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好博
型男定制方案

国内外男士美妆市场趋势发展都在持续增长，男士人群在整体市场份额占比中逐渐增大，男士爱美意识觉
醒。基于男性美容市场快速增长的背景，各大化妆品企业纷纷布局男士市场。未来在品牌教育及消费升级
的推动下，男士美容市场有望迎来新的增长高峰，男士彩妆将成为市场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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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在职场上意
味着什么？

数据统计，德州大学劳动经济学家Daniel 

Hamermesh抽查了300多个行业后发现，颜值

高的男人比一般的男人收入多13%，而颜值低

的男人比一般的男人收入低9%。也就是说，

男人丑的结果是少挣22%，而美男子可以轻

松获得22%额外的事业助力。与此形成对比的

是，漂亮的女人职场入手比一般的女人只多

出3%。

请注意，这300多个行业并没有哪些靠相貌吃

饭的行业，如超模、影星或空姐，而是老师、

记者、工程师、服务员、推销员等大众行业。



1 Part One
市场洞察



以上数据及分析来源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男颜经济“研究报告》。

2021年国内美容行业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80亿

男士美容市场持续火爆，全球男士化妆品市场年均增速在5%左右。近几年，男士美容行业市场规模增速
明显，2021年预计突破180亿。



阿里系2021年H1男士品类销售情况

销售额23.7亿元，同比增长

20.30%；

销量2516万件；同比增长

13.90%

销售额5.6亿元，同比增长

36.59%；

销量381万件；同比增长

26.58%

销售额11.1亿+元，同比增长

33.73%；

销量1888万件；同比增长

24.13%

销售额1582万元，同比增长

1207.44%；

销量27万件；同比增长

1073.91%58.43%

13.79%

27.39%

0.39%



护肤需求精准化，Z世代男生也是“颜究生”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口罩脸、熬夜、蓝光辐射、光老化等问题充斥在年轻人身边，不断催生Z世代对自
身皮肤问题的关注。从消费搜索词云看，Z世代男性功能性护肤需求更加细分，修复、刷酸、抗老等高阶
诉求逐渐被提及。基础补水产品仍占据较大市场份额但增速趋缓，而具备修复舒缓、清洁、抗老紧致等
功能性产品则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



高阶成分入门，护肤需要更加专业化

护肤诉求的进阶促使Z世代男性的成分关注意识增强，并基于对成分的认知选择有针对性的产品。在
MAT2021线上不同成分护肤品消费中，富含水杨酸、积雪草、玻色因成分等功效性护肤品增速最为明显。
其中水杨酸等酸类产品具备的清洁功效及积雪草、玻色因对于促进修复、抗衰老的强大功效皆能满足Z世
代男性当下迫切的护肤诉求。



随着男性也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外表，男性医美市场日益崛起，更加关注面部及头部
医美，如祛眼袋、治疗粉刺、植发等。



高调个性，彩妆成为Z世代男性的自我表达

Z世代们不再拘泥于传统观念，追求美成为他们的个性表达。在美妆KOL男性受众分布中，Z世代男性活跃占比TGI远
超其他代际。线上消费数据显示，MAT2020是Z世代男性彩妆消费激增的一年，人均彩妆消费金额猛涨，MAT2021
增速稍缓进入稳步增长期。彩妆品类消费中，口红/唇膏等最受Z世代男性青睐，高光、腮红品类市场规模仍较弱。



男士妆品备案趋势每年约11%增长

近5年男士妆品备案趋势稳步上涨，年均备案增长率约11%左右，2021年男士备案产品主要集中在基础
型品类，如沐浴露、洗发水、洁面等。



2 Part TWO
品牌洞察



瞄准Z世代，新锐国货品牌接连入局

随着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不断加强，Z世代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国产品牌。近几年国内男性美颜
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吸引不少新锐国货品牌进入赛道，同时资本的接连入局助推赛道发展，为
男性美颜市场带来持续的波澜。



潜力巨大的男性美妆市场吸引新老玩家入场，国货对男士吸引力不输国外经典美妆品
牌，新兴国产男性美妆品牌迎来发展机遇。



国货彩妆品牌逐渐起势，完美日记入局“他经济”

线上美妆品牌消费中，头部国际大牌彩妆仍是主要消费品牌，占据较高市场规模。与此同时，以完美
日记、花西子为代表的国货彩妆品牌逐渐崛起，其中，新锐国货品牌COLOR KEY增速最为显著。
2021年7月，完美日记瞄准男性市场，推出男士彩妆及护肤系列产品，正式入局“他经济”。

