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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衰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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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金矿

凯度TNS：2017中国城市新消费者趋势，民政部

中国正在快速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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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60岁以上人口数量（亿人）

2020年预期占比17.2%

品味成熟

有接受高端产品的意愿
和能力

有抗衰需求



数字 Data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

抗衰老美容及个护产品全球大区份额

2014年 VS 2016年

英敏特全球新产品数据库（GNPD）



数字 Data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

数据来源：英敏特，人民网

2014-16亚太地区抗衰老美容占比

日本老龄人口：27.3%

韩国老龄人口：14%

中国老龄人口：16.7%



数字 Data

数据来源：英敏特

初老产品低龄化



数字 Data
高端抗衰老产品更受欢迎

2014-16年中国抗衰老面部护理销售额&增长
（单位：百万元&百分比）

数据来源：欧睿



产品 Products

• 化妆品趋势：即时起效
• 即时提亮

• 即时抚纹

• 即时凉感/热感

• 即时亚光

• 建立消费者对产品的信心

设计抗衰产品的新角度

使用前 30min后

即时起效



产品 Products
设计抗衰产品的新角度

分时护理

早晨：
焕彩

夜间：
修复

白天：
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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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衰老现象对外观的影响
Influence of skin ageing features

• 外观衰老是多种衰老迹象的综合结果

色斑 黑眼圈 多种迹象松弛

中国人 高加索人



从心而美
Spiritual beauty

• 与你那时的相貌比，
我也爱你如今洗尽铅
华的容颜。

• 心理状态对于面容具
有巨大影响力



什么是衰老肌肤
What is  aged skin

开启衰老肌密（视频）



抗衰是系统工程

打基础 · 做预防 · 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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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打下坚实的地基

