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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摆摊吧！ 前浪和后浪们！

火爆的地摊经济，不管对于个体还是企业，都是一个绝佳的商机。现在是投身地摊经济的

最好时期，是凭借双手怎么都不会饿肚子的最好时期，甚至是小本生意也能发财挣钱的最

好时期。上班族可以晚上摆夜市补贴家用，没有工作的可以自食其力解决就业，想创业但

又缺少本钱和经验的可以从摆地摊干起。

永远立于浪尖的美博君在本期最美博学堂将分享一些地摊经济下的潮流美妆设计。比如熬

着最深的夜赚着最累的钱的“后浪”一族急需的熬夜醒肤秘籍； 比如极具人间烟火，兼具直

播+地摊模式的美肤方案；还有与地摊经济毫无违和感的高端香型。。。

2020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选择和努力获得成功，也可能因

为自己的选择和犹豫错失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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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暖的人间烟火 最直白的美肤体验

想在眼花缭乱，五味杂陈的地摊红海中突围而出， 商品的差异化，和直观性十分重要。所以我们特别挑选了

具有直播网红气质，并富有功效内涵的特色美肤产品设计， 让你不用大声吆喝， 让产品自己说话， 在茫茫

地摊红海中脱颖而出 吸金无限。



 一抹白系列

一洗二敷三涂抹 夜市里最亮的那道白！

 80E水光针

8大HA+VE， 谁说地摊不能邂逅医美？

 973极光水

茫茫地摊蓝海中的９７：３黄金比例环彩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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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一洗白沐浴露

敷

一敷白面膜膏

抹

一抹白身体乳

一抹白素颜霜

 一抹白系列 一洗二敷三涂抹 夜市里最亮的

那道白！

 一抹白系列 洗敷护三步， 兼具直播经济与地摊经济双重网红气质， 产品立竿见影看得见的效果，长效安全温和护肤的功效，

让你不用大声吆喝， 成为夜市里最亮的那道闪电！



原料 加量 INCI名 供应商

水 To100 水 LOCAL

Dissolvine NA2 0.10 EDTA 二钠 Nouryon

N70 9.00 月桂醇聚醚硫酸酯钠 BASF

CMEA 0.60 椰油酰胺 MEA BASF

JOJOBA AQUA BIO-120 0.30 霍霍巴蜡 PEG-120 酯类 VANTAGE

ELFAN® AT 84 C 2.00 椰油酰羟乙磺酸酯钠 Nouryon

ELFACOS GT 282 S 0.30 鲸蜡硬脂醇聚醚-60 肉豆蔻基甘醇 Nouryon

Metaupon KMT 30 4.00 甲基椰油酰基牛磺酸钠 Vantage

TEGO Btain F50 8.00 椰油酰胺丙基甜菜碱 EVONIK

PROTEOL™ APL EF 2.00 月桂酰燕麦氨基酸钠 SEPPIC

Liponate SB-50 2.00 PEG-50牛油树脂 Vantage

AQUAXYL 0.20 木糖醇基葡糖苷(和)脱水木糖醇(和)木糖醇 SEPPIC

RonaCare® 
Nicotinamide

0.50 烟酰胺 Merck

HOMBITAN AC360 2.00 二氧化钛（CI 77891）/氧化铝/三乙氧基辛基硅烷 VENATOR

86318180 0.30 香精 DROM

ORAMIX™ CG 110 3.00 辛基/癸基葡糖苷 SEPPIC

Sf-1 4.00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 Lubrizol

水 8.00 水

Euxyl K100 0.10 苯甲醇/甲基氯异噻唑啉酮/甲基异噻唑啉酮 S&M

 一抹白系列 一洗白沐浴露（配方编号JG200421）

洗

一洗白沐浴露

洗白沐浴露清洁是护肤管理的基础，若没有

干净去除肌肤上的污垢和妆容残留物，不仅

会影响护肤品的吸收，还特别容易堵塞毛孔，

引发各种皮肤问题。一洗白沐浴露添加高纯

度烟酰胺搭配木糖醇保湿因子，持久滋润肌

肤，肌肤莹润有亮泽，集沐浴与护肤于一体。

加入中粒径钛白粉，沐浴焕白，肌肤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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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天然糖类复合物，SEPPIC专利

含有2种富含羟基的吸湿性分子

锁住并捕捉游离的水分子

Glucose 
(plant origin)

葡萄糖(植物来源)

Xylitol
(plant origin, preferably wood)

木糖醇(植物来源，优先选用木头)

+

Xylitol 木糖醇

Xylitylglucoside 木糖醇基葡糖苷

+

Anhydroxylitol 脱水木糖醇

AQUAXYL

一洗白沐浴露功效亮点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无防腐剂

中国： IECIC 2014和SFDA 2007列表中列出

ECOCERT, NATRUE

获得ECOCERT和NATRUE认证



Epidermis 表皮

Corneous layer 角质层

Granular layer 颗粒层

Spinous layer 棘层

Dermis 真皮

 Barrier effect 屏障功能
Water reserve 水分储备
Water circulation 水分循环



Inter-cellular cement:
Ceramides/Cholesterol 

细胞间的”水泥”：
神经酰胺/胆固醇



NMF 
天然保湿因子



Kallikrein: regulates desquamation
激肽释放酶：调节皮肤脱屑



Structural proteins in the corneous layer:
Loricrin, Keratin 
角质层中的结构蛋白：兜甲蛋白和角蛋白

Tight junctions  紧密连接

Aquaporin 水通道蛋白

Transglutaminases

(activate the structural organization of the epidermis) 

