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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的你  -  迎着光勇敢追！  

日历转眼又翻到了九月。。。 已经越过的夏天， 看过了千山和万水，经过了风吹和日晒， 我都无所谓。 
可是/可是，秋天来了，我不能再无所谓了。 

秋天， 
意味着我脆弱的肌肤又要经受转季的挑战， 

意味着我又要在干燥和控油之间循回， 
意味着我又要穿梭于各大化妆品牌之间，试验，挑战，敏感，修复，适应。。。。 

还有/还有，那秋天特有的看似温柔秋凉如水却隐如月光暗藏杀机的UV~~~~ 
正如那歌人低呤的： 

拥挤的城市充满了虚伪， 
落日下的余晖，有点凄美。 

可是， 
如果迎着风就飞， 

如果有梦就追。 
所以， 

美博君在这金色九月说： 
如水的你，迎着光勇敢追！ 

 

美博君™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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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够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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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 NMF（Natural Moisturizing Factors），主要存在
于角质层细胞中（乳酸、尿素、无机离子细胞内外皆有），
是亲水性的吸湿物质，这些因子占角质层干重的20-30%，
可吸收皮肤外界水分，所吸收的水分与外界相对湿度成比
例。 
NMF存在于表皮最外层，易受日常生活环境和习惯影响，
如外界相对湿度低于10%时，会削弱丝聚合蛋白降解所需
的水解酶的活性，进而减少NMF中的氨基酸来源；最小红
斑剂量的UV会干扰丝聚合蛋白降解为氨基酸的过程；日常
清洁中的表面活性剂会带走部分NMF。 
 

天然保湿因子 

细胞间基质 

紧密连接 

水通道蛋白 

透明质酸 

来源于颗粒层中的板层小体，从颗粒层细胞转化为角质
层细胞的过程中分泌而来，填充在角质层细胞间，在角
质层形成双层脂质结构，在在角质层以“细胞间脂质—
水—细胞间脂质”的结构形成多个夹层的叠加，起到防
止透皮失水（TEWL）的屏障作用。 
有研究表明单纯在产品配方中单独添加脂肪酸、胆固醇
或神经酰胺，反而会削弱细胞间脂质的屏障功能，正确
的打开方式是3种脂质按一定摩尔比率一起添加才能达
到增强屏障功能的效果 
 

紧密连接处于颗粒层与角质层之间，由密封蛋白和闭合蛋
白组成，在颗粒层-角质层间形成一道屏障，对外起屏障
作用防止刺激物、过敏原的渗透，对内可以保留水分在角
质层以下，它的存在减缓了皮肤大部分的透皮失水，把水
保留在角质层以下，为角质形成细胞活动提供其必要的水。 
除去角质层的部分水来源于NMF从外界吸收，表皮中其
余水分从真皮而来，含水量从内向外降低，形成逐层下降
的梯度，从真皮层的70-75%下降到角质层的10-20%，
特别是从颗粒层到角质层的过渡，水分含量大幅下降，这
是因为紧密连接起到了屏障作用，减缓了水分的散失。而
紧密连接以下的水在表皮中属于不易流失的水。 
 

由疏水性的跨膜蛋白质组成，在细胞膜上形
成通道，帮助调节水分沿有利的渗透压梯度
经细胞膜运输，其数量分布从基底层向上递
减，至角质层以下的活细胞层（角质层中无
AQP3），调节水分、甘油及其它小分子溶
质的跨膜运输，帮助水分在表皮活细胞层间
运输，保护表皮避免干燥。 
 

线性的多糖聚合物，由重复的D-葡萄糖醛酸和N-乙酰氨基
葡萄糖二糖单位组成，在皮肤中主要由角质形成细胞和成纤
维细胞合成，以游离形式存在，人体中50%的透明质酸存在
皮肤中，具有极强的吸湿性，能够锁住自身重量1000倍的
水分。 
由于具备极强的吸湿性，透明质酸在真皮起到储水的作用。
此外，低分子量的透明质酸能够与表皮中角质形成细胞的细
胞膜上受体CD44结合，可以增殖角质形成细胞，从而产生
更多的透明质酸继续与增殖的角质形成细胞结合，又形成更
多角质形成细胞与透明质酸的良性循环。 
 

