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妍丽护理油 (SHIMMER DRY OIL) ?

这款护理油质轻干爽不油腻。肌肤和头发
可以快速吸收其配方成分，散发迷人的光
彩。它可滋润您身体的敏感部位，尤其是当
您脱下衣服露出来的部位，并全面锁水。

可使用的部位？

专为肌肤和头发设计，您可以用于任何想
要让人眼前一亮的身体部位：乳沟、臀部、
女阴、睾丸等。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只要在亲密接触前滴三滴这款护理油，你
便会散发诱人的椰香味，光彩夺目，拥有最
柔软的肌肤，成为人生赢家。

•可和情趣用品一起使用
•不得和乳胶避孕套一起使用
•敏感部位可以安全使用
•油基 
•保湿：椰子油
•椰香味
•快速吸收
•不油腻
•外用

HAIR AND SKIN
SHIMMER DRY OIL 
妍丽护理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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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肛交之乐 (ANAL PLAY) ？

不管你是经验老手（老司机）还是新菜鸟，在任
何肛交玩乐之前，给肛交区补水非常重要。这款
水基凝胶含有舒缓和补水成分，不仅可以减少摩
擦，还可使肛交部位做好准备。

该款产品的作用原理？

与阴道不同的是，当人达到性兴奋点时，肛门不
会自动润滑。这款水基凝胶可以湿润直肠粘膜（
肛门内膜），使其体积增大，括约肌扩张。我们添
加了山金车、洋甘菊和芦荟等天然成分，可舒缓
这些部位，补充所需的水分。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毋庸置疑！该款凝胶散发让人欲罢不能的椰香味
，温和又甜蜜。注意：可搭配“全身按摩膏”一起
使用。当直肠粘膜充分补水后（主要是水基和芦
荟的作用)，这种硅凝胶将有助于延长性乐趣。

· 可和避孕套以及情趣用品
    一起使用
•舒缓：洋甘菊
•补水：芦荟
•缓和：山金车
•水基
•椰香味
•甜香味

ANAL PLAY GEL
肛交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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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指间之乐（FINGER PLAY）？

激起自己或伴侣性兴奋的最佳方法是用手指在
彼此身体上游走，并亲吻对方。清甜味水基凝胶
，可以使您用手指刺激女阴或阳具等敏感部位时
不会产生摩擦感，以加强冲顶之乐（勃起或自然
润滑）。

该款产品的作用原理？ 

使用这款水基凝胶时，自然润滑效果将持续更长
。可滴几滴这款凝胶在您的手指上，或直接将这
款凝胶用于私密处。无论是自慰还是相互取欢，
该款水基凝胶让您的指间玩乐畅通无阻，因为所
含芦荟成分可以给您的肌肤充分补水。可根据个
人需求使用 。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当然会！该款凝胶的椰香味和清甜味让人情意迷
离。触感是唯一一个身体每一寸肌肤都能感受到
，并在私密处感觉更强的感官。去吧，让手指探
索吧！

•可和避孕套及情趣用品
    一起使用
•补水：芦荟
•使用后肌肤不油腻
•水基
•椰香味
•甜香味

FINGER PLAY GEL
指间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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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口交唇膏（ORAL SEX BALM）？

口交之乐！一款具有温和清凉效果的唇膏，可以
减少口交时嘴唇与阴茎的摩擦，使口交更顺滑、
随心自如。

 该款产品的作用原理？

直 接 涂 于 唇 部 。该 款 产 品 含 有 专 利 分 子 
Frescolat ，具有温和的清凉功效，与口腔的温度
形成对比。你也可以涂在阴茎上，形成一层光滑
的膜，减少吞吐时的摩擦，使得动作流畅，增加
持久力。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完美的动作，完美的口交！椰香味遇上清甜薄荷
，使得这款唇膏让人欲罢不能。

•可和情趣用品一起使用
•不得和乳胶避孕套一起使用（如要使用避孕套，
请先洗除阴茎上的唇膏残余物再使用套套）

•顺滑功效
•清凉功效（温和型）
•油基 
•椰香味
•清甜薄荷口味

ORAL SEX BALM
口交唇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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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乳头之乐（NIPPLE PLAY）？

