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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的后疫 
 

转眼间，很多人宅在家里吃喝已经40多天。在这个新冠肺炎带来的特别“悠
长假期”里，很多宅在家里的人，在行为习惯上有了很大改变，比如：有的
人不仅懂得把生米煮成了熟饭，还学会了做菜；有的人不仅懂得洗衣叠被子，
还成为了家务小帮手……那些想读但一直没翻开的图书，想看但没静下心来
看的视频，想听但没系统听的音乐，都通通打开了启动键。 
 
对于那张脸，我们照顾TA的习惯也出现了变化。 每天出门长期佩戴口罩， 
也许在你的面颊留下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痕迹。。。 而长期频繁使用酒精
等消毒产品， 也许让你的双手提前跨入下一个十年。。。 
 
对于疫情给人们心灵带来的创伤，没有一种治愈药物胜过美食；而这个五味
混杂的悠长“假期”为你肌肤带来的痕迹，没有一种治愈药物抵得过安心温
和有效的科学搭配。在三月女王节到来之际，美博君搜寻各种最能让你安心
重拾昔日盛颜的“后疫”治愈方案，成为本期最美博学堂的主题： 

女神的后疫 
美博君 

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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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霜大卖，熬夜急救 口罩脸舒缓  
后疫情时代大数据 

在2月底销量 TOP10 的护肤品类中增长环比最快的是眼霜，近七天
销量涨幅超过200%。 
消费者对于“熬夜”产品的需求也同样反映在面部精华产品。美业
颜究院数据显示，近七天淘宝天猫主打熬夜的产品销量超过12万件，
其中一叶子的熬夜精华液在近七天销量接近9万件，成为最受欢迎的
的面部精华单品，目前该产品供不应求已转为店铺预售。   



眼霜大卖，熬夜急救 口罩脸舒缓  
后疫情时代大数据 

长期戴口罩容易产生的勒痕、泛红、肌肤敏感等问题。近期有一些护肤商品宣称中出现“修护口罩脸”“口罩敏感”等概念
词，“口罩脸”的出现导致一些修护舒缓类的产品销量上升，其中以珀芙研的舒缓保湿修护霜和雅漾修复霜调理喷雾为代表，
这些护肤产品主打功效以修复、舒缓、保湿为主。 



口罩夺目眼妆 绚丽出彩 

在彩妆大类中，唇釉和口红的销量并未受疫情较大的影响，销量仍是占据彩妆品类大头，而眼部彩妆（眼影、眉笔、眼线
等）有明显的销量增长，销量增长环比都在50%以上。原因是“口罩妆”开始流行，眼妆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加上国产
品牌（主要代表品牌是完美日记、橘朵和3CE）在近期推出新的眼影产品，促使消费者买买买。 

后疫情时代大数据 



女 神 的 后 疫  
防疫消杀方案 
• 0酒精免洗除菌凝露      

 
• 金银花植萃修护免洗消毒啫喱 

 
• 免洗消毒滋养喷雾 



0酒精免洗除菌凝露  

阳离子杀菌防腐活性成分 – 
RonaCARE CPC 十六烷基氯化吡啶嗡（西吡氯铵） 
RonaCare Cetrimonium Bromide（CTAB）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西曲溴铵） 
 

防疫消杀方案 

疫情防控， 安全有效的消毒杀菌是防范病毒的第一步。 

然而长时间使用酒精对皮肤的天然屏障， 皮脂有一定的损伤，

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干燥，瘙痒，甚至发红， 发炎等敏感症状。

来自全球知名医药专家默克公司的一款0酒精免洗除菌凝露，

让你在安心消毒除菌的同时， 更保持肌肤的自然健康状态。 



0酒精免洗除菌凝露  

阳离子杀菌防腐活性成分 – 
RonaCARE CPC 十六烷基氯化吡啶嗡（西吡氯铵） 
RonaCare Cetrimonium Bromide（CTAB）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西曲溴铵） 
 

防疫消杀方案 

RonaCare CPC和RonaCare Cetrimonium Bromide（CTAB）是两款阳离子杀菌防腐活性成分，常被用于漱口水和洁面湿
巾等具有杀菌需求的产品中；不仅具有抗菌功效，还可被用于对病毒的防护，尤其是对具有外膜结构的冠状病毒。国外科
学家的研究发现：CPC具有快速且强大的抗流感病毒的能力；含有CPC的口腔喷雾能够在口腔黏膜上形成对抗病毒的保
护屏障，从而有效预防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CPC通过作用于乙肝病毒的核心蛋白，能够有效抑制病毒外壳的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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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酒精免洗除菌凝露  
阳离子杀菌防腐活性成分 – 
RonaCARE CPC 十六烷基氯化吡啶嗡（西吡氯铵） 
RonaCare Cetrimonium Bromide（CTAB）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西曲溴铵） 
 