男士彩妆品牌从2019年爆发式崛起



男士彩妆各功效明星产品榜单

自然妆感、遮瑕、便捷是目前市面上较为主流的三大男士彩妆卖点。BB霜、唇膏、眉笔是男士彩妆三
大热门单品。平价唇膏是国产男士彩妆品牌的强势品类。



男士全品类销售TOP1
销量72万 销售额5296万

INSWEST
也西男士白泥洗面奶

功效：去黑头 除螨 保湿 祛痘 控油 清洁

宣称成分：亚马逊白泥 韩国进口复合氨基酸 烟酰胺 丁二醇 月桂酸

也西创立于2018年，从18世纪西方经典文化中汲取灵感，以“个性前卫，
极简至奢，高端护肤”的态度诠释男士高定美妆哲学。



销售量36万 销售额4476万      功效：保湿 补水 控油 清洁

宣称成分：苹果氨基酸 水杨酸 酒糟精华 金缕梅

理然洗面奶男士专用氨基酸洁面乳
新锐



3 Part THR
新品风向



舒缓肌肤
清爽肌肤、舒缓眼周、放松眼周肌肤

改善倦容
紧致眼周、改善眼周干纹、
展现型男双眸深邃魅力

补水滋润
透现光泽、构筑凌厉风采

# 透现
凌厉双眸



5大核心成分 
告别都市熬夜肌

熬夜精华乳
AGE RESCUE FACE LOTION

ü保湿修护

ü提亮肤色

ü平滑饱满

ü抵御细纹



焕 活 眼 周
E Y E 意 十 足
LAB SERIES 男用青春抗皱精华眼霜



男人的皮肤也要有“品质”





  男士肌肤也需要防晒！



Ingredients 品牌

剃须品牌The Art of Shaving创办人推出新品
牌，把配方中每种成分的百分比写在包装上，
主张成分完全透明化

资生堂男士专业防晒棒

产品运用的WetForce x HeatForce技术
和SynchroShield技术，可以在暴露于
阳光、水和流汗的情况下增强保护层
保护皮肤，且具有抗汗防水效果，与
此同时可防止污垢、灰尘和烟灰等空
气污染。

完美日记男士系列

完美日记携手中国体操队正式推出男
士系列，首发产品包含男士彩妆和保
湿护肤系列

NEW ARRIVAL



亲爱男友文艺青年套装

咖啡调香氛沐浴露
咖啡滋养洗发水
三十男士淡香水

赫恩男士身体去角质磨砂膏

天然植物精粹 同步去角质+护肤

尊蓝保湿焕能醒肤霜

30s补水 8H保湿
冰川水+460倍补水（复活草）

NEW ARRIVAL



4 Part FOU
六大维度定制方案



敏感修复

MADECASSOSIDE

EQUIBIOMETM

水润保湿

AQUAXYLTM

CODIAVELANE®

控油祛痘
LIPACIDETM C8G

SUBLIGANATM

PHLOROGINE®

抵御光老化

SAKADIKIUM™

ECTOIN

ANTILEUKINE 6TM

能量活力

SEPITONIC™ M3

EPHEMERTM

加拿大冰川水

抗衰抗皱

SEPILIFTTM DPHP

Alistin

Bioplasma FA

六大定位  男士全面护肤体验

三 

大 

痛 

点  +
   

三 

大 

痒 

点



敏感修复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舒 缓 修 复

皮肤敏感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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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羟基积雪草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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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敏感肌肤、特异性皮炎和银屑病皮肤

的强效舒缓活性成分!

“来自马达加斯加野生积雪草

> 五环状结构的三萜类(活性物)更稳

定

> 活性物含量更高

> 野生&活性成分含量更高，种植后

药用价值丢失& 活性物含量降低

熟悉各个产品的组分: SErDEx在70年

前已经开始研究

广泛 & 完整的数据: 进行众多的体内

外研究以验证产品的功效和作用机理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舒 缓 修 复

作用机理

保护细胞
↓NFκB、rOS

调理角质层代谢
↑丝聚蛋白、AQP-3，↓蛋白酶

舒缓炎症 & 止痒褪红
↓IL-1α、IL-8、PGE2

强化ECM & 保护真皮
↑胶原蛋白I和III，↓MMP-1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舒 缓 修 复

分数
无 1

非常轻微 2

轻微 3

中度 4

-1.8

-2.1

-1.4

-1.4
-1.1

-0.8

*

平均红斑得分 (AU)

**
* **

*

*
*
*

**
*

*
*

安慰剂

改善皮肤发红
(湿疹)

改善皮肤瘙痒
(银屑病)

% 
 痒

感
得
分
的
变
化
情
况

-53%*

***
***

***
* * *

-70.6%

痒感得分降低 (%)

安慰剂         Madecassoside 0.2%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减少皮肤脱屑

> 足部银屑病部位的照片 
0,2 % Madecassoside，D0 & D28 (%)

面积大小 (mm2): -
48%

*PASI: 银屑病面积和严重性指数 (分数为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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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剂         Madecassoside 0.2%

PA
SI

 降
低

 (%
)

PASI 得分降低



EQUIBIOME 牛蒡根提取物EQUIBIOME 牛蒡根提取物



EQUIBIOME 牛蒡根提取物

尊重微生物生态系统的多样化



EQUIBIOME 牛蒡根提取物

舒缓&保湿作用 皮肤更好的水合&更舒适

保护皮肤受到外界压力刺激，得以舒缓



EQUIBIOME 牛蒡根提取物

1%提供舒缓保护

提高肌肤舒适感

D14皮肤发红&灼热/刺痛感降低
Placebo  

EQUIBI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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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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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D14
a* a*

Redness (a*)
0

Burn/stinging (b/s)

t0 t30’ t15” t30” t2’ t5’

*

人体实验



EQUIBIOME 牛蒡根提取物

7天和21天后表皮含水量提高

1%经过7天&21
天，皮肤水和度

显著提高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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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D21

+56%*

Placebo
EQUIBIOME™ (1%)