您知道有近约30%的女性会因乳头刺激而达到
性高潮吗？这款清凉凝胶带有金属走珠，可加强
性爱之欢。该款产品的配方成分和设计可确保您
的乳头之乐不仅仅是性爱时的添加戏码，而是重
头戏之一。

该款产品的作用原理？

乳头是人体最私密敏感的部位之一，其主要功能
就 是 提 供 性 乐 趣 。本 凝 胶 含 有 专 利 分 子
Frescolat ，清凉舒缓肌肤，金属走珠设计加强清
凉之感。使用前放入冰箱几分钟，效果更佳。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绝对的！该款凝胶让您尽享冲顶之乐。当您的嘴
唇亲吻到该款凝胶时，残留在嘴唇上的凝胶会被
转移至下一个被亲吻的部位。这种清凉功效在身
体粘膜上感觉更强，因此私密部位处使更能享受
这种清凉之感。 

•可和避孕套及情趣用品一起使用
•水基
•清凉功效（温和型）
•功效可传递至身体其它部位
•椰香味
•甜香味

NIPPLE PLAY GEL
乳头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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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阴蒂香油（CLITORAL BALM）？

阴蒂仅有一个功能：达到高潮。所以，要好好利
用哦！该款香油吸收快，质地顺滑，其产生的热
感会加速血液流至阴蒂，提升其敏感度。

该款产品的作用原理？

加强性爱过程中的敏感度。将这款香油涂抹在手
指上，然后用手将这款香油涂抹在阴蒂处。专利
分子 Thermolat   能在数秒内就让你感受到刺激
热感。人参成分促进阴蒂部位的血液流动，激活
其8000个神经末梢。香油被充分吸收后，精氨酸
会加强您对触摸的敏感度。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当然！更强烈、更频繁的高潮意味这您就是人生
赢 家 ！小 贴 士 ：加 上 一 点“ 指 间 之 乐（F I N G E R 
PLAY）”，无论是用温柔还是强烈的手法，都会给
你满意的效果。

•见效快
•快速吸收
•持续时长：+/- 40分钟（因个人而异）
•可和乳胶避孕套和情趣用品
     一起使用
•热感功效
•加强刺激感：人参
•加强敏感度：精氨酸
•椰香味

CLITORAL BALM
阴蒂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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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全身按摩膏（FULL BODY MASSAGE）？

一款硅酮凝胶，质地光滑，让肌肤如丝般柔软。
对身体之间的缱绻厮磨来说十分完美，可将这款
产品涂在胸部或臀部，再用身体为心爱之人来一
次全身按摩。

可使用的部位？

任何身体部位！使用这款产品按摩女阴、阳具，
甚至是肛门，毫无摩擦感。如产品进入体内，也
请不要担心，因这款产品是100%可以用于私密
处的！这款产品让您突破放松按摩和情趣按摩之
间的界限，可以按摩到每一寸肌肤。即使在水下
也可使用，您可以玩到筋疲力尽。！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当然了！其质地和椰香味使得这款凝胶成为常年
必备佳品。寻求情爱之乐时，千万别忘了带上这
款产品！

•可和避孕套一起使用
•不得和硅胶用品一起使用
•可用于私密处
•硅基
•功效持久
•非水溶性产品
•质感丝滑
•椰香味
•不可食用

FULL BODY MASSAGE
全身按摩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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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热感按摩油（WARMING MASSAGE OIL）？

一款有醉人香味、味道甜美，质地诱人的经典产品
，让他情不自已，将你从头到吻到脚…使用这款产
品后，轻吹皮肤，产品配方成分会产生让人惊喜的
热感功效，这款按摩油会让您直通美好时光。

该款产品的作用原理？

将少量的按摩油涂抹在您想要按摩的部位，不用
担心会接触到您的私密处，因这是100%可用于私
密处的产品。用手摩擦按摩油（或身体的其它部位
），然后轻轻地按摩。准备好后，轻吹肌肤，将热感
效果最大化，给她窒息的快感。继续边按摩边亲吻
肌肤，清甜的香味正在召唤您的嘴唇加入这欢乐
之中。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持效长。这款椰香味固体香香味持久，因此您可在
性爱的几小时前就喷于您的私密部位。质地柔滑，
可在性爱时使用，并可喷于您将要亲吻或想要亲
吻的部位。

