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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机·美肌 
让美发芽 

-  I n S i d e  B e a u t y  -  

-  最 美 博 学 堂 -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天播种，种籽的满满生机给肌肤带来满满春机，带来美丽青春。籽的满满生机迸

发出来的嫩芽更是带着无限的生命力一直上升， 生长，穿过春风十里的繁花，跨越夏季的肆意绿色，

经历金秋的瑟瑟凉意， 最后回归冬季充满无限可能的歇伏。 

 

肌肤的护理如同四季节气的轮回，顺应不同时节的特色调理肌肤，在春暖时给肌肤满满生命力，夏初

给肌肤清新舒缓躲避炎热的袭击，而深度的保湿可以帮助肌肤无畏秋风肆虐的干燥，至歇伏的冬天肌

肤需要满满的能量准备下一个春天的绽放。  

 

于是美博君在开春的最美博学堂带来了顺应初春护肤的新意，从破土代发的种籽寻取肌肤需要的满满

生机； 从“春初嫩芽蚕丝新” 的嫩绿，萃取呵护肌肤的冷冻嫩芽精萃，为我们每天面对多达25种不

同压力的肌肤带来健康和魅力。 

这个春天， 我们让美发芽！ 

美博君 

春机·美肌 



春机· 
美肌 

冷冻嫩芽· 

活力满满 专利科技 

植物种籽· 

无限生机 让美发芽 



生命之初  

冷冻嫩芽 
什么是嫩芽疗法？ 

嫩芽疗法，采用植物成长时的胚胎组织， 

含有许多高能量的活性营养成分如维他命、矿物质等，疗效上更

优于同株其余部位。嫩芽护肤就是利用这些天然植物嫩芽提取物

中的高活性能量及营养成分，为肌肤健康补充能量和养分。 

嫩芽的疗愈力 

植物的嫩芽，看似柔弱却拥有无限的生命力和不可思议的神奇力

量，就算是在泥土或者石缝中都能吐出嫩嫩的新芽，顽强成长。 

用嫩芽护肤是亲和人体的自然力量植物治愈疗法，给予我们治愈

和宽慰。尤其是婴幼儿的肌肤似嫩芽，更需要我们悉心呵护。 

 



冷冻嫩芽 – 活力满满 

 WHY 嫩芽？ 
植物护肤和其他护肤品类来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天然安全，活性成分全都萃取自纯
天然的植物成分，而植物分子和人体细胞结构类似，极易吸收，且不会产生依赖
性，而且植物护肤并不是停留在大家通常理解的只是添加了植物的成分，其实植
物护肤和高科技的萃取方式是离不开的。嫩芽护肤，在具备了植物的护肤的优势
中，又因植物嫩芽含有植物本身及其它部位特有的成分而独具特色，给肌肤带来
惊喜的护理效果。 
 

来自植物组织和部位的鲜嫩能量，给了“嫩芽疗法”一种特殊的疗效。原因在于，
植物的芽孢和嫩芽部位富含独特的生长必要成分，包括植物荷尔蒙、植物生长素、
赤霉素等。这些生长元素会在植物萌芽状态时达到巅峰，并随着此后的生长而消
失。植物生长素能够刺激细胞的生长，而这种极为重要的成分只出现在植物的芽
孢中 
 

我们爱的“雀舌茶”和普洱芽孢茶就是来自茶芽，时令的香椿亦取自香椿嫩芽及
叶，豆芽等芽苗菜则几乎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嫩芽疗法” 
 

 
 
 



冷冻嫩芽 – 活力满满 

 WHY 嫩芽？ 
幼芽和嫩茎富含氨基酸、单体元素和糖类等营养物质，也含有细胞增殖和伸长所
需要的生长激素。除此之外，它们还含有大量的酚类化合物。幼芽代表着整株植
物，因为它是活性物质的浓缩精华。  
能量的真正来源 - 来自幼芽的提取物是由营养物质浓缩而成的 
 
GREENTECH 法国绿科使用的是树木或小树的幼芽或嫩茎，它们是植物生长所需

营养物质的集合体。能量需求对植物未来的生长至关重要，可以作为细胞赋能剂，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 
 
