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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漾净润
86424043

花香，柑橘，
橙花，木香，麝香

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块美玉，所以懒得去精雕细啄；
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块石头， 所以不愿将就一生。

于是将每天的朝阳与夕照淹没在996的节奏里；
于是在小蛮腰与珠江水的倒影中叹息时光的匆匆和自己的
仓促。

在立秋之后还是酷暑难耐的9月， 美博君在这一期的最美
博学堂想借肌肤之名，为你褪去繁忙都市生活的疲惫负担，
还原纯澈本真；告别物质女孩，还原清淡气质， 如同水中
撒了盐般清浅柔和，从温润获得新生，缔造健康细腻美丽
妆容。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肌肤最常见的四个问题： 痘/斑/敏/
皱，寻求一种盐系风范的配方技术搭配，当然少不了淡淡
盐系的香为这个酷暑画上一个温润清流系的句号。

美博君
2019九月

丢掉浮夸 来一份盐系清淡气质

减法生活 换一种方式的时尚



01 最新美妆资讯 TREND

02 有效配方实演 SHOW

03 清新绿色美肤方案 GREEN

04 有香五感六觉体验 SENCE



清漾净润
86424043

花香，柑橘，
橙花，木香，麝香

盐系美妆潮流

效-痘
清爽光洁肌



马达加斯加

红钻麒麟精粹



非洲

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高原上生长着一种树

当地人民叫它 --- “森林卫士”

哈伦加那

位于印度洋西部的非洲岛国，隔莫桑比克海峡与非洲大陆相望，具有与非洲大陆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

全岛由火山岩构成，为非洲第一、世界第四大的岛屿，

地广人稀，拥有最原始的自然环境。

纯净地带

file:///D:/BIOHOPE/seppic/2018/WESOURCE Corporate Video.mp4


传说：

上古时期，麒麟神兽和大象发生矛盾，引发了大战。

厮打之中，麒麟神兽的血，滴落在了大地之上。

而不久之后，血洒之地居然生长出一种树来。

这种树非常奇特，可以流出深红色的，像血一样的汁液！

麒麟神兽

大象

上古时期

哈伦加那



哈伦加那受伤时会流出如鲜血一般的红色汁液，犹如麒麟凝血而成，是为麒麟

精粹，在传统医学中使用广泛，叶子可治疗哮喘和皮肤疾病，帮助伤口愈合，

树皮可治疗胃溃疡，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誉之为“活血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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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gascar

研发团队深入马达加斯加岛屿的高原地区

寻找“哈伦加那”

源自马达加斯加的高原植物力量

将麒麟精萃成分创新性地融入在护肤品中

打造完美肌肤

寻找“哈伦加那”

马达加斯加高原

野生植物力量



马达加斯加

红钻麒麟精粹

精华之至 品质至臻

晶莹剔透的精华里蕴含着巨大的植物活性能量

上层剔透，天然纯粹的焕肤力量

下层晶莹，融入高原野生麒麟精萃

双层滋养

摆脱瑕疵

帮助减少白头 & 修正痘痘

净化无瑕容颜

为您带来完美肌肤

麒麟精萃焕肤能量

完美肌肤 重拾自信光彩

马达加斯加野生植物

来源于马达加斯加的哈伦加那

野外采集时间为10月至3月

采集地点为获得Ecocert认证的高原地区

控油 祛痘 / 抗炎舒缓 / 抗氧化



抗氧化

防护

摆脱痘疵 一滴透亮

马达加斯加の高原植物力量

避免脂质过氧化(可达-79%*)

效果是维E类似物的1.34倍

脂质过氧化：是痤疮中炎症级联反应的导火索之一

祛痘

净肤

控油祛痘，净化肌肤

抑制脂肪酶活性(可达 -39%)

显著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繁殖

痤疮丙酸杆菌是一种与痤疮有关的细菌

舒缓

焕肤

舒缓炎症，焕新肌肤

IL-10 增加 (+157%)

IL-12 减少 (-93%)

IL-10: 具有抗炎作用的细胞因子

IL-12: 单核细胞产生的主要促炎症细胞因子



SUBLIGANATM 

马达加斯加龙血树提取物

来源于马达加斯加的抗痘活性植物成分

帮助减少白头，修正痘痘

消除斑点，舒缓&修正瑕疵

重塑完美肌肤

INCI 名称: 甘油 - 水 - 马达加斯加哈伦加那 (HARUNGANA 
MADAGASCARIENSIS)提取物



SUBLIGANATM 马达加斯加龙血树提取物生物活性

● 舒缓作用: 抑制脂肪酶 (-39%*), 调节 IL-10 (+157%*) & IL-12 (-93%*) 
●抗氧化防护作用，避免脂质过氧化 (可达-79%*). 
●净化作用：抑制痤疮丙酸杆菌(Propionibacterium acnes)
● 消除斑点：白头减少 (-34%* ) vs 安慰剂膏霜 (28天) 



