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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并快乐着

英敏特最新的公开数据调查显示有近79%的人群存在缺乏睡眠的问题，43.5%左右人群开始睡觉的时间是23:00-24:00，更有9%的人群是凌晨3:00后才睡。有超过71%的人群认

为熬夜会对人的精神情绪造成影响。

人体有自己的时光钟，随着地球的自转，光线通过视网膜传输信号给大脑，并由大脑的神经元和激素保持与时间轴同步。这些激素可能包括皮质醇和褪黑激素等等。因为昼夜

节律失调可能导致的皮肤出现以下问题：① 水合率失调，皮肤干燥② 黑素细胞活跃，容易出现色素沉淀③ 体内自由基产生更多，皮肤免疫力降低④ 皮肤出现炎症问题，

导致皮肤衰老暗沉⑤ 表面微生物菌落失衡。但是，都市生活的节奏又如何绕的开“熬夜”这个坎呢？如何一边享受夜带来的自由与空间，一边减少熬夜给我们肌肤和情绪

带来的不良影响呢？这一期的最美博学堂，我们从情绪因子，赋能激活，肌肤节律等方面分析熬夜与肌肤，情绪的问题，探讨如何“夜，并快乐着”。

美博君

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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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 夜 人 群
• 熬夜情况

• 熬夜原因/人群类型

• 熬夜人群的皮肤问题

• 熬夜人群护肤态度和需求



超3亿中国人在熬夜

根据《2020国民健康洞察报告》，0点后入睡的熬夜人群

占比达到34%，平均入睡时间是23:30,中国有超过3亿的成

年人在熬夜。

Z世代最喜熬夜、近五成
年轻女性12：00以后睡觉

18-35岁年龄段的人喜欢熬夜，占据总熬夜人数的74%，

Z世代熬夜TGI值高达144，是典型的夜猫子。

晚睡熬夜已经成为年轻女性的生活常态;时间永远都不

够用，近五成年轻女性在晚上12点后才睡觉，一周中

4-5天都要熬夜。
TGI=[洞察人群中某特征占比/全部人群中某特征占比]*标准数100,TGI值大于100说明洞察人群相比全部人群特征明显，TGI值越
大，特征越明显。



中国四大典型晚睡熬夜人群特征

夜蒲族（22.0%）
主要因为外出玩乐而晚睡熬

夜的年轻女性，她们希望摆

脱日常生活的压力，放飞自

我。

辣妈们（30.0%）
主要为了家务和照顾小孩而

熬夜的年轻女性，她们为了

家庭幸福、小孩健康成长，

即使晚睡熬夜也在所不惜。

工作狂（34.6%）
主要因为工作需要而晚睡熬

夜的年轻女性，她们虽然大

多是被动熬夜加班，但能够

自我调节，苦中作乐。

充电党（40.6%）
主要为了学习进修而晚睡熬

夜的年轻女性，她们积极面

对生活的压力，熬夜为未来

奋斗，忙碌而充实。

夜不能寐的究竟是谁

观其行而知其人，熬夜人群行为集中于工作/学习/娱乐/家庭
学习充电、照顾家庭、娱乐休闲及工作搬砖是最多年轻女性熬夜族在熬夜时会进行的活动，这同时也表现了年轻女性的

多元生活追求。所以根据这四类行为，可以划分出工作狂、充电党、夜蒲族、辣妈们四类典型熬夜人群。

样本条件：N=500,最近一周熬夜（11：00以后入睡）2天及以上的22-30岁女性

职场社畜



消费者意识到生活习惯对皮肤的影响

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位居第一

基于：2,637名过去6个月有过皮肤状况的20-49岁的互联网用户

*如熬夜、压力大、饮食习惯

**如空气污染、水质

***如花粉、毛发

来源：库润数据/英敏特

1 熬夜，睡眠不足-黑眼圈，暗沉，衰老

生活习惯引
起的皮肤问题

2

3

压力：皮质醇（压力荷尔蒙）
升高，抑制免疫系统，导致皮
肤炎症

饮食无规律，摄入高热量食品：油
脂分泌过多，青春痘



年轻女性熬夜后的八大美颜克星

皱纹

松弛 油光痘痘粗糙

中国年轻女性熬夜族八大皮肤问题

暗沉 干燥

熬夜是肌肤变得干燥、粗糙、暗沉的催化剂
熬夜后特别容易产生多种皮肤问题，包括干燥、粗糙、暗沉、油光、长痘、肌肤松弛、皱纹及黑眼圈等，无论哪一个肌

肤问题，都可成为威胁年轻女性盛世美颜的阿喀琉斯之踵。

黑眼圈

熬夜皮肤影响没？试问苍天饶过谁

躲不过的黑眼圈，成为肌肤问题头号杀手



熬夜后有迫切的护肤需求, 熬
夜护肤除了功效也要考虑效率

在年轻女性熬夜族中，各人群清楚地认识到熬夜对皮肤

的危害以及有更迫切的护肤需求；

有超过六成“夜蒲族”以及超过五成“工作狂”、“充电党”