人体实验



水润保湿

保湿是护肤的永恒主题，也是可供广泛宣称的功效。

• 地球表面有75%的面积被水覆盖

• 生物体重量的70—90%是水

• 正常的代谢活动只有当细胞含有65%以上的水时才能进行

水，生命之源



•

•

•



→









CODIAVELANE®
布列塔尼海藻的奥秘

• 海洋保湿因子

• 天鹅绒般的触感、温柔呵护肌肤

• 含有磺化杂多糖、蛋白质、叶绿素、矿物盐和有机酸等成分

• 润泽表皮层各层，为皮肤带来即时、持久的水合作用



软毛松藻

天鹅绒般柔软的绿藻

依附于曝露在阳光和高渗透环境下的小岩石潭中

海水浸渍和热量冲击的不停循环中。 

CODIAVELANE®  软毛松藻提取物



•只在冬季
在阳光充足时期无法分离与软毛松藻共生的附生植

物

•特殊的潮汐变化
  软毛松藻生长在位于水面下15米的位置，这个区
域只
  会在特殊的潮汐变化时出现

•依赖于天气
布列塔尼特有的暴风雨

同时，最大程度的尊重环境与资源

谨慎选择
在布列塔尼800多种海藻中脱颖而出

使用新鲜海藻提取

Yann QUERREC
Production 

Deputy Manager

高质量的收割

20d/yr

来源的稀缺

20年专注研究

CODIAVELANE®  软毛松藻提取物



& 86%: more softness柔软 70%: more comfort 舒适

各向异性测试（2D成像）

40名干性肌肤志愿者，在前臂涂抹2%添加量软毛松藻膏霜，
每天两次，使用28天。

CODIAVELANE®  软毛松藻提取物



表皮脂质染色试验
定量测量

处理的外植体
安慰剂

vs
2%CODIAVELANE

↗ 脂质合成

72小时内，通过促进脂质的自然合成，增强角
质层的粘连性 

角质层脱脂缺少粘
连性

角质层富脂，粘
连性增强

CODIAVELANE®  软毛松藻提取物



控油祛痘

过量油脂分泌导致毛孔堵塞

过量的油脂和死亡细胞会堵塞毛孔，切断毛孔的氧气供应。

引起痤疮的成分喜爱缺氧环境，堵塞的毛孔会成为它们的

大本营，毛孔被堵塞的时间越久，这些成分繁殖的越多，

释放出导致皮肤刺激性和感染的物质，引起小脓包。



•

•

•



•

•







SUBLIGAN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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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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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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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达加斯加天然抗痘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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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瑕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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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缓肌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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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氧化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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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LIGANATM  净化功效（试管实验）



PHLOROGINE® 糖海带提取物

海洋皮肤净化因子

夏日炎炎 清爽肌肤

天然海洋控油

INCI名：水/丁二醇/糖海带提取物



糖海带提取物

糖海带（Laminaria Saccharina）含：
多糖醛酸苷能与皮肤中的蛋白形成有优异保湿效果的膜

Na+ 和 K+ 离子能帮助保持渗透平衡

抗氧化物质能保持组成稳定

多酚物质，褐藻中的重要组分

减少过量分泌的油脂，同时调节生理平衡

其它名称: 
Sugar seaweed糖海带
Marine Sugar Cane海洋甘蔗

PHLOROGINE® 皮肤净化因子



肌肤和头皮炎症，油腻和油亮的皮肤

活性1a  皮脂流调节

结论:皮脂分泌： -26%

材料 &方法:

- 皮脂计

- 在20个人中测试

- 8%浓度 Phlorogine 的洗涤剂

- 于前额使用, 每天一次，使用7天。

皮脂流调节试验
-体内研究

PHLOROGINE® 皮肤净化因子



活性 1b 皮脂流调节

PHLOROGINE® 皮肤净化因子



抵御光老化

皮肤外源性衰老80%是紫外线造成的



SAKADIKIUM™是从野姜花的根茎中提取而来的。根茎处储备有植物的重要代谢产
物。它们主要由糖构成，这是一种真正的能量来源。

这种特定的成分激发了我们探索对线粒体功能(耗糖)的效果，发现其拥有强大的多
重防护功效。

SAKADIKIUM™ “蝴蝶”姜花

• 植物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特定区域——Analamanga地区内30公顷。采摘

区是由桉树覆盖了的湿地森林。

• 通过有机认证，以Ecocert有机标准对采摘区进行审核。

• 在采摘之前，每年都获得当地政府的官方许可-环境指导方针，生态和相关

环境法令-以及许可的数量。

• 采摘人员都是经过马达加斯加民族植物学专家的培训与监督。



面对蓝光,内部压力,污染，为皮肤提供多重防护

Pollution

作用机理

CLAIMS :Blue light

SKIN BENEFITS THANKS TO  
SAKADIKIUM™

UVA
(blue light  & 

UVA)