如果你要建造一栋房子
If you want to build a house

2，建造完整的结构

3，装饰和修补

调整肌肤基础

维护基础结构

针对性解决肌肤问题



Section 1

生理基础 · 物质基础 · 促进代谢

抗老基础

调理肌肤状态

补充必须物质

设计任何产品都必须考虑的基

础成分



维生素C
人体必需却无法合成的重要物质

1405年，郑和开启第一次下西

洋；7次远洋均安全返航

带着豆芽去远航

15世纪
初期 大航海时

代，
坏血病盛行

15-17
世纪

[大航海时代]：起于对财富和权利的

追逐，以麦哲伦、哥伦布为代表

 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开拓

印度航线，160个船员中有100

余人死于坏血病

坏血病克星的发
现：2个橘子+1个
柠檬

18世纪
中期 维生素C的发现

和诺贝尔化学奖

20世纪
初期

英国海军医官詹姆斯·林德：每天2个橘

子+1个柠檬治愈了坏血病

 1753年，林德出版了《坏血病大全》

 1795年，英国海军部规定船员每天必

须饮用3/4盎斯柠檬汁，坏血病死亡

率大幅降低，英国海军战力倍增，击

败西班牙舰队，缔造日不落帝国

1911年，人类确定坏血病是因为缺乏

维生素C而产生的，并发表了“维生素

理论”—Vitamin，维持生命的物质

 1932年，匈牙利生化学家Albert Szent-

Gyorgyi，因“维生素C和人体内氧化反

应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37年，Vitamin C被正式命名为抗坏

血酸ascorbic acid



矿物质是皮肤中多种重要
酶的组成结构

图为SOD3结构，橙色小球：铜
离子；灰色小球：锌离子

矿物质

矿物质是皮肤天然保湿
因子成分

快速保湿，但容易因日常清
洗而流失

代谢进行的必需原料

• 矿物离子是人体代谢和细胞平衡的物质基础

矿物质是细胞电解质平衡
调节因子

电解质平衡是生理代谢的必
须环境

特殊矿物质参与信号传递



角质代谢调整
管理角质层

• 角质代谢速率随年龄的增长下
降，影响皮肤屏障功能

• 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内部干燥
表面粗糙，加速衰老

• 改善角质代谢能改善皮肤状态



1，要打下坚实的地基

如果你要建造一栋房子
If you want to build a house

2，建造完整的结构

3，装饰和修补

调整肌肤基础

维护基础结构

针对性解决肌肤问题



自由基 · 硅元素 · 端粒 · 基底层

Section 2

预防初老

从多种角度维持肌肤青春状态

减缓衰老进程

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



衰老诱因之三：硅的流失

衰老诱因四：基底层退化衰老诱因之二：端粒衰老诱因之二：端粒

衰老诱因之三：硅的流失

衰老诱因四：基底层退化

衰老诱因之一：自由基衰老诱因之一：自由基

目录 Part 1

给受到污染、压力、炎症困扰的肌肤

切断衰老源头

针对快节奏高强度生活导致的早衰

帮助熬夜、加班和狂欢后的脆弱肌肤

给难以吸收功效成分的肌肤

更紧致、更弹润

给松弛垮塌的肌肤

从初老到熟龄肌，从根源修复肌肤



[1] DENHAM HARMAN, M.D.. AGING: A THEORY BASED ON FREE RADICAL AND RADIATION CHEMISTRY. Journal of Gerontology, 1956: 298-300.
[2] DENHAM HARMAN. The Free Radical Theory of Aging. ANTIOXIDANTS & REDOX SIGNALING, 2003: 557-561

• Harman 1956年提出：自由基学说

（ The Free Radical Theory of Aging ）

• 自由基破坏细胞成分、攻击结缔组

织，是引起机体衰老的最根本原因，

也是诱发肿瘤等恶性疾病的重要起因[1]

• Harman的自由基学说在提出至现在已

经被越来越多的实验所证实[2]

衰老诱因之一：自由基

causes of aging# 1: free radicals 
自由基
Part 1

健康原子 自由基 自由基清除剂



什么是自由基？

What is a free radical? 

常见的自由基

五种常见
自由基种类

羟基自由基 OH. 超氧化物自由基O2.

单线态氧
一氧化氮自由基NO.

过氧化脂质LOO.

最活泼的自由
基，攻击性最强

自由基
Part 1



1. 人体内部产生

在细胞中呼吸酶利用氧分子的过程中产生自由基[1]

[1] Bouzid et al. Claudine Fabre1Radical Oxygen Species, Exercise and Aging: An Update. Sports Medicine, 2015
[2] Vera Adam-Vizi, M.D.. Produ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in Brain Mitochondria: Contribution by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and Non–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Sources. ANTIOXIDANTS & REDOX SIGNALING 2005, 7(9-10): 1140-1149. 

自由基从哪里来？

Free radicals come from?

细胞内存在相应酶系清除过量自由基，但机体处于非健康

状态下，自由基过量积累，损伤细胞，导致衰老和疾病

图1 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抗氧化酶

类存在于线粒体和细胞液中。ETC：电子传递链；

GSH：还原型谷胱甘肽；GSSG：氧化型谷胱甘肽；

SOD：超氧化物歧化酶[2]

自由基
Part 1



自由基从哪里来？

Free radicals come from?

药品 精神压力 剧烈运动

自由基
Part 1

清除体内过量自由基：

• 健康饮食，健康生活，保持愉悦心情

• 口服抗氧化剂：例如维生素C、E、胡萝卜素等



自由基从哪里来？

Free radicals come from?

2. 外界环境存在，直接损伤皮肤

紫外线 电磁波 吸烟 环境污染，例如工业废气等

自由基
Part 1



如何清除自由基？

How to remove free radicals? 
自由基
Part 1

1. 酶类清除剂：一些抗氧化酶，例如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氢酶（CAT）、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GPX）

2.   非酶类清除剂

• 维生素类：维生素C、维生素E、β-胡萝卜素等；

• 黄酮类：黄酮、儿茶素、花青素、黄烷酮、黄酮醇、异黄酮等

• 微量元素：硒、锌等

常见的自由基清除剂：



富勒烯

被誉为“自由基海绵”的诺贝尔奖获奖分子，独特球
状结构，360度吸附自由基，安全性和功效性均具卓
越性能的全效产品。

百好博原料推荐
Essence     to     Beauty

Lipochroman

对抗城市污染导致的多种自

由基,保护细胞和DNA

CLC类胡萝卜素

天然“防晒剂”和羟自

由基捕捉剂



衰老诱因之三：硅的流失

衰老诱因四：基底层退化衰老诱因之二：端粒衰老诱因之二：端粒

衰老诱因之三：硅的流失

衰老诱因四：基底层退化

衰老诱因之一：自由基衰老诱因之一：自由基

目录 Part 1

给受到污染、压力、炎症困扰的肌肤

切断衰老源头

针对快节奏高强度生活导致的早衰

帮助熬夜、加班和狂欢后的脆弱肌肤

给难以吸收功效成分的肌肤

更紧致、更弹润

给松弛垮塌的肌肤

从初老到熟龄肌，从根源提升肌肤状态



衰老诱因之二：端粒——生命的时钟

causes of aging# 2: telomeres -- the clock of life

细胞具有无限寿命？

Dr. Leonard Hayflick

Hayflick博士发现一个令人沮丧
的事实：无论外界环境多么优
越，正常的人体细胞，经过
50-70次分裂之后，都将不可避
免地停止分裂，出现细胞水平
上的老化。

——Hayflick界限：正常细胞的寿
命“密码”

衰老

分裂20次：细胞形态正常，活力旺盛；
分裂50次：细胞形态异常，无分裂活力

分
裂
次
数

培养天数

* Shay J W, Wright W E. Hayflick, his limit, and cellular ageing[J].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2000, 1(1): 72-76.