和“辣妈们”人群愿意每月花1000元以上进行护肤。

年轻女性熬夜族需要迅速、高
效的针对性产品
近三成年轻女性熬夜族认为，她们正在使用的护肤品

不能满足熬夜后的护肤需求。被她们吐槽最多的问题

是护肤品的效果不够显著。此外，见效不够快以及针

对性不足的护肤品也会影响熬夜护肤的效果。

83.0%

78.2%77.0%

7

68.7%

2.7% 71.9%

63.1%

68.3%

熬夜损害皮肤

夜蒲族 工作狂

熬夜后要用护肤品保养

充电党 辣妈们

熬最深的夜，用最贵的霜
孜孜不倦熬夜，勤勤恳恳护肤



熬夜美妆市场是一个接近完美的细分市场

• 护肤品市场日趋成熟、逐渐细分化、场景化护肤的大趋势；

• 熬夜人群广且年轻人居多（代表未来消费力）、熬夜行为高频、
自知伤害而难改、认知熬夜对皮肤造成的损害；

• 消费者希望通过护肤品“找补”熬夜对皮肤造成的伤害，愿意为针
对熬夜的护肤品花钱、需要功效更显著的产品……



熬 夜 与 皮 肤
• 为何熬夜伤皮肤

• 熬夜导致的皮肤症状

• 黑眼圈和眼袋



表皮

真皮

我们有三道“皮肤屏障”：

微生物屏障：皮肤的表面生活着大量的常驻有益菌，维持表皮微生态

平衡，抵抗外来有害细菌的侵袭，同时通过代谢脂肪酸维持表皮的弱

酸性。

物理屏障：表皮的皮脂膜和角质层，能防止水分散失，隔绝细菌、城

市污染，对抗物理摩擦和化学侵蚀。

免疫屏障：皮肤中有许多免疫细胞(如朗格汉斯细胞），用杀敌一千自

损八百的方式，消灭穿过前两道屏障的敌人。启动免疫屏障可引起红

肿热痛等皮肤不适。

三道屏障互相帮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皮肤屏障结构

微生物屏障，物理屏障，免疫屏障等



不当护肤 压力&不良生活习惯 环境污染

手机和电脑辐射、阳光辐射、

冷热交替、工业污染……都会

破坏皮肤屏障。近年来，各

国敏感肌人数大幅增加*

长期使用口罩
因环境污染或病毒传播，长

期佩戴口罩可使皮肤不能正

常呼吸，加之皮肤和口罩的

摩擦，会导致皮肤敏感，红

肿等屏障受损现象

不当护肤

如过度使用清洁产品，刷酸，

和不当使用维A酸/醇产品等

均可使皮肤的角质层过薄，

皮肤屏障受损

表皮厚度每10年损失6.4%*，保护层

变薄，保护力当然下降；生活压力、

不良生活习惯（如熬夜、不良饮食）

会导致肌肤内部毒素*增加，损伤

皮肤自我保护能力并最终引起早衰

皮肤屏障受损的可能原因

美丽肌肤是健康身体的外在投射



屏障受损导致的皮肤问题

内干

当皮肤屏障受损，角质层不能

防止水分散失，皮肤内部就会

大量失水，除非修复屏障，否

则拍再多保湿水也没用。

外油

当屏障受损，污染、微生物就

会进入毛囊，刺激其中的皮脂

腺，引起皮脂过度分泌。如果

微皮肤屏障受损，有害菌大量

繁殖，就会产生暴痘现象

敏感

当皮肤屏障受损，召唤体内

“杀手细胞”消灭入侵的毒素。

但是，这会使肌肤红肿、瘙

痒、疼痛，并进一步受损

早衰

肌肤正常工作受阻碍，不

得不反复加班修复受损屏

障，最终操劳过度，导致

肌肤过早衰老



熬夜如何影响皮肤质量
一年熬夜老五岁

• 熬夜促进自由基累积-熬夜使身体的自由基清除机制受损

• 熬夜促进抗氧化剂的消耗-睡眠剥夺使维生素B3/D等耗竭

• 熬夜损伤皮肤屏障功能-皮肤微循环弱化、皮肤失水增加

• 熬夜促进炎症、加重痘痘-血液中多种炎症因子增加

• 熬夜降低免疫力-减少自然杀伤细胞活力，对疾病更加易感

• 熬夜导致内源性衰老加速-损伤胶原蛋白、紫外线抵抗力减弱

来源：冰寒护肤/Altemus M, Rao B, Dhabhar F S, et al. Stress-induced changes in skin 
barrier function in healthy women[J]. Journal of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2001, 
117(2): 309-317.

睡眠剥脱使皮肤屏障损伤修复变慢

良好睡眠组的屏障修复效率要高出差睡眠组约30%



数据表明：熬夜与倦容正相关

熬夜会使黑眼圈、眼皮下垂、红眼、肿眼泡、皮肤苍白、更
多皱纹和细纹、嘴角下垂，疲劳症状明显

来源：Tina Sundelin, MSc1,2; Mats Lekander/Cues of Fatigue: Effects of Sleep Deprivation on Facial Appearance，40名样品/5小时睡眠后31小时未睡眠

不好好睡觉，就是不要脸啊！



哪尼，世界杯加速皮肤衰老？美容觉是真的，睡美人也是真的！



关于黑眼圈的类型和成因

眼周丰富的静脉

「眼袋-泪沟/眼窝凹陷型」黑眼圈
眼部皮肤下垂、眼袋突出、泪沟下陷、
眼部水肿等眼部结构的改变体现的阴

影，往往是天生的、自然衰老导致
的黑眼圈。

棕眼圈：眼周皮肤黑色素增多

「血管型」青眼圈
“青眼圈”是年轻人最常遇到的问题，由微循
环不良引起。我们眼部的皮肤非常薄，过度
用眼、熬夜等行为很容易导致眼周皮肤血液
循环变差，一旦血液循环不好，血液中去氧
的血红蛋白增多，就会显出青紫色来，黯淡
无光的黑眼圈就来了。

「色素沉着型」棕眼圈
长期压力过大、防晒不当、过敏等原因会导
致眼周皮肤炎症、损伤，从而促进黑色素的
沉积，这种黑眼圈主要是由黑色素引起的。

根据成因及外在表现划分，黑眼圈主要可以分为青眼圈、棕眼圈和眼窝凹陷型黑眼圈三类，这三种类型也可能同时存在。

熬夜会致眼周血液循环不好、显出“青眼圈”