幼芽中发现的主要植物激素是植物生长素和细胞分裂素。  
天然的植物生长素是来源于色氨酸的b - 吲哚乙酸(IAA)。  
天然的细胞分裂素中含有腺嘌呤碱基。 
 
细胞分裂素主要是促进细胞分裂，它们更能消除顶端优势，从而增加侧芽的生长。  
 

植物激素在生长蛋白和应激蛋白的基因转录中发挥促进作用。它也可以作为一种
酶起作用，进而直接作用于新陈代谢反应。  
 



冷冻嫩芽 – 活力满满 

 WHY 冷冻？ 
来自GREENTECH法国绿科的专利技术冷冻嫩芽精萃提取技术以一种最先进
的专利技术作为构想 ，从收获植物到最终的冷冻干燥阶段，均是在低温和
极低温度下（零下80度）进行的连续工艺。 

植物冷冻工艺可以使提取于新鲜植物或幼芽的所有活性成分均保持稳定，
因此冷冻提取物的生物活性比干燥植物提取物的活性高5-10倍。  

冷冻提取工艺能够保护新鲜植物中所有的化合物，即使是最脆弱的酶、维
生素和多酚等物质。 



 
澳洲鲜萃护肤品牌“10度”依托最新一代核心专利技
术——冷冻提取工艺，将10度的“鲜萃”理念提升至医

学护肤级别，提供给用户更高性价比的护肤产品 

嫩芽美肤 – 活力满满 

 
有机品牌 Melvita 就从木莓、黑加仑子、山手榉及欧洲
赤松等 4 种有机植物，萃取出植物嫩芽的原始细胞，推
出 Bio-Excellence Naturalift 有机嫩芽紧致抗皱系列，对
抗自由基侵害及修复细胞，强化保护肌肤，对抗衰老 



嫩芽美肤 – 活力满满 



法国绿科 

冷冻嫩芽专利技术 



 定义 

•  来源于鲜活植物 

•  获取过程中未使用任何溶剂 

•  保留鲜活植物的感官特性 

•  恢复鲜活植物的天然活性成分以提供植物中的精华部分  

   特性 

•  以一种最先进的专利技术为构想  

•  从植物的收获到最终的冷冻干燥阶段，均是在低温和极低温度下进行的连续工艺  

 保证 

•  使用深度冷冻工艺以提供天然产品  

•  真实和公允地反映出鲜活植物及其天然外观和芳香 

•  恢复植物活株的自然力量 

法国绿科公司冷冻嫩芽提取物专利技术 



•   嫩芽提取 – 强大的生命力  
•   低温专利技术  -  零下80度

的低温萃取确保更多的活性
成分 更加珍稀  

法国绿科公司冷冻嫩芽提取物专利技术 



法国绿科公司  

冷冻嫩芽提取物 

专利技术系列产品 

苹果 

欧洲酸樱桃 

欧丁香     荷花玉兰  

覆盆子    蔷薇  

梅花芽  葡萄 油橄榄      桃 



籽的故事 

籽的故事 – 让美发芽 

种子是一切的源头和开始。种子发芽的力量是大自然的奇迹，一粒种子蕴藏着植物从萌芽到破土新生所需的全部
营养，这些营养精华几乎满足肌肤全部所需。更重要的是，由于种子具有新生的天赋，高度亲和肌肤细胞组织，
将种子原液或种子营养精华注入到护肤品中，可以更深层次的滋养、激活、修护、促进皮肤新陈代谢，重现肤质

的健康无瑕。 
 



种籽护肤的三大优势 
 
安全- 从源头(种子)萃取营养，避免植

物在后期生长周期中所受污染，宣称体验
更加纯净，温和。 
全营养- 种子中萃取出普通草本植物无
可比拟的珍贵种子原液及精华， 保留其

丰富的氨基酸、小分子多肽、微量元素、
黄酮类、多糖等天然护肤成分，满足肌肤
全面营养所需。 
高渗透- 种子的生命力极强，配合特殊
技术例如发酵帮助精华快速渗透。 
 
 

春机·美肌 

籽的故事·让美发芽 



绿茶籽、川谷籽、莲籽、小果咖啡
籽、绿豆籽、亚麻籽、辣木籽油、白
芥籽、水飞蓟籽油，山茶籽油、玻璃
苣籽油、葡萄籽、草豆蔻籽、菜豆
籽、发酵大麦籽、甜扁桃籽、罗布斯
塔咖啡树籽提取物，凹缘金虎尾籽提
取物 紫苏籽，薏苡籽，欧州七叶树
籽，草豆蔻籽，酵母菌大麦籽 

