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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创大型海藻细胞培养技术CELEBRITY™
EPHEMERTM &CONTACTICELTM1

乳酸杆菌二次发酵
Lava-Dermabiotics2

TECHNOLOGY
硬核科技
“硬核科技”智造“肌因”定

制，创新国货美丽新方式

DMS双重微生物合生元技术3 ActiveMETA

零废弃植物凝胶/花水4 Herita-GEL™ 

抵抗僵滞肌源5 舒得丽-黄芩根提取物 



CELEBRITY™藻类细胞培养技术

源于世界首创的藻类细胞培养技术首次运用于化妆品中

CELEBRITY™技术特点：

• 以细胞形态分离出的大型海藻

•  鉴定特殊&稀有物种

• 以细胞形态在光生物反应器中进行培养



CELEBRITY™藻类细胞培养技术

1 >从固体中提取液体
 (biomass + solvant) 生物量(海藻固体)+溶剂

2 > 从液体中提取液体

      三相分离，亲脂性分子因此能够移动

3 > 多相分离

> 分离出配子体中的亲脂性分子

- 胡萝卜素(如岩藻黄素)
  岩藻黄素：标准示踪物质

                   - 叶绿素(6种类型)
                   - 三萜类物质



CELEBRITY™技术原料

EPHEMER™

裙带菜提取物

CONTACTICEL™

顶丝石斛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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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瞬间化为永恒，将美丽定格永远　－

一个来自于海洋生命之源，　以 100 :2 亿的珍稀比例，

借助全球首创大型藻细胞培养技术

保护人体夏娃基因线粒体ＤＮＡ
成就全新臻贵青春秘籍：

EPHEMER™



EPHEMER™ 夏娃的恩赐 维纳斯的美丽臻密

海洋生命之源　 
p　EPHEMER™　源于法国布尼塔尼亚被誉为“天然螺旋藻”的海洋裙带菜。

p　这种富含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的天然宝库只有短暂的一年生命。每年的夏天是海洋裙带菜繁殖生成新生命的源泉
“配子体”的形成期。而EPHEMER™就是产自这个短暂而神奇的海洋生命之源－“裙带菜配子体”。

珀莱雅黄金海藻BB霜
（使用了法国塞比克的黄金海藻）

ＨＲ细胞原动力悦活新生系列
使用了法国塞比克的海茴香滨海剌芹愈伤组织提取物



EPHEMER™ 夏娃的恩赐 维纳斯的美丽臻密

100 :2 亿的珍稀比例　 

p　海洋裙带菜每年的晚春至初夏通过孢子叶产生下一代的游孢子，开始了下一
轮的生命循环。据统计，一个成熟的孢子叶能够放散数亿个游孢子，在无尽的海
面上漂流；期间由于受高温、光照等因素的影响，所形成的“生命之源”配子体
仅在海水中生存几个星期，绝大部分死亡，到秋天能够生存下来的只有100个左右。
而　ＥＰＨＥＭＥＲ®就是源于这大约２亿个配子体中仅存的１００个“生命之
源”。

p　正是因为巨型藻“生命之源”配子体的这种“亿万挑一”的珍稀和神奇，而
将其取获并在实验室加以培养提取更是难上加难，当地人把　ＥＰＨＥＭＥＲ®　
媲美诞生于海洋白色无尽泡沫的美丽之神维纳斯，誉其为“维纳斯的美丽秘籍”。



EPHEMER™ 夏娃的恩赐 维纳斯的美丽臻密

强大的即时／长效抗氧化能力　 
p　ＥＰＨＥＭＥＲ®源于裙带菜的生命之源配子体，处于配子体时期的裙带菜细胞中含有大量抗氧化物质，具有即时和长效的
抗氧化作用；保护人体的“夏娃基因” ，“人体细胞能量中心”线粒体ＤＮＡ能力显著，是裙带菜的１００倍！

p　　ＥＰＨＥＭＥＲ®富含类胡萝卜素，叶绿素，和被誉为
“灵芝酸”的三萜类成分三萜烯；抗紫外线，抗自由基，抗炎
症，具有即时和长效的抗氧化作用，保护人体的"夏娃基因" – 
 线粒体DNA。体内实验中可以增强皮肤的抗氧化能力，改善
皮肤微貌，具有强效抗氧化抗衰老作用。