防疫消杀方案 

作为阳离子表面活性剂成分，RonaCare CPC和RonaCare Cetrimonium Bromide（CTAB）能够在病毒的外层膜结构上
（红圈）形成若干的孔洞，进而破坏病毒的外层包膜，导致其遗传物质RNA外泄和降解。50μg/ml（50ppm）的CPC处理
5分钟导致85%的流感病毒外膜破裂，遗传物质外泄此外，阳离子表活还能够导致冠状病毒表面S蛋白（红框）的变性，
即折断病毒的“钥匙”，使病毒失活，进而不再具有侵染细胞的能力。 
（若想生产备案“消”字号产品，建议使用RonaCare Cetrimonium Bromide（CTAB）西曲溴铵，备案通过更保险；西曲
溴铵 CTAB与西吡氯铵 CPC可等量替换，抑菌效果相当！）。 

50μg/ml（50ppm）的CPC处理5分钟导致85%的流感病毒外膜破裂，遗传物质外
泄 



金银花植萃修护免洗消毒啫喱 

防疫消杀方案 

酒精是传统消毒杀菌的首选。在享受酒精高效杀菌的同时， 为了尽量减少酒

精给肌肤带来的各种负担， 我们特意在这个质地晶莹剔透，水晶通透的金银

花植萃修护免洗消毒啫喱中加了传统汉方植物金银花，为急需舒缓的肌肤带

来消炎抗菌，抗氧化的功效。而来自韩国植物护肤专家百郎德的艾叶精华，

提取自艾叶的活性原料能有效地抑制肥大细胞脱粒（抑制β-氨基己糖苷酶），

从而抑制组胺和炎症因子的释放；并抑制多种炎症介质的表达；还可以减轻

皮肤刺激，因此具有抗敏+抗刺激，并改善特异性皮炎的功效。 

 

为了让你的肌肤在高效消毒杀菌的同时， 更滋润肌肤，我们还添加了来自美

国Vantage公司的Jojoba Aqua Bio-120霍霍巴果的衍生活性物，。这也是一

款具有优秀保湿功效的活性成分：我们曾在内部做过保湿测试，其结果表明，

添加了Bio-120的产品，不仅保湿能力更强，而且Bio-120还能降低产品刺激

性！ 



金银花植萃修护免洗消毒啫喱 （配方编号JG200212） 

安全植萃消炎活性成分 – 
• 金银花 - 抗菌，抗炎， 抗氧化 
• 艾叶 – 抗炎安肤，抗刺激 
• 霍霍巴果衍生物 – 保湿， 抗刺激 

防疫消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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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洗消毒滋养喷雾 

防疫消杀方案 

恰当浓度的酒精能够有效灭活病毒，但长期/频繁使用，也会对皮肤造成

伤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酒精在皮肤上的快速挥发，会带走角质层的

水分。尤其对于受损的屏障，它可能还会加重皮肤的干燥。因此，在设

计这款配方时，我们专门添加了高效活性物专利五维保湿剂 AQUAXYL。

它通过调节皮肤细胞水通道蛋白（诺贝尔奖研究领域），从而提升水分

在皮肤中的循环。同时，它还具有增加透明质酸、硫酸软骨素合成，降

解丝聚蛋白增加天然保湿因子来优化皮肤的水分储存能力。“锁”+“储”

双通路保湿。在剂型上，我们选用SepiMAX ZEN来增稠酒精，其独特的

性能，使其可以稳定增稠酒精达95%，并赋予配方透明凝胶的剂型。 

 



免洗消毒滋养喷雾（配方编号AS40067A） 

特色活性成分 – 
• 专利五维保湿剂 AQUAXYL – 深度滋养肌肤，修复屏障 
• SepiMAX ZEN – 绵密柔滑的肤感和一喷化雾的效果 

防疫消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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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洗消毒滋养喷雾核心滋养成分：AQUAXYL 五维保湿因子 
INCI:木糖醇基葡糖苷(和)脱水木糖醇(和)木糖醇 