SUBLIGANATM 马达加斯阿加龙血树天然抗痘成分

● 测试人群
2组22名皮肤油腻光亮、易生痤疮的青少年

● 测试产品
•A : 安慰剂膏霜
•B : 含有2% SUBLIGANATM的不致痘膏霜

● 双盲测试 vs 安慰剂膏霜
•28 天，每天2次

测试结果：

- 28天后，与安慰剂膏霜相比，含有2% 
SUBLIGANATM 的膏霜可以显著减少 白头数量 (-

34%*) 
- 与第0天相比，28天后白头数量减少(-19%*)。



SUBLIGANATM 马达加斯阿加龙血树修复瑕疵

相同的半边脸的镜像照片

D0 D28

D0 D28

易生痤疮的皮肤使用1个月后有明显改善!!!



SUBLIGANATM 舒缓肌肤（试管实验）

● 抗脂肪酶活性: 
用胰腺脂肪酶在试管中进行测试: 
-加入SUBLIGANATM或参照物培养2h 
-通过计数法进行放射性的评估

● 脂肪酶: 
在甘油三酯的α和β位进行剪切，形成游离脂肪酸和
甘油。游离脂肪酸会刺激毛囊上皮，导致其破裂，
进而使毛囊中的内容物进入到真皮当中，引发炎症。

● 抑制脂肪酶活性，效果具有剂量依赖性
(可达 -39%) 



SUBLIGANATM 马达加斯加龙血树抗氧化功效（试管实验）

● SUBLIGANATM对于脂质过氧化具有保护作用
利用磷脂酰胆碱(脂质)进行测试
- 在磷脂酰胆碱胶束溶液中加入/不加入SUBLIGANATM 
- 用氯化血红素诱导脂质过氧化
- 加入TBA(硫代巴比妥酸), 与MDA(丙二醛)反应后形成TBARs(硫代巴比妥酸反应物) 
- 利用荧光法测定TBARs的含量

显著抑制脂质过氧化 (可达 -79%) 
●效果是维E类似物的1.34倍

Bove et al.: “最新研究表明，痤疮患者所
承受的氧化压力有所增加。因此，脂质过氧
化是痤疮中炎症级联反应的导火索之一。”



SUBLIGANATM 马达加斯加龙血树净化功效（试管实验）

抑制痤疮丙酸杆菌
- 用0,1%, 0,5% 和 1%的SUBLIGANATM 在37°C下培养
48h 
-在0h, 4h, 8h, 24h 和 48h时对微生物的数量进行计数

*痤疮丙酸杆菌是一种与痤疮有关的细菌

显著抑制痤疮丙酸杆菌的繁殖



马达加斯加

红钻麒麟精粹



清漾净润
86424043

花香，柑橘，
橙花，木香，麝香

盐系美妆潮流

效-斑
无暇亮白瓷肌



肌因DNA亮灯密码
DNA SKIN CARE CODE

诉说百好博配方故事：环彩钻白精华露SL170215



追寻美丽是无数

女性一直以来的梦

想，她们渴望拥有

不变的完美。

虽然完美肌肤往往

取决于弹性、细滑、

光泽、紧致和斑点

的控制上，但是要

达到这五个美肌维

度的过程却因人而

异。
直击肌肤基因密

码，探索美肤的终极

奥秘！

开启一段肌肤与DNA

不得不说的羁绊故

事。。。



肌肤基因决定颜值

43岁的林志颖 VS 45岁的郭德纲

人和人基因的差异约千分之一，

因此人类有着相似的五官、器

官构造和生理特质等等，但正

是这千分之一的差异，也决定

了每个人的巨大不同，包括不

同的肤色、相貌、身高、体型、

以及抵抗疾病的能力等等。



人与人的差异根源

—— 基因

基因（DNA），是人体的设计图，是
人体构建的最终依据，我们所知道的
生老病死、高矮胖瘦等一切生命现象
都与之相关。



肌肤基因的秘密

Pro-X By Olay国际护肤科技研究院联合20大国际皮

肤科医师和顶尖科学家，并和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基

因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合作，利用尖端基因芯片研

究了10000个相关基因，通过对比色斑肌肤和正常肌

肤的基因组学特征。。。

全球首度发现，导致肤色

问题的2000个基因中有7%

直接与黑色素生成有关！



造成肌肤失去均匀白皙的5大基因信号根源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受到各种内部外部原因的影响，这5大信号的平衡被破坏，