关于眼袋的类型和成因
抗氧化产品、咖啡因等产品帮助水分排解
眼袋主要有两类：水肿型的和松弛型的。

眼袋（上）和卧蚕（下）的区别

「水肿型」眼袋
主要是循环问题引起的—血液循环太慢、组
织间水分潴留过多。这类眼袋常出现于熬夜、
过于疲劳之后，睡前喝了太多水、吃了太多
含水量高的食物（如西瓜）时也会出现这种
问题。水肿型眼袋常伴有青眼圈（同样是血
液循环问题导致的）

「松弛型」眼袋
松弛型眼袋这种眼袋的成因主要是皮下脂肪
过多，且皮肤弹性下降，导致脂肪移位下垂。
松弛型眼袋只能通过医美或整形手术改善，
如抽脂、局部消（熔）脂、微点阵射频微针、
非剥脱性射频、微聚焦超声等[74]。

正常的眼下脂肪（左）和脂肪移位造
成的眼袋（右）

眼袋有多深，你就有多老……



熬夜美妆市场
• 市场规模及增长状态

• 品牌表现及价格区间

• 重点品牌和热点产品



熬夜市场快速上涨
2020年淘宝/天猫销售额40亿；雅诗兰黛是熬夜市场上的“第一把手”，WIS成为最热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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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阿里平台熬夜产品十大品牌价格和销量分布图

来源：淘宝/天猫2020年1月-12月电商销售数据



熬夜产品的销售均价高于一般产品
特别是熬夜面霜，比面霜大类的销售均价高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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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销品类熬夜产品销售均价对比

面部精华 眼霜

熬夜产品销售均价 全品类销售均价



头部品牌的熬夜产品

雅诗兰黛：牢牢抓住熬夜党对抗蓝光、抗氧化等的细分功效诉求

欧莱雅：爆款“零点霜”中添加活性成分孚玻因，解决各种熬夜痛点

雅诗兰黛小棕瓶熬夜眼霜

无惧眼纹、黑眼圈
清空“老问题”，眼见年轻光彩；
与精华绑定：修护搭档，年轻由眼及面；

同步眼周肌肤节律，对抗蓝光伤害
— 核心Chronolux CBTM时钟肌因节律科技
深层抗老—二列酵母、酵母精粹
深入复活、淡化黑眼圈—咖啡因
深彻补水、长效保湿—透明质酸
双十一眼霜品类NO.1

510元/15ml

欧莱雅复颜玻尿酸水光充盈导
（零点霜）

双重抗老科技，5倍浓度微分子玻尿
酸+孚玻因紧致因子
深入肌底，填充细纹；持久补水、水
光充盈；减缓胶原蛋白流失速度，抵
抗熬夜初老
DAY-锁住水分、持久弹润；
NIGHT-深入修护、平抚细纹
轻奢白-丝绒质地

269元/50ml

伊丽莎白雅顿铂粹御肤橘灿熬
夜精华

内在压力/通宵熬夜/粉尘辐射/妆垢
残留，肌肤遭受自由基损害：实力亲
测、粉碎自由基
年轻光泽肌源自核心成分艾地苯，有
效抗氧

790元/30ml

娇韵诗黄金双萃抗老熬夜精华

基底感知技术，提升肌能效率，开启
肌肤自我修护潜能。从根源拯救肌
肤，姜黄根提取物，含高浓度65%姜黄
酮，提升肌底感知力126%；

仿生皮脂膜渗透技术，2:1水油黄金配
比亲肤助渗透；水油分离，避免乳化
剂，降低致敏可能；精准调控水泵技
术，精粹更鲜活、精准取量；
3条抗老通路：抗氧化、赋活、修护；
+2条维稳通路：镇定舒缓、强韧屏障

