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龄不再是秘密 
逆龄抗衰市场专题报告 

“作为一名绅士，询问女士年龄是一个很失礼的举动”…在不少的国内外影片中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对白，原因是女人到
了一定岁数，年龄成为了她们的一个忌讳话题，如何能让年龄不再成为女人的秘密？美博君纵观国际及本土抗衰市场，

搜罗各大品牌新品对照，为你剖析皮肤的结构，分析逆龄抗衰的市场趋势，量身定制属于你的逆龄秘籍。 

BY BIOHOPE 



“作为一名绅士，询问女士年龄是一个很失

礼的举动”…在不少的国内外影片中经常会

听到这么一句对白，原因是女人到了一定

岁数，年龄成为了她们的一个忌讳话题，

如何能让年龄不再成为女人的秘密？美博

君纵观国际及本土抗衰市场，搜罗各大品

牌新品对照，为你剖析皮肤的结构，分析

逆龄抗衰的市场趋势，量身定制属于你的

逆龄秘籍。 

——美博君 

Beauty without aging 

年龄不再是秘密！ 



COMSUMER 
DESIRE 

在过去3个月抗衰老单独宣称或不同功效合并宣

称的市场产品中，含抗衰宣称的产品占96.02%的

大比例！ 

市场的需求 

  抗衰是市场宣称NO.1 



MARKET TREND IN ANTI-AGING 

抗初老潮流 

30% 
认为目前的皮肤状
态出现了皱纹或细
纹的老化痕迹 

39% 表示使用过抗衰老
护肤品 

20-49岁消费者 

20-24岁消费者 

• 抗初老意识深入人心 
• 消费者更早启用抗衰老产
品 



• 高端抗衰老产品增长更快 

• 大众抗衰老产品不及平均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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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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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ET TREND IN ANTI-AGING 

抗衰市场概念&趋势 



成分党&高溶度精华 
 

成分党&高浓度精华 

小包装一次性使用的高溶度精华原液 

• 安瓶 

• 原液 

• 冻干精华 

• 胶囊 

MARKET TREND IN ANTI-AGING 

抗衰市场概念&趋势 



MARKET TREND IN ANTI-AGING 

抗衰市场概念&趋势 

分时护理 

  -根据24小时节律需求护理 

 

早晨焕彩 

夜间修复 

白天防御 



皮肤微生态 

MARKET TREND IN ANTI-AGING 

抗衰市场概念&趋势 

益生菌/益生元 

• 修护表皮微生物屏障 
 

• 平衡表皮微生物菌群平衡 
 

• 更强渗透能力 
 
 



你 

了解自己的 

皮肤状态吗 



皮肤的结构 
 

1.表皮 
1. 角质层 
2. 颗粒层 
3. 棘层 
4. 基底层 

2.真皮 
1. 乳头层 
2. 网状层 

3.皮下组织 

表皮和真皮连接的地方 

SKIN TEXTRUE & ANTI-AGING 

皮肤结构和皮肤衰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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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是真皮和表皮直接的营养物质传递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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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致肌肤的秘密：基底膜 DEJ 

弹润肌肤的秘密：细胞外间质 ECM 

SKIN TEXTRUE & ANTI-AGING 

皮肤结构和皮肤衰老的表现 



SKIN TEXTRUE & ANTI-AGING 

皮肤结构和皮肤衰老的表现 



SKIN TEXTRUE & ANTI-AGING 

皮肤结构和皮肤衰老的表现 



SKIN TEXTRUE & ANTI-AGING 

皮肤结构和皮肤衰老的表现 

皮肤衰老的结构表现： 
1. 表皮变薄，皮肤屏障功能减弱，表皮水分流失

变多，皮肤容易干燥缺水，同时容易敏感，出

现红肿，痒，红血丝 

2. 真表皮连接层变薄变平，皮肤弹性变差，出现

皱纹 

3. 真皮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和透明质酸流失，皮

肤弹性变差，出现脸部凹陷，松弛 

4. 皮下组织脂肪减少 

5. 色斑，色素在表皮的沉积 



• 皮肤衰老的表现 

外观衰老是多种衰老迹象的综合结果 

在亚洲女性眼中： 

• 松弛让人老1.9岁 

• 色斑让人老4岁 

• 黑眼圈让人老1.8岁 

• 多种迹象总体衰老：5.7岁 

 



UVB和UVA产生的ROS会损伤线粒体及细胞核内的DNA,同时引起真皮细胞外基质

中的胶原纤维，弹性纤维的结构缺失以及无定形蛋白合成表达增加，形成结构
紊乱的细胞外基质1 

光老化 

紫外线，被污染的空气，电脑辐射均可产生氧化反应，产生自由基，对细胞核产

生损伤，导致细胞凋亡，使成纤细胞的增殖和胶原蛋白合成能力下降，从而引起

皮肤衰老 

 

