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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咬文嚼字”出了2018十大流行语了。店小二 杠精 巨婴确认过眼神， 官宣 锦鲤 命运共同体， 教科书式佛系 

退群。 十个流行语 29个字符，简单而又粗暴地横跨了整个熙熙攘攘跌宕起伏酸甜苦辣的2018. 

听说PANTONE 2019流行色也出了。 柔弱淡粉夹带些许无加掩饰隐隐约约的灿烂肆意， 珊瑚橙即将在2019让每个爱

美人士的眼睛发亮。 

听说千年来一直内敛高冷自带皇气的故宫也不失热闹地出了口红了。 桃红碧玺，藏黑绸绣，玫瑰紫繇，棠梨叶绿，

菊瓣黄釉。。。 素齿结朱唇，轩窗理红妆；虽未见，然已是清幽沁心，美人如画了。 

 

对美的向往，从4000多年前古埃及人从自然寻求美的力量到如今的多元，高效，天然，创新。。。 

所有的所有，成就了华丽人类的美丽情史。而这一切，离不开最朴素的  - 人类与地球的契约， 智慧与自然的结合。 

 

大道至简。 
 
2019的美肤世界又会流行什么呢？2019，“美博君说趋势” 进入第五个轮回。 
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其实流行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 如同“爱”， 
找到最适合你的。 
 
因此2019美丽趋势我们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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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苦恼  

是否存在  
恰如其分的美？  

为什么我要的   不是太多，  
就是故意太少？  

华丽人类  朴素美史  

为中国四大主流女性消费群体  
定制四类魅力护肤程序。  
无论2019流行什么，  
都有最适合你的潮流。  

-  最美博学堂 2 0 1 9 趋势特刊 -  

-  I n S i d e  B e a u t y  2 0 1 9  T r e n d  -  



2019 Beauty Trend 

你的数字世界 

你的美丽需求 

你的定制魅力程序 

你的华丽市场 

华丽人类  朴素美史 

You’re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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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你的数字世界 



全球数据 

个人护理品类对比 

细分市场 

Succeed 
Time to 

预测2019全球个人护理行业，美国897亿美元全球TOP1, 其次中国605亿美元 预测2019婴童增长最快达4.2%， 其次彩妆3.8%， 护肤3.1% 

预测2019护肤市场达1327亿美元，其次头发护理773亿美元，彩妆715亿美元，香水520亿美元 

SOURCE: EUROMONITOR 



Succeed 
Time to 

你的数字世界 - 个人护理市场全球趋势2012-2022 

SOURCE: EUROMONITOR 



Succeed 
Time to 

你的数字世界 - 个人护理市场中国区趋势2012-2022 

SOURCE: EUROMONITOR 



Succeed 
Time to 

你的数字世界 – 护肤零售市场分类数据 

SOURCE: EUROMONITOR 



02 你的华丽市场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奢宠高科 

FOREO 
UFO™ 智臻面膜仪 
 
利用Thermotherapy热能技术、Cryotherapy 
冷凝技术、LED light therapy多光谱光波技术以 
及T-sonic pulsations垂直透肤声波脉动技术， 
短短90秒即可带来美肤SPA体验；与UFO专配 
面膜搭配使用 

NEUTROGENA 露得清 
Skin360™ 美肤APP 
 

测量毛孔的大小与呈现状况、细纹和皱纹的尺寸与深度，
同时可以判断肌肤的水分含量；根据测量结果，为肌肤提
供个性化的产品使用建议以及专业的护肤知识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奢宠高科 

LA MER 海蓝之谜 
Genaissance de la Mer™ 鎏金焕颜系列 
眼面精华霜、乳液、精华 
 
鎏金焕变，逆转时光。蕴含Miracle Broth晶体神奇活性 
精萃，顷刻注入源自深海的修护之力，帮助促进肌肤焕 
发生机，减少脸部细纹、瑕疵以及改善其他衰老迹象 

IT COSMETICS  Secret Sauce™ 美肌秘方 
经过临床医学认证的先进神奇抗衰老保湿剂 
 

抵抗多种岁月痕迹的理想选择，紧致肌肤，恢复明亮肤色，淡褪细纹和皱纹，
告别暗沉与干燥，让肌肤重现年轻靓丽，内含一种特别的发酵复合物，能够
提高肌肤的吸收能力，持续使用可带来更多显著效果；采用Light 
Technology™光学科技的浓缩精华，利用生物发光和金刚石粉末，让肌肤散

发出年轻亮泽；同时蕴含抗老多肽、水解胶原蛋白、透明质酸、甘草和维生
素C，有助于解决肌肤褪色问题，减少细纹和皱纹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奢宠高科 

采用创新抗氧化科技，加强肌肤自身抗氧化防御体系，推迟 
初老痕迹的到来。全新未来新肌系列，一款通用的抗氧化面 
霜，5款针对性精华，根据个人肌肤状态与需求，叠加混搭， 
精准定制专属肌肤年轻方案 

DIOR 迪奥 
Capture Youth 未来新肌系列 
面霜+精华 

LA PRAIRIE 莱珀妮 
Swiss Ice Crystal 瑞士冰晶新生系列 
面霜、修颜霜、眼霜、精华液、乳液、精华油 

帮助肌肤抵御初老迹象，改善晦暗、干燥和皱纹等肌肤问
题，同时有助于肌肤恢复新生，帮助肌肤从容应对外界压
力，令肌肤年轻如初，成就恒久之美。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高效御龄 

