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D YOUR TITLE HERE
There are many variations of passages of Lorem available, but the majority have suffered

Z世代不仅年轻，更代表了无限可能。在每一个触点回应Z世代的需求，
更有机会实现品效合一。

广 州 百 好 博

拥 抱 Z 世 代



ADD YOUR TITLE HERE
There are many variations of passages of Lorem available, but the majority have suffered

WHO IS “Z世代”？

Z世代出生于1995-2009年，成长于优渥的经济条件和丰富的物质生活背景下，从小被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和
平板等科技产物环绕。他们年轻、踌躇满志、注重体验、个性鲜明，同时拥有较高的消费力，为中国新消费、新经济
发展带来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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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为时尚零售行业增温提速

后颜值经济时代下，精致是Z世代的X面（代表多元生活和个性消费理念），在时尚消费中以美妆护肤、潮流配饰和香
水香氛作为前三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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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为颜值与潮流买单

从购买频率来看，美妆护肤品买得最频繁。香水香氛也是购买频率较高的细分品类，把握Z世代嗅觉审美，香味是一个
重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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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恳护肤是Z世代的日常修行，是美妆护肤行业的增长引擎

追求颜值的道路永不回头，舍得在美妆方面花钱，TA们成为美妆护肤行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超六成的Z世代保持每
日护肤；另外，护肤还要有“仪式感”，他们中有近1/3会把护肤时间定在半小时左右。

10个Z世代中有9个在最
近一年购买过护肤品

70%的Z世代在最近一年
购买过护肤品

出门约会化妆成常态，近
四成Z世代每天带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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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品类、功效更细分

uZ世代对护肤品的功能诉求更细分，美白和补水是基础诉求。
u20+的Z世代超1/4将抗初老提上日程，而00后对于青春期常遇到的痘痘问题更敏感。
u敷最贵的面膜，熬最晚的夜，面膜是Z世代的护肤法宝。

面面俱到
     全套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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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世代护肤场景

学习、加班、冲浪

熬夜

黑眼圈橡皮擦
熬夜急救面膜

律动新肌修复霜

旅游、运动

户外

学习、生活、工作

日常

聚会、约会

交际

84%的Z世代化妆原因归于出门逛街、聚会或约会的需要，超6成属于工作所需。
即使在常带口罩时刻抗疫的2020年，仍有六成Z世代会在工作日带妆。

益生菌贴片面膜
可撕拉涂抹泥膜
刷酸美白身体乳

厚皮精华

美白防晒霜
凉皮凝露

双效美白精华
敏感肌二合一卸妆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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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一：熬夜

职场人“熊猫眼”普遍，Z世代黑眼圈人数达到78%左右。Z世代人群熬夜浏览网页人数较多。

数据来源：美丽修行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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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一：熬夜

推荐单品

黑眼圈橡皮擦 

核心成分

1.虞美人花提取物
阻止脂肪的生成，分解皮下脂肪
，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皮肤表面
形态和纹理，减少“橘皮”现象

2.甘露糖醛酯硅烷醇
重建皮肤结缔组织，保持皮肤的
弹性和紧致性，优化皮肤细胞的
新陈代谢。具有祛皱、紧致、促
进脂肪分解、舒缓肌肤、抗妊娠
纹等作用。

熬夜急救面膜 

核心成分

1.加拿大冰川水
富含钙和硅等68种矿物质，即
时补水，舒缓的功效

2.白睡莲花提取物（
皮肤舒缓亮白剂）
控制炎症介质减少表皮刺激压
力引起的色素沉着，抗炎舒缓

律动新肌修复霜

核心成分

1.生物节律同步肽
模仿阳光照射激活昼夜节律基
因，以优化皮肤生理防御活动
和细胞再生

2.鼠李糖硅烷醇
预防 DEJ（和真皮乳头层的衰
老生理变化，增加 DEJ 层蛋白
质（层粘连蛋白 5、IV型胶原蛋
白和 VII 型胶原蛋白）及基底
膜蛋白多糖的表达。



WEEK 2-燃脂瘦脸
虞美人（Papaver rhoeas），一种美丽的庭院观赏植

物。千百年来，作为“脆弱之美”的象征，虞美人受到

人们的广泛喜爱。

不仅如此，科学研究表明，其黑色小种子所产生的一种

神奇油脂能够使我们的皮肤更具光彩和活力。 



RonaCare® Poppy SE 的功效来自于虞美人花种子所提供的
天然的力量。
• 温和的改善皮肤的血液微循环

• 激活脂肪的分解，抑制脂肪的合成

• 改善和提升皮肤的致密度和紧致度

• 消除眼袋，淡化黑眼圈

• 抚平皮下脂肪团

• 改善皮肤的光泽度和弹性 

揭示皮肤的
天然之美

WEEK 2-燃脂瘦脸



相较于安慰剂（Placebo），RonaCare® Poppy SE 显

著促进了皮肤的血液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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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naCare® Poppy SE 持续提升皮肤亮泽

