，并且防止病原体和细菌的侵入和繁殖。它拥有「阴道自我
清洁的作用」，每天用清洗皂清洗至深处，会导致自清效果降低，从而诱
发阴道炎。所以清洗时要多加注意。

另外，月经期间容易敏感和脆弱，要轻轻擦洗。月经期过后可以用便器附
带的阴部清洗功能，或者直接用淋浴冲洗内部，使经期中阴道内部残留的
血液冲洗干净，切记不要把手指放进阴道内清洗。

异味儿

36%

白带

29%

瘙痒14%

闷气14%

黑色素

7%

女性私处调查

Q1 私处烦恼的回答结果

多种烦恼中最多的是异味儿

是
84%

否
1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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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92%

男性调查

Q1  在意女性私
处异味儿的回答

Q2 有无异味儿
直接告诉对方

很想试用58%

感兴趣，

有机会想试用一

下34%

不了解＆

不感兴趣

8%
对于私处专用护肤
品，您的想法是？

私处异味儿形成的原因以及如何防止

私处正确的清洁方法



保护自己，从有机开始！

『天然有机』
『透皮吸收』

・异味儿，闷气
・瘙痒
・痛经
・ＰＭＳ(经期紊乱)
・妊期活动
・更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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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皮肤进入体内”透皮吸收”，越来越多的人备受关注。
物质是由头皮，口腔，皮肤等各种途径，被吸收到体内的。体内吸收率最高
的是”阴道”，您听说过吗？
不仅是阴道，乃至私处全部都是女性身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这些方面给许多女性带来很多烦恼，但这些烦恼也几乎不愿意讨论出
来，更没有彻底的解决现状。但是，生理器官是直接关系到分娩，是女性健
康必不可少的。母亲和女儿，父母和孩子，甚至全社会都必须深刻考虑的问
题。

在日本，关于女性身体方面，包括怀孕生育，性教育知识，还未积极开展。

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每当性教育课上都是男女分开，简洁授课。直到成
年以后，关于女性生理（孕期，产期，更年期），性事，以及对阴道的了解
等，几乎没有。

｜作为女性最重要的一部分

｜关于私处有机护理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关爱自己的同时，也希望您多关注私处有机护理用
品。

坦率地说，为了呵护女性健康，我们使用有机草本植物研制了私处护理系
列。给肌肤安全性且有效，这个有效的项目已经成为了美容界的热门话
题。

任何有机护理用品都非常舒服细腻，治愈内心。
私处极为敏感，根据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烦恼。私处护理系列，对肌
肤无任何刺激。
即适合日常清洁，生理期也可以放心使用。

特别让人治愈内心的是优雅的芳香。

清爽，去异味儿，经期以及私处不舒服时期使用。尤其是经期使用后会让您感
到清爽无异味儿，轻松地度过不愉快的时期。特别是经期护理更为重要，缓解
痛经以及经期紊乱等症状。
虽然私处的各种烦恼给我们自身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只要日常多注重
护理，爱护自己，相信每个人都会找回自信心。

可以看到，一个美的视觉是从内到外都有机，安全。以同样的方式，即使面部
和头皮护理，也需要从年轻的时期到女性阶段用心护理。对于初学者，首先建
议卫生清洁。

清洁，首先要从保湿开始。

生理部位是女性的核心，用心呵护是女性一生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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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性合理搭配

玫瑰果

Rose hip

大马士革玫瑰

Damask rose

很久以前，玫瑰一直被认为是不老的万能仙丹。其
中，大马士革玫瑰最具芳香， “最高级” ，被称作
「玫瑰皇后」。它是超过2万种玫瑰当中最高贵的。
大马士革玫瑰具有调节女性内分泌，平衡体态的功
效。女性内分泌紊乱引起的月经不调，痛经，经期紊
乱，更年期障碍等，有缓解及治愈的功效。