春机·美肌 

籽的故事·让美发芽 



辣木籽油 
辣木籽油具有极佳的稳定性和良好的芳香固着特性，因而是古代技师们在制作用于化妆和宗教用途的油膏
时最乐于使用的配料。 

生活在古代文明中的人们用这种油涂布全身直至闪闪发亮，以保护自己免受酷烈的阳光和干燥空气的影响；
在古埃及，习惯上用辣木籽油涂抹在孕妇的腹部，象征性地传递诸神的佑护以及保护腹中的胎儿。 



辣木籽 

 



辣木籽主要成分 

 



辣木籽主要成分 

 



辣木籽对水的净化作用 

 



辣木籽对重金属离子吸附作用 

 



辣木籽抑菌消炎作用 

 



山茶油 
山茶油是世界四大木本植物油之一，历来为皇家指定 

进贡品，至今已有3000年以上的食用历史。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的橄榄油” 



美容美发的作用 
•  茶油具有保湿、滋润的作用； 
•  可缓解皮肤干燥所造成的皲裂及瘙痒； 
•  富含维生素E，用其按摩身体，易于被皮肤吸
收，分解体内脂肪； 
•  可延缓肌肤衰老； 
•  浴后擦身，可增强皮肤弹性； 
•  具有乌发养颜功能，可防头发断裂和脱发 

 

山茶油功效 

保健作用 
•     孕妇在孕期食用茶油不仅可以增加母乳，而且对胎儿的正
常发育十分有益。 
•  婴幼儿及儿童食用茶油可利气、通便、消火、助消化，对
促进骨骼等身体发育很有帮助。 
•  老年人食用茶油可以去火、养颜、明目、乌发、抑制衰
老、长寿健康。 



山茶油的理化性质 



脂肪酸组成成分分析 



绿茶籽提取物 



茶多糖 
茶多糖促进生长， 抗氧化 

 
茶多糖（Tea—po1ysaccharides，简称TPS）是茶叶中具有特殊生物

活性的一类多糖或糖蛋白，具有显著的降血糖效果和免疫活性，
使茶多糖有望成为预防、治疗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增强免疫功
能的天然药物。 

绿茶籽提取物功效 

茶多酚 
茶多酚（tea polyhenol，TP）是茶叶中的类黄酮物质，包括儿茶素，黄酮
醇，酚酸和其他多酚类。 
①具有清除氧自由基、羟基自由基、脂自由基和单线氧的作用。 

②不仅能保护体内的抗氧化酶还可以促进和激活体内抗氧化酶活性，如
SOD、CAT、GSH-PX 
③络合过量的游离铁，减轻自由基损伤；对铜有弱络合性，既可抑制铜催 
化的低密度脂蛋白（LDL）的氧化，又不会影响以铜为中心的SOD活性；络
合细胞 
内钙，抑制黄嘌呤氧化酶的生成。 

绿茶籽是绿茶的种子，是整颗茶树上最具营养价值的部分，茶籽中含有油脂、茶多酚、
茶皂素、蛋白质、多糖、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很高的开发利用价值。  



活性物成分及功效 
 



抗氧化作用 



水飞蓟油 
•水飞蓟为菊科水飞蓟属下的一个植物种。原产于西欧和北非。中国在陕西、甘肃、黑龙江和河北等省栽培。 

•水飞蓟属一年或二年生菊科草本植物。喜温暖干燥环境，忌高温喜凉爽干燥气候，适应性强，对土壤、水分要
求不严，沙滩地、盐碱地均可种植。 

•水飞蓟是优良的护肝植物。 



脂肪酸成分分析 



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 
欧洲七叶树中主要活性成分七叶树皂苷，抗衰老，去黑眼圈，去眼袋 



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 



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 



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 



酵母菌/川谷籽发酵产物滤液 

以传统发酵工艺， 结合“生命健康之禾”美誉的川谷籽成就的酵母菌 /川谷籽发酵产物滤液，  为肌肤带来亮白，

保湿，抗氧化功效。  

  