BALEA 芭乐雅 
Vital 活力焕能系列 

日霜、晚霜、精华露、眼霜、祛斑浓缩精华、眼唇膏、安
瓶、洗面奶、面膜 
 

富含摩洛哥坚果油和其他有效成分，能够淡化皱纹、提升
肌肤弹性 

L’ORéAL 欧莱雅 
Age Perfect Cell Renewal 金致臻颜细胞再生系列 
日霜、晚霜、面膜、精华 
 
配方含有黑松露和发酵红茶，能够刺激 
细胞再生，延长并保持肌肤活性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高效御龄 

Therapy 蓝源系列 

日霜、精油乳霜、晚霜、眼霜、眼部精华、精华、精油、
抗皱霜、修护霜 
 

掌握冻龄肌密，时间任你把握。有效预防肌肤炎症，修复
肌肤现有损伤，淡化皱纹，提升肌肤弹性，让肌肤变得饱
满而光泽透亮 

DIADERMINE 
Age Supreme 细胞再生系列 
日霜、晚霜、精华、眼霜、面膜 
 

有效抵抗肌肤老化问题，根据肌肤的需求提供具有额外特
别呵护功效的产品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 从农场到美肤 

SHISEIDO 资生堂 
Waso 青春日和系列 
面霜、凝露、精华水、洁面乳、去角质啫喱 
 

灵感源自营养全面、食材天然的日本传统和食，采用胡萝
卜、枇杷、蜂蜜、豆腐、银耳等主要成分，有助于维持平
衡，增强年轻肌肤的抗压能力，同时补充水分，改善出油
和毛孔粗大问题，防止肌肤出现瑕疵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 从农场到美肤 

二合一的超级食物精华胶囊，可被当作面膜或磨砂膏使用； 
利用15种超级食物，通过净化排毒、去角质和促进胶原蛋白 
的生成来缓解衰老迹象 

GRAYDON 
Superfood Mask + Scrub 
超级食物精华面膜+磨砂膏 

利用维生素C纯净清新的自然力量，提亮、均匀肤色，重铸
细腻纹理，在短短7天内带来明显的逆龄功效；特制的独立
密封包装有效保持维C高活性，激活后最大程度地释放清爽
和能量。 

CLINIQUE 倩碧 
Fresh Pressed™ 抗氧化维C安瓶精华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从农场到美肤 

VICHY 薇姿 
Liftactiv Vitamin C Serum 
精纯VC 抗氧化美白精华 

结合15%纯净维生素C和天然原始透明质酸， 
仅用10天即可打造明亮肤色，抚平肌肤纹理，减少细纹 

高度浓缩精华，富含维生素C的韩国Goheung香

橙萃取物和香橙油配方，可淡化黑斑和色斑；
当涂抹在肌肤上的时候，释放出胶囊精华，可
增强其美白功效 

SKINFOOD 思亲肤 
Yuja Water C 香橙沁新系列 
Whitening Ampoule in Serum 
美白安瓶精华液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从农场到美肤 

MILK MAKEUP 
西瓜亮肤精华 

瑞士水荷叶芽提取精华，通过淡化色斑来帮助提亮肤色，
令肌肤更加均匀；西瓜提取物为肌肤带来一 
整天的澎湃补水力，而维生素A、C、E则帮助对抗自由基；
五胜肽，一种生物肽复合物，提升肌肤弹 
性，以此来让肌肤看起来更加光滑 

含有superfoods超级食物生姜和姜黄成分，舒
缓紧绷压力肌肤，而维生素C则帮助提亮肤色；
令肌肤恢复活力健康肤色，重拾舒适与生机 

FIRST AID BEAUTY 
Hello FAB Ginger & Tumeric Vitamin C Jelly Mask 
生姜&姜黄维C啫喱面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从农场到美肤 

真正的纯天然面膜，澄净而清爽的啫喱质地，果酶、柳皮、
蓝艾菊精 
油的混合成分能温和去除死皮，平滑肌肤，修复表层肌肤 

HERBIVORE 
Blue Tansy AHA & BHA Resurfacing Clarity Mask 
蓝艾菊AHA & BHA修复净澈面膜 

富含营养的黑莓、黑种草、蜂胶提取物成分，帮助补充水
分，滋养肌 

肤，令肌肤呈现出光滑饱满；这款焕发亮采的夜间面膜，
同时也含有 
部分透明质酸和烟酰胺，有助于减少干纹和暗沉的出现 

J. ONE 
Black Jelly Pack 
黑果冻面膜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医美修复 

KLAPP COSMETICS 
Power-Effect Bi-Phase Serum 强效双享精华 
胶原蛋白，+玻尿酸，+氧气，+植物活性复合成分，+维A醇，
+维生素C 

RAU COSMETICS 
Detox Cure Ampoule 
双层净化护理安瓶 
 
具有净化排毒功效的双层精华，通过排除肌肤毒素和污染物来 
缓解肌肤问题，减少肌肤炎症和发红现象的出现，刺激肌肤形 
成自我保护系统；含有沙棘油、透明质酸和维生素C+E等成分 

富含植物精油和浓缩活性成分，可快速被肌肤吸收并发挥
作用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医美修复 

BABOR 
Festival of Ampoules 多效安瓶 
 
赋活、水光、舒缓、提拉、能量、净化 

不管其功效是赋予肌肤更多能量、补充
更多水分还是让肤色更为红润，这些全
新的浓缩活性成 

分都可让你保持完美肌肤；含有大麻籽
油、仙人掌、海藻提取物等天然成分，
或维生素A和E 

STARSKIN PRO 
Micro-Filler™ Mask Pack 微填面膜 
 
将专业微针疗法与EGF表皮生长细胞因

子、干细胞美容技术相结合，激活肌肤
进行天然修复和再生，从而使肌肤恢复
年轻活力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玩趣定制 