从而导致出现肤色不均，失去白皙等各种顽固肤色问题。

抗氧化能力

表皮细胞分化

黑色素生成

炎症

保湿



从基因看肌因

Definition

基因定义

肌因的奥秘

基因与肌因不得不说的秘密

Narrative

市场爆品

肌因护肤亮点

发现“小灯泡”背后的故事

Analysis

百好博配方灵感

成分分析

五大基因根源突破

How DNA to perfect beauty



微肌因赋活修护精华露（SK-II超肌因精华）

纵横结合的多方位紧致提升，让毛孔不再明显，肌肤弹性饱满，淡
化岁月痕迹。



SK-II 肌因光蕴系列，助你阻击未来斑、抵御紫外线
侵害。

SK-II环采臻皙系列采用创新成分日本杏萃取物，从肌源深处提亮肤色，有效

改善肤质，淡化斑点，令肌肤由内而外焕发钻白光蕴。



配方灵感来源

• 专利活性成分Pitera™（半乳糖酵母样菌发酵产物滤液）：Pitera™是一种蕴含丰
富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及有机酸的透明液体，跟肌肤的天然保湿因子(NMF)
成分极为相似，是提升及维持肌肤透亮、柔嫩及细滑的 重要元素。
• 烟酰胺：维生素B3，能阻止黑色素向皮肤表面迁移，使黑色素无法从黑色素细
胞转运到角质细胞；此外，还能提高角质细胞中神经酰胺和葡糖基神经酰胺的合
成速度，激素角质细胞中游离脂肪酸和胆固醇的合成，有效促进皮肤屏障功能的
修复。
•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 抗坏血酸葡萄苷

• 梅果提取物：富含果酸及维生素C，被日本誉为“凉果之王”、“天然绿色

保健食品”，还可促进激素分泌物活化，从而达到延缓衰老的作用。

• 生育酚（维生素E）

小灯泡成分分析
4款美白活性

2款抗氧化成分



配方设计心得

• 乳化增稠用SENSONOV™ WR，SEPIGEL™ 305以及
SEPINOV™ EMT10，并配以E+520（INCI名：聚甲基硅倍
半氧烷）达到肤感柔和清爽易吸收的效果。

• 另添加了Timiron Supershen MP-1001（云母+二氧化钛）
和RonaFlair Boroneige SF-6（氮化硼）以及ORGASOL 
4000EXD（尼龙-6/12），不仅达到涂抹肌肤达到即时美白
透亮有光泽的视觉效果，也使精华外观呈钻白闪亮。

• 活性物主要有酵母发酵产物滤液、TPNa™（INCI名：生育
酚磷酸酯钠）和SEPPIC™ MSH（INCI名：十一碳烯酰基苯
丙氨酸），从抑制络氨酸酶，促进细胞代谢，下调从黑素细
胞到角化细胞的黑素小体转运，对抗UV，抑制炎症等多方面
达到美白淡斑的效果。



原料 剂量% INCI名
去离子水 TO100 水

RonaCare Nicotinamide 1.0 烟酰胺
甘油 3.0 甘油

戊二醇 2.0 1,2-戊二醇
D-泛醇 0.5 泛醇

SOLAGUM AX 0.13 阿拉伯胶树（ACACIA SENEGAL）胶/黄原胶
尼泊金甲酯 0.10 羟苯甲酯

TEA 0.075 三乙醇胺
SENSANOV WR 0.6 C20-22 醇磷酸酯（和）C20-22 醇

DW Jojoba Colorless 5.0 霍霍巴（SIMMONDSIA CHINENSIS）籽油
EMOSMART L19 2.0 C15-19 烷

GTCC 2.0 辛酸/癸酸甘油三酯
DC200(350CST) 2.0 聚二甲基硅氧烷

E+520 1.0 聚甲基硅倍半氧烷
SEPIWHITE™ MSH 0.5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SEPIGEL 305 0.8 聚丙烯酰胺/C13-14异链烷烃/月桂醇聚醚-7
SEPINOV EMT10 0.4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

SACCHAROMYCES FERMENT 
FILTRATE（D)

5.0 酵母发酵产物滤液/双丙甘醇

RonaFlair® Boroneige® SF-6 0.5 氮化硼
Timiron Supershen MP-1001 0.8 云母/二氧化钛

水 10.0 水
TPNa 0.2 生育酚磷酸酯钠

ORGASOL 4000 EXD 2.0 锦纶-6/12
1,3-丁二醇 8.0 丁二醇
Euxyl K940 0.2 苯甲醇/苯氧乙醇/乙基己基甘油

FD&C YELLOW 5(0.1%) 0.14 CI 19140
86331103 0.05 香精

环彩钻白精华露
(SL170215)