度，使皮肤神采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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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皮肤亮泽度，L*
2% RonaCare® Poppy SE

RonaCare® Poppy SE 虞美人花籽提取物 

WEEK 2-燃脂瘦脸



WEEK 2-燃脂瘦脸

脂肪细胞膜

脂肪酸

+ 葡萄糖

甘油 

+ 脂肪酸

脂肪的液滴

甘油三酯

(脂，脂肪)

甘油-3-磷酸脱氢酶
G3PDH

脂肪合成

脂肪分解

RonaCare® Poppy SE 
激活

抑制

培养基中培养了9天后
脂肪细胞的形态

未处理
对照组

RonaCare® 
Poppy SE 

(0.1%)

0.1%的RonaCare® Poppy SE 等效于0.1%的纯咖啡因

1  抑制脂肪的合成

2  激活脂肪的分解



WEEK 2-燃脂瘦脸

对皮下脂肪团（赘肉）的治疗功效，高分辨成像

RonaCare® Poppy SE 可以从视觉上

改善皮下脂肪团的状况

第0天 第56

皮肤看起来更加平滑, 

具有更少的皮褶和沟壑

RonaCare® Poppy SE 虞美人花籽提取物 



燃脂塑形

消除面部倦容

动人的双眸

1

3

2

• 皮肤弹性提升 6%  

• 皮肤紧致度提升 13%

• 皮肤致密度增加 5% (4 周) 

• 皮肤致密度增加 10% (8 周)

• 持续改善皮肤亮泽度，使肌肤神采飞

扬

• 黑眼圈可见度降低 12%
• 眼袋减小的趋势明显

• 脂肪的合成减少了 40%  

• 脂肪的分解增强了85%，脂肪细胞明显变小

• 改善皮肤血液微循环

• 平滑皮肤与皮下组织交界线

• 肉眼可见的脂肪团症状改善

WEEK 2-燃脂瘦脸

虞美人花籽

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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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ist
uriz

atio
n

So
ftn

ess

Lu
minosit

y

Radiant s
kin to

ne

Elasti
ci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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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升

（
%

）

-15%

-10%

-5%

0%
W

rin
kle

 vo
lume

Mean w
rin

kle depth

Maxim
um ro

ugh
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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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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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川水 冰封万年之水为肌肤筑起冰爽防护盾

能帮助减小毛孔，使肌肤如同瓷器般
光滑

WEEK 4-降温舒缓



自然之道

在250多万年以前，冰川和海洋的沉积物

沿着加拿大北太平洋海岸开始形成，并一

直如此延续至今。山脉和海洋的汇合创造

了富有营养的淤泥，包含超过60种矿物质

和稀土元素，并通过海洋和 沙子的流动持

续丰富。Ironwood Clay 公司以作为唯一

一家能够提供这种富含矿物质、以最纯最

真实的形式存在的海泥—世界上唯一的冰

川海泥而自豪。

WEEK 4-降温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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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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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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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OBEL PRICE

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缅因大学的Jeffrey C. Hall教授、布兰迪斯大学的Michael Rosbash教授和洛克菲勒大学的Michael W. Young教授，因为他们发现了控制“昼夜
节律”分子机制。

我们体内的生物钟控制多种生理现象。

皮肤和眼睛能感受到阳光的照射，并对生物节律进行微
调。在白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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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代人生物钟极易被打乱，导
致皮肤节奏错乱，进一步引起早衰。



ü 在黑暗环境下使用Chronocyclin能够模拟阳光信

号，引导节律基因的表达回归正常生物曲线。

CHRONOCYCLIN 时光节律同步肽
INCI : 谷氨酰胺基乙基咪唑

法国爱西美公司研发了CHRONOCYCLIN®生物节律肽，它可以模拟阳光信号，唤醒皮肤，让皮肤自身生物节律与外界环境同步，调整节律到
正常状态，改善肌肤健康状况。

THE NOBEL PRICE



ü In Vitro

CHRONOGEN YST™针对DNA损伤和自我修复的

皮肤功能研究

CHRONOGEN YST™ 时钟肌因节律因子
INCI : 水（和）甘油（和）水解酵母蛋白

使用先进分子生物技术，受表观遗传学启发而设计的能促进时钟基因表达的革命性抗衰老提取物。改善时钟基因蛋白（CLOCK，BMAL1和
PER1）的表达，修复DNA，改善肌肤外观！

THE NOBEL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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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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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subjects with 
improvements 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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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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0%
20%
30%
40%
50%
60%