p 同时其活性物质与皮肤结合形成保湿性的凝胶, 在皮肤表面
形成保护膜, 防止水分蒸发。



EPHEMER™ 夏娃的恩赐 维纳斯的美丽臻密

强大的即时／长效抗氧化能力　 
p　８天增加１９％的过氧化氢酶　－抗氧化解毒能力增加
p　８天增加１０１％　ＳＩＲＴ－１　－细胞长寿蛋白增加
p　８天增加６３％的顺乌头酸酶　－保护人体夏娃基因-线粒体ＤＮＡ

　EPHEMER™
８天人体皮肤外植体实验结果：

皮肤更丰盈，平滑，润泽



EPHEMER™ 夏娃的恩赐 维纳斯的美丽臻密

增加能力合成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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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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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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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衰老细胞 衰老细胞
(无EPHEMER)

衰老细胞(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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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能量合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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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HEMER™ 夏娃的恩赐 维纳斯的美丽臻密

人体实验：抚平眼部皱纹　 
p    1% EPHEMER™ 的配方，半脸测试，每日早晚2次，连续2个月

p    2个月后，眼眶周围皮肤微纹理显著下降7% (p=0.018)，具有平滑效果。与此同时，安慰剂组未观察到显著差异。



来源于世界首创的藻类细胞培养技术

污染环境下的油性肌肤调控

法国布列塔尼北海岸寄生藻的秘密

CONTATICEL™



CONTACTICEL™ 寄生藻的秘密  城市环境的肌肤净化器

人体试验比较皮脂分泌的调节作用

• 皮脂分泌的调节作用
In VIVO: CONTACTICEL™ 
• 56天后减少34% 皮脂分泌 （显著统

计意义）
• 皮肤的直观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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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组20名女性，应用1％CONTACTICEL™配方

56天后与安慰剂相比，
•特定惰性基质收集皮脂

GC-MS分析

测试阶段的颗粒物含量（ 48μg/m3  
PM2.5 ）5倍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CONTACTICEL™ 城市环境的肌肤净化器

尘土对皮脂腺细胞的影响

• 与未污染的细胞相比，污染（城市灰尘，包
括10％微粒<1.5μm）导致皮脂腺细胞的脂
质产生增加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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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脂腺细胞产生皮脂
(image analysis, arbitrary unit图像分析  任意单位)

CONTACTICEL™减少
17%脂质的产生。

No
pollution

Pollution 
due

to urban
dust

Pollution due
to urban

dust
+ 0.5% 

CONTACTICE
LTM  

  



CONTACTICEL™ 城市环境的肌肤净化器

● 镉主要由金属/钢铁工业，以及燃烧和焚烧工艺生产。
镉是重金属的一个例子

                   IN VITRO: 
镉污染条件下，CONTACTICEL™保护角质形成
细胞的新陈代谢

重金属对细胞新陈代谢的作用

*: All resul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保护细胞蛋白质
(protection of cell metabolism 保护细胞
新陈代谢)

保护细胞DNA
(protection of cell viability)保护细胞生存

Control
cells

Cells
exposed to pollution

(Cadmium)

Cells
exposed to pollution

(Cadmium)
+ 0.5% 

CONTACTICELTM  
  

Proteins (µg/mL)

DNA (µg/mL) x10

&



CONTACTICEL™ 城市环境的肌肤净化器

重金属对炎症因子的作用

Control
cells

Cells
exposed to pollution

Cells
exposed to 
pollution

+ 0.5% 
CONTACTICELTM  

  

*: All result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L-8  (pg/µg 
proteins x100)
IL-1  (pg/µg 
proteins x100)

CONTACTICEL™ 调节炎症因子:

IL-8:
-62%

与仅受污染的细
胞相比

IL-1:
-96%

与仅受污染的细胞
相比

重金属引起的炎症反应(镉) IL-8, IL-
1 & 角质形成细胞



§ 来源 : 济州岛柑橘(皮肤)