古法发酵 
 - 出色的美肤功效 

• 从很久以前，人类就制作着适宜自然环境的传统发酵食品。 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 
• 发酵指微生物利用自身具有的酶分解有机物的过程。 发酵可以产生优秀的仿佛
力， 生成新的营养素，去除毒素，并变成易于吸收的形态。  
• 过发酵的酵母的代谢物质中含有对皮肤好的各种氨基酸，有机酸，抗氧化物质。 

• 酵母是人类在微生物群中进行商业化开发的最重要的微生物中的一种. 
• 酵母含有大量的酶，在消化作用及新陈代谢活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酵母的50%是优质的蛋白质, 并含有6-10%左右的有机物, 另外20%是由细 
胞壁构成的., 无机物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 细胞壁是由ß-葡聚糖, 甲壳素, 生物纤
维等构成的, 生物纤维起到食物纤维的作用，帮助肠内作用, ß-葡聚糖对增进免疫
及作为酶提高肝功能等起到有益的作用 

什么是发酵？ 

什么是酵母？ 

韩国百朗德的优秀发酵技术 

• 以太平洋生物化学事业部为依托，大量生产各种产业酶, 供应内需及出口, 是韩国
发酵工业的基础 
• 1989年构建韩国国内最大的酶生产设备(安山工厂), 利用糖基转移酶进行韩国国
内最早的甜菊糖甙的开发, 92年向印度出口发酵工艺及酶的生产技术 















春机·美肌 
籽的故事 

绿茶籽、川谷籽、莲籽、小果咖啡籽、绿
豆籽、亚麻籽、辣木籽油、白芥籽、水飞
蓟籽油，山茶籽油、玻璃苣籽油、葡萄籽、
草豆蔻籽、菜豆籽、发酵大麦籽、甜扁桃
籽、罗布斯塔咖啡树籽提取物，凹缘金虎
尾籽提取物 紫苏籽，薏苡籽，欧州七叶
树籽，草豆蔻籽，酵母菌大麦籽。 



配方  
春机·美肌 

法国黄金小麦神经酰胺 

奢华精萃霜(配方编号SY18020104) 

 
灵感来源：CHANEL 奢华精萃乳霜 

全效抗老化护理产品，含有由香奈儿研发的独家成分PlanifoliaPFA 

* ，奢华精萃乳霜能提升肌肤“生命元素”的功能，全面促进肌肤新生，带

来前所未有的抗老化功效。在接触的瞬间便能感到它细腻丝滑的质感。

富含珍贵的山茶花油、菜籽油和荷荷巴油，给予肌肤立即柔滑的触感与

滋养功效，您的肌肤将会变得柔软饱满，同时散发着精致高雅的香味——

在舒适安逸的氛围中，飘溢着樱草植物与菩提花的芳香。 

 

以神奇肤感带来愉悦体验 

配方师的对话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美博君 info@biohope.com.cn 或致电020 87521822 

mailto:info@biohope.com.cn


美丽发芽 麦动新肌  

AMAZING神奇！ 

法国黄金小麦神经酰胺奢华精萃霜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了，随着大家除掉厚重的大衣，换上轻便的春装，我们日常护理的护肤品也要换季啦！冬天那些

用来抵抗凛冽寒风，守护我们娇嫩肌肤的保养品可以暂且放在一边，滋润已经不再是春天的主题了；那些春意盎然、充

满生机的概念，才是这个季节的旋律。 

  

奢华精萃乳霜，诱人光亮的外观，轻盈柔软的质地，丝绒般的延展性，令肌肤柔滑细致。 

  

整个配方的油份只有12%，这带来了肤感的轻薄性，油脂的搭配上，我们用了轻质柔软的LIPONATE NPGC-2，互配乳

木果油，少量的霍霍巴油凝胶让轻盈的肤感上又增加了少许丝绒的质地感。聚合物的选择上，我们用了SEPIPLUS S，这

款聚合物可以带来额外的滋润感。 

  

配方中的白桦提取物，采用冷冻新鲜嫩芽提取工艺，嫩芽中富含促进细胞分裂的植物生长激素及分裂素，作用于生长或

应激蛋白基因的转录及代谢作用；冷冻提取更保留了新鲜植物的所有天然成分，特别是酶、维生素、多酚类等不稳定成

分，具有滋养、再生、防护的效果。 

  