氧化 

体内多余的糖会和蛋白分子结合，通过非酶糖基化反应，最终生成晚期糖基化终
末产物(AGEs), AGEs对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细胞外基质等都有负面作用，使胶

原质纤维弹性下降，脆弱易断，导致皮肤缺乏弹性松弛，表面不均出现皱纹2 

糖化 

自然老化，受端粒长短影响，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缩短一次，所以细胞分裂次
数取决于端粒长短。当细胞停止分裂更新，进入衰老状态 

时间老化 

CAUSE OF ANTI-AGING 

皮肤衰老的原因 

1：来源《皮肤光老化的分子机制》，作者：廖勇，廖万清《中国美容医学》2010年第03期 
2：来源 百度：老化、氧化、糖化三大皮肤老化元凶，女人自我解救白皮书必须戳 



百好博抗衰方案 

ANTI-AGING INGREDIENTS 

抗衰老原料推荐 

滨海剌芹愈伤组织培养物滤液  

精致集妍肽 BPN-tesoro® 650 solution 

植物甾醇 REVERSKIN 

富勒烯 Fulleren 

复合氨基酸 Amino Complex Acid 

鱼子酱 CAVIAR HYDROGLYCOLIC EXTRACT(300130) 



内调 
激活细胞原生动力 

外养 
快速修复受损&衰老细胞 

滨海剌芹愈伤组织培
养物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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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干细胞专利技术 
- 被NASA航空局誉为“高储能植物”，肉眼可数的植

物干细胞源于濒临灭绝的珍稀盐土植物，一滴精华液

渗入肌肤基底层即可激活细胞原始能量，提高肌肤的

新陈代谢，改善肌肤自愈能力； 

-以全球顶尖美肤专家的研发实力为基石，经验丰富的

资深研发专家通过高科技高精准的组合化学及分子建

模定制的多肽活性成分，提高其受体结合能力、安全

性及皮肤的渗透能力，见效快、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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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稀 

    盐土植物占所有植物种群的2% 

- 生存环境恶劣 
     盐土植物根部生长在海洋介质中，从其起源开始， 

     面临着与陆地植物不同的生存条件（脱水，日光，UV，盐分） 

- 高蓄能 
     盐土植物体内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分子，来适应严酷的生存条件 

     渗透调节：氨基酸，多元醇，混合脂 

盐土植物 



 选取珍贵“高储能”盐土植物 

• 蕴含更丰富的活性成分 

• 实验室培养，不破坏当地植被 

• 严格可控的生长环境，避免当地环境对植物细胞的影响 

 提取植物可无限分裂的干细胞 

• 独特的干细胞培养技术 

• 得到植物的完整组分 

• 冷冻干燥，最大限度保留细胞内全部的活性成分 

干细胞 

由细胞膜包裹着的微胶囊 

在皮肤上使用时，机械剪切导致膜

破裂：将分子内活性在皮肤上释放 

1克冻干粉含有超过1亿个植物干细胞 

源于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 

在400倍的显微镜下 

可以清晰看到植物细胞 

干细胞专利技术-肉眼可数的干细胞 



滨海剌芹愈伤组织培养物滤液 

有助于弹性蛋
白数量的增加 

有助于原纤蛋
白数量的增加 



Source: Control 10-month study of a self-regulatory & repairing serum on the 3 main signs of aging induced by hectic life rhythms 

J.M. Sainthillier1, S. Mac-Mary1, A. Reza², J. De Lacour Sussac², C. Montastier², P. Humbert3 

20名志愿者 

衰老迹象：缺少光泽 

增加肌肤光泽弹性以及抗皱  

人体试验 

Treatment  applied twice daily, during 10 months, to their whole face & to one side of their upper chest: 

      含有0.2%海茴香和滨海刺芹的 干细胞精华与空白对照精华使用10个月，每天两次，使用部位为脸部以及上半部分胸部 

PANEL:人群 

60 healthy Caucasian female volunteers, aged 30-60 years old,  

with one or several disorders: 60名健康的百人志愿者，年龄在30-60之间，具有一项或者多项皮肤问题 

lack of sleep, stress, polluted environment, smoking, unhealthy eating habits 缺少睡眠，承受压力，环境污染，吸烟以及不健康大的饮食习惯 