DR. JART+ 蒂佳婷 
Shake & Shot Rubber Mask 橡胶面膜杯 
 
补水、舒缓、美白、紧致 
可以DIY的橡胶模型面膜，为肌肤注入

强有效的活性成分，平滑肌肤纹理，
让肌肤看起来健康水润；每一种新制
的橡 

胶面膜都能渗透肌肤表面，带来最快
速有效的护肤作用 
 

GLAMGLOW 格莱魅 
发光紧致面膜彩虹小马限量版 
Black Glitter, Pink Glitter, Purple Glitter 闪耀黑、闪耀粉、闪耀紫 
 

这款立体发光面膜，添加了极佳的有针对性的成分，如甘草和药
蜀葵叶混合而成的TEAOXI?复合物，仅仅一次便有助于紧致轮廓， 
让肌肤看起来更加精致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护肤走向 玩趣定制 

全新系列共有四款多效定制护肤，同时兼具滋养、保 
湿和妆前基础打底护理功效，让肌肤光滑细致，为后续 
上妆做好准备 

保湿棒 
OneKind25 (美国) 

补水炸弹 
LG (韩国) 

BLITHE 
InBetween 
Creams, Essence 面霜、精华露 



 
BM Cosmetics (韩国) 
Blank Me妆前隔离 

Paul & Joe (日本) 
四色珍珠妆前隔离 

WAKEMAKE(韩国) 
水主题不掉色唇釉 

高丝(日本) 
果冻夹心口红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彩妆走向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彩妆走向 

By Terry Glow Expert (韩国) 
三合一高光修容 

Color Combos(马来西亚) 
三合一口红 

M.A.C(加拿大) 
双层头睫毛膏 

POSME彩妆卡 
资生堂(日本) 



Urban Decay  
卸妆新形式 
卸妆喷雾（无油）： 

 
轻盈、即时、方便、强效去除 
卸妆棒（油相）： 

 
膏状 液体 泡沫、洁净、无油腻残留 
唇部卸妆棒（油相）： 

轻盈、丝滑、滋润 

PIXI (UK)  
双重洁面（卸妆油+ 洁面霜 
 
第1步：使用固体卸妆油轻松分解并去
除污垢 
第2步：在面部使用洁面乳按摩进一步
清洁和调理肌肤 

乐敦 
ObagiC Powder Wash 
独立包装：30*0.4g 胶囊 

 
洗颜粉加少许水即可使用 

VC + 酵素/酶+ 保湿剂 

你的华丽市场 – 全球卸妆走向 



你 
03 你的美丽需求 



高冷御姐 （35+） 
工作压力 

都市压力 

熟龄肌肤需要抗衰抗压，  

高端高效，舒缓压力和敏感肌修复 

奢华是美丽的附加符号 

 

你的潮流就是奢宠高科 



Enter your introduction in this 
text, the simple summary, 
probably no more than 50 words, 
are free to play. Enter your 
introduction in this text, the 
simple summary. 

YPUR TITLEHERE 

YOU 
 

纯然·简单·臻实 

佛系美女 

（30+） 

 

你的潮流 

就是极简极臻 
 



抗衰从25岁开始。 

“自然森女”已经进入轻熟期， 可增强

肌肤表层保护屏障的脂质和具有补水功效

的透明质酸或甘油常被应用于产品中。此

外，也需要含有能保护肌肤不受自由 

基伤害的抗氧化剂。 

天然有机，对地球母亲的关怀，是自然森

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你的潮流就是绿色天然 
 

自然森女 

天然绿色 自然美肌 原生动力 
（25+）  



Generation Z  
青春（18+）  

个性定制 自我乐玩 

Lorem ipsum dolor 
sit amet, 
consectetur 
adipiscing elit 

高颜值， 高玩趣，高创意是Generation Z  

的护肤痒点。 

控油 保湿亮白，是百变萌娃护肤痛点, 

 

你的潮流就是个性定制 自我乐玩 



04 你的定制魅力程序 

为中国四大主流女性消费群体  
定制四类魅力护肤程序。  
无论2019流行什么，  
都有最适合你的潮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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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肽耀颜编程水 
工作压力 

都市压力 

熟龄肌肤需要抗衰抗压，  

高端高效，舒缓压力和敏感肌修复 

奢华是美丽的附加符号 

你的潮流就是奢宠高科 

 



六肽耀颜编程水 

这是一款基于表观遗传学理论开发的奢宠高科编程水. 通过一种能

够影响人体肌肤衰老的关键基因microRNA-145表达的全新专利六肽，

旨在于使皮肤细胞得到重新编程，激活祖细胞池，帮助表皮更持久

地进行自我更新。更搭配三种进口小分子,中分子透明质酸, 和法国

专利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发挥强效的保湿功效，9天增加胶原

蛋白含量13倍，有效科学人体实验证明可以帮助皮肤水光润泽焕发

活力，使肌肤表皮厚度增加年轻17岁. 

 

六肽耀颜编程水, 我们不能改变你的基因, 但是可以改变你的基因表

达, 重新编程你的青春肌肤. 