01 SEPIWHITE™ MSH

02 酵母发酵产物滤液

03 TPNa™

百好博的三大DNA肌因密码

表皮细胞分化

抑制黑色素生
成

保湿-补充天然
保湿因子

抑制炎症

强抗氧化能力



SEPIWHITE™ MSH 促 黑 激 素 对 抗 剂

（INCI名：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是促黑色素细胞激素α-MSH在黑色素合

成过程中的对抗剂，作用于由α-MSH引

发的黑色素形成的多个生化反应阶段，

从而全面、有效抑制黑色素的合成。

亮白神器
SEPIWHITE™ MSH



分钟了解

（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百好博出品



市场应用

市场大牌宝洁的 小灯泡的核心 大
美白活性原料：

• 烟酰胺

• 专利活性成分Pitera™（半乳糖
酵母样菌发酵产物滤液）

• 抗坏血酸葡萄苷

•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INCI：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黑色素生成和分布的过程

美白，很关键的一个途径就是要减少皮肤中的黑色素。所以有必要先需要了

解一下：黑色素是如何让我们变黑的。

黑色素从生成到附着在
角化细胞使皮肤变黑，
一共分为 个步骤（如
右图）。

（INCI：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黑色素生成和分布的过程

① 照射、炎症、激素等内外多种因素会诱导色素沉着；

同时刺激角质形成细胞，使其产生信号因子，激活了黑
色素细胞。

② 黑色素细胞被激活后，它便会开始产生黑素小体。

③ 黑素小体中的酪氨酸酶等制造出黑色素。

④ 包含黑色素的黑素小体沿着黑色素细胞的树突（即图中
像树枝的分叉）一直运输到树突周围的角质形成细胞。

⑤ 黑素小体通过吞噬作用，转移进入角质形成细胞 黑色

素便进入到我们的表皮层，使我们的具有肤色。而最终，
黑色素会跟随角质细胞一起脱落。

（INCI：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作用机理

黑色素的生成主要是依靠酪氨酸酶。但使得酪氨酸酶具有活性而催化黑色素生成的，其
实是由 引起的一系列反应（请见下面的介绍）。而 的这款原料名字就叫
“ ，不难猜到，它的功效就是专门针对 。

和 受体 有极好的亲和性
促黑细胞受体 可被 激活 刺激真黑色素生成

棕 黑色斑 形成黑色素层叠

由于紫外线照射刺激荷尔蒙导致黑色素生成

抑制 腺苷酸环化酶 100%

腺苷酸环化酶 跨膜蛋白，被 活化 它从三磷酸腺苷
制造环单磷酸腺苷

减少黑色素细胞内环单磷酸腺苷数量34%

环单磷酸腺苷 二级信息传递 能够把外部信号转换为细
胞的内部信号

抑制 蛋白活化酶 A 100%

蛋白活化酶 能被 个环单磷酸腺苷 分子活化，它可以使酪
氨酸酶磷酸化使起具有活性

抑制 酪氨酸酶83%

酪氨酸酶 通过酪氨酸氧化可以刺激黑色素生成的一种酶

（INCI：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α-

α- α-

作用机理 （INCI：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功效 （INCI：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抑制黑色素生成实验
纸上得来终觉浅，所以我们做实验

（INCI：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酵母提取物（yeast extract）是酵母经

