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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DOU公司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20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为婴幼儿和所有家庭
成员提供天然原料制成的个人护理与卫生产品。CALIDOU以‘科研、创新，坚守环保’作为
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CALIDOU团队是一个由多学科研究者与专家组成的团队。他们齐
心协力，运用自己的科学背景和专业知识，创造出一系列达到极高效率与杰出标准的产
品。

	 我们提供4大产品系列：婴儿沐浴用品（Bébé婴儿系列）、儿童用品（Charmante
女童&	Génial男童系列），以及为所有家庭成员设计的专业化产品（Protection防护系
列），如：防晒霜、驱蚊剂、湿疹膏、具有防蚊虫防虱功能的柔顺洗发香波。我们的产
品已经获得加拿大卫生部的批准，大部分持有天然产品许可证（NPN）。我们拒绝使用
以下任何有可能致敏的原料成份，包括：防腐剂、月桂醇醚硫酸钠、矿物油、丙二醇、
色素、甲醛、邻苯二甲酸、苯氧乙醇、聚乙二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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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湿润肤乳液
特点功效：易于吸收不油腻，可舒缓和滋润宝宝的娇嫩肌肤，保持皮肤PH
值平衡，形成皮肤保护膜。每天使用能有效地调理和改善因干燥引起的各
种肌肤问题。

有效成分：有机接骨木花提取物，黑加仑子油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50ML	按压泵

C001

BÉBÉ婴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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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特点功效：专为新生儿和低龄宝宝研发，源自天然植物配方，经典二合
一，从胎发到脚尖，洗护一瓶到位。表层：温和清洁全身皮肤，去除多余
的油脂和污垢；深层：养发润肤，守护宝宝天然亲体保护膜。

•	 无泪配方，有效清洁并预防新生儿头垢和乳痂，保持头皮健康

•	 弱酸性配方，与宝宝天生肌肤酸碱度相近，更好地呵护宝宝皮脂保护层

•	 低泡配方，减少表面活性剂，减少摩擦，温和洁净不伤肤

有效成分：黑孜然油，有机金盏花提取物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50ML	按压泵

C003

免洗清洁乳液
特点功效：无需水洗，不含酒精，可用于随时随地快速清洁宝宝的脸，嘴，手
和臀部等。乳液富含润肤精华，有效清洁的同时也温和呵护了宝宝娇嫩的皮
肤。

有效成分：白芒花子油，有机接骨木花提取物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50ML	按压泵

C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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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功效：宝宝轻柔抚触按摩必备的润肤油。温和滋养，清爽不油腻，丰醇润
滑的质地，强健宝宝肌肤表面的保护膜。可有效软化和去除婴幼儿头垢或乳
痂。亦能滴入洗澡水，以滋润和修复干燥敏感的皮肤。

有效成分：安第罗巴果油（酸渣树油），维他命E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120ML	喷雾塑料

维E抚触润肤油

C014

低泡洗发露

特点功效：温和无泪配方，采用优质藜麦蛋白，有效清洁并预防新生儿头
垢和乳痂，保持头皮滋润。每天使用可强健薄头皮，滋养发根。

有效成分：黑孜然油，藜麦蛋白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120ML

C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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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天然产品认证号：NPN80036233

特点功效：适用于婴幼儿使用纸尿片的臀部皮肤日常护理，有效预防及缓
解尿布疹问题，可以创建一个有效的保护屏障，在舒缓修复红屁屁的同
时，保护宝宝皮肤免受潮湿及刺激物的侵害，并且减少皮肤摩擦，使红肿
皮肤自然愈合。易于涂抹，不含香精，敏感皮肤友好。

有效成分：18%非纳米氧化锌（药物成分），有机乳木果油，可可脂

适用人群：使用纸尿片的婴幼儿

规格：50ML	密封软管装,	纸盒外包装

加拿大天然产品认证号：NPN80036842

特点功效：专为使用传统布尿片的宝宝设计，易于布尿片清洗。适用于婴幼儿臀部
皮肤日常护理，有效预防及缓解尿布疹问题，可以创建一个有效的保护屏障，在舒
缓修复红屁屁的同时，保护宝宝皮肤免受潮湿及刺激物的侵害，并且减少皮肤摩
擦，使红肿皮肤自然愈合。易于涂抹，不含香精，敏感皮肤友好。

有效成分：20%玉米淀粉（药物成分），有机乳木果油，可可脂

适用人群：使用纸尿片或布尿片的婴幼儿

规格：50ML	密封软管装,	纸盒外包装

C016

C015

18％氧化锌护臀膏

20％玉米粉护臀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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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沐浴皂（3个装）