神经酰胺1&2的合成 
+139% 

角蛋白(KRT17) 
+122% 
兜甲蛋白 
+96% 

 激肽释放酶增加 
KLK-5 +111% 
KLK-7 +63% 

半胱氨酸天冬氨酸酶-14 
+66% 

表皮透明质酸 
+31% 

真皮透明质酸 
+20% 

硫酸软骨素 
+184% 

水通道蛋白-3 
+32% 

谷氨酰胺转移酶增加 
TGM-1 +40% 

TGM-5 +126% 

五维保湿 
三重锁水 



女 神 的 御 护 
后 疫 时 代 
舒 缓 养 颜 

 • Byebye“口罩红”黄金果油Jojoba Oil 

• 卵磷脂植萃精油免洗洁面乳 
 

• 老虎草急救精华 
 
 

• HPR超级VA全效原液 
 

• 双层抗衰焕颜熬夜精华 
 
 



心安向远 心安向远 

疫情出现后，第一批被派遣到前线奋战的医护人员之一，汪俊。在连续奋战31天，最长一天工作
20小时的高强度下，口罩也给她们脸上留下了“红色的勋章”。 



口罩脸产生及症状 
针对非典期间医务人员长时间配带外科口罩而带来的皮肤问题， 相关研

究表明， 在非典期间经常使用N95的医务人员中35.5%出现皮肤不良反应。

由于长期佩戴口罩，面部皮肤出现疼痛，麻木，压红，破损等皮肤症状，

俗称“口罩脸”。 

 

成因包括：压力，剪切力，摩檫力，和潮湿。 

而体现在面部皮肤上的症状包括： 

1.起皱，干燥，脱屑 

2.压力痕，破损，脓包 

3.闭合粉刺，痤疮 

4.材质过敏，接触性皮肤炎症 

 



Byebye“口罩红”DW Jojoba Oil 

霍霍巴油DW Jojoba 

霍霍巴油的化学结构与人类皮脂相近，所以对皮肤的亲

和度高，能够用于受损皮肤的修复，强化皮肤屏障。更

能通过淬灭自由基来减少皮肤炎症，而且其刺激性低，

不会对皮肤造成负担，还有助于伤口愈合。 

口罩脸急救舒缓 

长时间佩戴口罩而导致的勒痕红肿甚至破损，本质上是皮肤

出现了炎症，以及摩擦导致破损。所以缓解红肿，最好的方

式就是消除皮肤的炎症。 



霍霍巴是唯一的类似于人体皮脂的化学结构液体蜡酯 
 
 

类似于人体皮脂的结构，是皮肤屏障修护的理想
组分 
 
 

97% 
的霍霍巴的结构 
类似于人体皮脂 

 
 

不同于普通的油，霍霍巴油实质是一种液态蜡酯.  
结构赋予它: 
-更稳定（无油耗味、较高的化学稳定性） 
-不致粉刺 
-无油宣称 







磷脂是细胞膜的主

要成分之一，双层

结构可以保护细胞

免受物理（摩擦）

化学（酒精消毒）

影响，Emultop™ 

Velvet IP卵磷脂为

配方提供了与皮肤

兼容性极高、天然

安全无刺激的优势。 

卵磷脂植萃精油
免洗洁面乳 

口罩脸急救舒缓 



磷脂酰胆碱，是磷脂酸结构中的磷酸基团与胆碱相连接所成的酯，宏观结构上一个亲水基头和两条疏水尾
链（如上图所示）。使用卵磷脂在不破坏角质层结构的基础上，改善了亲水性活性成分的生物利用率，通

过磷脂双分子层的特殊结构能够将亲水性活性物质包裹于亲水性核中。 



Emultop™ Velvet IP 
非转基因大豆来源卵磷脂 

100%天然来源 
非转基因大豆来源的卵磷

脂，理想的绿色天然成分，

适用于天然可持续概念宣

称 

高PC含量 
高含量磷脂酰胆碱（PC）相

当于标准型卵磷脂产品的2倍

含量，可乳化高达20%的油

脂 

安全、温和 
柔软丝滑的肤后感，杰出的

温和性能，性价比高，易于

使用，适用于冷配或热配工

艺 



老虎草急救精华（配方编号QL19010） 

专利高效抗敏消炎植萃 –  
纯粉末医药级别马达加斯加野生老虎草MADECASSOSIDE 

口罩脸急救舒缓 

除了勒痕红肿，有些人的皮肤由于本来就敏感，而佩戴口罩

会导致面部皮肤长时间处于闷热潮湿不透气的环境中，从而

触发皮肤大面积敏感红肿、瘙痒。富含源于马达加斯加原始

深林的“森林卫士”老虎草MADECASSOSIDE急救精华能

快速祛红止痒，舒缓镇静红肿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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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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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改善皮肤的红斑，脱屑 & 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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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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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天即见效果，且作用可维持至56天 