破壁后将其中蛋白质、核酸、维生素等

抽提，再经生物酶解的富含小分子的氨

基酸、肽、核苷酸、维生素等天然活性

成分的物质。其中氨基酸含量30%以上，

总蛋白50%以上，核苷酸10%以上，主要

应用于食品、调味品、化妆品等领域。

酵素美白成分
酵母发酵产物滤液



一种水溶性的粉末状维生素E：利用磷

酸基对生育酚中的羟基进行化学修饰和

保护，避免发生氧化；皮肤所吸收的

TPNa™会被皮肤中的磷酸酶迅速水解

转化为具有活性的生育酚，进而发挥作

用。

具有对抗UV、抑制各种炎症的功效，

同时可以增加皮肤中神经酰胺的合成，

对抗黑眼圈。

日本昭和电工专利产品

维生素E抗氧化剂
TPNa™



生育酚容易发生氧化，之后迅速丧失还原能力。因此，人们常常会

在配方中使用一种稳定的生育酚衍生物-生育酚乙酸酯。但是，油

液形式的生育酚乙酸酯以及较差的水溶性限制了它在含水配方中的

应用。

新产品维生素E磷酸盐(dl-α-生育酚磷酸酯钠，TPNa™)是一种水溶

性的粉末状维生素E。生育酚中的羟基对氧气较为敏感，因此我们

利用磷酰基对其进行化学修饰和保护。皮肤所吸收的TPNa®会在磷

酸酶(皮肤中普遍存在)的催化下，迅速水解转化为具有活性的生育

酚。

日本昭和电工专利产品 维生素E抗氧化剂 TPNa™ - 更稳定 更吸收 更高效



TPNa™
维生素E抗氧化神器

TPNa™ 易于转化为α-生育酚，进而保护皮肤免

受活性氧的损伤作用。

UV照射和氧化压力会使皮肤中出现活性氧，最终导致粉刺形成，皮肤变得干燥而粗糙。 TPNa™易于渗透进

入皮肤中，然后被源源不断地转化为α-生育酚(Toc，维生素E) 。 α-生育酚可以清除活性氧，防止皮肤出现脂

质过氧化、炎症和DNA损伤。



身体中最薄
弱的皮肤

- 薄弱皮肤下方的毛细血管变得可见

- 血液循环差

- 血源性色素累积

- 黑色素过度生成

- 压力、眼睛疲劳或季节性过敏反应

引起的炎症

- 汗腺及皮脂腺更少，再加之眨眼、

揉眼等活动使得眼部皮肤更容易变

得干燥

- 细纹、皮肤纹理粗糙

身体屏障功能低下

-由于面部骨头、泪腺、泪袋或者眼部浮肿
而产生的阴影

面部形状

蓝色黑眼圈

棕色黑眼圈

红色黑眼圈

大部分黑眼圈

黑色黑眼圈

改善血液循环

降解血源性色素

预防炎症

保湿

眼周皮肤的特性
及黑眼圈的成因

黑眼圈的种类 TPNaTM的功效

日本昭和电工专利产品 维生素E抗氧化剂 TPNa™ - 更稳定 更吸收 更高效



TPNa™
维生素E抗氧化神器

使用TPNaTM后

L*值得到改善的82%

受试者的比例

使用4周后即具有显著效果

受试者 A

受试者 B

安慰剂 1%TPNaTM

安慰剂

1%TPNaTM

测试方法：

21名年龄为31-49岁之间、眼部有黑眼圈的白种人女性志愿者在两边脸

分别使用安慰剂膏霜和含有1% TPNa™的膏霜，每天2次，连续使用4周。

利用色度计(MINOLTA CM700-d 分光色度计)来测定眼周皮肤的颜色，并

对图像进行分析，以评估TPNa™的祛黑眼圈效果。

超过一半的受试者表示眼周的黑眼圈和皮肤的保湿度都得到了改善



01 SEPIWHITE™ MSH

02 酵母发酵产物滤液

03 TPNa™

百好博的三大DNA肌因密码

表皮细胞分化

抑制黑色素生
成

保湿-补充天然
保湿因子

抑制炎症

强抗氧化能力



百好博环彩钻白精华露

原料 剂量% INCI名
去离子水 TO100 水

RonaCare Nicotinamide 1.0 烟酰胺
甘油 3.0 甘油

戊二醇 2.0 1,2-戊二醇
D-泛醇 0.5 泛醇

SOLAGUM AX 0.13 阿拉伯胶树（ACACIA SENEGAL）胶/黄原胶

尼泊金甲酯 0.10 羟苯甲酯

TEA 0.075 三乙醇胺
SENSANOV WR 0.6 C20-22 醇磷酸酯（和）C20-22 醇

DW Jojoba Colorless 5.0 霍霍巴（SIMMONDSIA CHINENSIS）籽油
EMOSMART L19 2.0 C15-19 烷

GTCC 2.0 辛酸/癸酸甘油三酯
DC200(350CST) 2.0 聚二甲基硅氧烷

E+520 1.0 聚甲基硅倍半氧烷
SEPIWHITE™ MSH 0.5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SEPIGEL 305 0.8 聚丙烯酰胺/C13-14异链烷烃/月桂醇聚醚-7
SEPINOV EMT10 0.4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

SACCHAROMYCES FERMENT 
FILTRATE（D)

5.0 酵母发酵产物滤液/双丙甘醇

RonaFlair® Boroneige® SF-6 0.5 氮化硼
Timiron Supershen MP-1001 0.8 云母/二氧化钛

水 10.0 水
TPNa 0.2 生育酚磷酸酯钠

ORGASOL 4000 EXD 2.0 锦纶-6/12
1,3-丁二醇 8.0 丁二醇
Euxyl K940 0.2 苯甲醇/苯氧乙醇/乙基己基甘油

FD&C YELLOW 5(0.1%) 0.14 CI 19140
86331103 0.05 香精



清漾净润
86424043

花香，柑橘，
橙花，木香，麝香

盐系美妆潮流

效-敏
和敏感肌说BYE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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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thyol Pale 磺化页岩油

INCI – 页岩油磺酸酯钠

例如澳大利亚书籍《The Mighty Toddler》中提及：

磺化页岩油是护理儿童问题肌肤的经典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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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thyol Pale 磺化页岩油