D… L… H…

SIRHAMNOSE (5%) 
28j

暗沉度                   光泽度               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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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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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二：日常

出门约会化妆成常态，近四成Z世代每天带妆。

敏感肌是Z世代最大皮肤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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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二：日常

从面部进阶到全身刷酸，追求全方位精致的身体护理

全身刷酸是Z世代精致的另一追求



油酸CP  有效刷酸缔造抛光肌
「 LAN小绿罐」
品牌：LAN兰

兰 LAN也推出了一款刷酸面膜，与其他刷酸面膜包装不同，为了减少膏体

和空气的接触，这款面膜采用了真空压泵设计，消费者可以按需用量。产

品多酸复配，包括有“微针酸”立体水杨酸、“收敛酸”蜂王浆酸和“发

光酸”复合果酸，并利用三重缓释PH稳定工艺，将刷酸环境控制在PH3.8-

0.2，实现有效去角质的同时降低皮肤刺激性。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刷酸后

可能会造成皮肤屏障受损等

情况，品牌方还推出了一款

修护精华油新品，与这款刷

酸面膜组成“刷酸CP"。

锁定pH3.8



青山资本投研中心在今年7月发布的《Z世代定义与特征》中指出，1998年
至2014年出生的Z世代高达2.8亿人。凭借逗趣可爱的形象，屁桃君轻松
俘获大量Z世代。
蜜桃乳酸菌精粹+5D玻尿酸

一叶子×屁桃君
      全面拥抱Z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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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二：日常

推荐单品

可撕拉涂抹泥膜 

核心成分

1.LIPACIDETM C8G
通过抑制引起粉刺的细菌的繁殖
，从而具有抗粉刺的功效；通过
抑制 5α- 还原酶来抑制皮脂分泌
，是一种皮肤保护剂，皮肤生态
系统调节剂

2.加拿大冰川泥
有效吸附皮肤上沉积的灰尘、死
皮、多余皮脂和彩妆；帮助缩
小毛孔，去除白头 / 黑头，增强
皮肤的弹性和免疫性能；抑制促
炎因子的释放，达到抗炎效果。

厚皮精华
核心成分

1.小麦神经酰胺
富含肌肤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和天然
抗氧化剂，能够细致毛孔，增加皮肤
保湿度，强化真皮结构，对抗氧化压
力，带来可见的的抗衰老功效

2.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
烷醇
促进透明质酸对表皮和细胞的更新作
用（表皮细胞间质），防止表皮变薄
；提高葡糖氨聚糖的形成

益生菌贴片面膜

核心成分

1.乳酸杆菌发酵溶胞
产物
用熔岩海水进行二次发酵，培养乳
酸菌可以促进细胞中矿物质和核酸
的含量，富含矿物质和用熔岩海水
培养的益生菌溶菌产物，增强皮肤
屏障

2.8D透明质酸
含有植物多糖和 8 种透明质酸在皮
肤上形成非常薄的一层水化膜，
提供轻盈且不黏腻的肤感。

刷酸美白身体乳 

核心成分

1.新一代水杨酸凝胶
清洁毛孔，通过温和&安全的方式除去
老化皮肤细胞，从而加速自然更新过程

2.烟酰胺
提亮肤色，美白，烟酰含量低

3.甘蔗发酵角鲨烷
抗衰（紧致皮肤、减少皱纹和降低皮
肤粗糙度）；改善皮肤微生态（维
持微生态的稳定性，增加菌群多样性，
改善干性皮肤的菌群多样性



LIPACIDE™ C8G 肌肤净化调理剂

INCI:辛酰甘氨酸

Ø 仿生性（由一个亲油基团和一个亲水基团组成的分子结构，是皮肤中天然所含有的，易于被皮肤利用）

Ø 控制皮脂分泌（抑制5α还原酶的活性）

Ø 抑制导致青春痘的细菌的增殖

Ø 改善油性肌肤、和青春痘状况

细菌 LIPACIDE™ C8G （MIC）

金黄色葡萄球菌（pH=5） 0.025% a.m.

表皮葡萄球菌（pH=5） 0.12% a.m.

痤疮丙酸杆菌（pH=7） 0.06% a.m.

空白对照
LIPACIDE™ 

C8G  
0.1% a.m.

非那雄胺
（阳性对照） 

30ng/mL a.m.