§ 菌株 :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HDB1234

§ NCBI A/No. : MK537376

§ 主要应用: 益生菌化妆品/益生菌

以韩国济州岛特产柑橘果皮上的独特菌株
Lactobacillus plantarum为发酵菌种，并在培养底
物中特别添加同样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熔岩
矿物海水】，利用【二次发酵】+【高压提
取】
双重工艺制成的，最大限度降低拮抗作用与
皮肤刺激，而核酸等营养成分含量更高，皮
肤渗透率更高的【益·生·菌·胞·质·溶·胶】。

高压提取：能够将作为培养物
的高分子透明质酸压成容易渗

透的低分子量透明质酸；

创新型乳酸杆菌二次发酵技术

韩国济州岛熔岩矿物海水
二次发酵
富含矿物质，如镁和硒
促进细胞中矿物质和核酸的含量精选济州岛天然发酵底物



-  益生菌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和代谢细胞

- 但是，由于皮肤结构的原因，益生菌的作用很小

- 因此，我们需要提高皮肤的渗透率，减少拮抗作用 

为什么需要益生菌？？

[ 肠道 ]

• 益生菌直接诱导肠道免疫系统的激活

[皮肤]

① 由于皮肤结构的限制，活微生物对免疫系统(DCs)的信号传递较弱
② 在皮肤上直接涂抹活的微生物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产生拮抗（对

抗病原体）或者皮肤刺激（乳酸）
Ø 因此，需要开发一种既能将皮肤问题降至最低，又能提供具有护肤

功效的益生菌活性成分的“新型生物药妆材料”



基于「益生菌」护肤理念  打破传统的发酵工艺

       —— 创新型LAB二次发酵技术

益肤元

Lava-
Dermabiotics

1. 济州岛天然
发酵底物

2.LAB 二次发酵
工艺

3. 高压萃取提
高核酸含量

益生菌

护肤功效

降低刺激

皮肤的风险

LAVA-DERMABIOTICS HDB1234 GN 益肤元

采用济州岛熔岩海水

进行二次发酵

核酸含量提高35%

选用从济州岛分离的益生菌菌
株，且在美国NCBI (美国国
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注册



LAVA-DERMABIOTICS HDB1234 GN 益肤元

[ 益生菌中的胞质溶胶]

• 除线粒体、内质网等细胞器外，益生菌的RNA/DNA等基
本成分对细胞生长至关重要

• 一种半透明的液体，含有低分子量的生物活性物质，如能
渗透皮肤的核酸(< 2KDa)

细胞质 核糖体

细胞壁

细胞膜

熔岩海水益生菌溶菌产物溶液

膜过滤/ 除去乳酸

用熔岩矿物海水进行二次发酵

高压提取

益生菌溶菌产物

熔岩海水培养乳酸菌LAB(1010CFU/ml) 

仅活性物质（胞质溶胶）
带来有效的皮肤护理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SKB1234 Jeju Tangerine

用熔岩海水发酵后
核酸含量的变化

v 特洛伊木马动机：皮肤渗透体系

益肤元: 
2KDa↓

生物聚合物

高压提取更易获得无细胞的益生菌溶菌产物；胞质溶胶可以渗透皮肤，而不会被识别为诱导拮抗的抗原

去除刺激性的益生菌代谢产物/ 通过高压提取得到熔岩海水益生菌溶菌产物

益肤元活性标记物 : 核酸300㎍/㎖ ↑

济州岛熔岩海水进行二次发酵 高压萃取 提高核酸含量



LAVA-DERMABIOTICS HDB1234 GN 益肤元
为什么「核酸」含量是关键？？

v Nucleic Acid（核酸）: 调节细胞分裂、生长、能量的基因主体

v 抗衰老的第7种营养素“核酸”

v 最近研究发现所有疾病的病因都在基因损伤上。

[核酸的功效]

Ø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的核酸含量下降，从而导致皱纹生成、皮肤免疫力下降、皮肤问题（过敏性皮炎、过敏），
Ø 皮肤老化、皮肤疾病发生。