谷氨酰胺转移酶 (活化表皮的结构)

Epidermal hyaluronic acid 
表皮中的透明质酸

Chondroitin sulfate

Dermal hyaluronic acid
硫酸软骨素
真皮中的透明质酸

一洗白沐浴露功效亮点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润泽的肌肤看起来更加美丽动人

使用1个月后，角质层得到了重建，变得更加强韧

AQUAXYL 3%Placebo 安慰剂

皮肤的微细纹理改善30%
(与安慰剂对比)

皮肤脱屑改善25%(与安慰剂对比)

肉眼可见的改善作用
补水概念 – 获得重建、更加光滑和柔软的肌肤

一洗白沐浴露功效亮点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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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formula

LANOL™ 99
SEPIGEL™ 305
Preservative
AQUAXYL™
pH

5.00%

2.00%
0.50%
3.00%
≈6

+139%*
神经酰胺1&2的合成增加139%
它们是表皮细胞间”水泥”中的关键脂质

*p<0.05

在同样的条件下，甘油对神经酰胺的合成没有作用。

通过薄层层析分析皮肤外植体中表皮的
脂质情况，该皮肤外植体先用乙酮进行
脱脂处理，然后再用3% AQUAXYL进行

涂抹处理(离体实验)

结果与未处理的脱脂皮肤外植体进行对比

重建皮肤屏障、降低干燥风险

细胞间的”水泥”得到

强化：AQUAXYL能够促

进神经酰胺1&2的合成

一洗白沐浴露功效亮点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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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GCR增加61%
角化细胞包膜中的一种
酶，参与胆固醇的合成

利用美容基因组学对屏障功能相关基因的

表达情况进行分析，使用3%AQUAXYL和安慰剂

涂抹处理过的皮肤外植体(离体实验)

-处理24小时后对92种基因进行转录组学分
析(RT-qPCR)
-分析信号通路 (GeneSpring™ 通路分析, 
Agilent Software)

重建皮肤屏障、降低干燥风险

细胞间的”水泥”得到

强化：AQUAXYL能够提

高HMGCR(3-羟基-3-甲

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

酶 )基因的表达，从而

促进角化细胞间的胆固

醇的合成

Applied formula

Montanov™ 68 5.00%
Montanov™ 202 2.00%
Lanol™ 1688 0.50%
Sterile water                     qs 100%
Simulgel EG                     1.00%
AQUAXYL™ 3.00%
Citric acid 25%                   qs
pH=5.5

一洗白沐浴露功效亮点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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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shield effect: 

AQUAXYL stimulates the 

gene expression

of the structural 

proteins in the

corneous layer

加强防护效果：

AQUAXYL能够

增加角质层结构

蛋白的基因表达

+96%

兜甲蛋白增加96%
约占角质层蛋白质的60%
增加角化细胞膜的硬度

+122%

角蛋白(KRT17)增加122%
一种结构蛋白，参与细胞间的粘附

+111% KALLIKREINS
+63% (KLK-5, KLK-7)

激肽释放酶增加(KLK-5增加111%，KLK-7增加63%)
帮助角质层更新(调节皮肤脱屑)

利用美容基因组学对屏障功能相关基因的表
达情况进行分析，使用3%AQUAXYL和安慰剂

涂抹处理过的皮肤外植体(离体实验) 

-处理24小时后对92种基因进行转录组学分析(RT-qPCR)
-分析信号通路 (GeneSpring™ 通路分析, Agilent Software)

Applied formula

Montanov™ 68 5.00%

Montanov™ 202 2.00%

Lanol™ 1688 0.50%

Sterile water               qs 100%

Simulgel EG                 1.00%
AQUAXYL™ 3.00%

Citric acid 25%             qs pH=5.5

重建皮肤屏障、降低干燥风险

一洗白沐浴露功效亮点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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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角质层维持最佳的

保湿度(水分含量：

15-25%)：AQUAXYL能

够促进表皮透明质酸

的合成，从而增加表

皮的水分储备

通过ELISA法分析表皮中透明质酸的浓
度

(抗透明质酸抗体，测试5次，与对照组对比)

用0.01%AQUAXYL或者0.2µM视黄醇(阳性对照) 
对培养的正常人角质形成细胞进行处理/视黄醇处理后

透明质酸增加115% 

+31%SL

透明质酸增加31%
填充在细胞外空间中的一种
多糖
具有高度的吸湿性(能够锁住自身重量1000倍
的水分子)
调节表皮的多种功能(胆固醇合成等)
有助于增加皮肤的体积，使其变得丰盈

SLp<0.1

优化水分储备

一洗白沐浴露功效亮点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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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光光度法(450nm， Stains-all染色)分析
真皮中硫酸软骨素的浓度(与对照组对比)

用0.01%/0.1%AQUAXYL或者EGF表皮生长
因子(阳性对照)对培养的正常人成纤维细胞
进行处理/EGF处理后硫酸软骨素增加55% 

+184%*

硫酸软骨素

填充在细胞外空间中的一种多糖
具有高度吸湿性，维持渗透压
维持皮肤的生物机械性能：维持真皮的结构和弹性
增加皮肤体积，使其变得丰盈

硫酸软骨素增加(0.01% AQUAXYL增加184%，
0.1% AQUAXYL增加255%)
AQUAXYL对硫酸软骨素合成的促进作用具有
剂量依赖性

使真皮维持最佳的保湿度
(水分含量：70%)：
AQUAXYL能够促进硫酸软
骨素的合成，从而增加真
皮的水分储备

*p<0.05 在同样的条件下，甘油对硫酸软骨素的合成没有作用。

优化水分储备

一洗白沐浴露功效亮点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C
IR

C
U

LA
TI

O
N

-处理24小时后对92种基因进行转录组学分析(RT-qPCR)
-分析信号通路 (GeneSpring ™ 通路分析, Agilent Software)