源自北纬45度法国黄金小麦神经酰胺富含肌肤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和天然抗氧化剂，能够细致毛孔，增加皮肤保湿度，

强化真皮结构，对抗氧化压力，带来可见的的抗衰老功效。ARGIRELINE可快速减浅眼尾、嘴周和前额等处的皱纹。 

 



原料 剂量% INCI名 
MONTANOV 68 2.0 鲸蜡硬脂醇/)鲸蜡硬脂基葡糖苷 
SIMULSOL 165 1.0 甘油硬脂酸酯/PEG-100硬脂酸酯 

Lipomulse LUXE 1.0 
鲸蜡硬脂醇/甘油硬脂酸酯/PEG-40 硬脂酸酯/鲸

蜡硬脂醇聚醚-20 

Jojoba Glaze LV 0.2 
霍霍巴(SIMMONDSIA CHINENSIS)籽油/乙烯/丙
烯/苯乙烯交联聚合物/丁烯/乙烯/苯乙烯交联

合物 

Lipobutter Refined Shea 2.5 牛油果树(BUTYROSPERMUM PARKII)果脂 

LIPONATE NPGC-2 3.0 新戊二醇二辛酸酯/二癸酸酯 

低芥酸菜子油(TBHQ) 2.0 

LIPOCHROMAN(1%) 0.1 二甲基甲氧基苯并二氢吡喃醇 

尼泊金甲酯 0.2 羟苯甲酯 

DC200（5CST） 2.0 聚二甲基硅氧烷 

去离子水 TO100 水 
LIPONIC EG-1 4.0 甘油聚醚-26 

ECTOIN 0.1 四氢甲基嘧啶羧酸 

SEPIPLUS S 0.8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基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

/聚异丁烯/PEG-7 三羟甲基丙基椰油醚 

9041 2.5 
环五聚二甲基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交联聚合

物 
CERAMOSIDE HP 0.1 糖鞘脂类/糖脂 

甘油 4.0 甘油 
水 5.0 水 

MUSAP 3.0 
玉竹（POLYGONATUM ODOR ATUM）提取物/水

/1,2-己二醇 
ARGIRELINE 2.0 水/乙酰基六肽-8/辛甘醇 

Yeast Ferment Extract 5.0 

FD&C YELLOW 5 (0.5%) 0.38 CI 19140 

FD&C RED 40 (0.1%) 0.14 CI 16035 

EUXYL PE9010 0.6 苯氧乙醇/乙基己基甘油 
FRAG274558 0.05 香精 

法国黄金小麦神经酰胺奢华精萃霜配方 (编号 S Y 1 8 0 2 0 1 0 4 )  



生命之初 春机·美肌  

面部护理香型推荐 

如需香型体验请联系美博君 info@biohope.com.cn 或致电020 87521822 

mailto:info@biohope.com.cn


春聆花开 
 

86425579 
花香，果香，柑橘 ，麝香  

 
活力香梨与清甜苹果花搭配，如春风飘散，带出花果的清韵， 

裹挟着牡丹的幽芳，以及桃花初绽的淡雅芬芳， 
不由自主地沉醉于春光无限好。 

 

初调 
苹果花，香梨 

 
中调 

牡丹，桃花 
 

基调 

麝香，木香 



春花烂漫 
 

86424048 
花香，果香，青香，桂花   

 
聆听一曲初春旋律，用玫瑰、桑巴茉莉、紫罗兰、小苍兰、木兰簇成烂漫花束，激发
出所有的芬芳能量，伴有柔软的麝香、琥珀及岩兰草，映衬最为浓郁的春日氛围。  

 

初调 
柠檬，香柠檬，梨子，蜜桃，紫罗兰叶 

 
中调 

玫瑰，紫罗兰，小苍兰，木兰，桑巴茉莉 
 

基调 

麝香，琥珀，岩兰草  



春机· 
美肌 

冷冻嫩芽· 

活力满满 专利科技 

植物种籽· 

无限生机 让美发芽 



百好博出品 

春机·美肌 

让美发芽 

-  I n S i d e  B e a u t y  -  

-  最 美 博 学 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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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