皮肤中保湿的5类成分及结构  



皮肤补水四大维度 

外界吸水 

通过角质层中NMF完成，NMF的吸湿属性可以
捕捉皮肤外界水分 

屏障保湿 

角质层：通过角质层中细胞间脂质完成，脂质的
双分子层（神经酰胺及胆固醇）可保留角质层的
水分； 
角质层以下：通过紧密连接蛋白（密封蛋白及闭
合蛋白）完成，紧密连接有屏障作用，对外起屏
障作用防止刺激物、过敏原的进入，对内可以减
少水分向外散发。 
 

水分吸收 

通过水通道蛋白对水、甘油及小分子溶质在活的
角质形成细胞层的跨膜运输完成，把水分从基底
层向上运输，直至角质层以下一层的角质形成细
胞 
 

水分储备 

通过真皮层和表皮活细胞层中的游离透明质酸完
成，透明质酸在真皮发挥强大的吸湿功能，此外，
在表皮中与角质形成细胞的细胞膜上受体CD44
结合，增殖角质形成细胞，生成更多透明质酸，
形成良性循环 



如何挑选保湿护肤品？ 
美博君保湿小秘诀  

外界环境 

个人肤质 

01 

02 

保湿可以通过保湿剂吸湿，然而保湿剂并
非“万金油”，比如甘油。甘油的吸湿原
理是从高湿度处吸湿，因此在相对湿度高
的环境中，甘油的确可以在皮肤表面吸收
外界水分来达到保湿效果，但冬季在北方
使用甘油有可能适得其反，由于外界环境
的湿度有可能比皮肤低，甘油会把角质层
中水分往外吸，造成角质层缺水。其实在
北方冬季气候下，由于相对湿度较低，通
过保湿剂吸湿的效果已经不明显，反而应
该注重封闭，可以使用油脂较多的膏霜减

少透皮失水。 
 

如果本身肤质属于大油皮，那在挑选
保湿产品时可能会偏向于较为清爽的
产品，尽量选用油脂占比没那么重的
保湿产品，不然刚用完保湿产品，不
一会皮脂腺分泌的皮脂膜一叠加，皮

肤就会很油。 
  
 



市场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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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蔻全新水分缘舒缓系列。持久
保湿抵抗污染 

兰芝夜间修护面膜。睡眠中，肌肤彻
夜修护，清晨迎接水润焕活肌！  

大牌保湿护肤品的主要宣称  



富油凝胶精华，具有3相凝胶/水/油转换肤感， 
以加速皮肤对其吸收。 

采用氢离子矿泉水和油性Moisture RoofTM， 
在皮肤上形平滑的保湿层， 

为干性皮肤提供完美的保湿效果。 

含有微泡，胶原蛋白胶囊包裹植物油分子，
双倍增强了其他护肤产品的保湿效果，同时

美白肌肤，减少皱纹。 
 
 

市场新品 - 聚焦水油平衡的精华露 



Make p:rem Blending Me  
Nourishing Oil Mask 

Etude House Glow On  

Oil Volume Base 

Tonymoly Multi-use Sun  
Oil SPF 50/ PA++++ 

Agatha Escargot Oil Shampoo Too Cool For School 
Check Peekaboo Oil Tint 

OIL  
LAYER 

TINT 
LAYER  

市场新品 – 超越精华油的菁华 



如水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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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关键词  

http://www.biohope.com.cn/


一
种
水
源 

法国温泉水 

墨西哥湾暖流海水 

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济州岛熔岩水 

三
项
专
利 

Montanov液晶仿生专利 

Aquaxyl专利保湿成分 

硅烷醇专利技术 

三
个
技
术 

液晶仿生技术 

高压微流技术 

海洋植物提取技术 

四重
保湿 

液晶仿生保湿 

第二层肌肤保湿 

隐形水光针功效 

Aquaxyl改善肌肤自身保湿能力 

五
维
锁
水 

神经酰胺 

水通道蛋白 

硫酸软骨素 

透明质酸 

天然保湿因子 

如水之源 – 特色补水保湿创新原料  

http://www.biohope.com.cn/


法国温泉水 

济州岛熔岩水 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墨西哥湾暖流海水 

自然之美    如水之源  

http://www.biohope.com.cn/


来源于加拿大一百万年前从未污染的天然冰川矿物水 

源于“海洋心脏”法国布列塔尼
亚小岛 

的墨西哥湾暖流水 

源于韩国济州岛，长期以来经过过滤层过
滤的，干净又营养丰富的低温海水 

来源于法国中部的温泉水 

跨越全球寻找如水之源  

如需每款水之更多详细资讯 请联系美博君@020 87521822 或email: info@biohope.com.cn 



•富含磺化杂多糖，糖醛， 葡(萄)糖和艾杜糖醛酸，

鼠李糖，葡萄糖； 

•保持水分 调节渗透压，蛋白质（血凝素）保持水分； 

•叶绿素，抗氧剂，解毒，对抗肌肤暗沉 

•矿物盐，有机酸，如苹果酸（天然果酸）帮助角质

自然剥落 

软毛松藻 
提取物 

 