提高表皮棘层和颗粒

层的细胞内水合：

AQUAXYL能够增加表

皮中水通道蛋白的数量

+32%
水通道蛋白-3增加32%
跨膜蛋白
水通道蛋白：在细胞间形成孔道

水通道蛋白
增加水分在表皮棘层和颗粒层中
的跨细胞运输

Applied formula 

AQUAXYL™ 3.00%

Montanov™ 68 5.00%
Montanov™ 202 2.00%
Lanol™ 1688 0.50%
Sterile water                 qs 100%
Simulgel EG                   1.00%

Citric acid 25%              qs pH=5.5

利用美容基因组学对屏障功能相关基因的表

达情况进行分析，使用3%AQUAXYL和安慰剂

涂抹处理过的皮肤外植体(离体实验)

优化水分循环

一洗白沐浴露功效亮点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一抹白系列 一敷白面膜膏（配方编号DZ190123）

敷

一敷白面膜膏

在所有护肤秘诀中，保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一项。

想避免清洁带来的皮肤内部水分蒸发，最好使用

面膜来充分补水。一敷白面膜膏添加日本科技

ASCOMATE-C亮白肌肤， 舒缓敏感炎症肌， 配

合中粒径钛白粉HOMBITAN AFDC 300，厚敷脸

部，深度滋润肌肤的同时， 带了长效亮白与即时

亮白的双重功效， 15min清洗后仍带有嫩白感，

肌肤嫩白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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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 比例 INCI 供应商
SENSANOV WR 1.50 C20-22 醇磷酸酯(和)C20-22 醇 SEPPIC

混醇 1.00 鲸蜡硬脂醇

蜂蜡 1.00 蜂蜡

Panalane L-14E 6.00 氢化聚异丁烯 Vantage

Lipovol MAC 2.00 澳洲坚果(MACADAMIA TERNIFOLIA)籽油 Vantage

DC1403 0.50 聚二甲基硅氧烷/聚二甲甲基硅氧烷醇 DOW CORNING

水 TO100 水

丙二醇 5.00 1，2丙二醇

RonaCare 
Nicotinamide

0.50 烟酰胺
MERCK

RonaCare Allantoin 0.20 尿囊素 MERCK

Carbopol Ultrez U21 0.25 丙烯酸（酯）类/C10-30 烷醇丙烯酸酯交联聚合物 Lubrizol

CAPIGEL 98 1.20 丙烯酸(酯)类共聚物(和)水 SEPPIC
HOMBITAN AFDC 

300
1.00 二氧化钛（CI 77891）/ 氧化铝/甘油 VENATOR

高岭土 0.80 高岭土

ASCOMATE-C 0.30 抗坏血酸磷酸酯镁 昭和

水 3.00 水

柠檬酸钾 0.13 柠檬酸钾 广州试剂

PONCIRUS EXTRACT 
(IT)

1.00
水/甘油/

枸桔(PONCIRUS TRIFOLIATA)果提取物
BIOLAND

euxyl K 100 0.10
苯甲醇/甲基氯异噻唑啉酮/

甲基异噻唑啉酮
S&M

86461316 0.10 香精 DROM

TEA 1.15 三乙醇胺 广州试剂



一敷白面膜膏功效亮点
日本科技ASCOMATE-C™
抗坏血酸磷酸酯镁

稳定且有活性的维生素C前体

在活性氧及高温条件下保持稳定状态

清除色素、自由基、抗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功效

亮白肌肤， 舒缓敏感炎症肌



抗
坏
血
酸
磷
酸
酯
镁

祛
印
无
瑕

炎症
阶段

初始
阶段

愈合阶
段

皮脂过度分泌

痤疮丙酸杆菌过度生长

脂类水解

脂类氧化

透明质酸降解

金黄色葡萄球菌过度生长

炎症

皮肤凹陷

皮肤色素沉淀

抗菌剂

抗酶剂

抗酶剂

抗菌剂

ASCOMATE-C能有效清除自由基、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增白皮肤

涂抹在皮肤表面时，ASCOMATE-C 具有杰出的清除细胞内自由基功效。这一活性表现为防止脂质过氧
化和抑制炎症。在愈合阶段，ASCOMATE-C抑制由胶原蛋白降解酶导致的皮肤凹陷和酪氨酸酶导致的皮
肤变黑。在许多情况下，处理这类伤痕对于患者非常重要，因为伤痕对存在很长时间。到目前为止几
乎没有痤疮护理产品能护理愈合阶段