695元/50ml



国产品牌的熬夜产品
一叶子：品牌面向熬夜人群及Z世代开发出了熬夜精华液、熬夜面膜等爆品

一叶子烟酰胺熬夜精华液

营销卖点：熬夜救星、抵御蓝光、改善暗沉

带货渠道：直播、电视剧联名、抖音

价格：119元/60ml

月销量：10万

韩束金刚侠黄金面膜

营销卖点：黄金美容、蜂窝双膜、抗初老

带货渠道：直播、电视剧联名、抖音

价格：119元/1盒/5片

月销量：5万

一叶子黄金面膜

营销卖点：真金赋能、蜂窝双膜、熬夜急救

带货渠道：直播、电视剧联名、抖音

价格：119元/1盒/5片

月销量：10万

来源：淘宝/天猫2020年12月电商销售数据



新锐品牌的熬夜产品

The Top Skin —— 专注95后熬夜群体的新锐护肤品牌
2019年创立，产品采用自主研发，专注年轻人熬夜需求，定价80-200元之间

锁水磁石小棕瓶 熬夜急救涂抹面膜 面膜旅行套装 熬夜氨基酸洁面乳

鲜活焕亮眼膜 白藜芦醇面膜贴 积雪草苷祛痘精华液 维C提亮水粉精华液

因嫩生 —— 植观旗下熬夜护肤品牌
2019年创立，主打抗氧化护肤产品，专为熬夜党设计，产品配方中融入了天然抗氧化剂白藜芦醇



百好博美丽解决方案

夜，并快乐着

情绪因子

情绪疗法带来肌肤快乐

治愈焦虑熬夜肌

赋能激活

富氧充能激活昏睡熬夜肌

节律调节

生物节律同步因子

调节肌肤自然节律



情绪因子 肌肤节律

熬着最深的夜 抹着最炫的霜

赋能焕活



快乐情绪三剑客

内啡肽快乐多巴胺快乐 血清素快乐

多巴胺的快乐转瞬即逝。

多巴胺不生产快乐，是一种 “承诺

你这么做就能够获得快乐 ”的物

质，是人的心理动力源泉。没有

了它就没有做任何事情的内在驱

动力。

多巴胺浓度偏低，其精神状态表

现为：快感缺失、动机、兴趣减

弱、语言贫乏、不愿说话和社

交。换句话形容就是死气沉沉。

血清素的快乐让我们变得积

极，可一旦缺乏会使人陷入焦

虑。
其功能是维持 “情绪稳定 ”，比

如，别人对你发脾气，你心态很

好，不容易生气。或者遇到挫折

时抗压能力强，有点类似我们所

说的 “逆商 ”。

血清素浓度偏低时，会出现三种

情况，负面回忆、情绪敏感、焦

虑。抑郁的患者大脑中的血清素

会明显下降，外在表现就是过度

自醒，觉得自己哪哪都不行，失

败都是自己的错。

内啡肽的快乐是持久的，给

人带来满足和幸福感，久久不

能忘怀。
内啡肽能与吗啡受体结合，产生

跟吗啡、鸦片剂一样有止痛和欣

快感，等同天然的镇痛剂。

内啡肽会产生类似于是成就感，

内心宁静，宗教中的忘我的那种

精神境界，人在内腓肽的激发

下，能顺利入梦，消除失眠症，

并使人的身心处于轻松愉悦的状

态中，让免疫系统实力得以强

化。



内啡肽快乐

皮肤舒缓保湿剂
Sepicalm s wp

血清素快乐

百敏舒
RonaCare® Balmance

多巴胺快乐

红景天
RHODIOLA EXTRACT



百好博快乐三剑客

血清素的快乐



五羟色胺（Serotonin），即血清素，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中重要的神经递

质，具有调节昼夜节律和给人带来“幸福感”的作用。科学研究表明，抑郁

症与大脑中五羟色胺分泌不足密切相关。因此，五羟色胺也被称为“快乐因

子”。

研究表明，皮肤角化细胞也能够合成五羟色胺，具有促进伤口修复的作用。

阿魏酰五羟色胺是五羟色胺的天然衍生物，具有类似于五羟色胺

的特性，能够有效缓解肌肤不适感。

肌肤的“小确幸”



萃取自矢车菊的“天然快乐因子”：阿魏酰五羟色胺 (Feruloyl-serotonin or 

Moschamine)1；

经多重萃取、纯化工艺：纯度高，含量稳定，功效显著，作用机理清晰；

经药物载体包裹：缓释效果，产品更加稳定，水溶性更好；

多个研究指出，阿魏酰五羟色胺具有类似于人体“快乐因子”五羟色胺一

般特性2,3,4，抑制炎症反应，传递快乐信息

INCI: 麦芽糊精（和）矢车菊花提取物



萃取自矢车菊的“天然快乐因子”：阿魏酰五羟色胺

肌肤镇静
降低敏感肌和受压皮肤对瘙痒以及

粗糙等不良感受

 在刺激性表面活性剂反复冲洗

皮肤的压力下，“百敏舒”受

测者表现出相对较低的发痒比

例

 仅经过一周的治疗，受试者对

肌肤瘙痒度、粗糙度和干燥度

的感受显着降低

炎症治疗
降低敏感性肌肤的炎症、泛红现象

 于压力因素下，抑制敏感性肌

肤皮肤红斑(erythema)形成

 抑制与发炎相关酶的活性，及

其炎症因子和生物标记分子的

产生，如PEG2和IL-6

免疫平衡
降低皮肤免疫系统的敏感度

 平衡免疫系统，防止免疫系统

过度敏感(ex vivo)，

 降低皮肤敏感度，预防肌肤慢

性炎症产生

INCI: 麦芽糊精（和）矢车菊花提取物



皮肤的“快乐因子”

快速镇静、舒缓皮肤不良感受

抑制炎症反应及刺激导致的红斑形成

平衡皮肤防御机制

降低皮肤慢性炎症的风险

为敏感肌以及问题性肌肤设计

THE FEEL-GOOD FACTOR FOR 
SENSITIVE AND STRESSED skin
敏感肌以及问题肌肤的 “快乐因子”



多巴胺的快乐

百好博快乐三剑客



快乐随享
肌肤的“小确幸”

多巴胺↑
血清素↑
给你积极向上的快乐

情绪镇定：

↑去甲肾上腺素

↑5-羟色胺

↑多巴胺

↑乙酰胆碱

红景天作用于
中枢神经系统



快乐随享
肌肤的“小确幸”

红景天重复低剂量给药对学

生考试期间压力造成的疲劳

的刺激和适应原样作用的初

步研究 RHODIOLA EXTRACT
红景天提取物

实验组对身体适宜性、心

理疲劳、神经肌肉运动测

试表现出显著的改善作用

(p<0.001) 

舒缓、抗压



缓解皮肤疼痛瘙痒

小档案

缓解神经源性炎症

止痛——

降低感觉神经元P物质的释放

止痒——

减少组胺的释放

在体外感觉神经元上用辣椒素刺激（0.3um）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P物质

肥大细胞脱颗粒



小档案

加速屏障修复

含0.2%红景天提取物的膏霜加速了受损皮肤

屏障的修复，与含2%氢化可的松的膏霜效果

相似，甚至效果稍好

修复受损皮肤屏障 & 褪红疹降温
（0.2%红景天提取物vs. 2%氢化可的松膏霜）

修复屏障 & 褪红疹 & 降温

Control Placebo Test cream

After 3 hours 1.24 1.61 1.77

After 4 hours 1.42 1.65 1.85

褪红疹 & 降温

皮肤受损3 & 4小时后，涂抹两个膏霜均降低

了皮肤温度，实验膏霜效果稍好。

0.2%红景天提取物减轻了皮肤红疹症状，效

果与2%氢化可的松相似（甚至更好）

平
均
温
度
变
化(℃

) 