•可和乳胶避孕套和情趣用品一起使用
      （只要该款产品被肌肤吸收）

•不得和乳胶避孕套一起使用
    （如果产品尚未完全吸收）

•可用于私密处
•持久的奇异椰果香
•丝滑质地
•油基 

WARMING MASSAGE OIL
热感按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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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全身固体香（FULL BODY SOLID PERFUME）？

散发的香味可引诱人去爱抚您的每一寸肌肤。这
款无酒精固体香会在您的肌肤上残留让人兴奋
的椰香味。其柔滑的悦人质地及棒状包装意味着
你可以将香味凃在任何你想要被探索、触摸或亲
吻的地方……

可使用的部位？

这是无酒精产品，因此您可用于任何想要出彩的
身体部位，包括私密处：女阴、胸部、臀部、乳沟、
脖子等。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持效长。这款椰香味固体香香味持久，因此您可
在性爱的几小时前就喷于您的私密部位。质地柔
滑，可在性爱时使用，并可喷于您将要亲吻或想
要亲吻的部位。

•可和乳胶避孕套和情趣用品一起使用
     （只要该款产品被肌肤吸收）

•不得和乳胶避孕套一起使用
     （如果产品尚未完全吸收）

•可用于私密处
•持久的奇异椰果香
•丝滑质地
•油基

FULL BODY SOLID PERFUME
全身固体香

9

CH



什么是口腔喷雾（MOUTHWATERING SPRAY）？

您知道吗, 唾液是最具刺激性的体液之一? 这款
口腔喷雾（MOUTHWATERING SPRAY）具有柑橘
的芬芳，用于舌头处，让您的口腔保持湿润。该
款产品的配方成分可让您在性爱中, 如口交, 利
用自身的液体。

该款产品的作用原理

虽然我们可以自然分泌唾液，但还有一些方法可
以促进更多唾液分泌以供我们玩乐。这款液体喷
雾含有促进唾液分泌的苹果酸。在舌头上喷三下
，然后尽情享乐！如需要可反复使用。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绝对的！从激吻到长驱直入兴奋不已的口交。唾
液是你在做爱时的最佳伴侣。

•刺激唾液分泌：苹果酸
•柑橘口味
•刺激唾液分泌功能

MOUTHWATERING
SPRAY
口腔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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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什么是口交条（ORAL SEX STRIPS）？

每天一舐阴，医生绕道走。在口交时，这款清凉
的口交条会在嘴里融化。当这些口交条与女阴接
触时，其清凉效果与体温形成对比，不断给你新
的感官惊喜，带你冲击高潮。 

该款产品的作用原理？

唾液会将口交条在舌头上融化，并将清凉之感分
散到口腔周围。薄荷醇会从舌头、嘴唇和唾液转
移到阴蒂，产生一种强烈而令人惊喜的清凉效果
。我们添加了催情成分（人参、角山羊草、L-精氨
酸、玛咖、银杏叶）来提高口交时的兴奋度。

用了这款产品之后会让我出彩吗？

毋庸置疑！她们的腿会抖到停不下来。注意：如
果您想同时刺激阴道口或肛门，请搭配“指间之
乐 （FINGER PLAY）”和“肛交之乐（ANAL PLAY）”
这两款产品一起使用。

•可以和避孕套和情趣用品一起使用
•清凉功效（强烈型）
•单位数：7
•催情成分：人参、角山羊草、L-精氨酸等
•薄荷口味
•素食主义

ORAL SEX STRIPS
口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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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ELONA HQ
Viladomat,

291 6º 2ª, 08029
Barcelona · SPAIN

T: +34 93 415 88 79

NEW YORK
The Meadows,
301 Route 17 N, Suite 402
Rutherford · NJ 07070
T: +1 (646) 513-2994

SCAN FOR
MORE LANGUAGES

 ENGLISH · ESPAÑOL · FRANÇAIS

ITALIANO · DEUTSCH · NEDERLANDS

PУССКИЙ ЯЗЫК · YКРАЇНСЬКА МОВА
POLSKI ·  汉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