 

最适合你的潮流 

我们不能改变你的基因,  

但是可以改变你的基因表达 

奢宠高科 
来自产品首席配方师SHINING的话： 



原料 剂量% INCI名 供应商 

1.3-BG 3.0 丁二醇 

Oligo-HA 0.1 透明质酸 BIOLAND 

BIO EG-1 3.0 甘油聚醚-26 VANTAGE 

M.M.W 0.02 透明质酸钠 BIOLAND 

Euxyl K350 0.5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
基甘油 S&M 

H2O TO 100 水 

Mineral water 5.0 海水 IRONWOOD 

REPROAGE 1.0 水/磷酸氢二钠/乙酰基六肽-8/磷酸二
氢钠/辛甘醇 LIPOTEC 

MADECASSOSIDE 0.1 羟基积雪草苷 SERDEX 

OLIGOGELINE 2.0 BIOTECHMARIN 

Epidemosil 5.0 透明质酸(和)硅烷三醇 EXYMOL 

Hydrovance 3.0 羟乙基脲 AKZONOBEL 

75-H-450 0.8 聚乙二醇/聚丙二醇-17/6 DOW 

六肽耀颜编程水配方（编号HT181029）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http://www.roundex.com.cn/product/show-167.aspx
http://www.roundex.com.cn/product/show-167.aspx
http://www.roundex.com.cn/product/show-167.aspx
http://www.roundex.com.cn/product/show-167.aspx
http://www.roundex.com.cn/product/show-167.aspx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六肽耀颜编程水核心专利科技 - REPROAGETM  焕肌编程因子 

 表观遗传学的护肤因子 - 让皮肤重新编程以获得年轻容颜 

表观遗传学护肤之道 

诱导表皮进行重新编程，重塑表皮结构 

提高自我更新能力   皮肤逆龄13岁 

皮肤粗糙度减少41.3%，亮度增加1.5% 

 

 



 

 

 

REPROAGE™焕肌编程因子 
让皮肤重新编程以获得年轻容颜   

• 人体实验证明REPROAGE ™可以作用于肌肤深层，提高肌肤自我更新能力“逆龄17岁”。 
 



 

 

 

REPROAGE™焕肌编程因子 
让皮肤重新编程以获得年轻容颜   

• REPROAGE ™改善肌肤亮泽与肌肤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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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烯金耀逆龄霜 
工作压力 

都市压力 

熟龄肌肤需要抗衰抗压，  

高端高效，舒缓压力和敏感肌修复 

奢华是美丽的附加符号 

你的潮流就是奢宠高科 

 



富勒烯金耀逆龄霜 

最适合你的潮流 

没有试过最贵的， 

就不知道科技的力量。 

奢宠高科 
来自产品首席配方师SHINING的话： 

一克价值10亿人民币的外太空能量精华，富勒烯金耀逆龄霜带来了

奢宠的护肤体验，日本专利富勒烯提供11小时长效持续抗氧化效果，

保护肌肤细胞；60个碳原子的球状结构有效吸附自由基，是普通VC

抗氧化剂的172倍；从源头上缓解肌肤老化现象。 

 

 对活性氧、活性氮具有双清除效果的西班牙利普泰专利色满衍生

物Lipochroman®为肌肤筑起抗污染防护屏障，在紫外线下保护细胞

DNA免受损伤，细胞活力增加173%。肌肤在双重保护下恢复娇嫩亮

白青春肌，改善肌肤敏感等问题。 

 

 



富勒烯金耀逆龄霜配方 
（编号EH181120 ）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原料 剂量% INCI名 供应商 

ABIL EM90 1.0 鲸蜡基 PEG/PPG-10/1 聚二甲基硅氧烷 EVONIK 

DC345 5.0 环聚二甲基硅氧烷/环己硅氧烷 DOW CORNING            

DC200(5CST) 2.0 聚二甲基硅氧烷 DOW CORNING 

SILAGEL AE 3.5 

环五聚二甲基硅氧烷 /  聚二甲硅氧烷/乙烯
基聚二甲基硅氧烷交联聚合物/ PEG/PPG 

聚二甲基硅氧烷 

ABC TECH 

Lipofullerene 0.5 富勒烯/角鲨烷 Vitamin  C60 

香精86317177 0.08 香精 DROM 

Lanol99 0.99 异壬酸异壬酯 Seppic 

LIPOCHROMAN 0.01 二甲基甲氧基苯并二氢吡喃醇 Lipotec 

甘油 43.5 甘油 Local 

H2O T100 水 Local 

NaCl 1.0 氯化钠 Local 

BIO-SODIUM 
HYALURONATE 

0.06 透明质酸钠 BIOLAND 

Euxyl K220 0.1 甲基异噻唑啉酮/乙基己基甘油 S&M 

RONOSTAR gold 0.3 硼硅酸铝钙/二氧化钛/硅石/氧化锡 MercK 

Colorona Red 
GOLD 

0.2 云母/二氧化钛/氧化铁 MercK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富勒烯是由60个碳原子
组成的足球状分子，直径
约0.7NM 

 发明者于1996年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 

 在自然界微量存在，宇
宙空间也存在 

 具超强（172）与持续性
（11小时）的抗氧化能力 

 有效淡化色斑，有效击
退酪氨酸酶活性，改变黑
色素在肌肤的表现 

 改善肌肤毛孔粗大 

 清除肌肤内的自由基 

 预防肌肤皱纹的产生，
修复肌肤衰老激发活性 

 黄金奢华成分 自由基海绵 – 富勒烯 



富勒烯金耀逆龄霜 核心技术 富勒烯机理：自由基海绵 

←单个自由基 

抗
氧
化
力

%
 

富勒烯 异黄酮 辅酶Q10 槲皮素 姜黄素 维C衍
生物 

硫辛酸 

 稳定球状结构，使得富勒烯可
以在不消耗自身情况下，吸附
多个自由基 

 抗氧化能力强于其他抗氧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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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细胞动能素 
工作压力 

都市压力 

熟龄肌肤需要抗衰抗压，  

高端高效，舒缓压力和敏感肌修复 

奢华是美丽的附加符号 

你的潮流就是奢宠高科 

 



青春细胞动能素 

最适合你的潮流 

一瓶含有约*61,500,000个原生干细胞 

的青春细胞原生动力. 