茉莉花

Jasmine

茉莉花提取精华采摘于晚间，因为它只有在晚间才会
有开放和吐香的习性，香味优雅甜美，据说在恋爱中
以及夫妻之间，发挥爱的功效。
据说改善妇科炎症，提高生殖能力！或不孕不育。此
外，它具有消除阴道感染以及缓和痛经的功效。

玫瑰果是盛开后的野玫瑰残留下来的果实，果实营养丰
富，据说具有保健以及美容功效。
提高免疫力，预防肌肤损伤和粘膜感染。调节内分泌，
缓解痛经以及经期紊乱等效果。

金盏草

Calendula

金盏草被称为「肌肤保卫员」，修复受损肌肤，粘
膜以及血管。
具有杀菌，消炎，止痛的功效。此外，还缓解痛
经，溃疡，月经不调，更年期症状。

百香果

Passionfruit

「百香果从古时代开始，是南美洲土著人，民间医药
中使用的植物。」
解压，放松神经，缓和子宫张力，消除经期烦躁不
安，还缓解更年期症状。具有杀菌，止痛和消炎的作
用。

鼠尾草

Sage

从远古时期，鼠尾草就已被全世界高度评价为长生不
老之草。
有很强的抗菌和抗酸化作用。改善内分泌和更年期症
状。有效激活感官，促进血液循环，还具有滋补的作
用。提高生殖能力，改善经期紊乱。

中医专家精心挑选！

意大利产

意大利产 意大利产 意大利产

保加利亚产 意大利产



配合成分について

 *大马士革玫瑰精油（保加利亚)：调节女性内分泌，去异味儿，消炎，抗菌，提高免疫力。

 *大马士革玫瑰水（保加利亚）：调节女性内分泌，去异味儿，消炎，抗菌，提高免疫力。

 *玫瑰果提取物：防止肌肤干燥，含保护肌肤成分：维他命A，C。

 *鼠尾草叶提取物：很强的消炎和杀菌作用，各种压力引起的肌肤老化。还促进血液循环，强身健体的作用。

 *金盏花提取物：消炎，清洁，去味儿，适合敏感肌肤。

 *亚麻籽（亚麻子）提取物：对强烈的外部刺激具有保护作用。还防止老化，抗炎，肌肤高保湿作用。

 *紫花苜宿提取物：保湿作用。

AIAB（アイアブ）
英文名称：Associazion Italiana per I’Agricolture Biologica，是意大利最大的有机认证机构。成立于1982年，1992年被正式获得农业部外交部
所授权。1999年，由IFOAM（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的官方认定。除了香料和防腐剂以外，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于天然，在若干个严格标准
中获取了所有的有机原料认证。

Pico Donna 承若使用有机原料。
正宗的意大利有机原料，并获得了批准。
以下成分，是专为女性采集的混合配方。

*标志是采集指定地点，
产地意大利：

「草本植物，有机原料」

・ 茉莉花提取物：优雅甜美的香味具有解压作用。调节女性内分泌，缓和月经不调和更年期症状。

・ 西番莲花提取物：高保湿，特别适合敏感肌肤。还具有抗炎症的作用。

・ 柠檬果提取物・・・清洁，紧致肌肤，去除毛孔粗大。

・ 芒果提取物・・・保湿，去除黑色素沉淀，色斑，具有美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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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CATE SHOWER OIL 私处专用洁阴油

去除白带，异味儿，最新感受―私处专用洁阴油。
为敏感肌肤研制的阴部清洁油。使用蜂蜜和玫瑰油等豪华混合配制，即保湿又去除异味儿。彻底清洁并保湿。
含有茉莉和玫瑰果提取，调整肌肤平衡，抑制难闻异味儿。优雅茉莉香型。

使用方法：
用温水擦拭后，取1元硬币左右的量，轻轻涂抹3分钟后清洗干净。可每天使用。（按1次＝0.19ml）

去除经期异味儿，随时携带，轻巧方便。
去除经期白带以及异味儿，治愈经期中的各种烦恼！玫瑰水具有杀菌和去异味儿的作用。此外，还有效调
节女性内分泌，缓解经期中的烦躁情绪。金盏草提取物具有消炎，清爽的效果。优雅茉莉香型。