ü 促进细胞分裂，解决皱纹、黑痣、脱发等

ü 强化皮肤免疫，预防皮肤疾病

ü 帮助激活肌肤能量、防止老化、缓解肌肤疲劳



Probiotics Solution 5.0% Control 5.0%

CaCl2 1.2 mMLava-Dermabiotics 5.0%

皮肤水屏障 (细胞形态学)

用Lava-Dermabiotics处理的细胞，被荧光标记的丝聚蛋白最多

熔岩海水富含矿物质如镁和硒

• 经过玄武岩过滤的纯净海水

• 稳定的海水，具有稳定的pH值和盐度等

• 高价值的自然资源，可用于食品和化妆品

• 天然安全来源，不含有害物质

•  来源 : 济州岛柑橘(皮肤)

•  菌株 : Lactobacillus plantarum SKB1234

•  NCBI A/No. : MK537376

•  主要应用: 益生菌化妆品/益生菌

益生菌溶菌产物

LAVA-DERMABIOTICS HDB1234 GN 益肤元

益生菌溶菌产物&熔岩海水协同增效
强化皮肤水屏障



干预黑色素形成的各种机制

黑色素生成酶活性测试黑色素生成抑制功效测试 黑素小体转运抑制测试

[ PAR2 蛋白酶激活受体2 ]

• PAR-2 是角质形成细胞中另一个黑色素转移因子。

它参与黑色素从黑色素细胞转移到角质形成细胞。

→ 2%时，lava - dermbiiotics 1234的亮肤效果优于烟

酰胺。在UVB刺激的条件下，抑制参与黑素小体转移的

PAR-2 mRNA的表达。

[ 黑色素瘤细胞中黑色素的形成 ]

→ LAVA-DERMABIOTICS剂量依赖性减少a-

MSH 刺激的黑色素合成， 在 2%添加量下，对

黑色素形成的抑制效果几乎和对照一样。

酪氨酸酶

酪氨酸酶相关蛋白-1

[ 酪氨酸酶，酪氨酸酶相关蛋白-1 ]→ LAVA-
DERMABIOTICS 对黑色素生成酶例如TYR和TRP-
1mRNA的表达有抑制作用。在1%和2%添加量下对
TYR有抑制作用，对TRP-1呈剂量依赖性抑制作用。

亮肤焕颜



微生物 B

        生物转化
        协同增效

微生物 A

DMS双重微生物合生元技术
  利用两种不同的微生物进行的发酵技术

INCI:丁二醇，出芽短梗霉发酵产物，乳酸杆菌发酵产物



J2K DMS技术-基于Metabiome（微生物组学）研究

Lactobacillus brevis
短乳杆菌

乳酸杆菌，来自济州岛
的天然萝卜泡菜

Aureobasidium pullulans
出芽短梗霉

酵母菌，来源于济州岛生长
的山茶花

DMS1)

1) Dual Microbial Synbiotic Technology 双重微生物合生元技术



ActiveMETA–作用机理

ActiveMETA

益生菌通过竞争性排除提
供保护作用

益生菌通过合成抗菌肽
AMP保护作用

皮肤上的乳酸杆菌可以合
成抗菌化合物和乳酸

有益微生物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营养物质，
占据了所有空间，从而排除条件致病菌和

病原菌

益生菌合成抗菌肽(AMP)和其他分子，选择
性杀灭条件致病菌，从而改变微生物生态
群落，造就一个和谐、稳定的状态



ActiveMETA中的抗菌肽含量

+15%

ActiveMETA中的乳酸含量

+0.3%



体外测试

♥ 测试机构： 韩国世明大学化妆品临床测试中心

皮肤美白 抗氧化

紧致皮肤-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紧致皮肤-抑制MMP-1



临床测试-抗刺激和皮肤舒缓(SLS诱导)