双层抗衰焕颜熬夜精华 
熬夜救星  

双层精华，摇匀使用，使用时能体验到微
囊精粹在手上一滑而下的感觉 

全效高科技抗衰焕颜双层精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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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肌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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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NOCYCLIN 生物节律同步肽 

诺贝尔之星富勒烯，强效抗氧化，淬灭熬
夜产生的自由基；搭配生物节律同步肽，
恢复肌体的昼夜节律；ALISTIN脱羧肌肽，
抗糖排毒，消除脸上黄气 

多重活性因子击退倦容 

口罩脸急救舒缓 

仙人掌的果实中含有维生素C，墨西哥等
地也用鲜果加工成罐头或酒精饮料，可作
为坏血病的一种早期治疗方法 

仙人掌植物精粹 

如需配方体验，  
请联系美博君 inof@biohope.com.cn;或电话 020-875211822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Liponate CCC MB 19.50 椰油醇-辛酸酯/癸酸酯 

DW Jojoba Colorless 5.00 霍霍巴(SIMMONDSIA CHINENSIS)籽油 

Jojoba Glaze LV 1.00 霍霍巴籽油/乙烯/丙烯/苯乙烯交联聚合物（和）丁烯/乙烯/苯乙烯交联聚合物 

LipoFullerene 0.50 富勒烯/角鲨烷 

Lipo chroman 0.04 异壬酸异壬酯/二甲基甲氧基苯并二氢吡喃醇 

角鲨烷 4.00 角鲨烷 

水 45.4 水 

BIO-SODIUM HYALURONATE 
POWDER (MMW)（1%） 8.00 透明质酸钠 

ALISTIN 1.00 脱羧肌肽 HCl/丁二醇/羟苯甲酯钠/水 

CHRONOCYCLIN 1.00 谷氨酰胺基乙基咪唑/山梨酸/苯氧乙醇/水 

OPUNTIA DILLENII EXTRECT（D） 10.00 水/仙人掌提取物/双丙甘醇 

MeiYanOL 1.00 水/1,3-丙二醇/接骨木(SAMBUCUS NIGRA)提取物 

effisin HDA -AP- 0.28 对羟基苯乙酮 

effisin HD -AP- 0.28 己二醇 

1，3丁二醇 3.00 1，3丁二醇 

双层抗衰焕颜熬夜精华（配方编号DZ200112） 



双层抗衰焕颜熬夜精华核心滋养成分： 
OPUNTIA DILLENII EXTRECT 仙人掌植物精粹 

INCI:水（和）仙人掌提取物（和）双丙甘醇 

仙人掌的液汁是黄绿色的，富含维生素，在中医上向有行气活血、清热解毒、

消肿止痛、健脾止泻、安神利尿的功效的功效。 

 

用于护肤品中，能协同抑菌，故有助于减少防腐剂的用量，同时其优

异的抗炎效果，能抵御熬夜带来的肌肤微损伤。 
 

关于仙人掌也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仙人掌是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她娇嫩如水，稍一触

碰便失去了生命。上帝不忍，在她的心上加上了一套盔甲，坚硬如铁，上面还带有伤人

的钢刺。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看到仙人掌之心了，凡是接近她的生物都会鲜血淋漓。很

久之后，有一位勇者要铲除这恶物，剑出刀落，仙人掌变成了两半，从中却是绿色的液

体。原来，那是被封存的仙人掌之心，由于无人了解其中的寂寞，化成了滴滴泪。 



双层抗衰焕颜熬夜精华核心科技成分 - CHRONOCYCLIN 生物节律同步肽 
INCI:谷氨酰胺基乙基咪唑（和）山梨酸（和）苯氧乙醇（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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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层精华 