(modelized by UVA)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Mitochondrial protection
↑ ATP, NAD+/NADH

regulation of inflammation
↓ IL-8

Anti-oxidant:
↓ ROS

UVA

外部污染

调节细胞自噬

老化

空气污染

保护线粒体

ROS降低
调节发炎介质

Blue light 
protection

防蓝光
Cellular 

detoxification
细胞排毒

Anti-pollution
防污染

Energizing
提供活力

Regulation of 
autophagy

调节细胞自噬
Anti-oxidant

抗氧化

SAKADIKIUM™ “蝴蝶”姜花



暴露于蓝光 & UVA下调节细胞自噬 - in vitro 结果

Student's t-test :
* p<0.05,

** p<0,01,
*** p<0,001

> SAKADIKIUM™可调节暴露于蓝光下的成纤维细胞
的自噬作用，以达到排毒效果。
SAKADIKIUM保护细胞，那么细胞自噬不需过度发挥功效。

> SAKADIKIUM™的屏障作用，保护在UVA照射下的
成纤维细胞的溶酶体网络

蓝光的主要来源是太阳。在
光
光谱中，蓝光覆盖较短的波
长和更高的能量。
大约30%的可见光被认为是
蓝光。
在室内，我们被荧光屏、荧
光灯或LED灯照射到蓝光
(HEV)。如果没有过量，蓝光
有助于警觉性和认知功能。
过量的蓝光加速氧化过程，
诱导ROS形成。

细胞自噬控制细胞组分进行降解和再循环的重要生理
功能。这种清洁机制主要涉及溶酶体，即细胞的消化
系统，其“消耗”细胞内受损化合物(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和脂质)。
溶酶体作为细胞器的作用是通过自噬来清除细胞的不
良部分。由大约40种酶促进完成。

SAKADIKIUM™ “蝴蝶”姜花



B [a] P是最著名的多环芳烃
(PAHs)。这种碳氢化合物是有
机材料在不完全燃烧或热解过
程中形成的复合产物中发现的。
因此，它们存在于各种烟灰和
烟雾，引擎燃烧的废气和香烟
烟雾中。.

In vitro protocol方案

2

● Humans Keratinocytes 人角质细胞
● 0.5% SAKADIKIUM
● Polluant: B[a]P (Benzo[a]Pyrene 36 µM) = ROS generator
         污染物： B[a]P (Benzo[a]Pyrene 36 µM) = ROS 发生剂
● H DCF-DA probe = oxidative stress detector 氧化应激探测器

> SAKADIKIUM™具有抗氧化 
& 防污染的效果

Student's t-test :
* p<0.05,

** p<0,01,
*** p<0,001

暴露于空气污染下(B[a]P) - in vitro

D1

D2

D0

用SAKADIKIUM™ 处理细胞24小时

H2DCF-DA probe探针进行培养
加入ROS发生剂（20分钟）

荧光测试

0.5%  
SAKADIKIUM™

+B[a]P

untreated  
control

untreated  
control
+B[a]P

p=0.122
***

B[a]P
-23%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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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
e flu

or
es

ce
nt

  
un

its

处理前24小时，96孔板接种细胞

SAKADIKIUM™ “蝴蝶”姜花



暴露于空气污染下(B[a]P) - ex vivo

In vitro protocol 方案
● Explant of human skin 皮肤外植体
● 10% SAKADIKIUM
● Polluant : B[a]P (40 µM) 污染源： B[a]P (40 µM) 
● Mediator effect against inflammatory (IL-8, ELISA dosage) 对炎症因子的调节作用 
● IL-8 is a well-known marker of inflammation induced by pollution.  It is well 

known that cigarette smoking exacerbates IL-8  production. IL-8是由污染引发炎症
的著名标记物。众所周知，吸烟会加剧IL-8的产生。

Student's t-test :
* p<0.05,

** p<0,01,
*** p<0,001

> SAKADIKIUM™显著减少
由污染引起的炎症介质。

B[a]P

untreated control untreated control
+ B[a]P

10% SAKADIKIUM™
+ B[a]P

接收皮肤外植体

稳定保护皮肤外植体 （4h，37、5% CO2 ）

2SAKADIKIUM™系统处理24小时 （37、5% CO2 ）

对皮肤外植体进行污染处理+ SAKADIKIUM™处理24小时（均
为系统性处理- 37、5% CO2 ）

IL-8 含量测试

***

* -69%***

D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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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f
 IL

-8
 

re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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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SAKADIKIUM™ “蝴蝶”姜花



SAKADIKIUM™ “蝴蝶”姜花
受过培训的评估者对提亮功效的评估

● 2组各20名志愿者，45到55岁
● 有压力&经常抽烟者（12根/天）
● 含3% SAKADIKIUM™ 的霜vs空白组
● 脸部一天两次涂抹
● 28天
● 受训过的评估人员分别在D0和D28天打分（0到9）

In vivo protocol in vivo 方案

V
ar

ia
tio

n 
D

0 
D

28
 (%

)

Placebo Cream with 3%  
SAKADIKIUM™

+16% 
*

与空白组相比，含3% SAKADIKIUM™ 霜的28天亮白效果

含有
3%SAKADIKI
UM™的提亮效
果高出16%

无论用什么仪器测试，人感觉到的才是最重要的！

与空白组相比，感知到含3% 
SAKADIKIUM™霜带来改善
的志愿者% 



天然的力量  振翅蝴蝶的迎光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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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保护因子

p.80

抗光老化

调节油脂平衡、维护皮肤生理机能

减少细胞晒伤和色素沉着

促进胶原和GAG（多糖）合成

保护表皮真皮连接层和真皮细胞

作用在表皮层作用在表皮真皮连接层和真皮层
保护DNA

保湿和抗皱

抗炎症

 ANTILEUKINE 6 楔基海带提取物 黄金海藻



角化细胞

EP
ID

ER
M

IA
L 

C 
FI

BE
R

LANGHERANS CELL

1a- 朗格罕氏细胞被激活

感觉神经被刺激

活化
3- NEUROGENIC INFLAMMATION
pain, redness, sensation of heat, itching…

 1b- 放大
NO, CGRP, 
HISTAMINE, 
IL8,   SUB. P, 
TNF , 
ACETYLCHOL
INE

IL1, IL6, IL 10, 
PGE2, TNF, COX-
2, LTB4

ANTILEUKINE 6 调节并预防慢性炎症

1a- 炎症介质释放

MMP 1,3,9

ANTILEUKINE 6 
减少神经性炎症

 ANTILEUKINE 6 生物保护因子



模型: 
- Bioethic Lab
- Skinethic®: 重建表皮
- 和TNFα一起表达 (一种细胞因子, 刺激所有炎症阶段) 
- Antileukine 6 (2%)