Herita-GEL™ 零废弃植物凝胶/花水

传统植物+凝胶

① 化妆品原料用途的创新天然植物凝胶

②  从海洋植物到花的广泛原材料

③ 植物的需求部位全部被用到产品中加工后0固体废料

一般，用于化妆品的植物原料是一种只含有可溶于提取溶剂部位的提取物，最终所有不
溶部位伴随着固体废物一起被废弃。

想要充分使用传统植物，开发出加工过程没有浪费任何单一部位的化妆品原料。

• 源自植物的亲水性纤维

• 在水中高分散

• 保湿和植物特定的其他功效

• 增强肤感，哑光

•  独特配方；提高硅效果

植物纤维特性



 独特的生产工艺
订制属于你的植物凝胶

Pre-crushing
of plant desired

需求植物的预粉碎 

Processing
加工 Washing 洗涤

Fibrillation 纤维化 Herita-GEL™植物凝胶

01 02 03

04 05

Ginseng
人参

Red 
Ginseng

红参

Rhodiola
红景天

Centella 
Asiatica
积雪草

Pomegrante
石榴

Bean
大豆

Rose
玫瑰

Camellia 
Flower
山茶

Ecklonia 
Cava

腔昆布

Greentea
绿茶



§ Wide range of plant sources for Herita-GEL™ 可

用于植物凝胶的广泛植物原材料

§ Terrestrial plants(flowers, leaves, stems & roots)
     陆生植物（花，叶，茎&根）

§ Marine Plants (Seaweeds, Algae)
§ 海洋植物（海藻）

Ginseng人参  Ecklonia cava腔昆布Red Ginseng 红参

SK bioland’s 
Approach

§ Moisturizing (basic) 保湿（基础的）

     plus, Additional efficacy (specific to the plants) 
   还有额外的功效（植物特定的）

§ High dissolubility, Stability and Compatibility in formula 
配方中高度的可溶性，稳定性，兼容性

§ Hydrophilic plant cellulose dispersed evenly in water
      在水中均匀分散的亲水植物纤维

§ No skin irritation by Patch-test 斑贴测试无皮肤刺激

Use the plants up into a gel
用完植物做成凝胶

Water (and) 
Panax Ginseng 
Extract (and) 1,2 
Hexanediol

Water (and) 
Panax Ginseng 
Extract (and) 1,2 
Hexanediol

Water (and) 
Ecklonia Cava 
Extract (and) 1,2 
HexanediolExisting 

Approaches
现存途径

Extracts 提取物 Powders 粉末
§ Common way 
   普通方法

§ The part dissolved 
in solvents is only 
usable 

   只有可溶于提取溶
剂的部位可用

§ Hard dissolubility
     & low-stability 
        in formula
   配方中难溶，不                   
稳定
§ Only scrubs 

available
    局限用于磨砂

HeritaGEL™
Ginseng

HeritaGEL™
Red Ginseng

 HeritaGEL™
Ecklonia cava

订制属于你的植物凝胶
Herita-GEL™ 植物凝胶

Plant Source 植物来源 Herita-GEL™





玫 瑰 花 水



玫 瑰 花 水

美白功效测评
Ø 最终结论：阻碍黑素原的形成，有助于维持光泽亮白的肌肤。

酪
氨
酸
抑
制
率
%



玫 瑰 花 水

保湿功效测评
Ø 最终结论：增加起到保湿功效的丝聚蛋白的表现，有效缓解皱纹形成。



白 百 合 花 水



白 百 合 花 水

抗皱功效测评

Ø 阻碍MMP-1 的表达 Ø 防止胶原蛋白分解



牡 丹 花 水



牡 丹 花 水

抗皱功效测评

Ø 阻碍MMP-1 的表达 Ø 防止胶原蛋白分解



顽 强 生 命 力 的 象 征 “ 莲 花 ”



抗皱功效测评

Ø 阻碍MMP-1 的表达 Ø 防止胶原蛋白分解

莲 花 水



百好博前沿抗衰修复3.0



NATURE论文：从机制到治疗 – 深度解析细胞衰老与个体衰老





细胞衰老是个体衰老的核心驱动力



百好博前沿抗衰3.0

高科抗衰从细胞做起！ 



抗衰1.0

抗衰2.0

抗衰3.0

EPDERMOSIL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

硅烷醇
AQUAXYL

五维保湿因子

DPHP
胶原蛋白促进剂

僵滞肌源抑制因子





僵尸细胞：加速皮肤老化
Zombie cells: accelerate skin aging

危害1：自己僵而不死
p 受损的老化细胞还活着…但已经不再正常工作了!
p 衰老肌肤内部 : 20-60%的 “僵尸成纤维细胞”，永久性停止生长，并且抵抗细胞凋亡