适应原是一种代谢调节因子，它能增加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避免环境因素对机体的损害。环境因素可以造成如外伤、衰老

等生理上的影响，或者如焦虑等心理上的影响。适应原能抵消或防止压力源造成的内稳态的紊乱，而且它有广泛的治疗作用，而不

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副作用。

“适应原”这一概念是药理学家A.V. Lazarev 在1974年提出的，它最初是用于描述地巴唑12-苯基苯并咪唑的新作用，巴唑12-苯基

苯并咪唑是一种法国研制的动脉扩张剂。这一概念后来被前苏联应用于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中增强机体抵抗力的治疗。适应原最初

被定义为一种通过产生非特异性抵抗力，来增强机体对多种有害因素（物理、化学、生物因素）的应激的药物。适应原的现代概念

是指“一类新的代谢调节因子，能增强机体对环境因子的适应性，避免环境因子的损害。”

尽管前苏联对适应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至1984年，已有1500多篇的药理学和临床研究文章发表，但此

概念在西方国家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因为它与现代药理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效价强度、选

择性、疗效与可接受水平的毒性的平衡）有一定的冲突。但是，从1998年开始，美国食品药物

监督管理局（FDA）允许适应原作为某些产品的功效声称。现在，适应原概念被包括欧洲

药物管理局（EMA）和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 ）在内的许多机构所接受。符合适应

原标准的天然药材有刺五加（西伯利亚人参）、红景天、五味子和人参。



内啡肽的快乐

百好博快乐三剑客



快乐随享
肌肤的“小确幸”

SEPICALM S WP缓和和改善受损皮肤的舒适性

SEPICALM™ S WP  皮肤舒缓保湿剂

INCI: 椰油酰基氨基酸钠/肌氨酸/天冬氨酸镁/天冬氨酸钾

富含矿物质的氨基酸载体，具有优异的

皮肤生物亲和力(脂氨酸结构)

科学地美容: 彻底的抗应激保护，抵抗外

界侵害(抗炎作用)

愉悦地美容：真正的感觉幸福和皮肤舒

适(合成β-内啡肽的同时不增加炎症因子

的合成)



快乐随享

内啡肽
+48%

给你内啡肽的快乐

SEPICALM S WP显著增加的皮肤生产β-内啡肽,
且不增加炎症细胞因子TNF-α的生成

肌肤的“小确幸”



快乐随享

实验方案 : 刺痛测试

●
●

3% SEPICALM S WP
10%乳酸对鼻唇沟的刺激性
10名皮肤敏感 & 易激的志愿者
在使用SEPICALMTM S WP后，
通过测量志愿者诱导刺痛感(乳
酸) 降低的强度，立即评估皮肤
舒适度的改善程度

●
●

SEPICALM S WP 减少敏感 & 易激皮肤的
不适感，具有舒缓和对抗刺痛的直接和持
久的效果。

10秒达到可测量的效果，1分钟达到
最佳效果。

-46%*

-90%*

10s 30s 1min

time

2.5min 5min

刺痛的强度
3

0

1

2

SEPICALM S WP 3% + 10%乳酸

对照 10% 乳酸

* p<0.05

肌肤的“小确幸”



太阳侵袭
(UV)

机械侵袭
(剃须、衣服、沙子、盐
等)

环境
(污染，气候)

心理压力
(睡眠不足，工作过度)

敏感 & 易激肌肤

自由基

细胞凋亡

✗

促炎症酶

弹性蛋白酶 透明质酸酶 脂肪氧合酶

皮肤蛋白损伤
(弹性蛋白 & 胶原蛋白)

白细胞三烯

炎症

红, 热 , 痛

✗

导致炎症的基因

✗

炎症分子

(IL, TNF…)

✗
✗✗

✗ SEPICALMTM S WP的作用

快乐随享
肌肤的“小确幸”



快乐随享

SEPICALM S WP 市场产品

欧莱雅-HAPPYDERM

肌肤的“小确幸”



情绪因子 肌肤节律

熬着最深的夜 抹着最炫的霜

赋能焕活



Sourse：Mintel GNPD
在 全文搜索 匹配 energy OR energise OR
power

和 Super-Category 匹配 护肤品/美妆

4265 
4548 

4936 4995 

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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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以能量作为宣称点的NPD活跃度 2016-2020年
新品数量（个）

能量概念全球活跃度
—



—
缺乏ATP：新陈代谢全面告急

缺乏
ATP

49

疲劳
能量流断裂
当能量流动不平衡或受阻，细胞
活动就会减少。

早衰
建造工作停滞
皮肤细胞丧失对外界刺激的应激反应，影
响细胞寿命和关键蛋白的合成。

损伤
修护工作告急

蛋白质的磷酸化降低，导致
DNA损伤的修复减
缓。



新 生 / 修 复 / 能 量 流

沟通信号
小分子肽传导信息

焕活肌肤
提升细胞活力

呵护敏感肌
皮肤屏障修护新陈代谢

抗衰老
胶原蛋白合成

精力充沛

美白提亮
阻断黑色素转运

ATP:万能的BOOSTER

50

—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矿物能量补充剂

• 含有多元矿物质

• 阶段性和持续性能量补充剂，提高皮肤氧合

• 给你的细胞充电

INCI名称：天冬氨酸镁/ 葡萄糖酸锌/ 葡萄糖酸铜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天冬氨酸 / 葡萄糖酸