奢宠高科 
来自产品首席配方师SHINING的话： 

这是一瓶含有约*61,500,000个原生干细胞的青春细胞动能素.  

 

源于美国NASA航天局相关研究的高蓄能珍稀极地盐土植物海茴香和滨海剌

芹的法国专利干细胞提取技术. 每一个肉眼可数的干细胞蕴含丰富的氨基酸,

多酚和混合脂类，一滴精华液富含无数颗原生干细胞,渗入肌肤基底层带来

肌肤所需养分,激活细胞原始能量，促进生长因子,加速细胞增殖以及皮肤更

新, 改善肌肤自愈能力, 提亮均匀肤色.  

更搭配法国专利五维保湿剂和西班牙专利三肽产品, 多维度补充肌肤透明质

酸,神经酰胺, 水通道蛋白,和胶原蛋白. 

*有效科学实验数据显示肌肤泽度提高49%，皱纹减少39%，弹性提升41%; 

肌肤神经酰胺1&2的合成增加139%，透明质酸增加38%，硫酸软骨素增加

184%，水通道蛋白增加32%； 

  
*数据来源于供应商原料技术资料 

 



青春细胞动能素配方 
（编号SL180829 ）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原料 剂量% INCI名 供应商 

去离子水 TO 100 水 LOCAL 

SEPIMAX ZEN 0.30 聚丙烯酸酯交联聚合物-6 SEPPIC 

Satiaxane™ VPC 
930 

0.2 黄原胶 Cargill 

LIPONIC EG-1 3.0 甘油聚醚-26 LIPO 

AQUAXYL 1.0 木糖醇葡葡萄糖苷/脱水木糖醇/木糖醇 SEPPIC 

TRYLAGEN® 
functional 

ingredient PCB 
2.0 

水/假交替单胞菌发酵产物提取物/水解小麦蛋
白/水解大豆蛋白/三肽-10 瓜氨酸/三肽-1/卵磷
脂/丁二醇/黄原胶/卡波姆/三乙醇胺/辛甘醇/苯

氧乙醇 

BIOTECH
MARINE 

水 10.0 水 LOCAL 
CELTOSOME 
Crithmum 
maritimum 

0.2 
海茴香（CRITHMUM MARITIMUM）愈伤组织培

养物滤液 

BIOTECH
MARINE 

CELTOSOME 
 Eryngium 
maritium 

0.05 
滨海剌芹（ERYNGIUM MARITIMUM）愈伤组织

培养物滤液 

BIOTECH
MARINE 

1，3-丁二醇 5.0 丁二醇 LOCAL 

EUXYL K350 0.5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S&M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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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雪草CICA原液  

纯然·简单·臻实 

佛系美女 

（30+） 

 

你的潮流 

就是极简极臻 

 



来自产品首席配方师SHINING的话： 

相关市场调查结果显示79%消费者反应肌肤敏感， 于是简单的配方传递安

全温和的护肤理念。 

 

从欧美日韩流行的CICA霜（修复）到欧莱雅推出的老虎草系列， 积雪草修

复的功效越来越受消费者认可。 

于是我们研发了这款积雪草修复CICA原液， 以极简的配方架构结合强效修

复的原料成分，力求为敏感肌群体带来温和修复的功效。 

 

马达加斯加森林之王老虎受伤后的疗伤神药——积雪草，印度5000年阿育

吠陀古法医疗的神奇草药，舒缓镇静肌肤，改善敏感肌肤状态，促进肌肤

的自愈修复能力； 

原料界的水光针专利EPIDERMOSIL透明质酸与硅烷醇的黄金组合，9天增加

胶原蛋白含量达到13倍，28天见证时光的逆转； 

两大活性成分溶于富含68种矿物质以上的加拿大冰川海洋水中，给肌肤瞬

间冰凉之感，净化肌肤的同时紧致毛孔，焕活细腻健康的平衡肌状态。 

 



积雪草修复原液配方 
（编号HT180904 ）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原料 剂量% INCI名 供应商 

BG 30.0 丁二醇 

Madecassosid
e 

0.5 羟基积雪草苷 SERDEX 

M.M.W 0.1 透明质酸钠 BIOLAND 

H2O TO 100 水 

Mineral water 5.0 海水 IRONWOOD 

EPIDERMOSIL 5.0 透明质酸,硅烷三醇 ESYMOL 

Portulaca 
Extract 

5.0 水，丁二醇，马齿苋提取物 BIOLAND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马达加斯加高原野生 
 
 
●部位: 
     叶子 

●中药和印度按摩草药中常用 

伤口愈合/麻风病/精神用药 

 
 
 
 
 

●名字: 

积雪草, Talapetraka Hydrocotyle asiatica ,Brahmi, 

雷公根(“年轻之泉”) 

在印度或亚洲也被叫作石莲花，止血植物 

(伞形科植物) 

 

●来源: 

历史: 1850-1858:   Dr Boileau: 治疗麻风病, 皮肤病,水肿, 溃疡, 伤口 & 皮肤炎症。 

 

 1941:   第一个干的积雪草提取物诞生 

 

      1948:   P. Boiteau et 全部分离了三萜类物质:甙元 (积雪草酸和羟基积

雪草酸) & 它们的储存 形式糖苷(积雪草苷 & 羟基积雪草甙). 