危害2：传染其他细胞
p “僵尸细胞”具有活跃的分泌能力，分泌SASP(衰老相关分泌表型)，其中包含大量炎性细胞因

子、趋化因子、生长因子、以及蛋白酶，毒害附近的健康细胞，加速皮肤老化



僵尸细胞导致衰老
Inflammaging: producing zombie cells

1. IL-6,MMP量增
加   

2. 线粒体数量增多
3. 细胞质，线粒体

中ROS急剧增加,
细胞DNA受损。

4.DNA受损--两种选择
（细胞凋亡，僵尸细胞）

僵尸细胞（ SA-ß-
galactosidase  半乳糖
苷酶的量会逐步变多）

5.激活NFKB的通
路，释放出SASP
（衰老分泌表型）

6.激活巨噬细胞，
分泌NO,PGE2

皮肤脱水，局部发红

7.污染周围的健康
细胞使其变成僵尸
细胞。

8.僵尸细胞数量增多。
影响邻近细胞胶原蛋
白产量。

皮肤脱水，局部发红，出现皱纹，
炎症性色素沉着，失去光泽

    前期 中期 后期

SASP 由促炎细胞因子、生长因子、趋化因子和基质重塑酶等一系列细胞
因子组成,它们可以导致机体慢性低度炎症和疾病,并可以反作用于衰老细

胞及其邻近细胞加速它们的衰老进程,并可作为新的细胞衰老效应机制
SASP主要包含3种物质：促炎因子，自由基，外泌体



专利科技+传统医学+自然植愈力
僵滞肌源植物调控因子 - 黄芩根提取物



Ref = Anti-SASP reference: wogonin/baicalein 混合测试浓度为0.1%
SIPS：应激压力诱导的过早衰老细胞.

黄芩根提取物功效 标记物

Scutaline
浓度

Scutaline
浓度

Ref

0.05% 0.1% 0.1% 
ref

减少僵尸细胞标记，让
细胞更年轻

SA-ß-galactosidase 半
乳糖苷酶的活性

-38% -44% -40%

减少细胞自由基ROS 的
累积

线粒体ROS 的产生量 -32% -32% -34%

细胞质 ROS 的产生量 -31% -41% -38%

细胞能量产生正常化 线粒体数量 -46% -49% NA

     减少细胞炎症 IL-6 -45% -37% -48%

    减少胶原蛋白降解 MMP-1 -58% -55% -56%

预防调控成纤维细胞变成衰老细胞

调控僵尸细胞

调控、减少细胞衰老，维持最佳细
胞周围环境的能力

专利科技+传统医学+自然植愈力
僵滞肌源植物调控因子 - 黄芩根提取物



减少僵尸细胞传染
改善细胞环境

黄芩根提取物功效     标记物
SCUTALI
NE浓度

SCUTALI
NE浓度

0.075% 0.1% 0.1%
ref

           降低炎症 IL-6 -24% -25% -27%

      减少胶原蛋白的降解 MMP-1 -19% -21% -36%

减少ROS 的累积 细胞质 ROS -33% -41% NA

LPS (the last 22 
hours) 

(24 hours) 

Recruitment 
by 

inflammation 
signals

NO
PGE
2

Ref = Anti-SASP reference: wogonin/baicalein 混合测试浓度
为0.1%.

减少僵尸细胞对其他皮肤细胞的传染
减少细胞外间质和炎症的影响。

黄芩根提取物功效    标记物
SCUTALin
e浓度

SCUTALI
NE浓度

0.05% 0.25% 0.1% 
ref

       改善细胞环境
NO -24% -25% -27%

PGE2 -19% -21% -36%

Logo 
macro
phage

专利科技+传统医学+自然植愈力
僵滞肌源植物调控因子 - 黄芩根提取物



预防促炎性标志物增加（由外在
压力引起的：暴露）
                   IL6 – -37%

MMP-1 – -55%

预防 有毒物质的积累
               细胞质ROS – -
41%

   线粒体 ROS – -32%

正常的 能量产生(健康细胞)
呼吸链活性（线粒体）- -49%

减少 让细胞返老还童

SA-ß-galactosidase - -44%

减少 促炎标记物(内源性应激诱导：
衰老细胞的SASP)