Sepitonic M3

细胞的阶段性和持续性能量补充剂

使细胞充满活力，补充生物电子新陈代谢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矿物离子

铜/ 锌/ 镁

« 智能型 » 有机离子 矿物离子

• 给矿物离子提供载体，使它们具有生物可用性 • 增效作用

• 真正的生物功效 (ATP – DNA)                                              • 酶的辅助因子

• 细胞电量的补充 (= 蓄电池)



Sepitonic ™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镁

补充重要的酶辅助因子

激活细胞能量代谢

铜

- 磷酸盐转化 - 促进细胞的呼吸作用 - DNA合成：刺激DNA

=>ATP合成 (氧化磷酸化，细胞色素氧化酶)            聚合酶生成，稳定组蛋白

(调节糖酵解及三羧酸循环) =>ATP合成 - 促进角蛋白和胶原蛋白的合成

- 细胞内第二大阳离子 - 促进角蛋白和胶原蛋白的合成

- 在皮肤老化过程中缺失

锌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提高皮肤氧合 (1)1

皮肤健康活力，充满光泽!

↗ 细胞更新

↗ 免疫系统

↗ 组织新陈代谢

↗ 对压力的抵抗力

为皮肤瞬时充氧: 激活组织新陈代谢

►

细胞新陈代谢
和再生增强

皮肤更加光滑
皱纹减少

► ►

为皮肤瞬时
充氧

Sepitonic M3 提高皮肤细胞
氧合

增加ATP
合成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提高皮肤氧合 (2)1

T30分钟

局部氧分压O2 (PO2)

T2小时

局部氧分压O2 (PO2)

Δ 与安慰剂相比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p<0.05

+14%*

+11%*

经
皮

氧
分

压
监

测
仪

(O
2
探

针
)

超过60%的志愿者
感受到这种效果

实验验证 vs 安慰剂Δ

激活组织新陈代谢

测量探针

O2扩散

O2

O2

O2

CO2扩散

CO2

CO2

CO2

细胞

角质层

表皮

真皮

血管

基底层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刺激线粒体的呼吸作用2

方案 :

含及不含Sepitonic M3 的成熟的角化细胞

 细胞耗氧量的测试 = 在线粒体中细胞的呼吸

（荧光）

Sepitonic M3 刺激了细胞的呼吸作用，

避免供氧不足时的窒息，使你的细胞吸入纯

净氧气!

线
粒

体
的

呼
吸

作
用

(任
意

单
位

的
荧

光
量

)

时间 (分钟)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活化能量级联反应3

2h时的功效

6h时的功效

24h时的功效

葡萄糖

丙酮酸

乙酰CoA

能量循环

ATP

DNA
蛋白质

细胞再生

Sepitonic® M3

Sepitonic® M3

Sepitonic® M3

Sepitonic® M3

Sepitonic® M3

Sepitonic® M3

活化能量级联反应3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Sepitonic® M3 在细胞能量级联的不同阶段持续的发挥作

用 :

在2小时 : 增加丙酮酸盐的生成

在6小时 : 消耗丙酮酸盐并且增加ATP合成

在24小时 : 增加DNA和蛋白质的合成/细胞更新

=> 用10 ppm Sepitonic

M3或100 ppm 细胞色素

C (作为阳性对照)培养的正

常人体角化细胞及对照组

=> 测量不同时间段嘌呤/

ATP/ DNA和蛋白质的合成



情绪因子 肌肤节律

熬着最深的夜 抹着最炫的霜

赋能焕活



褪黑素



EV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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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时钟的控制器
– 都市熬夜利器



2009：第五代 2013：第六代

雅诗兰黛密即时修护特润精华露

ChronoluxTM, Ashland “同

步修复Synchronized  

Recovery”概念

雅诗兰黛特润修护肌透精华露

ChronoluxCBTM, Ashland

进一步“基因生物钟同步修护科技

+细胞代谢净化科技”

每分钟全球售出 8 瓶

风靡全球30年

2015-2017 雅诗兰黛ANR修护家族

肌透修护精萃蜜
2015.12

让肌肤止损，把年轻锁住。

密集修护肌透面膜
2016.1

一片年轻 超越晶莹剔透

特润修护肌透精华胶囊
2016.7

高效修护 加倍强韧

多效智妍精华霜
2016.9

一键激活 年轻总开关

多效智妍精华霜
2017.6

创新360°大眼科技

肌透修护密集精华眼膜
2016.12

干纹小熨斗

基因生物钟同步修护科技
雅诗兰黛ANR修护家族



基于时钟基因蛋白表达的科技

Chronogen YST™ 时钟基因节律因子

2009年Vincience在全球化妆品界首发Chronogen YSTTM基因生物钟活性原料

• Chronogen YST™能够协助细胞节律，帮助

抵御UV损伤in vitro。它在时钟基因蛋白中能

特异性增强表达in vitro，从而优化皮肤功能。

• 低浓度的Chronogen YST应用于膏霜或精华
液中，能帮助皮肤的节律时钟回复同步。

• 时钟基因的最佳优化对赋活皮肤的健康外观
至关重要。



Chronogen YST™ 时钟基因节律因子

熬夜基因，你有吗？

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一个看起来比她实际年龄要年轻得 多的
女性？是不是我们都想知道她的秘诀是什么？

在科学界，这些不到10%的年轻幸运儿被称为“冻龄”， 拥有
优秀的““熬夜基因”，虽然我们的肌肤中都拥有 这些节律基
因（Clock,Per,Bmal,Tim,Cry），但是它们在冻龄者肌肤中表达
尤为引人注目！