Serdex最早将积雪草这种植物引入医药工业中应用的 ，并且开发

了三萜类分子结构的提纯技术，是积雪草在化妆品及药妆产品中

使用的功效来源。为肌肤带来纯净修复能力。 

竞争优势 

高纯度分子结构提纯工艺不使用氯化甲烷&甲醇，可追溯，医药级别GMP生产 

积雪草CICA原液核心技术  
马达加斯加野生老虎草 – 纯净修复能量 

又称老虎草(“Tiger Grass” 或“Tiger Herb”)受伤的老虎会经常摩擦积
雪草来帮助伤口修复，并且通过吃积雪草的叶子长力气。 



植物甾醇逆龄臻露  

纯然·简单·臻实 

佛系美女 

（30+） 

 

你的潮流 

就是极简极臻 

 



来自产品首席配方师SHINING的话： 

“顺其自然”是你的生活哲学，然而面对岁月的挑战，你想说：时光能否倒流？ 

植物甾醇逆龄臻露 为你的美肤哲学定制，植物配方精萃，与人类智慧结晶专利

科技结合，为你肌肤逆龄。 

 

源于热带的独特蕨类植物，通过“逆向生药学”技术纯化得到的活性成分，强化

DEJ，重建致密的真皮结构，增加表皮厚度，增强皮肤屏障功能，50岁逆龄到17

岁的年轻肌肤状态； 

 

基于诺贝尔奖原理，从休眠状态的夏雪片莲鳞茎中提取的活性成分，通过减缓

黑色素细胞的繁殖和黑色素的合成达到亮白肌肤的功效，美颜亮肤； 

提取自古方良药玉竹根部的活性精萃，提高肌肤锁水能力，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促进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角质细胞生长因子的表达，同时赋予肌肤柔滑而不黏

腻的肤感体验。 

 

 



植物甾醇逆龄臻露配方 
（编号EH180828）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原料 剂量% INCI名 供应商 

去离子水 TO100 水 LOCAL 

Satiaxane 

VPC930 
0.1 黄原胶 GARGILL 

REVERSKIN 2 水/丙二醇/植物甾醇类 GREENTE

CH 

TRANSCUTOL 

CG 
2 乙氧基二甘醇 

GATTEFO

SS 

IBR-

SNOWFLAKE10

01 

0.5 
水/夏雪片莲鳞茎提取物/苯氧乙醇/山

梨酸钾/氯苯甘醚 
IBR 

HA(1%) 5 透明质酸钠 Bioland 

MUSAP 3 水/1.2-己二醇/玉竹提取物 Bioland 

EUXYL K350 0.5 苯氧乙醇/乙基己基甘油/甲酯 S&M 

丁二醇 8 丁二醇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选择一种特殊的热带蕨类植物，蜕皮甾醇的含量尤其丰富 
（使用传统药典确定其刺激效果） 

绿科首次将其应用于化妆品 

一种植物活性产品——一种强大的天然活性成分——使用高科技

提取，浓度最大化，超越天然状态  

植物甾醇类 

（蜕皮甾醇） 

植物甾醇逆龄臻露 核心技术 
REVERSKIN 丽肤盈 – 真正的细胞充能剂 50岁逆龄17岁 



出色的结果 
  

重建20岁一般的皮肤厚度 

使用来自50岁捐赠人的成纤维细胞重建皮肤，这一嵌合模型的表皮经过REVERSKIN® 处理后，其厚度接近20岁皮肤 

 Control reconstructed skin 
(with 50 years old fibroblasts) 

对照，重建皮肤 
（使用50岁成纤维细胞） 

REVERSKIN®reconstructed skin 
 (with 50 years old fibroblasts) 

REVERSKIN®处理后的重建皮肤 
（使用50岁成纤维细胞） 

 
 

 Young reconstructed skin 
(with 20 years old fibroblasts) 

年轻的重建表皮 
（使用20岁成纤维细胞） 

植物甾醇逆龄臻露 核心技术 
REVERSKIN 丽肤盈 – 真正的细胞充能剂 50岁逆龄1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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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吃”的美肌菜单 

抗衰从25岁开始。 

“自然森女”已经进入轻熟期， 可增强肌肤表层保护屏障的脂质和

具有补水功效的透明质酸或甘油常被应用于产品中。此外，也需要

含有能保护肌肤不受自由 

基伤害的抗氧化剂。 

天然有机，对地球母亲的关怀，是自然森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你的潮流就是绿色天然 
 

天然绿色 自然美肌 真正能吃的美肌产品系列 
（25+）  



天然的力量  适合自然的你 
全球最大的私人粮油公司美国嘉吉 

为真正“可以吃”的美肌菜单提供强大背书 



来自产品首席配方师SHINING的话： 

 

我们开发“美肌菜单”的初衷就是做一系列真正能够吃的美肤产品，从唇膏，

美肤精油，到精华乳液。 因此在产品配方架构和原料筛选上，我们全部采用

食用级， 从供应链最源头确保TA是一系列真正具有能够吃意义的美肤产品。 

 