抗
坏
血
酸
磷
酸
酯
镁

祛
印
无
瑕

临床测试，使用5% Ascomate-C 5个月可明显减轻痤疮，改善痘印



一敷白面膜膏功效亮点
HOMBITAN AFDC 300 

二氧化钛/氧化铝/甘油

一种白度高和带有蓝色调的未包覆的锐钛矿型的亲水性二氧化

钛颜料。特别纯净的成分， 为肌肤带来立竿见影的亮白效果。



 一抹白系列 一抹白素颜霜（配方编号BGZ160922）

抹

一抹白素颜霜

对于汗流浃背的夏天来说，化妆很可能是一个噩梦。

所以夏日护理的最后一步，清爽的素颜霜是不错的选择，轻

轻松松完成清透裸妆。一抹白素颜霜，Geltrap油包凝胶体系，

滋润感强，易推开。富含法国布尼塔尼亚珍稀海藻精华， 加

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为肌肤带来70种矿物离子， 结合15种氨

基酸， 让肌肤在炎炎夏日顿时DUAN DUAN喝饱满满的营养

元素和水分，顿感清凉舒爽！

2%的HOMBITAN AC360能带来比较好的提亮遮瑕效果，

堪称夏日裸妆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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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 剂量% INCI名 供应商
Easynov 1.8 辛基十二醇/辛基十二醇木糖苷/PEG-30二聚羟基硬脂酸酯 SEPPIC

L-19 2.0 C15-19烷 SEPPIC

LANOL 99 2.0 异壬酸异壬醇酯 SEPPIC

DC200(5CTS) 4.0 聚二甲基硅氧烷
DOW 

CRONING

E+540 2.0 聚甲基硅倍半氧烷
ABC 

NANOTECH

AC360 2.0 二氧化钛 （CI 77891）/氧化铝/三乙氧基辛基硅烷 HUNTSMAN

香精 86331482 0.15 香精 DROM

去离子水 To 100 水 Local

1,3丁二醇 6.0 丁二醇 Local

SEPINOV EMT 
10

0.8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 SEPPIC

SEPIPLUS S
0.7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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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PIC

甘油 6.0 甘油 Local

FRUCTAN 2.0 果聚糖 Bioland

Amino Acid 
Complex (B) 

1.0
水/丁二醇/赖氨酸/组氨酸/精氨酸/天冬氨酸/苏氨酸/丝氨
酸/谷氨酸/脯氨酸/氨基乙酸/丙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亮

氨酸/酪氨酸/苯丙氨酸
Bioland

GLACIAL MINER
AL WATER-PE

2.0 海水 Ironwood

OLIGOGELINE 1.0 水/皱波角叉菜（CHONDRUS CRISPUS）提取物
Biotech 
Marine

K350 0.6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S＆M



The Legend

一抹白素颜霜

海洋 冰川， 山海灵气之结晶.

来自加拿大人迹罕见纯净冰川海洋精华，

印第安古老疗法，

富含70种矿物离子， 深度润泽滋养肌肤，

肌肤顿感冰凉沁肤体验！



生长环境独一无二：

加拿大冰川海泥的生成环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那里人迹罕至，泥源自于落基山脉，经过贝拉库勒河的流淌奔
腾冲向大海，数百万年冰川地脉的深藏，从没有被人类及其工业生产所影响。

一抹白素颜霜功效亮点 - 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山海结晶,冰川之秀 - 丰富矿物 即时舒缓



开采难，“难于上青天”：

加拿大冰川海泥的生成必须经过100万年，它深藏在常年冰封的与加拿大北部卑斯省接壤的太平洋海底，其开采面积
仅方圆40英亩，一年之中可开采的时间不足3个月。全球只有三家公司由加政府授权开采！十分有限的自然资源！

一抹白素颜霜功效亮点 - 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山海结晶,冰川之秀 - 丰富矿物 即时舒缓



为什么IRONWOOD天然冰川矿物水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独一无二，产量少
天然纯净无污染

更多矿物质 更天然保湿 更多功效：
离子交换及高渗透性

来源于世界独一无二的加拿大天然
海洋冰川泥， 形成与100万年前；
人迹罕至，从未污染；
开采面积仅方圆40英亩，一年之中
可开采的时间不足3个月

冰川水以其特有的生命激活力被誉为
“生命之水”
源于享有“美人泥”之称的加拿大冰川
海泥， 富含70多种矿物质，使用天然均
衡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可使肌肤矿化。研
究发现，许多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对肌肤有
多重益处

天然小分子团水，高效保湿
拥有均衡的钾/钠比率，并与自然肌肤的水
含量类似：维持肌肤细胞的等压环境以预防
TEWL（经皮失水），并增加肌肤湿度

高渗透性带来肌肤清凉感觉
减少皮脂溢腺体的活动
缩小毛细孔
抗炎
提升其他活动分子的生物利用率

一抹白素颜霜功效亮点 - 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山海结晶,冰川之秀 - 丰富矿物 即时舒缓



天然冰川海泥矿物水的特性

天然有机 自然防晒 真正独特

天然冰川海泥及矿物水被欧盟国

际有机生态认证中心认证为天

然、有机、生态的化妆品原料

 天然冰川海泥矿物质与防晒霜活性
物共同作用，比如可使氧化锌获得
高SPF (UVB) 和高PFA (UVA)读数，
如果不是共同作用就获得不了。

 广谱防护

 天然海洋矿物防晒产品符合国际
UVB & UVA 规范

 持久的UV光稳定保护

 清澈水溶剂：易于使用

 无味

 无色

 中性酸碱值

 自然平衡的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一抹白素颜霜功效亮点 - 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山海结晶,冰川之秀 - 丰富矿物 即时舒缓



天然冰川矿物水的品牌产品：
爱茉莉的HERA防晒摩丝，可以降温的防晒品！

一抹白素颜霜功效亮点 - 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山海结晶,冰川之秀 - 丰富矿物 即时舒缓