ChronogenTMYST能够帮助提高“熬夜基因”的精确表 达和
调控，来校对“时间”，给予细胞和谐的节奏，适 应不同环
境下的昼夜节律，改善肌肤状态，

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突破性发现，让90%的 普通
人也可以成为不老的“冻龄肌”！



CHRONOCYCLIN®生物节律同步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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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免疫力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唤醒肌肤内在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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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夜利器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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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NOCYCLI
N®生物节律同
步肽 大牌之选

熬夜利器核心技术
生物节律同步肽 恢复肌肤自然节律



夜，并快乐着–特色配方体验

• 黑 眼 圈 橡 皮 檫 D Z 1 9 1 2 2 0
• 熬 夜 急 救 面 膜 H T 1 9 1 0 1 0
• 律 动 新 肌 修 护 霜 S L 1 9 0 9 0 2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或致电87521822

mailto: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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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或致电875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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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SIMULSOL 165 2.00 甘油硬脂酸酯(和)PEG-100 硬脂酸酯

SENSANOV WR 1.50 C20-22 醇磷酸酯(和)C20-22 醇

混醇 1.20 鲸蜡硬脂醇

Panalane L-14E 4.00 氢化聚异丁烯

DW Jojoba Colorless 3.00 霍霍巴(SIMMONDSIA CHINENSIS)籽油

SILAGEL D25 2.00 聚二甲基硅氧烷（和）聚二甲基硅氧烷/乙烯基聚二甲基硅氧烷交联聚合物

DM5 2.00 聚二甲基硅氧烷

Refined Organic Babassu Oil 2.00 精炼有机巴巴苏仁油

effisin CPN -AP- 0.1 氯苯甘醚

水 TO100 水

1,3-丁二醇 2.00 丁二醇

Carbopol Ultrez 21 0.10 丙烯酸（酯）类/C10-30 烷醇丙烯酸酯交联聚合物

黑眼圈橡皮擦 DZ191220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或致电87521822

mailto: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SEPIPLUS S 0.80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和)聚异丁烯(和)PEG-7 三羟甲基丙基椰油醚

D-DML 1032 0.50 聚二甲基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醇

TEA 0.20 三乙醇胺

甘油 3.00 甘油

ROSABORA 0.50 毛叶杯轴(TAMBOURISSA TRICHOPHYLLA)叶提取物

CODIAVELANETM BG PF 1.00 水(和)丁二醇(和)软毛松藻(CODIUM TOMENTOSUM)提取物

ALGISIUM C 5.00 甲基硅烷醇甘露糖醛酸酯/羟苯甲酯钠/羟苯丙酯/山梨酸

CERNILYS 3.00 甘油/水/北非雪松(CEDRUS ATLANTICA)树皮提取物

MeiYanOL 1.50 水/1,3-丙二醇/接骨木(SAMBUCUS NIGRA)提取物

effisin HD -AP- 0.60 己二醇

effisin HDA -AP- 0.20 对羟基苯乙酮

1,3-丁二醇 2.00 丁二醇

Tiniron Supersheen MP-1001 1.00 云母，二氧化钛

279952 0.10 香精

黑眼圈橡皮擦 DZ191220

如需配方体验，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或致电87521822

mailto: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


双歧杆菌的代谢产物及抗菌物质对致病菌具

有很强的拮抗作用，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等革

兰氏阴性菌的活性。

MeiYanOL 美眼OL  接骨木提取物

接骨木花被欧洲人誉为“万能守护者”

接骨木是一种很神秘的植物，被视为灵魂的栖息地。北欧神话里，妖精之母希尔达就是住在接

骨木的根里面的。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三个圣器之一的老魔杖就是死神用西洋接骨

木所制成的。魔杖蕴含着能量和法力，能够驱除妖魔。

 接骨木是一款珍贵的可以入药的植物，接骨木的花和果被使用已有几千年的

历史

 接骨木这个中文名来自中医。《纲目》引用《本草图经》文意：“接骨以功而

名”

 《全国中草药汇编》：“接骨续筋，活血止痛，祛风利湿

现代医学认为：接骨木可以抗炎，促进血液循环，去水肿



MeiYanOL 美眼OL   接骨木提取物



MeiYanOL 美眼OL   接骨木提取物

减少眼袋 -21% 减少黑眼圈 -17%

1.5% MeiYanOL人体测试



ALGISIUM C  甘露糖硅烷醇

有机硅和皮肤组织

硅元素是结缔组织结构的组成元素之一。

在真皮层细胞外间质网状结构中，硅通过与粘多糖和蛋白多糖结合，支撑真皮层结构。

此“硅”非彼
“硅”

CH3

R

R

R



ALGISIUM C  甘露糖硅烷醇

用量
5% 

总结

0%

20%

40%

60%

Algisium (5%) - 14j Algisium (5%) - 28j

提
升

（
%
）

-1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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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isium (5%) PLACEBO

提
升

(%
)

皱纹量
平均皱纹

深度 最粗糙部位

保湿 柔软度 光泽度 肤色 弹性

首页熬着最深的夜抹着最炫的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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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Water To 100 水

Satiagel™ VPC 508 P 0.1 皱波角叉菜提取物

SOLAGUM AX 0.1 阿拉伯胶树(ACACIA SENEGAL)胶(和)黄原胶

卡波941 0.2 卡波姆

BIO EG-1 4.0 聚甘油醚-26

TEA 0.2 三乙醇胺

Montanov 202 0.3 花生醇(和)山嵛醇(和)花生醇葡糖苷

Fluifeel EASY 0.2 月桂基葡糖苷(和)肉豆蔻基葡糖苷(和)聚甘油-6 月桂酸酯

NPGC-2 5.0 新戊二醇二辛酸酯/二癸酸酯

硬脂基甘草亭酸酯 0.1 硬脂醇甘草亭酸酯

复合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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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川水 5.0 海水