减少血小板活化因子PAF*释放

PAF是一种炎症标记物，能够放大
各个炎症阶段

Antileukine 6 能阻止由PAF导致的
炎症损伤

竞争性抑制由皮肤炎症释放出来的
PAF的活化作用

*PAF: 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 lipidic mediator

 楔基海带提取物 抑制炎症强度



UVA和UVB能降解细胞膜的脂质,蛋白和DNA

彗星测试模型：
衡量由UVB和UVA照射引起的表皮细胞中DNA的损伤，拍摄照射后DNA迁移的照片

Antileukine 6 能减少由UV造成的细胞DNA的损伤

UVB 

UVB + 2% Antileukine 6

UVA

UVA + 2% Antileukine 6

 楔基海带提取物 抗光老化活性



过度的阳光照射会导致角质细胞降级，且细胞间粘连减少

需要额外的脂质来保护：日晒后肌肤受损，脱水，不适，过敏

高含量的卵磷脂，使Antileukine 6 可以强化皮肤的脂质屏障

干燥的表皮
Antileukine 6, 不含 UVB

干燥的表皮
Antileukine 6 +含 UVB

干燥的表皮 + UVB

 楔基海带提取物 强化皮脂屏障



能量活力

正常的肌肤细胞更新过程为28天，在这个周期，老废细胞会

脱落，更新的细胞会让肌肤变得细滑，肌肤细胞代谢也会处

在良好状况，不但能帮助护肤品的吸收，肌肤干燥、暗沉等

问题也会得到缓解。所以，保持线粒体的活力，是抗衰老的

关键一步！

线粒体 
– 人体能量工厂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 细胞能量补充剂 

• 提供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
成分，优化细胞呼吸

• 抗衰、改善肤色、提高配
方活性成分



SEPITONIC M3刺激了
细胞的呼吸作用，避
免供氧不足时的窒息，
使你的细胞吸入纯的
氧气！

通过更好的细胞呼吸作用，SEPITONIC M3逐步地刺激细胞的能量和新陈代
谢介质（ATP-AND-蛋白质）。

阶段性和持续性的能量补充作用：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促进配方中其他活性成分的吸收及有效利用！

得益于它对细胞新陈代谢的
刺激作用，SEPITONIC M3可
以加强其他活性物质对皮肤
的有益作用！

SEPITONIC™  M3 矿物能量补充剂 

增加活性添加剂的效果：



•  世界首创大型海藻细胞培养技术

•  保护线粒体DNA，增加能量合成

•  提升皮肤的即时 & 长效抗氧化能力

INCI名称：辛酸/癸酸甘油三酯, 裙带菜(Undaria Pinnatifida)提取物 

裙带菜提取物

）
ＥＰＨＥＭＥＲ®线粒体海洋保护因子（裙带菜提取物）



获得单细胞藻
培养物

大规模培养

冷冻干燥
得到海藻细胞

得到海藻
细胞提取

物

•  世界首创大型海藻细胞培养技术

•  保护线粒体DNA，增加能量合成

•  提升皮肤的即时 & 长效抗氧化能力
 

CELEBRITY™：世界首创大型海藻细胞培养技术

Ephemer™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化妆品领
域应用的源于大型海藻细胞生物技术的
活性成分。

创新之处 :

>  以细胞形态分离出的大型海藻

>  以细胞形态在光生物反应器中进行培养

ＥＰＨＥＭＥＲ®裙带菜提取物

保护人体的“夏娃基因”

ＥＰＨＥＭＥＲ®线粒体海洋保护因子（裙带菜提取物）



100 :2 亿的珍稀比例
珍贵 & 稀少的配子体提取物

ü 裙带菜  一种褐藻，在日本也被叫做岩芽，由BiotechMarine公司在布列塔尼采摘

ü 裙带菜具有2种形态的生命周期：
1  > 孢子体  (巨藻形态)

2  > 配子体  (细胞形态)

ü 配子体
• 自养细胞，利用CO2和矿物质合成有机化合物，使用光作为能量
• 在海洋中仅能存活数周，此后变成另一种形态
• 在海洋中不稳定&数量少

ü Ephemer™是一种来自于褐藻-裙带菜生命周期中的大型海藻细胞---配子
    体的提取物

ü 在实验室中培养可用于化妆品领域的稀有&珍贵的大型海藻细胞-配子体，
    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1.增加能量合成

1.000

0.900

0.800

0.700

0.600

0.500

0.400

0.300

0.200

0.100

0.000
未衰老细胞 衰老细胞

(无Ephemer)
衰老细胞(0.01%
Ephemer处理)

能量合成
(所释放的ATP与线粒体数量的比值)