我们在众多世界顶级供应商中挑选了美国嘉吉，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私人粮油

公司，150年全球专业提供高品质粮油；为我们的这款“美肌菜单”提供了坚实

的食用级原料技术品质保障。 

 

为自然森女定制的美肌菜单 

“可以吃”的唇膏  “可以吃”的美肤油，美丽又营养 



“可食用”美唇膏配方 
（编号EH181127 ）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原料 剂量% INCI名 供应商 

天然白蜂蜡 15 蜂蜡 

甘油硬脂酸酯 7 甘油硬脂酸酯 广州杭联化工 

Refined shea butter 10 牛油果树果脂 GARGILL 

REFINED WHITE 

COCOA BUTTER 
12 可可籽脂 

GARGILL 

Hydrogenated coconut oil 5 氢化椰油 GARGILL 

Refined  Hydrogenated 

palm kernel oil 
5 氢化棕榈仁油 

GARGILL 

Refined high oleic 

sunflower oil 
20 向日葵籽油类 

GARGILL 

Refined low erucic canola 

oil 
16 低芥酸菜籽油和叔丁基氢醌 

GARGILL 

Refined coconut oil 9.3 椰子油 GARGILL 

生育酚 0.5 生育酚 DSM 

可食用蜂蜜香精 0.2 香精 
广州市百花

香料 

如需“可食用”美肌精油，“可食用”美肤精华乳配方请联系美博君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安心的食品级原料确保产品的安全背书 

1. 天然有机乳木果油 
提供肌肤所需多种养分，修复肌肤屏障，速就饱满双唇 

天然高功效成分确保美丽的同时为肌肤带来安心的营养 

2. 精炼白可可脂油 
入口即融的可可脂油为双唇带来温柔呵护，富含健康肌肤所需的植物甾醇 

3. 氢化椰子油 
马来西亚天然纯净椰子精炼而成，淡淡椰子清香润泽双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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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之恋 随心所欲 

Generation Z  

青春（18+）  

个性定制 自我乐玩 

高颜值， 高玩趣，高创意是Generation Z  

的护肤痒点。 

控油 保湿亮白，是百变萌娃护肤痛点 

 

你的潮流就是个性定制 自我乐玩 

 



水晶之恋 随心所欲 

时下终端市场消费年轻引擎就是Generation Z。 他们是移动网络一代，是低头族；

他们热爱话题，好玩，网购, KOL网红博主, 颜值控，自拍, 自我的一代 。 他们拥有

强大的认知力，热爱快速， 功效，定制。这个族群形成了中国消费年轻引擎。 谁

赢得Generation Z， 就赢得了市场。 

因此我们开发了这个“水晶之恋”系列。 

一瓶双管的设计， 一个是拥有晶莹剔透的油凝胶， 一个是柔美多彩的水啫喱；可

以从啫喱，凝胶，幻变到柔和的乳液，更可以通过不同剂型的总量控制调整出最

适合你的肤感体验。每款水晶之恋都含有智能传送特性的KANEKA SURFACTIN日本

专利技术。 

在功效活性物方面， 考虑到00后离不开手机， 熬夜低头族的特性， 我们特意应对

日常生活中佩戴不同颜色的水晶带来的寓意，结合护肤特性， 为不同水晶之恋产

品定制了不同的护肤功效，例如绿水晶系列添加了天然植物马达加斯加白蝴蝶姜

提取抗蓝光专利技术，蓝水晶系列含有具有诺贝尔奖背景的专利生物节律肽。 
 

因此我们有信心的说： 

水晶之恋 高颜值 高玩趣 高定制，  

是你2019掌控Generation Z的利器。 

 

最适合你的潮流 

高颜值  高玩趣  高定制 

个性定制 

来自产品首席配方师SHINING的话：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原料 剂量% INCI名 供应商 

甘油 30.0 甘油 EMERY 

KANEKA Surfactin 0.3 枯草菌脂肽钠 KANEKA 

LANOL 99 12.0 异壬酸异壬酯 SEPPIC 

CERAMOSIDE HP 0.1 糖鞘脂类(和)糖脂 SEPPIC 

EMOSMART L19 26.0 C15-19烷 SEPPIC 

PANELANE L14E 22.0 氢化聚异丁烯 VANTAGE 

DW Jojoba Colorless 5.0 霍霍巴(SIMMONDSIA CHINENSIS)籽油 VANTAGE 

LIPOVOL MAC 3.0 澳洲坚果(MACADAMIA TERNIFOLIA)籽油 VANTAGE 

AMINO ACOD COMPLEX 2.0 

水/丁二醇/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天冬氨酸/苏
氨酸/丝氨酸/谷氨酸/脯氨酸/甘氨酸/丙氨酸/缬

氨酸/异亮氨酸/亮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 
SK BIOLAND 

水 2.6 水 

水晶之恋- 润泽修复油凝胶配方（编号SY18081507B) 

水晶之恋- 一瓶两管 水乳交融 个性定制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水晶之恋- 熬夜必备水啫喱配方（编号JH20181121) 