INCI – 页岩油磺酸酯钠

安全 有效 医师认可

应用历时超过130年
人体耐受性极佳

广谱抗菌
高效抗炎

广泛用于医师产品
相关论文超过6万篇

抗炎功效和氢化可的松媲美 治疗前 二个月后

医师证实，配合维生素擦剂，含3% Ichthyol

的膏霜能治疗婴童皮炎



天然的力量
马达加斯加野生老虎草天然修复自然力量

全球首个运用积雪草在个人护理行业的领先供应商
医药级别纯粉末



www.网站.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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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雪草
历史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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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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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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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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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网站.com

●Genins甙元

保证植物在自然环境下抵御细菌、真菌和酵母菌侵袭

TECATM是SERDEX公司唯一一个含有60%甙元的产品。

●Triterpens总甙、三萜类物质

✓ 著名的拥有治疗功效的分子。

✓ 积雪草等植物受到寄生动植物的刺激时会合成三萜类物

质。

✓ 对妊娠纹,皱纹或脂肪团有效。

✓ 同时对保湿、紧致和祛痘有效。

●Polyphenols 多酚

✓ 主要由植物或水果产生，为次级代谢产物。

✓ 得益于环状结构，因抗氧化力而闻名，但还具有抗炎症、

吸收紫外线&可见光和抵御自由基的作用。

●Flavonoids 黄酮类

✓多酚中成员数量最多的类别之一。

✓植物代谢产物，被认为拥有抗氧化性能。

积雪草所含的功效承诺的分子结构



无瑕
空气美肌

修复肌肤屏障功能，抗炎修复，
重塑年轻健康美肌。

修复
抗炎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野生积雪草

高纯度、高安全性

强效舒缓

平滑肌肤

强韧&保护真皮

INCI名：羟基积雪草甙

平整粗糙 强韧肌肤



关于积雪草的民间传说 & 
传奇故事：

“大象杰出的记忆力证

明了印度存在积雪草，

而且印度的大象特别喜

欢吃积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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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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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加斯加人把积
雪草叫做

“Talapetraka”，
是因为这种匍匐性
植物会长成绿色的

地毯。

皮肤敏感和容易出现特应性皮炎的人容易产生皮肤炎症。

表皮释放炎症介质并处于发炎状态。

血管扩张导致泛红和发热的症状出现。

细胞的过度增殖使得皮肤变得比往常更厚。

皮肤内部组织结构的紊乱改变了皮肤的外在状态。

皮肤失去光泽 & 清透。

羟基积雪草苷 (MADECASSOSIDE)是一

种强效且纯度很高的活性成分，而且是积雪草中存在的主要物

质之一。

它具有止痒，抗红斑和改善脱屑的作用，能够舒缓敏感肌肤、

特异性皮炎和银屑病皮肤。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分数
无 1
非常轻微 2
轻微 3
中度 4

> 红斑得分降低
D14, D28 & D56

0.2% MADECASSOSIDE:
即具有显著的抗红斑效果

vs 安慰剂, D56.

得分显著降低:
比安慰剂低1分

-1.8

-2.1

-1.4

-1.4

-1.1-0.8

*

平均红斑得分 (AU)

***
***

*
*
*

***

*
*

*p<0.05 **p<0.01 ***p<0.001 

安慰剂

平整粗糙 强韧肌肤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 粗糙度得分降低
D14, D28 & D56

0.2% MADECASSOSIDE:
即具有显著的平滑肌肤的功效

vs 安慰剂, 28天

粗糙度得分显著降低:
比安慰剂低0.6分

分数
无 1
非常轻微 2
轻微 3
中度 4
严重 5

Study Ref: 16 - Dermscan 14D0393

-1.6
-1.3

-0.9
-0.8

**
***

**
*

*

安慰剂

*p<0.05 **p<0.01 ***p<0.001 

平整粗糙 强韧肌肤



D0

结果 : 明显改善皮肤的红斑，脱屑 & 粗糙度

从D28天即具有效果，且作用可维持至D56

志愿者 92
皮肤类型 I / 极度干燥皮肤

志愿者 92

红斑 4 1 1

脱屑 3 1 1

粗糙度 3 1 1

D28 D56

志愿者

111

红斑 4 1 1

脱屑 3 2 2

粗糙度 3 2 2

志愿者 111
皮肤类型 II / 干燥皮肤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平整粗糙 强韧肌肤