3 groups of 20 subjects with sign of skin aging, 3组，每组20人，志愿者自我评估在脸部以及颈部有明显的老化迹象 

determined by a face and upper chest self-assessment 

20名志愿者 

 衰老迹象：皱纹 

20名志愿者 

衰老迹象：缺少弹性  



100%的志愿者表示使用产品后容光焕发，98.9%的志愿者发现自己更漂亮，更光亮了并且皮肤更有
弹性。95.5%的志愿者发现自己更年轻了。 

结 果  

Evolu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 Face serum (in %) (by volunteers)志愿者自我评估 

国际护肤品牌公司干细胞产品消费者调查报告  
信息仅供参考 不做商业用途 

滨海剌芹愈伤组织培养物滤液 



 
能够明显降低炎症因子IL-6的水平，消除皮肤潜在的

炎症威胁，同时还可以协同促进其他抗皱成分更加显
著地表达作用； 

棕榈酰四肽-7 

是Ⅰ型胶原蛋白前体的序列片段，能强烈刺激皮肤细
胞，促进胶原蛋白、纤连蛋白和透明质酸的合成，有
效对抗深层皱纹； 

棕榈酰五肽-4 

具有类肉毒素作用，可以抑制神经递质释放，减少肌
肉收缩，舒缓表情纹。 

 乙酰基六肽-8 

BPN-tesoro®650 solution将棕榈酰四肽-7、

棕榈酰五肽-4和乙酰基六肽-8三种不同作

用机理的多肽产品协同搭配，以达到强效

祛皱的功效。 

以多重作用机理，
满足不同抗皱需求 

BPN-tesoro®650 solution 

精致集妍肽 



BPN-tesoro®650 solution 

精致集妍肽 

BPN-alheline®抑制神经递质释放，有效减少肌肉收
缩，改善表情纹 

BPN-apegolin®强烈刺激胶原蛋白合成，

恢复皮肤年轻结构，从肌肤内部消除
皱纹 



BPN-tesoro®650 solution 

精致集妍肽 

BPN-ciruelo®降低炎症因子

水平，保护肌肤；同时具有

协同功效，帮助BPN-

alheline®和BPN-apegolin®强

效表达。 

 



BPN-tesoro®650 solution 

精致集妍肽 

女性受试者连续

30天，每天两次

使用含8% BPN-

tesoro®650 

solution的眼霜

产品之后，其眼

部皮肤的皱纹减

轻了

43.2%。 



男性受试者连续

30天，每天两次

使用含8% BPN-

tesoro®650 

solution的眼霜

产品之后，其眼

部皮肤的皱纹减

轻了

48.2%。 

BPN-tesoro®650 solution 

精致集妍肽 



  REVERSKIN® 

天然安全植物甾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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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角质形成细胞再生 

增加表皮厚度 

通过重建表皮恢复角化层粘附作用 

肌肤DEJ重建因子 

AWESOME 
DESIGN 



REVERSKIN® Control 

标记物分析  Ki-67 

 
Ki-67标记显示，经REVERSKIN®处理后，基底层角质形成细胞增殖3.3倍(p<0.001) ，显示出刺激细胞再生的效果。 

D35 

刺激角质形成细胞再生 

REVERSKIN® 

植物甾醇 肌肤DEJ重建因子 



DEJ组织性改善：35天后，DEJ已被建立，
且抗压力更佳 

表皮皮层更加清晰 

 

 

35天后，VII型胶原蛋白增加 22% 

 
 
 
 
    

+20% (p<0.01) 

Control 

Control 

 REVERSKIN® 

D35 

 REVERSKIN® D35 

+22% (p<0.05) 

VII型胶原蛋白标记物 

 
 

35天后， IV型胶原蛋白增加  DEJ更为清晰，粘附性更佳 

REVERSKIN® 

植物甾醇 肌肤DEJ重建因子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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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REVERSKIN® 

植物甾醇 肌肤DEJ重建因子 

D:/BIOHOPE/Greentech/视频/REVERSKIN.mp4


May 2015 

临床研究 

增加皮肤水合度 

 

水合速度：35天后，对照组的3.5倍 
 
 

Control 
对照 

Control 
对照 

 REVERSKIN® 

 
D35 

 REVERSKIN® 

 
D48 

水合度 

 x 3.5 (p<0.05) 

x 1.5 (p<0.05) 

水
合

度
增

加
（

%
）

 

REVERSKIN® 

植物甾醇 肌肤DEJ重建因子 



REVERSKIN® Control对照组 

抗皱功效 
 

 

28天后，皱纹肉眼可见地变平滑 

REVERSKIN® 

植物甾醇 肌肤DEJ重建因子 



奢华全效 

F U L L E R E N E 

富勒烯 

青春是一种艺术 

冻龄是一种技术 

从化学的角度来看，自由基是含有一个或者多个未配对电子的化学物
质，十分不稳定。为了使自己达到稳定状态，自由基会从别的化学物
质那里抢夺电子，致使本来处于稳定状态的物质遭到破坏。自由基能
与细胞内的DNA、蛋白质和脂质等多种成分发生反应，使细胞出现损伤
甚至死亡。长此以往，皱纹、癌症等各种不良的后果就开始出现。有
些学者坚信，衰老的一切表现都是由自由基一手造成的。 