一抹白素颜霜功效亮点 - 滋养保湿：复合氨基酸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分子结构单体，是肌肉、

血液、皮肤和体内器官的主要成分。

 由符合天然比例的氨基酸组成

 提供宝宝肌肤生长必须的营养，同时保湿

滋润

 无防腐
C
o
m
pl
e
x

A m i n o  a c i d
A m i n o  a c i d



一抹白素颜霜功效亮点 - 滋养保湿：复合氨基酸

 复合氨基酸和角质层中氨基酸的组成比例基本相同



一抹白素颜霜功效亮点 - 滋养保湿：复合氨基酸

水分含量变化

减轻脱皮现象

 复合氨基酸能增加皮肤水分含量

 显著改善脱皮现象



一抹白素颜霜功效亮点
HOMBITAN AC360 
二氧化钛/氧化铝

HOMBITAN AC360一种白度高和带有蓝色调的未包覆的锐钛矿型

的亲油性二氧化钛颜料。粒径中等，平均约170nm，油分散性良

好，肤感和稳定性优越，非常适用于裸妆妆感的素颜霜。



 一抹白系列 一抹白身体乳（配方编号HT20200426）

抹

一抹白身体乳

除了脸部，身体的保湿补水也不能停！

趁着沐浴完毛孔还处于张开的状态，给身体也

来一套美白呵护岂不美哉。作为一款身体乳，

一抹白选用Geltrap油包凝胶体系，清爽莹润，

易推开。2%的HOMBITAN AC360能带来比

较好的提亮遮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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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 剂量% INCI名称 供应商

EASYNOV 1.8
辛基十二醇/辛基十二醇木糖苷/PEG-30二聚羟基硬

脂酸酯
SEPPIC

AC360E 2.0 二氧化钛（CI 77891）/氧化铝/三乙氧基辛基硅烷 VENATOR

TDTM 1.0 十三烷醇偏苯三酸酯 VANTAGE

L-14E 2.0 氢化聚异丁烯 VANTAGE

2-EHP 8.0 棕榈酸乙基己酯 KLK

DC200/5 2.0 聚二甲基硅氧烷 道康宁

甘油 3.0 甘油 EMERY

Liponic Bio EG-1 3.0 甘油聚醚-26 VANTAGE

SEPIPLUS™ S 1.0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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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山梨
坦异硬脂酸酯

SEPPIC

SIMULGEL™ INS 
100

1.0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和)异

十六烷(和)聚山梨醇酯-60
SEPPIC

水 TO100 水 LOCAL

1.3-BG 5.0 丁二醇 昭和

KANEKA SF 0.02 枯草菌酯肽钠 KANEKA

烟酰胺 0.5 烟酰胺 MERCK

EUXYL K350 0.6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S&M



一抹白身体乳功效亮点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KANEKA Surfactin(枯草菌脂肽钠)是一种枯草芽孢杆菌（Bacillus subtilis）发酵生产的环状肽。

其具有由7个氨基酸组成的环状肽结构，并且因为其结构的特殊性，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独特性能，其中包括
从3ppm的浓度开始就表现出两亲性。



•日本独家专利技术

•独一无二的智能传送(对有害物质抑制渗透，增强有效活性成分
的渗透性）

•100%天然发酵而来 （枯草芽孢杆菌）

• 降低其他成分的细胞毒性

•抗炎作用

•抑制痤疮细菌生长

•

独特亮点

一抹白身体乳功效亮点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实验显示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能

够大大提高熊果苷、曲酸等水溶性有

效成分的皮肤渗透性，并且对于羟苯

甲酯等油溶性成分具有阻渗作用，因

此具有智能促渗作用，可以减少对肌

肤的刺激性。

独特的渗透性 – 智能传送因子

试验方案：
• 对照组溶液-活性成分
测试组溶液-活性成分+SurFactin

• 在3D皮肤模型上方加入对照组和测试组溶液，然
后用高压液相色谱法(HPLC)测定渗透到下方水溶液
中的活性成分的含量，从而评估SurFactin的智能
促渗作用。

一抹白身体乳功效亮点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 抗炎作用

一抹白身体乳功效亮点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 抑制痤疮细菌生长

一抹白身体乳功效亮点
SurFactin 枯草菌脂肽钠 - 天然专利多功能智能传送因子

 80E水光针

8大HA+VE， 谁说地摊不能邂逅医美？



80E水光针

8大HA+VE， 谁说地摊不能邂逅医美？

含有植物来源聚合物和8种透明质酸的超级

保湿传送因子，从内而外，带来完美的保湿

效果

8种透明质酸的滋养

通过硅烷醇，小分子量透明质酸的特点被优

化，提高它的渗透性和生物利用率。促进内

源性的透明质酸生成

肌肤水光针

提取自榆树的根皮部，能抑制透明质酸酶的

活性，减少透皮水分流失

减少透明质酸流失

选用专利的水溶性VE，促进皮肤物理屏障的

优化，包括物理屏障结构，强化皮肤含水量

和锁水能力

强化肌肤锁水屏障



 80E水光针（配方编号QL200424）

人间烟火中邂逅医美科技

80E水光针

一份透明质酸可以吸收自身1000倍的水分；

一个70公斤的成人全身仅有15克透明质酸， 而且逐年流失；

小S说： 没有透明质酸， 她不知道怎么活~~~~

80E水光针， 一支含有8大透明质酸， 小分子， 中分子，

大分子，不同类型， 多维度立体为你的肌肤补充透明质酸，

让肌肤补水， 锁水， 捕水， 输水， 生水， 更配合日本专利

高端VE科技， 结合中国传统春榆萃取， 全方位养护肌肤，

带来宛如医美的美肤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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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水 To100 水