5α还原酶
活性抑制 0% 5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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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川水 冰封万年之水为肌肤筑起冰爽防护盾

能帮助减小毛孔，使肌肤如同瓷器般
光滑

WEEK 4-降温舒缓



自然之道

在250多万年以前，冰川和海洋的沉积物

沿着加拿大北太平洋海岸开始形成，并一

直如此延续至今。山脉和海洋的汇合创造

了富有营养的淤泥，包含超过60种矿物质

和稀土元素，并通过海洋和 沙子的流动持

续丰富。Ironwood Clay 公司以作为唯一

一家能够提供这种富含矿物质、以最纯最

真实的形式存在的海泥—世界上唯一的冰

川海泥而自豪。

WEEK 4-降温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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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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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冰川海洋矿物水



CurcylicTM 40 新一代水杨酸

INCI:椰油酰胺丙基二甲胺（和）水杨酸

水杨酸穿透&软化角
蛋白，后者是皮肤结
构组成之一

通过软化角蛋白，皮
肤较容易进行更新

加快角质细胞
脱落，新的细
胞较容易迁移
到表层

CurcylicTM 40作用过程 
Curcylic™ 40，一种拥有专利的水溶性杨
酸凝胶。它不仅可以清洁毛孔而且还可以
显著改进肌肤老化状态。作为角蛋白分离
助剂，通过温和&安全的方式除去老化皮
肤细胞，从而加速自然更新过程。

u 水溶 – 水稀释后呈透
明

u 无水杨酸沉淀， 无结晶

u 不刺激



CurcylicTM 40 新一代水杨酸

INCI:椰油酰胺丙基二甲胺（和）水杨酸

 CURCYLIC™40被证实较传统的水杨酸以及羟
基乙酸具有较好的抗衰老性能R 除去老化皮肤细胞& 打开毛孔

R 改进皮肤整体的状态以及手感

R 改善皮肤色斑、晒斑以及质地

R 重塑润滑的皮肤质地

R 刺激肌肤的代谢、胶原蛋白以及

弹性蛋白的合成

R 通过皮肤更新达到年轻靓丽的外

观&手感

R 通过保湿来淡化细纹&皱纹

R 降低过多色素沉积&恢复自然光

泽

较传统的水杨酸以及羟基乙酸

u 更温和

u 更有效



纯度高达99%+，每批次烟酰胺含量要求99%+ 每批次烟酸杂质要求低于20ppm

独有的“含羧酸杂环吡啶生物转化酰胺”的技术，从根本上控制了会引起刺激的杂质（烟酸）的生成和积

累

关键技术：

提升烟酰胺合成关键功能酶的活

力，大大提升原料向产物转化的

效率

99%+ 高纯度烟酰胺

INCI:烟酰胺

加速焕新

提亮肤色



NEOSSANCE
INCI:角鲨烷

天然甘蔗来源的轻盈润肤剂，它能满足立即补水的需要，并在防

晒和护肤中实现多种皮肤治疗益处

p 纯度高于橄榄角鲨烷和合成替代品

p 柔滑肌肤（粗糙度-28%）

p 改善肌肤紧致度（提升紧致度、减少鱼尾纹）

p 微生态护肤 – 增加皮肤微生态菌群多样性

p 协运CBD（提升14-40倍CBD生物利用率）

p 提亮肌肤

p 修复皮肤屏障

天然甘蔗来源的NEOSSANCE



NEOSSANCE
INCI:角鲨烷

化学、物理和感官特性；在40℃环境下测试16周；
100 Ml封闭容器中放置20 ml 样品

优于

鲨鱼角鲨烷

橄榄角鲨烷

纯度更高

气味更低

稳定性更优

与鲨鱼角鲨烷的

物理性质更接近



NEOSSANCE
INCI:角鲨烷

四周后皮肤粗糙度

降低28% 



WEEK 1-保湿锁水
探秘北纬45度法国黄金小麦神经酰胺神奇美肤魔力

世界上最适合种植葡萄的地区就是南北纬度30-50度(波尔多）；北纬45度法国黄金小麦神经酰胺产自法国最著名
的香槟产区， 独享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北纬45度法国黄金小麦来源的纯净高活性。



北纬45度法国黄金小麦神经酰胺由小麦中
提取出来，被誉为“小麦菁华”。一吨
小麦仅提取1.5公斤的小麦神经
酰胺， 因为其珍稀性与肌肤的
功效性，小麦神经酰胺常常被
誉为珍稀的“肌肤谷物能量饮

”。

GMP食品标准：北纬45度法国黄金小麦神经酰胺源自法国赛

比克公司，同样使用在食用级保健品，被国际知名保健品公司

采用，以其天然安全的品质确保人体健康和安全。



「完美肌肤之本  健康肌肤之魂
」

通过补充神经酰胺这一细胞间胶质强化了肌肤屏障

即时效果：
使用含0.5%的CERAMOSIDES™ HP膏霜1小时后，皮肤上表层保湿度增加50%。

持续效果：
7个半小时后，皮肤的上表层保湿度增加20%

使用CERAMOSIDES HP 28天之后，毛孔更
细小，皮肤纹理更平滑

- RADLANT   光泽度提升70%
- FIRM   紧实度提升74%
- TONED   肤色均匀提升78%

WEEK 1-保湿锁水
CERAMOSIDES™HP 小麦神经酰胺



EPIDERMOSIL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提高皮肤再生力
• 唤醒皮肤细胞，提升再生力