端粒
Part 1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失去了什么？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we lose?

染色体

细 胞 老 化

当细胞分裂时

端粒不断变短，最终，细胞无法继续分裂
端粒

染色体的保护帽

染色体“衰老”的原因：

200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端粒和端粒酶是如何保护染色体的”

—— 端粒：“生命的时钟”

端粒
Part 1



我们能做什么？

What can we do? 

年轻细胞
衰老细胞

分裂复制

端粒快速消耗

保持年轻

减缓分裂

端粒消耗减缓

放慢细胞分裂速度，减缓端粒消耗，减慢染色体“衰老”

端粒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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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min 0302

水仙休眠素
植物休眠精华，定格青春肌。



衰老诱因之三：硅的流失

衰老诱因四：基底层退化衰老诱因之二：端粒衰老诱因之二：端粒

衰老诱因之三：硅的流失

衰老诱因四：基底层退化

衰老诱因之一：自由基衰老诱因之一：自由基

目录 Part 1

给受到污染、压力、炎症困扰的肌肤

切断衰老源头

针对快节奏高强度生活导致的早衰

帮助熬夜、加班和狂欢后的脆弱肌肤

给难以吸收功效成分的肌肤

更紧致、更弹润

给松弛垮塌的肌肤

从初老到熟龄肌，从根源提升肌肤状态



衰老诱因之三：硅的流失

causes of aging# 3: lose of silicon 

硅是什么？

富含于真皮层的结缔组

织中，细胞的粘合剂

缺少硅会发生什么？

组织塌陷，产生皱纹 实验佐证：

1972年动物实验

左：正常硅膳食

右：低硅膳食，喂养四周

随年龄增长，皮肤中的 Si 流失

• 金属蛋白酶MMP-1对蛋白质（胶原蛋白）

水解，细胞外间质中的硅流失

• 皮肤细胞，头发，指甲脱落

• 膳食中可溶性硅摄入不足

• 肠胃吸收能力的下降

硅
Part 1



补充硅，储存年轻资本

Replace silicon, stores the young capital

硅烷醇 Silanols，与肌肤中的硅结构相同的生物活性硅

R：活性基团（例如：甘露糖）

Si：硅元素

补充硅，保留青春的理想方式

硅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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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ISIUM C

专利技术，全面抗衰老明星



衰老诱因之三：硅的流失

衰老诱因四：基底层退化衰老诱因之二：端粒衰老诱因之二：端粒

衰老诱因之三：硅的流失

衰老诱因四：基底层退化

衰老诱因之一：自由基衰老诱因之一：自由基

目录 Part 1

给受到污染、压力、炎症困扰的肌肤

切断衰老源头

针对快节奏高强度生活导致的早衰

帮助熬夜、加班和狂欢后的脆弱肌肤

给难以吸收功效成分的肌肤

更紧致、更弹润

给松弛垮塌的肌肤

从初老到熟龄肌，从根源提升肌肤状态



衰老诱因四：基底层退化

Aging causes# 4: Degeneration of stratum basale
基底层
Part 1

基底层退化

表皮深层“活细胞”层数减少——皮肤变薄

基底膜弹性网络结构松散——弹性变差

真皮-表皮结合部凸起减少——物质交流减少



Siliphos

植物视黄酸，基底结构年轻化

百好博原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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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打下坚实的地基