使用方法：
本品喷在纸上约5下左右，轻轻擦拭即可。（喷1次＝0.13ml）

100ml￥3,500日元
（不含税）

DELICATE FLORAL DEO MIST 喷雾式经期洁阴液

100ml￥3,200日元
（不含税）

水，甘油，丙二醇，变性酒精，十二烷二甲胺，乳酸月桂，蜂蜜，尿素，大马士革玫瑰花油，素馨花提取物，狗牙蔷薇果提取物，西番莲花提取物，鼠尾草
叶提取物，金盏花提取物，柠檬果提取物，芒果果实提取物，亚麻籽提取物，苜蓿提取物，维生素E，山梨醇，乙醇酸，乳酸，癸葡萄糖苷，椰油基肌氨酸
钠，苄醇，苯甲酸，脱氢乙酸，香水

水，椰油酰肌氨酸钠，大马士革蔷薇花水，大马士革蔷薇花油，素馨花提取物，狗牙蔷薇提取物，西番莲提取物，鼠尾草叶提取物，金盏花提取物，
柠檬果提取物，芒果提取物，亚麻籽提取物，苜蓿提取物，水解大豆蛋白，甘油，薄荷醇，乙醇酸，乳酸，变性酒精，癸葡萄糖苷，椰油烷基糖苷，
油酸甘油酯，苯甲醇，苯甲酸，脱氢乙酸，香水

也可以将洁阴液
直接喷于卫生棉
上，治愈经期中
的烦躁情绪。

泡沫性强，清洁力
强。不使用刺激以及
负担粘膜的石油合成
活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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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CATE SWEET SCRUB 私处温和磨砂膏

去除黑色素，让粗糙肌肤变得更加透明！
小苏打配方，采用温和磨砂膏，可以在敏感部位放心使用的细腻颗粒。弱酸性，能够有效清洁去污，使肌肤
富有透明感。玫瑰水提取即保湿有去异味儿，玫瑰果提取具有美白和改善黑色素的作用。建议每周一次。还
防止鸡皮肤。优雅茉莉香型。

使用方法：
温水擦拭后，取适量涂抹，轻轻按摩后冲洗干净。

滋润，长久保湿！
防止私处摩擦引起的干燥以及水分不足。是持久保湿型的润滑啫喱水。配合玫瑰油，发挥女性荷尔蒙。没有
粘性的啫喱水，伴您通往浪漫时光。优雅茉莉香型。

使用方法：
取适量涂抹于私处即可。（按1次＝0.19ml）

100ml ￥3,200日元
（不含税）

DELICATE ROMANTIC GEL LOTION 私处专用浪漫啫喱水

50ml ￥3,200日元
（不含税）

碳酸氢纳，水，甘油，山梨糖醇，癸基糖苷，纤维素胶，鲸蜡硬脂醇，甘油硬脂酸，二氧化硅，大马士革蔷薇花水，大马士革蔷薇花油，素馨花提取
物，狗牙蔷薇果提取物，鼠尾草叶提取物，金盏花提取物，亚麻籽提取物，苜蓿提取物，水解大豆蛋白，变性酒精，鲸蜡硬脂钠硫酸盐，苄醇，香料

水，木糖醇，羟乙基纤维素，大马士革蔷薇花油，芦荟汁，金盏花提取物，锦葵花提取物，甘油，聚谷氨酸，丙二醇，柠檬酸，苄醇，山梨酸钾，苯
氧基乙醇，苯甲酸钠，香料

打蜡脱毛后也
可放心使用

阴道水分不足很容
易导致干裂疼痛！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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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CATE BOTANICAL SOFTENER 外阴洗液