IL6 – -26%
MMP-1 – -21%

减少 有毒物质的分泌
  细胞质 ROS – -41%

降低 巨噬细胞的活性
NO - -74%
PGE2 - -82%

减少 通过SASP导致的邻近细胞的污染
                  外泌体exsome- -40%

减少 邻近细胞转化为衰老细胞

              SA-ß-galactosidase – 申请专利！！

保护 邻近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
            胶原蛋白的 产量– +130%

专利科技+传统医学+自然植愈力
僵滞肌源植物调控因子 - 黄芩根提取物



人体实验

强大的全效抗衰能力

20个 志愿者
Scutaline (2%)

28 天
测量一些皮肤参数

2 组 : 10 个年轻人 – 10 个中老年人

方法
SCUTALINE           

参数

年轻 中老年

14天 28 天 14天 28 天

仪器测量

保湿 8.0% 10.7% 11.6% 16.0%

红血丝 4.6% 7.7% 7.6% 10.7%

紧致 1.5% 8.0% 5.0% 8.7%

弹性 1.3% 5.3% 6.6% 10.5%

皮肤科医生

保湿 35% 43% 37% 40%

柔软度 35% 45% 35% 38%

光泽 8% 13% 11% 15%

整体效果 10% 22% 5% 17%

自我评价

保湿 42% 48% 52% 55%

柔软度 45% 48% 52% 58%

光泽 45% 50% 43% 52%

整体效果 27% 32% 34% 43%

皱纹 - 10% 6% 13%

弹性 25% 32% 17% 35%

紧致 22% 30% 18% 34%

均一度 22% 33% 9% 28%

专利科技+传统医学+自然植愈力
僵滞肌源植物调控因子 - 黄芩根提取物



植物: 黄芩Baikal Skullcap

拉丁文名: 
Scutellaria baicalensis

其他名字: Chinese skullcap, Skullcap 
of Lake Baïkal, Ougon, Huang-Qin, 
Scute...

来源地 : 中国东北地区, 蒙古, 西伯利
亚, 日本和韩国

Ø 使用部位: 干燥的根部

通过控制吸收和分泌的物质来
调节与周围环境的交流的器官

多酚 (30+），包括2种具有强效的抗炎
活性物质：

- 黄芩黄素
- 汉黄芩素

Sources : D. COLIN – Maladies de la peau – Encycl. Méd. Nat. (Paris, France), Acupuncture et Médecin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IC-8, 12-1989, 12 p 
Jean-Pierre Giess. Plantes & Santé – Plantes médicinales. Publié le 09/09/2016. La scutellaire du lac Baïkal : puissante antioxydante et anti-
inflammatoire

NFkB 抑制剂
Nrf2 激活剂

专利科技+传统医学+自然植愈力
僵滞肌源植物调控因子 - 黄芩根提取物



推荐用于治疗各种症状:
• 血液循环障碍
• 发热
• 咳嗽
• 胃肠道疾病
• 过敏性疾病...

Wikipedia
https://www.acupuncturetoday.com/herbcentral/scutellaria.php
https://www.meandqi.com/herb-database/baikal-skullcap-root

中国传统药物：50种基本草药中的一员(TCM)

IInd世纪的著作表明其在草药配方中的用途

在春季或者秋季采摘，根经过3-4年的培养

• 根据TCM, 黄芩作用的器官:
• 大肠, 小肠
• 肝
• 肺 
• 胃 

• 根据TCM (中国传统药物) : 
• 类别=«清热燥湿的药草»
• 味道：苦
• 特性：寒

清洁

抗菌抗病毒

植物: 黄芩

专利科技+传统医学+自然植愈力
僵滞肌源植物调控因子 - 黄芩根提取物



属于你的颜代
高效成分，硬核加持，引领科学护肤新理念！

高效成分 硬核科技

广州百好博 市场部

精益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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