皱波角叉菜 
提取物 

•多糖成分带来肌肤深度保湿； 

•对抗渗透性和侵蚀性原料以及外界压力，触

感防护，就像拥有第二层肌肤！ 

•活化肌肤纹理，光滑肌肤，促进皮肤粘连 

 

极
端
环
境
植
物
次
代
谢
产
物
  



软毛松藻提取物 

来自“海底亚马逊”的深海海藻 

顽强的生命力 

海洋植物的新技术 

极端环境植物次代谢产物 – 海洋保湿因子  



CODIAVELANE 

屏障膜 

皮肤剥离 

长效保湿 

即时保湿 

脱屑 

肌肤紧绷感 

干燥 

红疹和刺痛 

海洋保湿因子 

软毛松藻提取物 
 海洋保湿因子 



软毛松藻提取物 
 海洋保湿因子 



人体实验 

皱波角叉菜植物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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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anov液晶仿生专利 

•MONTANOV 是与自然和谐一致的乳化剂系列 
•MONTANOV 是符合人体皮肤结构的原料成分, 具有仿生特点 
•MONTANOV有出色的保湿作用 
 

硅烷醇专利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隐形水光针） 

AQUAXYL  五维保湿因子 

•五维水合保湿，最优化的水循环由内到外通过每一层肌肤，透明质酸
增强剂； 
•24小时增强屏障防护，减少水分流失，一个通过基础脂质保持水分的
锁水屏障，肌肤自身调节水分储备 
•28天之内拥有更嫩更光滑的肌肤，改善脱皮现象，抚平细小皱纹，看
得见的效果。 
•增加神经酰胺139%，水通道蛋白增加36%，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增
加33%，天然保湿因子成分增加66%，兜甲蛋白，从内源提高肌肤细胞
的透明质酸含量，实现保湿，补水，锁水三重护肤功效 
 

•活性硅深入带入低分子量透明质酸，极大增加肌肤内源性自生
透明质酸的能力， 内外相结合，极大提高肌肤水润感； 
•促进成纤维细胞，角质细胞生成， 帮助表皮增厚39%； 
•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增加13倍； 
•全方位改善肌肤基质，五维丰盈亮泽 

高科技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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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蛋白增加 (Si) 

五维丰盈 润泽肌肤 

Epidermosil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隐形水光针 

透明质酸(HA) 

细胞增殖 



分子致密分布更佳， 
铺展更好， 柔软轻盈愉悦的肤感  

极薄单分子层 

LIPOMOIST™  2013 高效保湿分子膜 
 •含有多羟基的多糖类物质，各分子之间相互作用并与SC相互
作用，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连续的膜。 
•增加活性成分的传送和吸收。  
•薄而密闭的单分子层  - 减少经皮水分流失(TEWL)。 
• 天然生成的多糖（黄原胶和皱波角叉菜）， 具有成膜和锁
水能力。 
• 单糖（葡萄糖）  - 具有吸水能力。 
• 柔软、轻盈和愉悦的肤感， 即时、持久、极佳的保湿性 
 
LIPOMOIST™  2036 保湿紧实分子膜 
 含有黄原胶、角叉菜胶、果胶等多糖，水解小麦蛋白和水

解大豆蛋白这两种水解蛋白质，葡萄糖和脯氨酸、丝氨酸
和精氨酸等天然保湿因子(NMF) 成分，可以提高皮肤的紧
实度和保湿度。 

01 

02 

ION-MOIST™  4 MEN 高效离子保湿分子膜 
 •是一种通过超微流化技术得到的含有超微分散的杂多糖的

分子膜，它具有高效保湿作用，含有天然保湿因子，并赋
予皮肤舒适的感觉。 
•ION-MOIST™ 4MEN能很容易地添加到皮肤护理乳液和
啫喱中并能提高它们的保湿性能。 