(µM ATP/mt/µm²)

备注：合成能量的计算需要结合两个不同的研究结果：
- 细胞代谢 (ATP)
- 线粒体的生物合成(线粒体数量)

与未用Ephemer™处理的衰老细胞相
比更多的能量合成：+24% - 与未衰老细胞相比，衰老细胞的能量合成减少了50%，细胞

受到影响。

与未处理衰老细胞相比，用Ephemer™处理5天的衰老细胞的
能量合成增加24%。

Ephemer™能够增加能量合成

ＥＰＨＥＭＥＲ®裙带菜提取物
ＥＰＨＥＭＥＲ®线粒体海洋保护因子（裙带菜提取物）



2.保护线粒体
对细胞自由基的作用(与对照组相比，

60分钟后，衰老的成纤维细胞)
对线粒体自由基的作用(与对照组相比，

60分钟后，衰老的成纤维细胞)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
，

衰
老

的
成

纤
维

细
胞

)

结果：

EPHEMERTM的保护作用明显更强 细胞ROS减少(p<0.05)
EPHEMERTM能够特异性地保护线粒体
线粒体ROS减少(0.05<p<0.1)
孢子体提取物对线粒体ROS没有作用

对皮肤的益处：
过量自由基(ROS：活性氧簇)会导致线粒体DNA&RNA、蛋白质、
脂质和糖类发生氧化。
与孢子体提取物相比，EphemerM能够更加高效地阻止氧化作用。

方案：在衰老的成纤维细胞(已经发生复制性衰老)上进行测试
绿色-裙带菜配子体提取物 0.01%
灰色-裙带菜孢子体提取物 0.01% (提取方法与Ephemer™相同)
对照：衰老的成纤维细胞

ＥＰＨＥＭＥＲ®裙带菜提取物
ＥＰＨＥＭＥＲ®线粒体海洋保护因子（裙带菜提取物）



3.提高能量代谢效率

p 长效抗氧化效果(5天后)

• 线粒体自由基含量减少36%

• 作用于线粒体自由基的独特抗氧化效果，与对照
组相比减少36% (0.05<p<0.1)

• EphemerTM能够提高衰老细胞中线粒体的能量代
谢效能

p 长效抗氧化效果(8天后)
     (蛋白质实验结果，离体实验)

Ephemer™保护线粒体DNA的完整性
顺乌头酸酶增加63%。顺乌头酸酶是线粒体中与细胞稳 
态有关的一种酶，以保护线粒体DNA而知名                                                                                                                           
(8天，与对照组相比，皮肤外植体，组织学评估)

• 增加SIRT-1
  长寿蛋白+101%

• 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作用
  过氧化氢酶+19% (解毒酶)

• 提高线粒体稳态 & 保护线粒体DNA
  顺乌头酸酶+63% (线粒体酶)

ＥＰＨＥＭＥＲ®线粒体海洋保护因子（裙带菜提取物）





富含矿
物质

磁力
净化

缩小
毛孔

海泥中含有超过60种矿物质

海泥颗粒中带负电的离子会吸
附皮肤上带正电荷的杂质

天然
保湿 万年冰川的水分滋养；

高端分子膜的高效保湿离子，充分填补
NMF

治疗
特性

具有抗炎特性的皮肤保护盾一样，
通过各个程序来冷却舒缓肌肤。

清除
杂质

微细的天然冰川海泥颗粒就像一个乳化剂，在你皮肤的油
脂颗粒周围形成一层屏障，当冲洗脸部的时候可以有效地
将油脂除去。

UV防
护

天然冰川海泥中的矿物质共同作用形成天然的、持久的保护
层来应对UVB, UVA 和UVC 辐射。

极地
抗冻

能帮助减小毛孔，使肌肤如同瓷器般
光滑

海洋矿物水- 甄选极地冰川防护盾



山海结晶，冰川之秀——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为什么IRONWOOD天然冰川海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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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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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人迹罕至，从未污染；
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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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冰川水以其特有的生命激活
力被誉为“生命之水”
ü源于享有“美人泥”之称的
加拿大冰川海泥， 富含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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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高效保湿 
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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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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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冰川海泥矿物水的关键益处：

• 高导电性, 高浓度的溶解离子，增强护肤配方中活性成分的
活性和生物功能。.

• 导电性的增强也意味着增强了导热性，给肌肤带来立即冷却
的效果。

• 冰川海泥矿物水含有平衡的钾/钠比例：保持肌肤细胞的等
渗环境，从而阻止TEWL（透皮水分流失），同时增加皮肤
水分。

• 归功于矿物质含量的其他益处

• 有助于减少皱纹

• 有助于减少皮脂腺活性

• 有助于缩小毛孔

独特的卖点

冰川海泥矿物水，优胜于市面上所有主要品牌，提
供独特的益处和卖点。

冰川活性 冰封万年之水为肌肤筑起冰爽防护盾



抗衰抗皱

抗衰是市场宣称NO.1

u光老化UVB和UVA产生的ROS会损伤线粒体及细胞核内的DNA,同
时引起真皮细胞外基质中的胶原纤维，弹性纤维的结构缺失以及无定
形蛋白合成表达增加，形成结构紊乱的细胞外基质。

u氧化紫外线，被污染的空气，电脑辐射均可产生氧化反应，产生自
由基，对细胞核产生损伤，导致细胞凋亡，使成纤细胞的增殖和胶原
蛋白合成能力下降，从而引起皮肤衰老。

u糖化体内多余的糖会和蛋白分子结合，通过非酶糖基化反应，最终
生成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 AGEs对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细胞外
基质等都有负面作用，使胶原质纤维弹性下降，脆弱易断，导致皮肤
缺乏弹性松弛，表面不均出现皱纹。

u时间老化自然老化，受端粒长短影响，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
缩短一次，所以细胞分裂次数取决于端粒长短。当细胞停止分裂更新，
进入衰老状态。