金缕梅提取物 1.0 水，丁二醇，北美金缕梅

TPNa 0.05 生育酚磷酸酯钠

K350 0.3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己二醇 0.1 己二醇

GALOLIVE OW 0.5 聚甘油-4油醚，油酸

SEPICALM VG 0.5 棕榈酰脯氨酸钠(和)白睡莲(NYMPHAEA ALBA)花提取物

424603 0.02 香精

熬夜急救面膜 HT191010



SEPICALM™ VG WP   皮肤舒缓亮白剂



SEPICALM™ VG WP   皮肤舒缓亮白剂

抑制黑色素生成，淡化老年斑，均匀明亮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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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MONTANOV 202 2.0 花生醇和山嵛醇/花生醇葡糖苷

混醇 2.0 鲸蜡硬脂醇

植物甾醇 0.3 甾醇

DW JOJOBA COLORLESS 6.0 霍霍巴（SIMMONDSIA CHINENSIS）籽油

NPGC-2 3.0 澳洲坚果（MACADAMIA TERNIFOLIA）籽油

LANOL 99 4.0 异壬酸异壬醇酯

DC200(350CST) 2.0 聚二甲基硅氧烷

尼泊金甲酯 0.1 对羟苯甲酯

水 TO 100 水

甘油 6.0 甘油

1,3-丁二醇 3.0 丁二醇

EDTA二钠 0.05 EDTA二钠

Fiberdesign 0.20 丙烯酸（酯）类/C10-30 烷醇丙烯酸酯交联聚合物

SEPINOV EMT 10 1.0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

DC1403 1.0 聚二甲基硅氧烷 / 聚二甲基硅氧烷醇

REDIVINE葡萄叶提取物 0.5 水/1,3-丙二醇/葡萄（VITIS VINIFERA）叶提取物

Entadine榼藤子提取物 1.0 水/1,3-丙二醇/榼藤（ENTADA PHASEOLOIDES）提取物

CHRONOCYCLIN生物节律同步肽 0.2 谷氨酰胺基乙基咪唑/山梨酸/苯氧乙醇/水

SIRHAMNOSETM鼠李糖硅烷醇 5.0 鼠李糖/硅烷三醇/甲基丙二醇/山梨酸/水

AQUAXYL 2.0 木糖醇基葡糖苷/脱水木糖醇/木糖醇

EUXYL K350 0.6 苯氧乙醇/羟苯甲酯/羟苯乙酯/乙基己基甘油

律动新肌修护霜 SL190902



CHRONOCYCLIN    生物节律同步肽

生物钟基因和皮肤生理机能

 皮肤组织的生理活性由生物节律严格
控制

 在日间，皮肤细胞主要致力于加强皮
肤天然防御（抵抗UV、抗污染等）

 在夜间着重于再生代谢

不规律的生物节律与皮肤过早衰老

 老龄化、季节、阳光照射的变化、疲劳、
紧张、失眠和时差都会导致生物节律的微
小变化，这些变化可以被累积

 这些不规律的生物节律变化使得昼夜节律
基因的周期性激活改变，因此皮肤生理代
谢变化

无序的生物节律，可能导致

 皮肤天然防御能力减弱

 夜间细胞再生进程放缓

 VD生物转化效率降低



CHRONOCYCLIN    生物节律同步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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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HAMNOSETM    鼠李糖硅烷醇

实验条件
Sirhamnose (5%)面部

一天两次
35 女性
30-60岁

皮肤学评价表明
SIRHAMNOSE 显著

提高皮肤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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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皮表皮连接（DEJ）改善使经皮失水
（TEWL）大幅度减少。

 皮肤屏障变好 -12.25%

T14 T28

% of subjects with
improvements

97%
100
%



SIRHAMNOSETM    鼠李糖硅烷醇

实验条件
Sirhamnose (5%)面部

一天两次
35 女性
30-60岁

VISIA 分析
SIRHAMNOSE 减少面部黑点密度

T 28

平均黑点密度减少 - 12%

最大皮肤黑点密度减少 - 42%
T0 T28

皮肤学评价
SIRHAMNOSE 显著提亮肤色

T14 T28

志愿者肤色提亮百分比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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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并快乐着
最美博学堂2021九月刊

情绪香疗法

橙花和铃兰携手闪耀绽放，带来明媚活力；

情绪香疗法为肌肤舒缓压力，治愈熬夜焦虑情绪



盛放 明媚 活力

橙花和铃兰携手闪耀绽放

带有紫罗兰绿叶清香点缀

璀璨花香联袂绿叶青香

蜜桃糅合香柠檬和香橙

活力果香化为焕活能量

感性而深沉的木香令整体香氛历久弥新

让人沉浸在花果香气当中

带来无法言喻的喜悦
香型编号279952

如需香型体验，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或致电：87521822

治愈疗养系

mailto: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


前调：果香
芳醇的果香倍感甜蜜而温暖

中调：花香，青香
白花盛宴上，点缀着绿叶青香，活力清新，倍显饱满

后调：木香，麝香
粉质纯净，烘托手围，为香氛带来萦绕不散的柔软气息

投
入
甜
美
芬
芳

香型编号279952
如需香型体验，请联系info@biohope.com.cn



1熬夜人群
2皮肤与熬夜

3熬夜美妆市场
4百好博解决方案

夜 ， 并 快 乐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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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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20-87521822；欢迎扫描二维码与美博君互动！

最美博学堂九月刊

引 领 美 丽 趋 势 精 益 致 美 原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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