• 强化皮肤屏障体系

• 形成良性循环，皮肤内稳外韧

搭载亲肤载体硅烷醇，一键直达皮肤深层

屏障修护



Si

CH3

OHHO

OH

硅烷醇

低分子量
透明质酸

低分子量
透明质酸

低分子量
透明质酸

+
低分子量 (150-600kDa) 

透明质酸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为透明质酸加上亲肤载体

效果加乘 无限可能

提高透明质酸渗透 稳定硅烷醇结构

EPIDERMOSIL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优化的结构



HA HA HA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HA

单独的透明质酸（HA） EPIDERMOSIL

改善渗透性，生物利用性，因此增加功效

差的渗透性和生物利用性

集中在表层

良好的渗透性和生物利用性

优化的分布

EPIDERMOSIL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增强的渗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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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增殖-表皮层厚度增加、修复

透明质酸生成-丰盈、水润
角质层结构更健康-通透，保水

EPIDERMOSIL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提升皮肤再生力，皮肤内稳



使用丙酮（引起皮肤深度脱脂），我们测量丝聚蛋白、兜甲蛋白和水通量蛋白三个屏障修复标
志性蛋白的表达。

Epidermosil 5%使这三个蛋白在脱水情况下表达快速恢复，从而修复皮肤屏障。

强化皮肤屏障，皮肤外韧

EPIDERMOSIL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表皮使用5% EPIDERMOSIL 处理后
增厚39%。

+ EPIDERMOSIL  5%

9 天

+39%

增加皮肤厚度，无惧外源刺激

EPIDERMOSIL 低分子量透明质酸硅烷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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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

韩国济州岛熔岩矿物海水益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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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

- 天然来源，经过济州岛玄武岩过滤 & HDB济州工厂可持续供应
- 富含矿物质，天然来源的安全性和自稳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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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矿物质成分对比

成分
浓度 (mg/mL)

海水 深海水 济州熔岩海水

Na 10,762 11,000 10,510

Mg 1,294 1,270 1,295

Ca 413 474 399

K 387 403 400

Br 67 80.3 63.4

Sr 7.8 8.03 7.7

Zn 0.00035 <0.005 0.019

Fe 0.00003 <0.03 0.015

Mn 0.00002 <0.005 0.008

V 0.002 - 0.015

Se 0.0001 <0.005 0.013

Ge - - 0.002

用 熔岩海水里的矿物质进行二次发酵益生菌



体外亮肤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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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试产品: Lava-Dermabiotics HDB1234 甘油版本

- 测试配方：含3 % 样品的膏霜

- 测试项目 : TEWL & Corneometer

- 志愿者: 20 个女性 (平均年龄30岁)

- 测试条件：涂抹50㎕ (10㎕/cm2) 膏霜于志愿者前臂 (5cm2) ，一天一次，持续使用4周

- 测试时间: March 30 ~ 4 周

- 检测: 涂抹之前, 涂抹之后24小时(短期)，涂抹之后 1,2, 3 和4 周 (长期)

临床保湿测试

保水能力- 变化率(%)含水量(A.U.)



MoistShield™ HA 超级保湿传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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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istShield™ HA 超级保湿传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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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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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variations of passages of Lorem available, but the majority have suffered

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三：户外 与90后相比，Z世代的兴趣更为广泛。在00后兴趣
投入者中，超过3成拥有多个兴趣。

皮肤基本需求：
防紫外线 x 即时降温舒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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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诺依克多因急救舒缓面霜
依克多因小蓝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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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三：户外

推荐单品

凉皮凝露
核心成分

1.白睡莲提取物（皮肤
舒缓亮白剂）
控制炎症介质减少表皮刺激压力引起
的色素沉着，抗炎舒缓

2.杜仲提取物
保护细胞免受 UVB 伤害；促进热保护
相关基因的表达，抑制热压力相关基
因的表达；皮肤降温；降低皮肤血流
速度

3.赤藓糖醇
天然温和凉感剂、甜味剂，宽 pH 范
围和温度耐受

美白防晒霜
核心成分

1.依克多因
有效防止皮肤中朗格罕氏细胞在紫外
照射下受损伤，保护皮肤免疫系统，
提高热休克蛋白的反应速度，保护细
胞膜和 DNA，修复皮肤发炎症状，还
能减少晒伤细胞的生成。

2.余甘子提取物
通过络合铜、铁离子，减少氧自由基
，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减少黑色素
含量，并能显著抑制紫外线造成的色
素沉积，从而达到美白祛斑的功效