加丽都之水 
（无酒精婴幼香水）

特点功效：采用多种花卉，植物及水果提炼而成的
天然淡香水。不含酒精，不含精油，不刺激皮肤，
不致敏。可用于宝宝衣物，床垫或耳后。婴儿系列
的专利香味通过IFRA（国际香水协会）的测试及认
证。

适用人群：婴幼儿，成人

规格：50ML喷头玻璃瓶

C005 

3 x 30 g

特点功效：蕴含植物性清洗成分，温和清洁肌肤的同时保
持皮肤滋润健康。一皂多用，可用于洗澡，洗头，洗手，
洗脸。干敏皮肤友好。小巧易携带，宝宝小手易拿。

有效成分：甜杏仁油

适用人群：全家适用

规格：30g	x	3

C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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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功效：多效洁净粒子，有效瓦解多种顽固污渍。天然植物成分，
不伤衣物，不刺激肌肤。易漂清，无残留，持久留香。温和护手。可
用于波轮或滚筒HE洗衣机。

适用范围：婴幼儿及孕产妇衣物和床上用品

规格：HE	1.7L.	（56缸）

特点功效：以乙醇（酒精）为基础有效迅速杀灭各种细菌，真菌和部分病毒（如大
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无需水洗，医用品质，安全无刺激，
幼儿可放心使用。同时采用弱酸配方，避免手部皮肤PH值被破坏而导致的皮肤干裂
等，天然植物精华滋润肌肤，保持双手光滑柔软，如同用过护手霜的效果。

有效成分：酒精，有机金盏花萃取物

适用人群：两岁以上儿童及成人（符合加拿大卫生局标准）

规格：250ML按压泵

免洗抗菌洗手凝胶 

浓缩洗衣液（婴幼专用）

C042

C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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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湿润肤乳液
特点功效：源自8种天然水果精华提炼而成（巴西莓，野樱莓，枸杞莓，马
基莓，山桑子，山竹，诺丽果和石榴），	强效抗氧化成分有助于锁住宝宝
皮肤水分，易于吸收不油腻，滋润宝宝娇嫩肌肤的同时，也能享受特有的
浆果香味。每天使用能有效地调理和改善因干燥引起的各种肌肤问题。

有效成分：8种天然水果混合精油，覆盆子籽油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00ML	

C201

charmante女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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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功效：有机水果提取物精华，天然活性成分，强效抗氧化成分为柔软
皮肤创造水脂膜，留下滋润果香，冲掉残留。不含防腐剂，不含硅化物，
不含着色剂，不含矿物油，不含月桂基硫酸鈉（SLS），不让肌肤承担任何
过敏风险。不滑不粘，可每天使用。

有效成分：8种天然水果混合精油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00ML

滋润沐浴露

C203

无硅油洗发露
特点功效：有机水果提取物精华及天然活性成分能强建头皮，滋养发根，
保护和修复头发内部，有效防止分叉，令梳理变得更容易。无泪配方，不
含硅油，不含月桂基硫酸鈉（SLS），不滑不粘，改善敏感发质肤质，低泡
温和，可每天使用。

有效成分：葵花籽油，8种天然水果混合精油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00ML

C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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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顺护发素
特点功效：强效抗氧化成分能充分滋养宝宝头发并强健修复头皮。适合每
次洗发后使用，有效减少头发毛躁，令宝宝细弱的头发变得柔软有光泽，
梳理更容易。

有效成分：橄榄油，葵花籽油磷脂，红花油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00ML

C220

泡泡沐浴露
特点功效：天然强效抗氧化成分为柔软皮肤创造水脂膜，温和的无泪配方
及细腻的泡沫，让宝宝们一边洗澡一边玩耍，不刺激宝宝皮肤。减轻宝宝
们因洗澡带来的不安和紧张，尽情享受沐浴在浴缸里的乐趣。

有效成分：8种天然水果混合精油

适用人群：婴幼儿

规格：200ML

C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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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护脸护唇膏
特点功效：天然成分深层滋润修护干裂双唇或脸颊。不
含蜂蜡，纯素安全甚至可食用。温和地保护您或宝宝因
换季与环境污染等引发的唇部脸部缺水问题。

有效成分：覆盆子籽油，可可脂，古布阿苏脂， 
天然红莓蜡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及孕妇