抗衰不再是女性特需
男性抗衰市场规模持续增大

ANTI-AGING

赋活朗格汉氏细胞机能
     抵御男士肌肤「危机」

男士焕能肌活精华露

维稳

NEW

√
抵御光线和恶劣环境等破
坏因子侵害

强韧√
赋活免疫细胞机能
增强肌肤自身免疫力

焕活√
改善粗糙及粗大毛孔
淡化细纹 抵御老化迹象

 资生堂首款提升男士抵御力的精华

「黑腰子」

重磅上市



SEPILIFT DPHP  二棕榈酰羟脯氨酸 胶原蛋白促进剂

传奇的分子结构 神奇的真皮保护因子

法国SEPPIC脂类氨基酸技术  激活胶原蛋白   速就弹Q肌肤

28天保湿紧致  42天皱纹去除

1. 胶原纤维收缩
       + 14% 增加胶原纤维生成 (with 0.001% SEPILIFT™ DPHP)

2. 保护弹性纤维
       + 81% 减少弹性纤维损失 (with 0.05% SEPILIFT™ DPHP)

3. 捕捉自由基
       + 85%  抑制超级氧化物 (with 0.07% SEPILIFT™ DPHP)

4.   刺激TIMPs(抑金属蛋白酶)合成，天然的老化抑制剂
       + 46% 增加抑金属蛋白酶合成 (with 0.0005% SEPILIFT™ DPHP) 

5.    抑制MMPs (金属蛋白酶) ，皮肤老化过程中起作用的酶
       + 94% 减少金属蛋白酶 (with 0.0005% SEPILIFT™ DPHP)

6.   保护真皮表皮连接和胶原蛋白
      +26% 刺激预胶原蛋白和成纤维细胞 (with 0.0005% DPHP)

      +61% of 刺激层粘连蛋白 (with 0.0005% DPHP)

表
皮

皮
下
组
织

真
皮



SEPILIFT DPHP  二棕榈酰羟脯氨酸    胶原蛋白促进剂

Before application
使用之前

After 28 days of application
Formula with 1% Sepilift™ DPHP
使用28天之后，配方含有1%的SEPILIFT™ DPHP

15个志愿者
28天使用
配方中含有1% SEPILIFT™ DPHP 
半脸试验对比为在鱼尾纹部位

Protocol 
20 志愿者(≈ 56 岁）
42 天/ 2次、每天 
1% SEPILIFT™ DPHP

D0

42天有效去除皱纹

D42 

PLACEBO2

3% Lipopeptide3

D0 D42

D42 D0

1% SEPILIFT DPHP1

à与空白比无显著效
果

保湿效果提高:

+18%*
vs placebo

皱纹明显去除:

-32%*
vs placebo

*p<0.05



ü创新型专利多效抗衰老产品

ü抗氧化、抗糖化、抗光老化

ü增强细胞新陈代谢，恢复细胞活力，增

加胶原蛋白合成

ü改善肤色暗淡发黄等问题，紧致平滑肌

肤

ALISTIN® 
脱羧肌肽HCI

M
E

N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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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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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基作用下，蛋白质受
到游离糖的攻击发生重排。

在游离糖的粘连作用下，蛋
白彼此交联，产生晚期糖化
终末产物（AGE）

抗糖化以及回转糖化的机理
Alistin 脱羧肌肽
——专利技术，抗糖化以及回转糖化



抑制游离糖攻
击蛋白质

与中间产物作用
中止糖化进程

抗糖化以及回转糖化的机理
Alistin 脱羧肌肽
——专利技术，抗糖化以及回转糖化



自然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交联 Alistin使糖化的胶原蛋白回复

抗糖化以及回转糖化的机理
Alistin 脱羧肌肽
——专利技术，抗糖化以及回转糖化



改善肤色，0.75%，28天 抗皱，0.75%，28天

人体功效数据

人体功效
Alistin 脱羧肌肽
——专利技术，抗糖化以及回转糖化



BIOPLASMA® FA 沙漠微藻排毒剂

在强烈的光照下，单细胞的藻类（浮游植物）会合成出浓烈
的色素，捕捉阳光中的能量，同时生成有机物。

浮游植物产生大量的氧气，提供了地球上70%氧气。

1500万年前，海洋消退后地下生物生存的地方，有很多浮游
植物幸存了下来。

极端微生物来源：海和沙漠的故事。。。

      

INCI名：水，丁二醇，浮游生物提取物，精氨酸阿魏酸盐 极地能量



BIOPLASMA® FA 沙漠微藻排毒剂

Bioplasma BG 是来自于撒哈拉沙漠的珊藻
提取物。这种珊藻是由单细胞藻类构成的浮
游植物，也称作微藻。

得益于原始形态学和色素合成装置，这种珊
藻可以抵抗强光照。使它能够在环境恶劣不
宜生存时保持休眠，但当环境适宜时能复活。
(poikilohydry capacities).