WEEK 3-极地防晒

增强皮肤免疫

加速细胞修护

修复阳光损伤

拯救锁水系统
Ectoin是沙漠嗜盐菌体内的天然成分之一，具有广泛的细胞

保护功能。它能保护皮肤对抗紫外线辐射等各种环境压力，是

天然防晒抗老化产品的首选。

特点：

•  生活在盐湖、海水和沙漠盐土地等恶劣环境中的嗜

盐菌

•  参与细胞的新陈代谢

•  细胞内蛋白质，核酸，细胞膜等聚合物的稳定剂，

细胞膜保护剂，保持细胞内水分

 保护细胞免收脱水，高低温，和UV损伤

RonaCare® Ectoin 沙漠嗜盐菌

生存之道:耐紫外线,高盐度等极端环境



WEEK 3-极地防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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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方法：

• In vivo: 
前手臂内侧经过2 周护理 (4cm2) 与安慰剂比对

• UV-exposure (1.5 MED)

• 朗格罕氏细胞通过ATPase 组织染色切片证实

Test Result

A) Untreated / unradiated control B) Untreated / 1.5MED UV-radiation

C) Placebo treated / 1.5 MED UV-radiation D) Ectoin treated / 1.5MED UV-radiation

0.5%Ecto
in+UV

• RonaCare® Ectoin 有效保护了
朗格罕氏细胞，免受外界刺激的
伤害

0.3% Ectoin 
+UV

RonaCare® Ectoin
—— 有效保护兰格罕氏细胞



WEEK 3-极地防晒
RonaCare® Ectoin
—— 有效保护兰格罕氏细胞

• 1%RonaCare 

Ectoin 使应激保护、

自愈修复速度提升了 

2-3 倍。

• 4%RonaCare ® 
Ectoin 可减少80-90%

的因紫外线照射引起
的晒伤细胞的形成

• 区别于其它保湿产品的短期性和依赖性

，做到真正修复皮肤的锁水系统

• 弥补低分子透明质酸注水后，水分快速

流失现象，1+1 > 2

0.5% Ectoin

1% Ectoin



Emblica
INCI: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果提取物

余甘子原产于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南部，在古印度阿育吠陀医学，藏药和传统中医药中均有其药效记载

专利保护的独特水基提取工艺保证了Emblica品质的稳定：关键活性成分≥50%（Typically 60-70%

）
Emblica的关键活性成分是4种

可水解的低分子量单宁酸（M＜1000), 即：

Emblicanin A，Emblicanin B，

Pedunculagin，Punigluconin

神奇的“级联叠加”抗氧化作用

Emblicanin A         Emblicanin B         Emblicanin Oligomers
OH· OH·



Emblica
INCI: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果提取物

Emblica®出色的单线态活性氧清除剂
显著强于Vitamin C和Trolox C的抗氧化功效，且不具有“促氧化作用”

Emblica®出色的超氧负离子的清除剂
其功效甚至优于Vitamin C ，且显著强于Trolox

Emblica®非常好的羟自由基清除剂
功效显著强于Vitamin C，TeroloxC和绿茶提取物，且不具有“促氧化作用”



Emblica
INCI:余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果提取物

淡斑功效临床测试（in vivo），欧洲人，1% 
Emblica

淡斑功效临床测试（in vivo），亚裔，1% Emblica



凉皮凝露EH201020

夏季特别款

可以降温舒缓的面膜

冰冰凉凉

请看降温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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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10min后皮肤温度下降7.8℃，