原料 剂量% INCI名 供应商 

 CARPOBOM U21 0.3 丙烯酸（酯）类/C10-30 烷醇丙烯酸酯交联聚合物 LUBRIZOL 

TEA 0.3 三乙醇胺 LOCAL 

H2O TO100 水 

白蝴蝶姜 2.0 水(和)甘油(和)姜花(HEDYCHIUM CORONARIUM)根提取物 SERDEX 

IMMORTAL WA Ⅱ 10.0 丁二醇/苯氧乙醇/银耳提取物 SK BIOLAND 

GLACIAL MINERAL 
WATER PE 3.0 海水/苯氧乙醇/乙基己基甘油 IRONWOOD 

AQUAXYL 2.0 木糖醇基葡萄糖苷（和）脱水木糖醇（和）木糖醇 SEPPIC 

生物节律肽 1.0 谷氨酰胺基乙基咪唑 EXSYMOL 

Jojoba Aqua™ Bio-
120 1.0 霍霍巴蜡PEG-120酯 VANTAGE 

1.3-BG 3.0 丁二醇 OXEA 

LIPONATE BIO EG-1 2.0 甘油聚醚-26 VANTAGE 

EUXYL K350 0.5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S&M 

TAGAT CH40 0.08 PEG-40 氢化蓖麻油 EVONIK 

86331482 0.03 香精 DROM 

水晶之恋- 一瓶两管 水乳交融 个性定制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日本专利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天然发酵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天然发酵 低用量高效温和 智能传送 别具一格 

•日本独家专利技术 

 

• 独一无二的智能传送(对有害物质抑制渗透，增强有效活性成分的
渗透性） 

 

• 100%天然发酵而来 （枯草芽孢杆菌） 

 

• 降低其他成分的细胞毒性 

 

• 抗炎作用 

 

• 抑制痤疮细菌生长  

水晶之恋 随心所欲 

晶 莹 剔 透 剂 型 变 幻 的 奥 秘 



褪黑素 



 

E V A .  

201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获奖者发现了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揭示了我们所

说的生物钟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细胞内自我维持的时钟机制。 

人体的生物钟如果紊乱会带来各种后果，比如糖尿病、抑郁症、肥胖症等。同样，

作为人体组成的重要器官，而且也是最大器官——皮肤，也同样遵循着生物钟规

律。如果熬夜、生活不规律，皮肤就很容易爆痘痘或者出现各种状况。 

因此通过改善情绪恢复自然节律更好科学护肤是一大热点。 

护肤品可以通过质地和应用改善，设计能够产生轻松和积极情绪和帮助肌肤回到

自然正常节律的产品，从而带来健康肌肤。 

（充满活力）（放松）（温泉）（按摩）（改变）（气味） 

生物节律同步肽 
 – 00后熬夜利器 



CHRONOCYCLIN®生物节律同步肽- 00后熬夜利器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唤醒肌肤内在活力 

 

CHRONOCYCLIN®生物节律同步肽 

 

肌肤唤醒：是一种抗衰老的生物节律肽，模仿阳光照射激活昼夜节律基因 

肌肤抗压： 帮助熬夜肌肤恢复朝气活力  使出差旅行劳累肌肤恢复自然正常节律 

肌肤沟通： 是一种抗衰老活性物，可以促进细胞沟通，激活皮肤防御应答，优化皮肤生理防御活动和细胞再生 

肌肤调理：促进肌肤夜间修复 

维生素D活化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唤醒肌肤内在活力 



 

 

 

水晶之恋熬夜利器核心技术 
生物节律同步肽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 肌肤唤醒：CHRONOCYCLIN® 生物节律同步肽是一种抗衰老的生物节律肽，模仿阳光照射激活昼夜节律基因。 
•肌肤防御： CHRONOCYCLIN® 生物节律同步肽一种抗衰老活性物，可以优化皮肤生理防御活动和细胞再生。 
 



 

 

 

• 对54名妇女进行一个为期4周的临床评价，应用的乳霜含0.2% CHRONOCYCLIN® 和0.3% MS HC 
• 实验结果表明生物节律同步肽在任何年龄都表现出改善 
• 85%表现出皮肤弹性增加 
• 80%表现出皮肤皱纹减少 
 
 

水晶之恋熬夜利器核心技术 
生物节律同步肽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 皮肤科医生 Dr. Brandt美容觉精华乳： 一款通用的抗衰老产
品，帮助改善、提拉和紧实肌肤。配方含有专利DuoPearl 技术，
开启强大的海藻复合精华，抑制细胞老化的多米诺效应。 
•  美容觉精华乳，宣称是一个夜间发动机，采用了
CHRONOCYCLIN®生物节律同步肽，目的在于利用皮肤的内部
时钟解毒，每天改善纹理、焕发光彩和柔软肌肤。 
 

CHRONOCYCLIN® 
生物节律同步肽 

大牌之选 

水晶之恋熬夜利器核心技术 
生物节律同步肽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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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DROM 香 趋势 

香 你最好的奢侈品 

如需2019 最新香趋势信息或香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或电话020 87521822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mailto: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info@biohope.com.cn


2019 

2019 Beauty Trend 

你的数字世界 

你的美丽需求 

你的定制魅力程序 

你的华丽市场 

华丽人类  朴素美史 

You’re special 



潮流对你无关紧要 
因为 - 你就是潮流 

为中国四大主流女性消费群体定制四类魅力护肤程序。  
无论2019流行什么，  
都有最适合你的潮流。  



华丽人类  朴素美史 
-  I n S i d e  B e a u t y  2 0 1 9  T r e n d  -  

-  最美博学堂 2 0 1 9 趋势特刊 -  

InSide Beauty 最美“博”学堂为广州市百好博有限公司之月度市场资讯汇编。仅为参考资料，如需外部传阅， 
请知会广州市百好博有限公司市场部。此文件仅于提供信息及讨论用途。引用语及图片未作版权审核， 其商业用途可能受到限制 
联系方式： info@biohope.com.cn   欢迎扫描二维码与美博君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