清漾净润
86424043

花香，柑橘，
橙花，木香，麝香

盐系美妆潮流

效-皱
丰盈苹果肌



臻PLUS以极致的严选材料，极致的配方设

计，极致的技术精神，成就这款功效路线

科技美肤系列，为肌肤带来臻于完美的呵

护。

臻PLUS沿袭植界ZEN PLANT的品牌内涵，

更以强大的国际美肤创新专利高科带来更

触手可及的功效，以PLUS进阶熟龄肌肤急

需的极致美肤。

臻PLUS，极致人类智慧臻于完美魅力。

ZEN PLUS

臻PLUS

臻，意指达到完美。



青春细胞动能素
工作压力

都市压力

你的肌肤需要抗衰抗氧抗压，

高端高效，舒缓压力和敏感肌修复

奢华是美丽的附加符号

青春细胞动能素

一瓶含有约*61,500,000个原生干细胞

六大国际专利

两大国际高端生物活性肽的

奢宠高科的美肤秘器



奢宠高科-干细胞

这是一瓶含有约*61,500,000个原生干细胞

两大国际高端生物活性肽的青春细胞动能素

干细胞是一种未充分分化，尚不成熟的细胞，具有再生各种组织器官的潜在功能，医学

界称为“万用细胞”。干细胞具有超强的自我更新能力， 富合氨基酸， 多糖， 多酚等人体

细胞急需的营养物质。 干细胞专利技术可以提高皮肤新陈代谢，促进微循环，祛皱抗衰，

亮肤焕颜，是无创抗衰的新潮流。

采用赫莲娜绿宝瓶悦活新生修护系列相同核心干细胞高端专利科技， 严选源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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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临床表现显著提升光泽度

49%，皱纹减少39%，弹性提升41%。

更搭配AQUAXYL法国专利五维保湿剂， 三重水管理系统，发挥强效的保湿功效，

内外兼修，五维丰盈水润肌肤，多维度补充肌肤透明质酸,神经酰胺, 水通道蛋白,和硫酸软

骨素，NMF， 实现捕水， 锁水和补水三重水管理系统。有效科学实验证明， 一次使用可

达24小时保湿， 28天帮助皮肤水光润泽焕发活力。
*28天后透明质酸增加20%, 水通道蛋白增加32%, 神经酰胺增加139%
*数据来源于供应商原料技术资料

你的定制美肤潮流

✓六大国际高端专利

✓靶向性对抗地心引力

✓快速紧致提拉面部轮廓

✓快速祛皱丰盈肌肤

青春细胞动能素

来自产品首席配方师Shining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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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时肽 2.0 乙酰基六肽-8 联邦制药

水 10.0 水 LOCAL

CELTOSOME
Crithmum maritimum 0.2 海茴香（CRITHMUM MARITIMUM）愈伤组织培养物滤液 BIOTECHMARINE

CELTOSOME
Eryngium maritium 0.05

滨海剌芹（ERYNGIUM MARITIMUM）愈伤组织培养物滤
液

BIOTECHMA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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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春 细 胞 能 动 素



青春细胞动能素采用赫莲娜绿宝瓶悦活新生修护系列同样专利干细胞技
术，一瓶富含约*61，500，00个原生法国海茴香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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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C] L-Tyrosine                              
(µmoles/mg of proteins/20 minutes) %

Control 61.4 ± 6.6 -

CRITHMUM M. ST cells, 0.1% 44.3 ± 5.0* -28

CRITHMUM M. ST cells, 0.5% 41.0 ± 4.2* -33

*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p<0,05)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

Protocol & material草案和原料:

- Incubated duration培育时间: 20mn 

- Human melanocytes in coculture 人体黑色素细胞培养

- Measurement of L-tyrosine synthesis [14C] [14C] 衡量 L酪氨酸酶的合成

- Concentrations of 0.1% and 0.5%:CIC2的用量为0.1%和0.5%

减少酪氨酸

海茴香干细胞 抗衰抗氧亮肤全效美肤功能
法国高端
专利技术

美白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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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1小时37°C条件的培养，在475Nm的条件下测试酪氨酸酶的活性，使用的是VI型黑色素细胞

降低酪氨酸酶活性

海茴香干细胞 抗衰抗氧亮肤全效美肤功能
法国高端
专利技术

Absorbance 475 nm %

Negative control 0.245 ± 0.03 -

Cream + 0.1% Cellulosomes CM ST 0.198 ± 0.02 -19

Cream + 0.5% Cellulosomes CM ST 0.167 ± 0.02 -32

Cream + 0.5% Cellulosomes Crithmum maritimum STCream + 0.1% Cellulosomes Crithmum maritimum ST

Control

在再造的表皮层中，酪氨酸酶的活性被抑制

美白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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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ntration: 0.5% 

> Explants on day 10培养10天的外植体

> Visualization by fluorescence荧光形象化表征

抑制黑色素合成

海茴香干细胞 抗衰抗氧亮肤全效美肤功能

体外数据显示黑色素的合成 减少18%

Control With Cellulosomes Crithmum maritimum ST at 0.5%

法国高端
专利技术

美白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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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 marker of melanosome PAR黑素体 >Anti body replace by PBS