降温效果可持续40min以上*

*内部实验数据，实际效果因人而异

最低降温7.8℃

在最低温可维持20min

实测：即时&持久降温

配方小技巧：

1. 长流聚合物ZEN+短流聚合物EMT10有

效“锁住”水分，使水分在皮肤表面持久

缓慢挥发，挥发吸热的过程带走皮肤热

量，使肌肤有持续凉感

2. 选用赤藓糖醇替代传统多元醇作为保湿

剂，肤感轻盈柔软，肌肤清爽滋润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水 81.95% 水

Zerose® Erythritol 5.00% 赤藓醇

SEPINOV™ EMT 10 1.00% 丙烯酸羟乙酯/丙烯酰二甲基牛磺酸钠共聚物、聚山梨醇酯-60、山梨坦
异硬脂酸酯、水

SEPIMAX™ ZEN 0.80% 聚丙烯酸酯交联聚合物-6、叔丁醇、水

CM5 2.70% 环五聚二甲基硅氧烷

DM350 0.50% 聚二甲基硅氧烷

RonaCare Ectoin 0.15% 四氢甲基嘧啶羧酸

PF SC-GLUCAN
蘑菇葡聚糖 2.00% 水、甘油、1,3-丙二醇、苯氧乙醇、β-葡聚糖、乙基己基甘油

SEPICALM™ VG WP
皮肤舒缓亮白剂 0.50% 棕榈酰脯氨酸钠、白睡莲（NYMPHAEA ALBA）花提取物、双丙甘醇、

丁二醇、水

EUCOOLAN
杜仲提取物 3.00% 水、丁二醇、杜仲（EUCOMMIA ULMOIDES）树皮提取物

effisin® HD -AP 0.40% 1,2-己二醇

effisin® HDA -AP 0.40% 对羟基苯乙酮

1,3-Butylene glycol
1,3-丁二醇 1.60% 丁二醇

凉皮凝露 EH201009



凉皮凝露EH201020

快速舒缓酸热晒刺激
抑制炎症信号 & 炎症酶

皮肤舒缓亮白剂“
”

轻盈凝露质地，肤感轻盈柔软

无酒精，无薄荷醇类成分

天然冰凉感

冰润凝膜快速降温

镇静修复受损皮肤



SEPICALM VG WP
皮肤舒缓亮白剂

性价比极高的舒缓成分
• 抑制炎症酶

• 快速舒缓酸热晒引起的肌肤不适

• 减少炎症后色沉

天然植物成分白睡莲花 + 脂类氨基酸科技专利成分

抗炎舒缓



SEPICALM VG WP 皮肤舒缓亮白剂

抑制炎症信号
白介素-1α (IL-1α)

抑制炎症酶
环氧合酶 (COX)

作用机理-抑制炎症酶及炎症信号

环
氧
合
酶
抑
制
率
（
%
）

DiK+甘草酸二钾                                 SEPICALM VG WP 0.15% (a.m.) 
     对照组        对照组+UVB  对照组+UVB+
                                     SEPICALM VG WP (0,00025%)

白
介

素
-1

α数
量

  m
g/

m
L



SEPICALM VG WP 皮肤舒缓亮白剂

舒缓“晒”刺激
UV照射/红外测温仪

快速降低皮肤温度0.8℃

舒缓“热”刺激
测定温度/评估热感

降低痛感/提升耐热力

舒缓“酸”刺激
敏感皮肤/10%乳酸处理

30S快速减少针刺感

人体测试-舒缓3大刺激

对照组                   安慰剂                   1% 甘草亭酸        1% SEPICALM VG 
WP

皮
肤
温
度
降
低
/

对
照
组

3% SEPICALM VG WP安慰剂

施
加
在
皮
肤
上
的
温
度

温                               热                          非常热                 疼痛

10% 乳酸 10% 乳酸+基础体系（安慰剂）

10% 乳酸+基础体系+3% SEPICALM VG WP

针
刺
感
降
低
程
度
/

乳
酸
组
（
%
）

0分钟              30秒                        1分钟                    2.5分钟                   5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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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variations of passages of Lorem available, but the majority have suffered

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四：聚会/约会

化妆是悦己也是对他人尊重的一种方式
84%的Z世代化妆原因归于出门逛街、聚会或约会的需要，超6成属于工作所需，化妆行为与人际
交往场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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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variations of passages of Lorem available, but the majority have suffered

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四：聚会/约会

Z世代专属拍照文化：巧妙度挡脸自拍，emoji、贴纸等遮脸自拍，以及半张脸的自拍照......
高颜值美妆国货成Z世代“社交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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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variations of passages of Lorem available, but the majority have suffered

职场人“熊猫眼”普遍，2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四：聚会/约会

2021年Q2 高增长美白活性成分TOP10榜单

数据来源：美业研究院《2021Q2美妆高潜力成分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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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人“熊5岁以上有初老特征人群超过10%

场景四：聚会/约会

推荐单品

敏感肌二合一卸妆霜双效美白精华
核心成分

1.SEPIWHITETM MSH
促黑色素细胞激素 α-MSH 在黑色素合
成过程中的对抗剂,从多个环节全面、
有效地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2.烟酰胺
提亮肤色，美白，烟酰含量低

3.麦角硫因
安全、稳定、高效的特点和抗炎、抗
氧化、抗 UV、保护细胞和 DNA 等功
效

核心成分

1. EMOGREEN™ L19
轻盈的天然润肤剂，作为挥发性硅油
的替代品，能带来清新爽滑的涂抹感
和粉质的用后感。

2.Liponate™ CCC 
MB 
100%天然来源，快速铺展的酯类，可
赋予干爽、天鹅绒状柔滑感，是硅油
替代的理想选择



SEPIWHITE™ MSH
INCI: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为什么需要载体? 
ü 我们的皮肤和细胞是由亲脂的和疏水的成分组成的 