INNOVATION TIPS 
体验感也是这款精华的重头戏之一，滴几滴到

手背上，能感受到微囊精华在手背上滑来滑去

的奇妙体验，不含表活和乳化剂，体系用

MMW作水相增稠，LV稍微增加油相稠度，分

层速度快 



HPR超级VA全效原液 
女神焕颜秘籍  

这是一款集强抗氧化成分，强修复活性成分，高浓度透明

质酸，和专利五维保湿科技的高端全效产品。 

2%浓度的AC-HPR-已溶解的维生素A醇衍生物，羟基频哪

酮视黄酸酯是全反式直接维A酸的非处方酯，一种高阶的类

维生素A形态。它比起A醇、A醇棕榈酸酯和几乎所有其它

形态的非处方类维生素A，能起到更佳多重针对肌肤老化效

果。来自法国北纬45度香槟产区的纯粉末高浓度小麦神经

酰胺与黄金果油霍霍巴油为肌肤的屏障修复带来纯自然力

量。 

专利五维保湿科技AQUAXYL更为肌肤带来锁水，补水， 

捕水，输水，产水的五维深度保湿。 

 

超级VA与强抗氧化活性成分的盛宴 

口罩脸急救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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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SEPINOV EMT 10 0.30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 
Liponate CCC MB 1.20 椰油醇-辛酸酯/癸酸酯 

DW Jojoba Colorless 0.50 霍霍巴(SIMMONDSIA CHINENSIS)籽油 
HP200 0.80 聚二甲基硅氧烷/环聚二甲基硅氧烷 

AC-HPR 2.00 羟基频哪酮视黄酸酯 
CERAMOSIDES HP 0.10 糖鞘脂类(和)糖脂 

Lipo chroman 0.10 异壬酸异壬酯/二甲基甲氧基苯并二氢吡喃醇 
SENSANOV WR 0.40 C20-22 醇磷酸酯(和)C20-22 醇 
SEPIMAX ZEN 0.10 聚丙烯酸酯交联聚合物-6 

1,3-丁二醇 3.00 丁二醇 
Liponic BIO EG-1 3.00 甘油聚醚-26 

SOLAGUM AX 0.10 阿拉伯胶树（ACACIA SENEGAL）胶/黄原胶 
TEA 0.05 三乙醇胺 

EDTA-2Na 0.10 EDTA-2Na 
水 TO100 水 

SEPILIFE NUDE 0.30 丙烯酸钠/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和)C15-19 烷(和)聚甘油-6 月桂酸酯(和)聚甘油-6 

PORTULACA EXTRACT 1.00 水/丁二醇/马齿苋 
(PORTULACA OLERACEA)提取物 

Bio-Sodium Hyaluronate （1%） 6.00 透明质酸钠 
AQUAXYL 1.00 木糖醇基葡糖苷/脱水木糖醇/木糖醇 
euxyl K 350 0.50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AC-GR-01 0.10 葡糖基芦丁 

水 2.00 水 

HPR超级VA全效原液（配方编号DZ200108） 



HPR超级VA全效原液核心超级成分：AC-HPR 超级VA 
INCI:羟基频哪酮视黄酸酯 

无刺激，功效显著， 
相对稳定 

刺激，功效显著， 
容易黄变 

低刺激，功效不显著， 
相对稳定 

不稳定 

处方药，刺激 



HPR超级VA全效原液核心超级成分： AC-HPR 超级VA 
INCI:羟基频哪酮视黄酸酯 



HPR超级VA全效原液核心超级成分： AC-HPR 超级VA 
INCI:羟基频哪酮视黄酸酯 



口罩女神夺目秘籍 
炫 彩 眼 妆 

• 微 雕 睫 毛 膏   • 水 眉 笔   

不露脸，全靠眼  



微雕睫毛膏  
素颜盐系妆 

以高熔点高硬度的巴西棕榈蜡作为赋形剂，
搭配氢化聚异丁烯，轻盈包裹睫毛，一刷
纤长，快速定型，立体卷翘 

纤长卷翘 

球形复合粉末1107Q，超强丝滑感，提高
膏体的顺滑度，有效避免“苍蝇腿” 

告别苍蝇腿 

添加高防水力聚合物包裹睫毛，减少晕妆
现象。DERMACRYL E作为主成膜剂，膜
层光亮，防水性极佳；DERMACRYL N、
DERMACRYL X作为辅成膜剂，速干性强，
膜层硬脆，可以加速辅助定型。 

不晕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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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TOWAX-1F3 5.5 巴西棕榈树(COPERNICIA CERIFERA)蜡 
TOWAX-5B2 4.0 石蜡/巴西棕榈树(COPERNICIA CERIFERA)蜡/季戊四醇氢化松脂酸酯 