EDTA-4Na 0.05 乙二胺四乙酸四钠

LIPONIC BIO EG-1 3.0 甘油聚醚-26

TPNA 2.0 生育酚磷酸酯钠

Satiaxane™ VPC 930 0.1 黄原胶

EPIDERMOSIL SP 1.0 透明质酸/硅烷三醇/甲基丙二醇/柠檬酸/水

MositShield HA 2.0

水/黄原胶/丁二醇/葡萄糖/透明质酸钠/皱波角叉菜(CHONDRUS 
CRISPUS)提取物/羟丙基三甲基氯化铵透明质酸/水解透明质酸/乙酰

化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
透明质酸钠交联聚合物/水解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钾/1,2-己二醇/

辛甘醇

BIO-SODIUM 
HYALURONATE 

POWDER (MMW)（1%）
5.0 透明质酸钠

ULMUS EXTRACT PF 1.0
水/丁二醇/苯氧乙醇/春榆

(ULMUS DAVIDIANA)根提取物

UCON 75-H-40 2.0 聚乙二醇/聚丙二醇-17/6

1，3-丁二醇 5.0 1，3-丁二醇

EUXYL K350 0.4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80E水光针核心科技 - MoistShield™ HA 超级保湿传送因子

INCI:水/黄原胶/丁二醇/葡萄糖/透明质酸钠/皱波角叉菜提取物/羟丙基三
甲基氯化铵透明质酸/水解透明质酸/乙酰化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透明质
酸钠交联聚合物/水解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钾/1,2-己二醇/辛甘醇 8 种透明质酸

从基底层到角质层 – 强保湿

透明质酸: 通过促进水通道蛋白3的生成，增加皮肤内部的基本水分

水解透明质酸: 增加皮肤内部的水分，保持皮肤润泽

透明质酸钾: 从皮肤内部吸收水分，为皮肤表面提供源源不断的水分

乙酰化透明质酸钠: 把水分粘附在皮肤上

羟丙基三甲基氯化铵透
明质酸:

是阳离子透明质酸，通过形成保湿膜来保持皮肤水分

透明质酸钠: 吸引皮肤周围的水分，防止水分蒸发&形成保湿膜

透明质酸钠交联聚合物: 通过形成保湿屏障保持水分并防止皱纹产生

水解透明质酸钠: 小分子的水解透明质酸钠可以渗透至皮肤深层

8 Types of Hyaluronic acid  8种类型透明质酸



INCI:水/黄原胶/丁二醇/葡萄糖/透明质酸钠/皱波角叉菜提取物/羟丙基三
甲基氯化铵透明质酸/水解透明质酸/乙酰化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透明质
酸钠交联聚合物/水解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钾/1,2-己二醇/辛甘醇

MoistShield™ HA是通过高压均质工艺制得

的，高压均质工艺后，分子量变小，并形

成非常薄的一层水化膜。

80E水光针核心科技 - MoistShield™ HA 超级保湿传送因子



角质形成细胞
增殖

更多CD44的表达

刺激透明质酸（HA）的生成

透明质酸（HA）
和它的受体CD44

的结合

良性循环
促进表皮层厚度增加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的生物活性

INCI:透明质酸/硅烷三醇/丁二醇/苯氧乙醇/山梨酸/柠檬酸/水

80E水光针核心科技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INCI:生育酚磷酸酯钠

TPNa能促进皮肤物理屏障的优化，包括物理屏障结

构，强化皮肤含水量和锁水能力

TPNa能极大改善皮肤保湿能力

80E水光针核心科技 -TPNa® 日本专利高保湿VE



INCI:水/丁二醇/苯氧乙醇/春榆根提取物

 显著抑制透明质酸酶的活性

 在皮肤上形成保湿的保护薄膜

 减少炎症因子IL-6、IL-8和PEG2的释放

 减少由UVA引起的光损伤

80E水光针核心科技 –春榆根提取物



973焕颜极光水

茫茫地摊蓝海中的９７：３黄金比例焕彩极光

双层精华，摇匀使用，97:3的比例使油精

华在水凝萃中形成一颗颗微气泡

97:3水油比微气泡双层精华

纯植物来源，有极好的抗氧化和抑制酪氨

酸酶活性的功效，是天然来源的自由基的

清除剂

高含量羟基肉桂酸

济州岛复合海藻搭配布列塔尼亚寄生藻，

活化肌肤新陈代谢，减少混油皮油脂分泌，

减少油光，细腻肌肤

多重活性因子击退油光、细腻肌肤



 973 焕颜极光水（配方编号DZ200331）

973焕颜极光水

茫茫地摊蓝海中的９７：３黄金

比例焕彩极光

一份透明质酸可以吸收自身1000倍的水分；

一个70公斤的承认全身仅有15克透明质酸，而且逐年流失；

小S说：没有透明质酸，她不知道怎么活~

80E水光针，一支含有8大透明质酸、小分子、中分子、大分

子，不同类型，多维度立体为你的肌肤补充透明质酸，让肌

肤补水、锁水、捕水、输水、生水，更配合日本专利高端VE

科技，结合中国传统春榆萃取，全方位养护肌肤，带来宛如

医美的美肤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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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LANOL 99 1.50 异壬酸异壬酯