如果你要建造一栋房子
If you want to build a house

2，建造完整的结构

3，装饰和修补

调整肌肤基础

维护基础结构

针对性解决肌肤问题



紧致 · 去皱 · 提亮 · 眼部护理

Section 3

针对性抗衰

针对性强化解决各种衰老迹象



Part2.4 眼部护理

Part2.3 亮肤祛斑Part2.3 亮肤祛斑

Part2.2 改善皱纹

Part2.1 紧致弹力Part2.1 紧致弹力

Part2.4 眼部护理Part2.2 改善皱纹

目录 Part 2



紧致肌肤的秘密：DEJ

DEJ（Dermal-epidermal junction）是真皮和表皮之间的一层复

杂网状结构，由蛋白和多糖构成，它负责将真皮和表皮结构紧密

地连结在一起，对维持皮肤的机械力和结构性起到重要作用。

弹润肌肤的秘密：ECM

ECM(Extracellular matrix),细胞外间质：由细胞分泌到细胞外间质

中的大分子物质，主要有胶原蛋白、弹性蛋白、蛋白多糖和糖胺聚

糖等，构成复杂的网架结构，支持并连接组织结构。

充分且健康的ECM是肌肤富有弹性的保证。



随着年龄的衰老，DEJ逐渐扁平化

紧致弹力

Firmness and elasticity

随着皮肤的衰老，组成DEJ的蛋白量逐渐下降，这导致了DEJ的扁平化，使得皮肤老化变脆，更容易受伤和松弛。



人体外移皮肤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无曝光）

年轻的 衰老的

年轻肌肤中的蛋白束清晰有序且密度大
（颜色深），胶原蛋白束粗

衰老肌肤中的蛋白束杂乱无章且密度小
（颜色浅），胶原蛋白束细且空隙大

显微镜测试

紧致弹力

Firmness and elasticity

随着年龄的衰老，ECM变得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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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ox

抗衰老明星产品积雪草

Epidermosil

全面改善皮肤状态



Part2.4 眼部护理

Part2.3 亮肤祛斑Part2.3 亮肤祛斑

Part2.2 改善皱纹

Part2.1 紧致弹力Part2.1 紧致弹力

Part2.4 眼部护理Part2.2 改善皱纹

目录 Part 2



皱纹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肌肉运动

放松肌肉

皱纹

基质流失

补充基质

原因：

肌肉重复运动——表情纹

肌底基质流失——皮肤垮塌

常见的抗皱策略：

• 放松皮下肌肉（如肉毒杆菌毒素）

• 补充胶原蛋白等基质成分

改善皱纹

Smooth the wrin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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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NTHALENE
花椒果提取物

即时抚平表情纹

REVERSKIN
植物甾醇

丰盈肌肤
Argireline
类肉毒素

即时填充皱纹



Part2.4 眼部护理

Part2.3 亮肤祛斑Part2.3 亮肤祛斑

Part2.2 改善皱纹

Part2.1 紧致弹力Part2.1 紧致弹力

Part2.4 眼部护理Part2.2 改善皱纹

目录 Part 2



Keratinocyte

角质形成细胞

Melanosomes

黑素小体

Melanin

黑色素

表皮黑色素单位示意图

黑色素细胞是黑色素产生的源头

当黑色素细胞受到刺激，就开始
合成黑色素

黑色素的“一生”会经历：
• 合成

• 运输

• 沉积和脱落

亮肤祛斑

Skin lightening and spot removing 黑色素从合成到脱落的过程



酪氨酸酶+O2 酪氨酸酶+O2

L-酪氨酸 多巴 多巴醌 褐色素

多巴色素 真黑素

混合色素

合成：酪氨酸酶

Synthetic 

• 氧化应激是黑色素合成启动的诱因

• 酪氨酸酶是黑色素合成的“开关”

• 酪氨酸不断被氧化，

从无色逐渐变为黑色

黑色素的合成：复杂进程

氧化应激 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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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

诱导

综合

BIO-OSLP 油溶性甘草提取物（有机）

APPS抗坏血酸棕榈酸
酯磷酸酯三钠

植物美白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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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部护理

Eyes Care

眼部问题形成的原因

眼部肌肤很薄

是全身最薄的肌肤

眼部血管丰富细密

结构精密，需要大量毛
细血管支撑日常代谢

屏障功能较差

几乎没有支撑组织

易受侵袭而损伤

眼袋和松弛
微循环容易受阻

血管增生 血液瘀滞

血液和组织液破壁而出

眼袋黑眼圈



1
眼袋

也称为眼睑水肿。由于液体的积累和脂肪堆
积导致的眼下组织松弛下垂。

2

黑眼圈

黑眼圈由微循环不畅导致，血细胞漏出后留下的色素和
血管增深产生的暗影使眼下肌肤发青发黑。

两种主要类型眼部问题

眼部护理

Eyes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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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in β-sitosterol Phytosome
七叶树磷脂复合物

迅速消除局部水肿

EYESERYL
祛眼袋活性肽

具有抗水肿作用的四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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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Na
生育酚磷酸酯钠
清除黑眼圈的水溶维生素E

MeiYanoL
接骨木花提取物
草本黑眼圈克星



04 情绪带来美丽

医生颜值越高，医术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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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