> Fluorescence荧光 > Concentration浓度: 0.5%  > Explants on day 10 在第10天离体移植

> Visualization of melanosomes黑素细胞成像

减少黑素体迁移

海茴香干细胞 抗衰抗氧亮肤全效美肤功能

减少了角化细胞捕捉黑素体

Control对照样本 With Cellulosomes Crithmum m. ST  at 0.5%含有0.5%海茴香干细胞样本

Without irradiation

未经照射

WITH              

irradiation经过照
射

法国高端
专利技术

美白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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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和修复作用：人体试验

海茴香干细胞 抗衰抗氧亮肤全效美肤功能
法国高端
专利技术

治愈修复

HEMATOXYLIN / PHLOXI / SAFFRON STAINING

在人造皮肤上完成的实验

相比于为处理的人造皮肤，长期使用未分化的海茴香干

细胞可以加速皮肤的干细胞的更新以及分化

培养35天之后，基底层和基底层 上层的细胞层数都有提

升，幅度为指数提升4.9 ± 0.4

Control SE 

dCMC treated SE

Source : Totipotent vegetal stem cells activate Smad2 signalling pathway and stimulate epidermal and dermal physiology
Betty Nusgens1, Amélie Thépot2, Charlotte Lequeux2, Alain Colige1, Christiane Montastier3, Odile Damou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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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和修复作用：人体试验

海茴香干细胞 抗衰抗氧亮肤全效美肤功能

T T T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A血管和炎症阶段
(2-4 days)

>凝块形成

✓ L1, IL6, TNF 释放

✓ 血管化

修复阶段
(10 to 15 days)

> 肉芽组织形成

> 上皮形成

VEGF：血管表皮生长因子，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生长

TGFb：转变生长因子，激活纤维母细胞增殖和胶原蛋白生长

表皮重建阶段
(2 months)

> ECM 重建:

✓胶原蛋白

✓蛋白聚糖

法国高端
专利技术

治愈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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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和修复作用：人体试验

海茴香干细胞 抗衰抗氧亮肤全效美肤功能

重建表皮上的伤口， 分别培养24,48,72和96小时， 37°c

测量主要的生长因子： VEGF

纤维母细胞/表皮共培养物

T

VEGF* measurement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 gives “food” to tissue)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向机体

组织提供养料）

促进VEGF 生长及加速愈合阶段

法国高端
专利技术

治愈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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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志愿者，角质测定仪

18-55岁干性肌肤的女分别在2小时，4小时，8小时检测

CIC 2   含量： 0.1 % Cellulosomes© Crithmum maritimum

保湿效果显著

海茴香干细胞 抗衰抗氧亮肤全效美肤功能

强效保湿

T

Crithmum maritimum cells
at 0.1% in a cream

improves better hydration:

✓ after 2H compared to placebo
✓ after 4H & 8H compared to T0

法国高端
专利技术

治愈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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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春 细 胞 动 能 素

你 来 定 价 ！

H R 赫 莲 娜 绿 宝 瓶 精 华 露

9 8 0 元

雅 诗 兰 黛 小 棕 瓶

6 1 9 元

青 春 细 胞 动 能 素

- 国 际 美 肤 明 星 的 内 涵 贴 心 的 价 格

采 用 小 棕 瓶 同 款 细 胞 专 利 + 绿 宝 瓶 同 款 海 茴 香 干 细 胞 专 利



清漾净润
86424043

花香，柑橘，
橙花，木香，麝香

盐系美妆潮流

个性风潮
为我定制



马达加斯加

红钻麒麟精粹

痘



肌因DNA亮灯密码
DNA SKIN CARE CODE

诉说百好博配方故事：环彩钻白精华露SL170215

斑



天然的温柔
马达加斯加野生老虎草天然修复自然力量

全球首个运用积雪草在个人护理行业的领先供应商
医药级别纯粉末

敏



青春细胞动能素
工作压力

都市压力

你的肌肤需要抗衰抗氧抗压，

高端高效，舒缓压力和敏感肌修复

奢华是美丽的附加符号

青春细胞动能素

一瓶含有约*61,500,000个原生干细胞

六大国际专利

两大国际高端生物活性肽的

奢宠高科的美肤秘器

皱



清漾净润
86424043

花香，柑橘，
橙花，木香，麝香

盐系清流香

来自全球个人护理界领先香
型供应商德国DROM的盐系香
型， 让你的肌肤充盈淡淡的

清流暗香。







后996时代

盐系美妆

引 领 美 丽 趋 势 精 益 至 美 原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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