DW Jojoba Colorless 0.50 霍霍巴(SIMMONDSIA CHINENSIS)籽油

OSMANTHUS 
FRAGRANS FLOWER 

EXTRACT
1.00 桂花（OSMANTHUS FRAGRANS）花提取物/(辛酸/癸酸甘油三酯)

水 TO100 水

聚乙二醇-32 0.10 聚乙二醇-32

LIPOBRITE™ HCA-4 4.00 聚乙二醇-4/羟基肉桂酸

TEA 0.68 三乙醇胺

二丙二醇 2.00 二丙二醇

RonaCare® 
Nicotinamide

1.00 烟酰胺

PAPAIN（Y） 10.00 水/苯氧乙醇/木瓜蛋白酶

SELASTIN 1.00

水/丁二醇/苯氧乙醇/腔昆布(ECKLONIA CAVA)提取物/羊栖菜
(HIZIKIA FUSIFORME)提取物/胶石花菜(GELIDIUM 

CARTILAGINEUM)提取物/软毛松藻(CODIUM TOMENTOSUM)提取
物

CONTACTICEL 1.00 水(和)丁二醇(和)水解红藻提取物

AQUAXYL 0.20 木糖醇基葡糖苷(和)脱水木糖醇(和)木糖醇

GLACIAL  MINERAL 
WATER-SH

2.00 海水/对羟基苯乙酮

无水乙醇 3.00 乙醇

effisin® HDA -AP- 0.30 对羟基苯乙酮

effisin® HD -AP- 0.30 己二醇

1,3丁二醇 3.00 丁二醇



双层剂型

97:3 水油比

摇匀形成“微气泡”

变性乙醇给混油皮带来清爽无负担感

高含量羟基乙酸达到抛光透亮效果，

特别适合混油皮这种较为耐受性皮肤

使用，加快表皮角质层剥脱，类似于

传统刷酸焕肤

加入VC糖苷、水杨酸、木瓜蛋白酶，

加强美白焕肤效果



Lipobrite™ HCA-4 
羟基肉桂酸

SELASTIN
济州岛复合海藻

CONTACTICELTM

寄生藻抗污染剂

木瓜蛋白酶



973焕颜极光水核心科技
Lipobrite™ HCA-4 (15%羟基肉桂酸）

INCI:羟基肉桂酸（和）PEG-4

生物利用率

优化组分，使其具有更好的皮肤传导性

和功效性

皮肤亮白

70%酪氨酸酶抑制率vs.曲酸

可见的结果

 80%小组成员感觉到他们的肤色变得更明亮了

 80%小组成员感觉到皮肤光泽度的改善

 93%小组成员感觉到他们的皮肤质地变得更柔软、更光滑

羟基肉桂酸(HCA)，在最常见的溶剂中表现出较差甚至无溶解

性，这导致了其在皮肤上有限的生物利用率。

 Lipobrite™HCA-4优化了组成和配方，有助于提升其生物

利用率。



973焕颜极光水核心科技
Lipobrite™ HCA-4 (15%羟基肉桂酸）

INCI:羟基肉桂酸（和）PEG-4

图像分析表明，能够明显改善皮肤亮度，皱纹和皮肤泛红



来自济州岛纯净水域

绿藻

褐藻

红藻

• 软毛松藻
(膳食纤维29.4g, 钙40mg, 铁4.6mg, 维生素A
150IU, 维生素C 9.0mg, 烟酸1.4.mg) 抗菌 保湿

• 羊栖菜
(富含维生素A, 钙, 铁和碘等矿物质) 抗菌 赋活

• 腔昆布

(α-生育酚, 维生素C, 褐藻酸, 甘露醇, 多酚) 抗菌 抗敏

• 胶石花菜
(蛋白质2.3%, 脂质0.1%, 糖类74.6%, 钙400mg%,
铁5mg%, 钾, 钠, 镁)

生活在低浅和明亮的海域，

水平面下3米左右

生活在比绿藻更深的海域，

水平面下6米左右

生活在比较深的海域，水

平面20米左右

SELASTIN中含有4种海洋植物精华：

 细致毛孔，平滑肌肤

 活化肌肤新陈代谢

973焕颜极光水核心科技
SELASTIN 济州岛复合海藻

INCI:水/丁二醇/苯氧乙醇/腔昆布提取物/羊栖菜提取物/
胶石花菜提取物/软毛松藻提取物



使用前 3周后

100

52.6
60.75

毛孔面积

减少47.4%

毛孔数量

减少39.25%

100

使用前

使用后

照片

评估标准：面积大于0.04mm2的毛孔标为黄色

功效实验-体

内-细致毛孔

973焕颜极光水核心科技
SELASTIN 济州岛复合海藻

INCI:水/丁二醇/苯氧乙醇/腔昆布提取物/羊栖菜提取物/
胶石花菜提取物/软毛松藻提取物

使用3周后，

SELASTIN能明

显细致毛孔。



● 从布雷阿群岛附近的海水中生长的藻类表面取 ”一滴水”
生物多样性高：几百个物种

● 利用物理学进行筛选(大小，营养类型)

从几百个物种中 100个物种

● 利用生物学进行筛选
筛选出能够在特定条件下生长的物种

从100个物种中 几个细胞海藻的物种

● 依据标准筛选出1个物种
稀有、独特、对皮肤有益的海藻

● 通过遗传学分析 & 形态学研究对物种进行鉴定
(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 & 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合作)

From
hundreds of
species...