18酸 2.6 18酸 
16/18醇 1.6 16/18醇 

SIMULSOL 165 1.6 甘油硬脂酸酯（和）PEG-100硬脂酸酯 
LiposorbSQO 0.6 山梨坦倍半油酸酯 

Panalane H-300E 3.0 氢化聚异丁烯 
DC345 2.0 环聚二甲基硅氧烷/环己硅氧烷 

VE乙酸酯 0.1 VE乙酸酯 
RHEOSIL 1107Q 2.0 乙烯基聚二甲基硅氧烷/聚甲基硅氧烷硅倍半氧烷交联聚合物 

水 TO 100% 水 
K90 2.0 PVP 

QP 100MH 0.3 羟乙基纤维素 
丙二醇 3.0 丙二醇 
TEA 1.2 三乙醇胺 

EDTA二钠 0.05 EDTA二钠 
Black OF-35 10.0 水/ CI 77266/丁二醇 

DERMACRYL E 20.0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DERMACRYL N 10.0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DERMACRYL X 5.0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EUXYL K350 0.8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微雕睫毛膏 配方编号DW19122401 



微雕睫毛膏核心科技：DERMACRYL® N 
INCI: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DERMACRYL® N是一种聚合物，可以有效形成富有光泽的膜； 

• 烷基化的聚合物，如BALANCE ®  RCFg, Structure ® 2001

均可以在使用了DERMACRYL® N的水剂里在不影响光泽度的

同时形成一定的粘度。 

•DERMACRYL® N广泛作为增稠剂，类似黄原胶，纤维素，可

以增强粘度， 但后者会影响光泽度。 

•所有增稠剂和DERMACRYL® N在流平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微雕睫毛膏核心科技： TOWAX-1F3 
INCI:巴西棕榈树(COPERNICIA CERIFERA)蜡 

•原料学术名： COPERNICIA CERIFERA MARTIUS 

• 原产地： 巴西北部 

• INCI名： COPERNICIA CERIFERA (CARNAUBA) WAX 

• 中文INCI名： 巴西棕榈树蜡 

• 特性： 高熔点； 高硬度； 优秀的乳化能力； 出色的光泽度 

• 推荐使用： 唇膏，发蜡，化妆品 



水眉笔 
隐形绣眉秘器 

软刷头，打造根根分明效果 

液体水眉笔 

5%DERMACRYL N作为成膜剂，速干性
强，防水性佳 

防水不脱“眉” 

水溶乳木果油，达到滋养眉毛的效果 
滋养秀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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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水 TO 100% 水 

丁二醇 2.0 丁二醇 

甘油 1.0 甘油 

LIPONATE™ SB-50 2.0 PEG-50 牛油树脂 

SIMULGEL™ EG 0.5 丙烯酸钠/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和)异十六烷(和)聚山梨醇酯-80 

CS20 6.5 鲸蜡硬脂醇聚醚-20 

EDTA二钠 0.05 EDTA二钠 

YELLOW NO.5 0.55 CI 19140 

RED NO.33 0.35 CI 17200 

BIUE NO.1 0.15 CI 42090 

DERMACRYL N 5.0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TEA 0.025 三乙醇胺 

K350 0.5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水眉笔配方编号DW19122501 



水眉笔核心成分：LIPONATE™ SB-50 水溶乳木果油 
INCI:PEG-50 牛油树脂 

• 清澈至浅黄色粘稠液体 

• 含有50 摩尔环氧乙烷的牛油树脂 

• 由高度精制的牛油树脂制备而来 

液体形式的牛油树脂(牛油果脂)具有软化&调理性能 

适合任何(冷& 热)生产工艺 



女 神 香 氛 

来自全球知名香氛专家DROM德乐
满的特色香氛为您带来愉悦舒适的香
氛方案，让您享受快乐护肤~~ 



柠香呵守 

柑橘，柠檬，青柠，松香 

融合柠檬、青柠、甜橙的纯净能量，汇集山苍子、橙皮、桉树、
松脂、香茅等多种中草药植物精油成分，调配出一剂健肤香方，

为肌肤筑起战“疫”防御，远离病菌，尽享安心呵护。 

30238071 

  
声明: 此介绍仅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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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香入药，防控疫疾。 

山苍子精油      橙皮精油      甜橙精油       桉树精油      松脂精油      香茅精油 
 



女神的御护- 
后疫情时代的舒缓养

颜 

女神香氛 女神的后疫 – 
防疫消杀方案 口罩女神夺目秘籍 

-炫彩眼妆 后疫情时代 
市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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