探究肌肤衰老成因 

WHAT IS FREE RADICAL 

自由基 

富勒烯-诺贝尔科技背景，比钻石还昂贵的抗自由基神
器，带来全效延衰冻龄；超过1500家专业品牌的选择；
抗氧化能力是VC170倍；全方位抗衰、亮白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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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LLERENE® 

富勒烯 

使用前 三个月后 

• 使用富勒烯8周后，肌肤显著更明亮 

• 人体实验显示出很好的祛斑、淡斑效果 

• 肌肤皱纹淡化，毛孔缩小，整体状态显著提升 



亮白去斑 
-Skin lightness improvement effect- 

Before 

① 

② 

③ 

④ 

①③ Whitening ② Pore-tighten, Anti-wrinkle,  Decreasing brown spot      ④ Increasing brightness 

① 

After 2 months 



祛皱 

LipoFullerene® Control 

(3D-Human skin tissue) 

Wrinkle formation of the skin surface was suppressed by addition of LipoFullerene®. 



毛孔管理 

Representative example (43 years old, female) 

The pore area became smaller and the skin texture became even.  

Skin redness was also improved. 

Before After 2 months 

Pore number of score*: 77 Pore number of score*: 53 

*VISIA SCORE 



Representative example 

Before 

After 3 months 

Pore area score：100 

Pore area score：
39 

The pore area became smaller and the skin texture became even.  

Skin redness was also improved. 

The number of conspicuous pores decreased, and the pore area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s. 

毛孔管理 



控油祛痘 Experiment: November, 2008 

Before 

After 8 weeks  

After 8 weeks Before 



Nova C-60 Facial Cream 

2009.10.9 2009.11.8 

BEFORE AFTER 1MONTH 

a 
a 

b 
b c c 

d 
d 

一个月变脸 



a b 

c 

BEFORE AFTER 1MONTH 

BEFORE AFTER 1MONTH 

BEFORE AFTER 1MONTH 

d 



镭射后皮肤修复作用 

富勒烯能有效抑制激光诱导下增加的炎症因子表达，
通过清除自由基发挥抗炎症作用。 

   将添加富勒烯的凝胶涂抹于患部，能促进激光照射后产生的红
斑加速恢复。 



Water 5% H.F. 

Cuticles were protected by H.F. as well as R.S. & L.F. 

头发护理UV防护 



海洋中的 

奢华营养珍珠 

Cavier Hydroglycolic 
Extrzct 

鱼子酱提取物 
- 鱼子酱是富含能量的产品。这个主要得益于它的成分： 

蛋白质、脂肪酸和维生素。  

- 鱼子酱中的蛋白质含有的氨基酸主要由以下几种： 

精氨酸、组氨酸、异亮氨酸和蛋氨酸。 

- 脂肪部分含有胆固醇（25％）和卵磷脂（75％）。 

-鱼子酱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如： 

-A、C、PP、B2、B6和B12.同时还富含泛酸。 



Cavier Hydroglycolic 
Extrzct 

鱼子酱提取物 

富含9种天然保湿因子 

& 

8种人体不能自行合成的氨基酸 

氨基酸是蛋白质合成的必须物质。同时氨基酸也是激素和酶的前提物质。  

在这个条件下，氨基酸为细胞营养和新陈代谢提供了一些主要的元素成分。  

不仅仅是营养效果，氨基酸还具有一定的保湿作用。它提供的保湿因子（NMF）

我们知道具有锁住水分因此具有保水功能。 

由于其含有蛋白质和氨基酸成分，鱼子酱提取液能够被
用在活细胞中作为一种营养成分以及它具有保湿效果能
够用于皮肤结构重建。 



百好博抗衰方案 

ANTI-AGING INGREDIENTS 

抗衰老原料推荐 

滨海剌芹愈伤组织培养物滤液  

精致集妍肽 BPN-tesoro® 650 solution 

植物甾醇 REVERSKIN 

富勒烯 Fulleren 

复合氨基酸 Amino Complex Acid 

鱼子酱 CAVIAR HYDROGLYCOLIC EXTRACT(300130) 



岁月的
束缚 

让年龄 不再成为你的秘密 

摆
脱 

BIOHOPE essence to 
beauty 

ANTI-AGING REPORT 

逆龄抗衰市场专题报告 

该信息为百好博技术最新资讯及市场信息分析资料, 仅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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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