... 精选出

1个

从几百个

物种中...

百里挑一

973焕颜极光水核心科技
CONTACTICEL 寄生藻抗污染剂

INCI:水(和)丁二醇(和)水解红藻提取物



From
hundreds of
species...

从几百个

物种中...

No
pollution

Pollution due
to urban
dust

Pollution due
to urban dust

+0.5% CONTACTICELTM

Pollution due
to urban
dust

Pollution due
to urban dust

+ 0.5% CONTACTICELTM

Pollution due
to urban dust

+ 0.5% Palmaria palmata
extract

无显著意
义

功效实验-体外-减少皮脂分泌(污染条件下)

973焕颜极光水核心科技
CONTACTICEL 寄生藻抗污染剂

INCI:水(和)丁二醇(和)水解红藻提取物

这是来自这种基于暴露在城市灰尘的皮脂腺细胞的创新体外模型的首次结果。
与未污染的细胞相比，污染(城市灰尘，含有10％1.5μm以下的微粒)导致皮脂腺
细胞的脂质产生增加40％。

与被污染的细胞相比， CONTACTICEL™能使脂质的产生减少17%。

顶丝石斛+CELEBRITY™技术 → 稀有物种 & 足够量的活性物质
掌状红皮藻，也被知可用于调节油性肌肤，本实验条件下显示出没有
效果。

→ 该研究证明的独特有效性证实了使CELEBRITY技
术所带来的优点。



从几百个珍稀海洋物种中...

D0 D56

实验进行于上海，“中度”至“有害健康”的污染环境，研

究阶段根据上海空气质量指数，PM2.5是主要标准，测试阶

段的PM2.5颗粒物含量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5倍。

• 2组20名女性，应用1％CONTACTICEL™配方

• 使用56天，每天2次

• 特定惰性基质收集皮脂，并进行GC-MS分析

调节皮脂分泌

 56天后，CONTACTICEL™ 可使皮脂分泌减少

34% (显著统计意义)

 皮肤的直观改善

功效实验-体内-减少皮脂分泌

973焕颜极光水核心科技
CONTACTICEL 寄生藻抗污染剂

INCI:水(和)丁二醇(和)水解红藻提取物



2. 最夜的市井文化 最深的节律

美妍

今夜浪 · 宜设摊

201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获奖者发现了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揭示了我们所说的生物钟是

如何起作用的，以及细胞内自我维持的时钟机制。

人体的生物钟如果紊乱会带来各种后果，比如糖尿病、抑郁症、肥胖症等。同样，作为人体组

成的重要器官，而且也是最大器官——皮肤，也同样遵循着生物钟规律。如果熬夜、生活不规

律，皮肤就很容易爆痘痘或者出现各种状况。

昼伏夜起的地摊经济必定给肌肤带来损害。如何通过恢复自然节律更好科学护肤是地摊经济和

直播热潮带来的一大热点。

美博君分享全球领先个人护理供应商法国爱西美的专利科技-生物节律同步肽，可以通过质地

和应用改善，设计能够产生轻松和积极情绪和帮助肌肤回到自然正常节律的产品从而带来健康

肌肤。

（充满活力）（放松）（温泉）（按摩）（改变）（气味）



褪黑素



CHRONOCYCLIN®生物节律同步肽- 地摊创业者熬夜利器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唤醒肌肤内在活力

CHRONOCYCLIN®生物节律同步肽

肌肤唤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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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肤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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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肤沟通： 是一种抗衰老活性物，可以促进细胞沟通，激活皮肤防御应答，优化皮肤生理防御活动和细胞再生

肌肤调理：促进肌肤夜间修复

维生素D活化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唤醒肌肤内在活力



地摊创业者熬夜利器
生物节律同步肽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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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54名妇女进行一个为期4周的临床评价，应用的乳霜含0.2% CHRONOCYCLIN® 和0.3% MS HC

• 实验结果表明生物节律同步肽在任何年龄都表现出改善
• 85%表现出皮肤弹性增加
• 80%表现出皮肤皱纹减少

地摊创业者熬夜利器
生物节律同步肽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 皮肤科医生 Dr. Brandt美容觉精华乳： 一款通用的抗衰老
产品，帮助改善、提拉和紧实肌肤。配方含有专利DuoPearl
技术，开启强大的海藻复合精华，抑制细胞老化的多米诺效
应。
• 美容觉精华乳，宣称是一个夜间发动机，采用了
CHRONOCYCLIN®生物节律同步肽，目的在于利用皮肤的内部时

钟解毒，每天改善纹理、焕发光彩和柔软肌肤。

地摊创业者熬夜利器
生物节律同步肽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CHRONOCYCLIN®

生物节律同步肽
大牌之选



我想要，

看你甜甜地睡觉。

3. 五味杂陈地摊香
今夜浪 · 宜设摊





1. 最暖的人间烟火 最直白的美肤体验 （直播演示效果+即时结合长效）

今夜浪 · 宜设摊

a. 80E水光针

b. 973焕颜极光水

c. 一抹白系列（一洗二敷三抹， 即时长效结合）

2. 最夜的市井文化 最深的节律美妍

a. 国际专利生物节律同步肽 - 地摊创业者熬夜利器

3. 五味杂陈地摊香



今夜浪 · 宜设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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