巴黎大学的研究人员在撒哈拉沙漠找到这种
特殊能力的物种，撒哈拉珊藻。

在布列塔尼有机标准溶液中培养成长
  

Sahel desert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给肌肤带来无限生机和活力

      



BIOPLASMA® FA 沙漠微藻排毒剂

自我评估
使用含 Bioplasma FA的膏霜
和不使用的相比

95%认为
         -- 肤色更均匀
       -- 皮肤更平滑
(burred lines & wrinkles)

D 56D 0

评价涂抹过的皮肤区域:

结果: 85% 认为: 
         - 肤色更明亮
         - 眼部看上去更有精神

使用前 持续使用56天后

&

人体试验



BIOPLASMA® FA 沙漠微藻排毒剂

方案:
•40位女性（30-50岁）使用含活性物的或空白产品
•眼周有明显皱纹，表情纹和黑眼圈
•2次/天涂抹于脸部，尤其眼周
•Primos 3D 检测皮肤表面（光投射装置）
•3D 评估 : 28天和56天3D 测试（传感器评估皮肤表面）
•统计结果

皱纹深度: 
-15% at D28, 与 D0相比

-12% at D56, 与 D0相比

含Bioplasma FA 的产品得到更好结果。

65%受试者感知到56天后有改善。（临床医生

的数据明显更高）

结果:

人体试验



敏感修复

MADECASSOSIDE

EQUIBIOMETM

水润保湿

AQUAXYLTM

CODIAVELANE®

控油祛痘
LIPACIDETM C8G

SUBLIGANATM

PHLOROGINE®

抵御光老化

SAKADIKIUM™

ECTOIN

ANTILEUKINE 6TM

能量活力

SEPITONIC™ M3

EPHEMERTM

加拿大冰川水

抗衰抗皱

SEPILIFTTM DPHP

Alistin

Bioplasma FA

六大定位  男士全面护肤体验

三 

大 

痛 

点  +
   

三 

大 

痒 

点



“男颜时代”
当今时代，爱美不只是女人的专利。为颜值“剁手”不再是女
性的专利， 从美妆护肤、潮流穿搭到运动健身，“男颜时代”
来临。
颜值即正义，颜值即生意。



男士马达加斯加极地系列



马达加斯加系列
        男士舒缓龙血水    配方编号：DZ190611

龙血醒肤能量

“森林卫士” 保护型男肌肤

功效原料：

LIPACIDETM C8G
抑制皮脂分泌，调节皮肤微生态

PORTULACA EXTRACT
抗炎抗刺激，促进美白

MADECASSOSIDE
舒缓皮肤，修复皮肤屏障



马达加斯加系列
男士龙血能量双层精华

配方编号：EH201022M2

——平衡水油 收缩毛孔——

功效原料：

LIPACIDETM C8G
抑制皮脂分泌，调节皮肤微生态

SUBLIGANATM

天然抗痘成分，抑菌精华

BIFIDA FERMENT FILTRATE
抑制黑色素，抗自由基



马达加斯加系列
男士赋活精华

配方编号：DZ200903M

功效原料：
•  SEPILIFT™ DPHP
• AQUAXYLTM

• MADECASSOSIDE

8D

致
盈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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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护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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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系列
男士抗蓝光防护霜

配方编号：QL181109

抵御肌肤光老化 唤醒男友力

功效原料：

• SAKADIKIUM™

• AQUAXYLTM



科学护肤引领高效护肤新风向，男性关注“刷酸”话题热度大幅增长。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水 80.40% 水

甘油 3.00% 甘油

1,3-Butylene glycol 
1,3-丁二醇 2.00% 丁二醇

精氨酸 1.50% 精氨酸

Curcylic 40 4.50% 椰油酰胺丙基二甲胺、水杨酸

甘醇酸（乙醇酸） 0.50% 羟基乙酸

FLOWER ACIDS 
(001050)

花酸
0.50% 水、玫瑰茄（HIBISCUS SABDARIFFA）花提取物、苯氧乙

醇

RASPBERRY FROM 
PROVENCE 
FERMENTED 

AQUEOUS EXTRACT 
(SB) (340267) 

覆盆子发酵提取物

1.00% 水、覆盆子(RUBUS IDAEUS)果提取物、柠檬酸、苯甲酸
钠 、山梨酸钾

STRUCTURE XL 6.60% 羟丙基淀粉磷酸酯、水

复合酸净肤面膜EH210708 

是从玫瑰茄花中提取的花酸，富含有

机酸，尤其是酮酸，α-酮酸（丙酮

酸），这些酸强烈刺激细胞更新，提

升皮肤弹性，增加表皮层保湿性能。

皮肤表面的酶能把丙酮酸催化为乳酸，

因而产生强而持续的抗老化，柔软皮

肤的效果。

以花刷酸，温和嫩肤

选用多款酸，复合净化肌底。新型覆盆

子发酵成分，高浓度AHA渗透肌底，焕

活肌肤；搭配源自玫瑰茄花的花酸，富

含α-丙酮酸，温和刷酸，柔软肌肤；

还有阳离子型水杨酸，溶解皮脂，松动

角栓，净化肌底

复合酸净肤



MEN’S CArE
2021 型男打造定制方案

百好博出品

该信息为百好博技术最新资讯及市场信息分析资料, 仅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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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