规格：5g

C232

特点功效：采用多种花卉，植物及水果提炼而成的天然淡香水。
不含酒精，不含精油，不刺激皮肤，不致敏。可用于宝宝衣物，
床垫或耳后。女童系列的专利果香味通过IFRA（国际香水协会）
的测试及认证。

适用人群：婴幼儿，成人

规格：50ML喷头玻璃瓶

魔力之水  
（无酒精婴幼香水）

C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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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功效：以乙醇（酒精）为基础有效迅速杀灭各种细菌，真
菌和部分病毒（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
等）。无需水洗，医用品质，安全无刺激，幼儿可放心使用。
同时采用弱酸配方，避免手部皮肤PH值被破坏而导致的皮肤干
裂等，天然植物精华滋润肌肤，保持双手光滑柔软，如同用过
护手霜的效果。

有效成分：酒精，有机金盏花萃取物

适用人群：两岁以上儿童及成人（符合加拿大卫生局标准）

规格：250ML按压泵	/	45ML带扣旅行装

免洗抗菌洗手凝胶 

C243

(25)

C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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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湿润肤乳液
特点功效：源自8种天然水果精华提炼而成（巴西莓，野樱莓，枸杞莓，
马基莓，山桑子，山竹，诺丽果和石榴），	强效抗氧化成分有助于锁住宝
宝皮肤水分，易于吸收不油腻，滋润宝宝娇嫩肌肤的同时，也能享受特有
的浆果香味。每天使用能有效地调理和改善因干燥引起的各种肌肤问题。

有效成分：8种天然水果混合精油，覆盆子籽油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00ML

C301

GÉNIAL男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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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硅油洗发露
特点功效：有机水果提取物精华及天然活性成分能强建头皮，滋养发根，
保护和修复头发内部，有效防止分叉，令梳理变得更容易。无泪配方，不
含硅油，不含月桂基硫酸鈉（SLS），不滑不粘，改善敏感发质肤质，低泡
温和，可每天使用。

有效成分：葵花籽油，8种天然水果混合精油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00ML

C304

滋润沐浴露
特点功效：源自8种天然水果精华提炼而成（巴西莓，野樱莓，枸杞莓，马
基莓，山桑子，山竹，诺丽果和石榴），	强效抗氧化成分有助于锁住宝宝
皮肤水分，易于吸收不油腻，滋润宝宝娇嫩肌肤的同时，也能享受特有的
浆果香味。每天使用能有效地调理和改善因干燥引起的各种肌肤问题。

有效成分：8种天然水果混合精油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

规格：200ML

C303 



17

泡泡沐浴露
特点功效：天然强效抗氧化成分为柔软皮肤创造水脂膜，温和的无泪配方
及细腻的泡沫，让宝宝们一边洗澡一边玩耍，不刺激宝宝皮肤。减轻宝宝
们因洗澡带来的不安和紧张，尽情享受沐浴在浴缸里的乐趣。

有效成分：8种天然水果混合精油

适用人群：婴幼儿

规格：200ML

C306

天然护脸护唇膏
特点功效：天然成分深层滋润修护干裂双唇或脸颊。不
含蜂蜡，纯素安全甚至可食用。温和地保护您或宝宝因
换季与环境污染等引发的唇部脸部缺水问题。

有效成分：覆盆子籽油，可可脂，古布阿苏脂， 
天然红莓蜡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及孕妇

规格：5g

C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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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功效：以乙醇（酒精）为基础有效迅速杀灭各种细菌，真菌和
部分病毒（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无需
水洗，医用品质，安全无刺激，幼儿可放心使用。同时采用弱酸配
方，避免手部皮肤PH值被破坏而导致的皮肤干裂等，天然植物精华
滋润肌肤，保持双手光滑柔软，如同用过护手霜的效果。

有效成分：酒精，有机金盏花萃取物

适用人群：两岁以上儿童及成人（符合加拿大卫生局标准）

规格：250ML按压泵	/	45ML带扣旅行装

免洗抗菌洗手凝胶 

C344
C343

(25)

天才之水 
（无酒精婴幼香水）

特点功效：采用多种花卉，植物及水果提炼而成的天然淡香水。
不含酒精，不含精油，不刺激皮肤，不致敏。可用于宝宝衣物，
床垫或耳后。男童系列的专利果香味通过IFRA（国际香水协会）
的测试及认证。

适用人群：婴幼儿，成人

规格：50ML喷头玻璃瓶

C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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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防护霜 （日常护理型）
加拿大天然产品认证号：NPN80036200