03 

高压微流技术 



•  一组20名年龄在34-69岁之间的女性志愿者在半边脸部涂抹含有7% 
LIPOMOIST™ 2013 molecular film的啫喱，另半边脸涂抹安慰剂啫喱，每天2
次，连续20天。  
•在测试开始时、24小时和20天时分别进行测定。 

增加保湿度 

涂抹含有分子膜的啫喱24h和
20天后，皮肤的保湿度分别增
加了25.2%和28.6%。 

 LIPOMOIST™ 2013 分子膜可以极大地改 
    善皮肤的保湿度。 

LIPOMOIST™  2013 高效保湿分子膜 



与尿素的保湿度比较 • 10名年龄在26-35岁之间的女性志愿者在腿部单次涂抹含有10% 
LIPOMOIST™  2013  molecular  film  CPE 的膏霜、含有5%尿素的不同膏霜
和安慰剂膏霜。 
• 涂抹前、1h、4h和8h后用Corneometer®进行测定。 
 

与尿素相比，分子膜能够立即增加保湿
度，而尿素改善保湿度的功效在8h后几
乎消失。 

与尿素相比， LIPOMOIST™ 2013 molecular film 
CPE单次涂抹后具有更好的长效保湿效果。 

LIPOMOIST™  2013 高效保湿分子膜 



含有黄原胶、角叉菜胶、果胶等多糖，水解小麦蛋白和水解大豆蛋白这两种水解蛋
白质，葡萄糖和脯氨酸、丝氨酸和精氨酸等天然保湿因子(NMF) 成分，可以提高
皮肤的紧实度和保湿度。 

• 薄而密闭的单层分子膜，增加皮肤保湿度 
 

• 黄原胶、角叉菜胶和果胶具有成膜和锁水作用。 
 
• 葡萄糖、水解小麦和水解大豆蛋白是吸湿性化合物。 
 
• 脯氨酸、丝氨酸和精氨酸有助于恢复皮肤的保湿度，同时提高参与
皮肤关键蛋白质合成的氨基酸的生物利用度。 
 
• 提高皮肤弹性和紧实度，具有提拉效果。 
 

 

LIPOMOIST™  2036 保湿紧实分子膜 



• 20名臀部皮肤松弛和失去弹性的35-55岁女性志愿者，在半边身体使用含有5% 
LIPOMOISTTM 2036 molecular film PCEB的膏霜，另一边使用安慰剂膏霜， 每天2次，连续
28天。 
 
• 利用皮肤弹性测试仪测定使用前后皮肤的紧致度和弹性。 

有效提高紧致度和弹性 

LIPOMOIST™  2036 保湿紧实分子膜 



ION-MOIST™ 4MEN是一种通过超微流化技术得到的含有超微分散的杂多糖的分子膜

，它具有高效保湿作用，并赋予皮肤舒适的感觉。ION-MOIST™ 4MEN能很容易地添

加到皮肤护理乳液和啫喱中并能提高它们的保湿性能。 

 

ION-MOIST™ 4MEN含有的天然保湿因
子中的离子 

ON-MOIST™  4 MEN 高效离子保湿分子膜 



 使用含有 7% ION-MOIST 4MEN的啫喱12小时后，皮肤水分含量增加了27.18% 
 
 24小时后，皮肤水分含量增加了42.15% 

 
 20天后，皮肤水分含量增加了53.47% 

ON-MOIST™  4 MEN 高效离子保湿分子膜 



臻蓝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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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大神   私定配方 
渡过炎炎夏日，迎来傲骄秋阳，肌肤爱出油的小伙伴们可谓操碎

了心，毕竟谁也不想顶着张“大油田”般的脸出门吧。拥有一款

既能清爽保湿又能调节水油平衡的爽肤水，绝对是很有必要的哦！

美博君现在就要安利一款由百好博技术大神开发的高颜值控油爽

肤水 -臻蓝谜水。 

 

臻蓝谜水 
私定配方解析 



臻蓝谜水  –  一款有颜值有内涵的控油爽肤水 

动态美 （使用前摇均匀） 静态美 

此款控油爽肤水静置后分为两层，上层是澄清透明蓝色水相，下层是白色蓬松粉体，分层后可以保持约1：
1的水粉比例，使用前需摇匀，摇匀后呈淡蓝色乳液状，肤感清新滑爽，具有控油效果。 