社内研修用資料

阴毛真的有必要天天清洗吗？
相比之下，日本人的毛质比发质比较毛躁，并且硬而厚。
据说阴毛是为了保护女性生殖器而自然形成的。您有没有过这样的困扰？阴毛受损，干燥，或修剪后形成的弱酸性，从而使毛质更加坚硬。为了保持
阴毛柔顺，以及预防角质层受损，所以有必要每天清洗给予适当保湿和护理。
阴毛护理的重要性以及选择方法。
跟护发一样，每天要使用护发素来使头发更加柔顺。同样道理，选择自己喜欢的味道和使用后的感觉也同等重要，特别是阴部用的护理产品。使用天
然有机成分和无添加着色等，对皮肤温和而无刺激。也有的人使用头部用护发素来清洗阴毛，护发素几乎都含有对皮肤很强刺激的成分，所以必须避
免使用。由于阴部皮肤和粘膜极为敏感，这也是导致引发炎症的原因。我们应该使用无刺激，有机成分来保护私处。

【纯天然有机原料・不含防腐剂】

＜＜外阴护理的必备品！＞＞

让粗糙毛躁的毛质更加柔顺！
持久保湿的坚果油，使毛躁粗糙的毛质变得更加清爽柔顺。含有机成分的芦荟，黄春菊，薰衣草，迷迭香，
具有保湿以及抗菌成分。优雅的茉莉花清香，让我们更加拥有女人味！薰衣草，柠檬草，天然草本植物的清
香，更治愈我们的心灵。

100g￥2,800日元
（不含税）

针对于刮毛后
的毛质和肌肤
护理！

使用方法：
外阴清洗后，取一元硬币大小的量涂抹于阴毛部位，1至2分钟后冲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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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甘油，山嵛醇，鲸蜡硬脂醇，二甲基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环戊硅氧烷，柔软剂，摩洛哥坚果油，银耳多糖提取物，泛醇，*芦荟汁，*洋甘菊花提取物，*熏衣草
花提取物*迷迭香叶提取物，茉莉油，柠檬草油，柚子皮油，熏衣草精油，依兰依兰花油，精氨酸，天冬氨酸，甘氨酸，丙氨酸，丝氨酸，缬氨酸，脯氨酸，苏氨酸，异亮
氨酸，组氨酸，苯丙氨酸，PCA ，癸基糖苷，异壬酸异壬酯，BG，二椰油基二甲基氯化铵，异丙醇，PCA钠，乳酸钠，二羟甲基丙酸己，苯氧乙醇， *有机原料



DELICATE BOTANICAL SOFTENER 外阴柔软剂

社内研修用資料

【使用有机原料・不含防腐剂和香料】
＜合理搭配＞
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不伤私处皮肤和粘膜的低刺激有效配方。丰富的有机草本植物，具有抗菌，杀菌，除臭效果。不含任何
香料和防腐剂。

摩洛哥坚果油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油酸，持久且高保
湿，改善阴毛蓬松受损以及皮肤粗糙！植物
多酚，抑制难闻异味儿。

茉莉油

改善妇科炎症，还有效缓解痛经
和内阴感染等功效。

泛醇
保湿效果高，改善受损毛质，还有
止痒功能。

银耳提取物
含比透明质酸还要高的长久保持
功能，并在肌肤上形成一个薄薄
的柔软的保护膜，其肌肤始终持
久保湿。

薰衣草

具有解压，和修复效果。还有
抗菌和杀菌作用。

芦荟

除了有清爽保湿效果以外，
还有抗菌，杀菌，消炎的作
用，调节皮脂分泌。

黄春菊

改善肌肤炎症，防止皮肤受损。
高保湿，柔顺。

迷迭香

抗菌，杀菌和自我清洁的作
用。还有自动修复毛发损伤的
功能。

Argan oil

真人毛发测试结果! 使用后使用前

普通沐浴液清洗后的结果
Ａ毛躁蓬松，没有型。
Ｂ有机植物柔软剂之后
结果一目了然!

Ａ Ｂ

保湿
柔顺

抗菌
除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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