特点功效：专为敏感肌宝宝研发，天然燕麦成分可有效缓解常见红痒，修复损伤，深
层滋润保湿，构建皮肤保护屏障，防止水分流失。适用于日常对各种红疹，尿布疹，
湿疹，口水疹，蚊虫叮咬，秋冬苹果脸等的预防以及护理。让宝宝娇嫩的肌肤免受外
界环境刺激。成分健康安全，不含激素，不含酒精，不含矿物油，不含香料。可使用
于面部及全身。

有效成分：1％胶体燕麦粉，有机接骨木花精华，有机可可脂

适用人群：新生儿，婴幼儿，成人

规格：50ML密封软管装，纸盒外包装

---------------------------------------------------------------------------

多效防护霜（加强修复型） 

含3%胶体燕麦粉，主要用于速效缓解修复中度以上发痒红肿症状

加拿大天然产品认证号：NPN80092434
C012

防护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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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天然产品认证号：NPN80069987

规格：115ML	密封软管装，纸盒外包装

加拿大天然产品认证号：NPN80067517	

规格：50ML密封软管装，纸盒外包装

SPF45 物理防晒膏 
（天然白色）

物理防晒膏（矿物防晒膏）

SPF 40物理防晒膏 
（防水型）- 轻薄防水防汗40分钟

特点功效：通过天然活性矿物成分，同时阻隔UVA/UVB射线的双重伤害，广谱防晒有助于预防肌肤晒黑晒伤晒老。仅盖在皮
肤表层上，像镜子一样反射紫外线，更加温和无伤害，不会刺激皮肤，宝宝的皮脂较薄，更适合物理防晒。日晒前15分钟涂
抹即可见效，至少每隔两小时涂抹一次。

•	 100%纯物理防晒	（不含Avobenzone，Oxybenzon等化学防晒成分）

•	 采用非纳米颗粒的氧化锌

•	 自然易推开，清爽不油腻

•	 低敏低刺激（不含香料，不含酒精，不含矿物油）

有效成分：非纳米氧化锌7.7％，二氧化钛8％

适用人群：6个月以上婴幼儿，敏感皮肤成人，全家适用（6个月以下婴幼儿尽量避免阳光照射，使用前请咨询医生）

C030

C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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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精油 驱蚊虫喷雾（无避蚊胺）
特点功效：萃取多种天然植物精油，科学配比，制成水乳型喷雾，健康温和，无
毒安全。随着精油长效缓慢挥发，在人体周围形成防护圈，干扰蚊虫嗅觉，保护
宝宝和全家在享受户外活动乐趣的同时免受蚊虫侵扰。

•	 不含避蚊胺，不含驱蚊脂，不含杀虫剂等有害化学物质

•	 气味芳香，不含传统驱蚊植物香茅精油	（柠檬草精油）

•	 干爽不粘不油腻，可全身使用

•	 可喷于衣物鞋帽上，不留精油污渍

有效成分：大豆油，安第罗巴果油，桉树精油，薰衣草精油

适合人群：2岁以上幼儿及成人（新生儿婴儿建议只使用在衣物或推车上）

规格：120ML	喷雾塑料瓶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由大豆油制成的驱蚊剂与普通含有化学驱蚊成分的驱

蚊剂同样有效。另外，大豆油具有极好的润肤功效，少量涂抹在身体暴露的位置，既护肤又防蚊。

特点功效：源自天然薰衣草精华，无皂无泡无硅油配方，温和清洁头皮头发，滋润强
健头皮健康。洗发护发，一步到位，有效减少毛发卷曲，抚平宝宝细软发丝的干枯毛
躁，使宝宝头发更加顺滑滋润易梳理。夏天使用，亦能防蚊虫防虱。清新优雅的薰衣
草香味，更具有舒缓安神促进睡眠的功效。

有效成分：薰衣草精油

适用人群：2岁以上幼儿及成人（无精油过敏的低龄宝宝可使用）

规格：250ML	软塑料瓶装

C031

柔顺洗发护发乳 （无皂无硅油）

C033



22

除味香木包

C341

11,5’’
(29,21 cm)

5’’
(12,7 cm)

4,375’’
(10,16 cm)

男宝香型

C341-25

C241

C041

女宝香型
C241-25

特点功效：采用天然植物香精，不添加任何化
学药剂，香味健康安全，享受自然的芬芳。可
用于衣橱，抽屉，鞋柜，尿片包等，消除各种
异味，保持婴幼儿物品清新怡人。

规格：5g/袋，25袋/盒

婴儿香型

C0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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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品牌

SERUM
®

®

Laboratoire podologique

OrganicNatural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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