臻蓝谜水  –  一款有颜值有内涵的控油爽肤水 

此款控油爽肤水静置后分为两层，上层是澄清透明蓝色水相，下层是白色蓬松粉体，分层后可以保持
约1：1的水粉比例，使用前需摇匀，摇匀后呈淡蓝色乳液状，肤感清新滑爽，具有控油效果。此款产
品含有2%的ORGASOL 4000 EXD，ORGASOL 4000 EXD是一种超细具多孔结构的类球形尼龙粉，
INCI名为锦纶6/12，其多孔结构赋予产品高吸油吸水性能，吸油量(g/100g) > 90，因此，应用于控
油爽肤水中能有良好的控油效果。该产品颗粒平均粒径10μm，且粒径分布范围窄，因此拥有均匀的
外观，丝绸般的触感，良好的皮肤亲和力。相比于硅粉，添加了ORGASOL 4000 EXD的控油爽肤水
在分层后可以稳定地保持约1：1的水粉比例，同时能减少硅粉在皮肤上残留的白感，同时改善粉体的
膨松性及稳定性。ORGASOL 4000 EXD不仅能应用于水剂，应用于其它水连续相产品中也是不错的
选择，能够减轻产品的粘感和涩感，加速吸收，提供清爽柔滑的肤感及哑光效果。 
  
除了ORGASOL 4000EXD，AKEMA还有一系列超好用的同类原料——ORGASOL 2002 Series，它
适用于非水连续相配方，如油包水、硅油包水产品。在彩妆中，ORGASOL 2002能帮助颜料，TiO2
等粉体均匀铺展，在不同配方中可以对“起粉”和“压实”有明显作用；在高SPF防晒产品中能减少
白条，辅助提高SPF值，淡化焦点和提供自然的视觉效果。应用于护肤品中，具有良好的贴肤性，吸
收皮脂，达到长效哑光效果，使妆容更更持久；同时减少粘稠配方的油腻和粘腻感，提供爽滑如丝的
肤感。 
因此，Orgasol不仅在护肤中比硅粉，硅树脂等感觉柔和很多，贴肤性也很好，而且在彩妆产品中也
有很好的表现。 
  
 

研发大神有话说  

如需更多配方详细资讯 请联系美博君@020 87521822 或email: info@biohope.com.cn 



锁水 
储水  

活水  

CHOK CHOK  

•锁水：封闭成膜/强化皮肤屏障→减少水分流失 

•封闭成膜：利用各类油脂或者高分子聚合物在皮肤
表面形成一层膜 
•强化皮肤屏障：通过补充细胞间脂质成分(神经酰胺、
动植物脂类成分等)、加强细胞间的连接粘附(紧密连
接、细胞间隙连接等)和促进屏障修复&再生来重建
皮肤屏障 
 

•储水：直接补水/直接补充保湿成分/补充促

进皮肤合成保湿成分的原料→提高储水能力 
•   直接补水：各种冰川水、矿物水、熔岩水
等 
•   直接补充保湿成分：补充甘油、天然保湿
因子、透明质酸、硫酸软骨素等保湿分子 
•   补充促进皮肤合成保湿成分的原料 

•活水：增加水通道蛋白合成

→优化水分循环 
 
 

研发大神说： 

CHOK CHOK  CHOK CHOK  

设计保湿配方时，我们需要注意三点：“锁水+储水+活水” 



清 润 如 水   
香型编号（86322938） 

花香，水香，青香，果香 

新年伊始，赋活迷人新肌。玉润容光焕发新春红运，致美娇妍邂逅更美的自己与满分幸福。 
  
带露绿叶烘托着蜜李、甜杏的欢欣果纷耀眼登场，将甜蜜新年祝福化为水润蜜露，焕活剔透保湿能量；烟
花烂漫，翩翩花仙子倾听美丽肌肤祈愿，曼妙花馨舒缓亲悦每寸肌肤，倾注晚香玉、栀子花与土耳其玫瑰
的菁纯滋养宠爱，随基调麝香、广藿香与香子兰的柔情加持，肌肤绽放恬美柔光，开启魅力新一年。 
  

初调 
蜜李，甜杏，绿叶调，清水 

 
中调 

晚香玉，栀子花，土耳其玫瑰 
 

基调 
麝香，广藿香，香子兰 

http://www.biohope.com.cn/


如水的你 
迎着光勇敢追！  

POWER of WATER 

INSIDE BEAUTY 
201709 最美博学堂™ 

趋势 

配方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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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多资讯扫左边二维码加入美IN百好博公众微信号， 约会美博君™ 。 

mailto:info@bioho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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