ü 氨基酸和脂肪酸都是人体组织天然含有的成分 

ü 亲水的氨基酸不能单独作用 

ü 二者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两亲结构，与肌肤具有卓越的亲和性

脂类氨基酸技术



SEPIWHITE™ MSH
INCI: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 亲和a-MSH-受体MC1R  有极好的亲和性(96%)
MC1R: 促黑细胞受体, 可被a-MSH激活. 刺激真黑色素生成(棕-黑色
斑) 形成黑色素层叠

a-MSH: 由于紫外线照射刺激荷尔蒙导致黑色素生成

• 抑制腺苷酸环化酶 100%
腺苷酸环化酶: 跨膜蛋白，被MC1R活化, 它从三磷酸腺苷ATP制造环单磷
酸腺苷cAMP 

• 减少黑色素细胞内环单磷酸腺苷数量34%
环单磷酸腺苷cAMP : 二级信息传递,能够把外部信号转换为细胞的内部信
号

• 抑制蛋白活化酶 A 100%
蛋白活化酶A: 能被4个环单磷酸腺苷cAMP分子活化，它可以使酪氨酸酶磷
酸化使起具有活性

• 抑制酪氨酸酶83%
酪氨酸酶: 通过酪氨酸氧化可以刺激黑色素生成的一种酶

抑制由 a-MSH引发的各个步骤的黑色素生成过程









SEPIWHITE MSH的
抑制作用

Mode of action (in vitro)
作用模式（体外）

从源头抑制黑色素生成



SEPIWHITE™ MSH
INCI: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仅仅7天， Sepiwhite™ MSH 重现肌肤光泽， 无刺激！

Clinical efficacy after 7 days7天临床测试  
2% SEPIWHITE™MSH + AHA + BHA
Asian skins亚洲肌肤

皮肤光分型III & IV ，7天超快见效

 皮肤表层黑色素颗粒

+1.13*


73%

D0 D56

 86%*



52%

-3**

 黑色素指数

 亮度(L*)

长期使用，淡化色斑，均匀肤色
2% SepiWhite MSH

30名亚洲女性，有老龄斑，
年龄在18-60岁，皮肤光分型IV & V



纯度高达99%+，每批次烟酰胺含量要求99%+ 每批次烟酸杂质要求低于50ppm

独有的“含羧酸杂环吡啶生物转化酰胺”的技术，从根本上控制了会引起刺激的杂质（烟酸）的生成和积

累

关键技术：

提升烟酰胺合成关键功能酶的活

力，大大提升原料向产物转化的

效率

99%+ 高纯度烟酰胺

INCI:烟酰胺

加速焕新

提亮肤色



AC-EGT 麦角硫因
研究人员于1909年在麦角真菌中发现了麦角硫因（EGT），它是一种稀有的天然氨基酸。除一些细菌（如放线菌、蓝细菌）和部分真菌（如链霉

菌、分枝杆菌、蘑菇）等可天然产生EGT外，人体或动物机体自身均无合成麦角硫因的能力，只能从食物中摄取。

天然 & 安全 & 稳定 & 高效 & 综合能力超强





EMOGREEN™ L19
INCI:C15-19 烷

天然高纯油脂，柔润保湿，平衡皮肤微生物群，一种全新的舒适感！

ü 独特的高纯度烷烃（C15-19烷烃）

ü 易生物降解

ü 植物来源，非转基因

ü 惰性的非极性油脂

ü COSMOS & ECOCERT批准

加氢
蒸馏 分馏 干燥皮肤的可视化屏障改善作用

改善皮肤保湿



EMOGREEN™ L19 轻盈的天然润肤剂

INCI:C15-19 烷

天然高纯油脂，柔润保湿，平衡皮肤微生物群，一种全新的舒适感！

D0 D28

改善了干燥皮肤的外观
养 肤 油 脂 新 体 验

棕 榈 来 源 至 臻 精 粹

滋 养 肌 肤  柔 润 保 湿



Liponate™ CCC MB
INCI:椰油醇-辛酸酯/癸酸
酯

R 快速铺展、干爽的润肤油脂

R 经RSPO-MB、COSMOS认证，100%来源于天然

R 透明液体

长链脂肪醇
含量较低
铺展较快

酯的链长 %

<C20 76.01

C20 20.28

C22 1.96

C24 0.68

C26 0.65

>C26 0.43

CCC的长链脂肪醇（≥C22）的含量最低

铺展速度较市场样品快

轻质 清爽 粉感



ADD YOUR TITLE HERE
There are many variations of passages of Lorem available, but the majority have suffered

潮流主导者—Z世代

学习、加班、冲浪

熬夜

黑眼圈橡皮擦
熬夜急救面膜

律动新肌修复霜

旅游、运动

户外

学习、生活、工作

日常

聚会、约会

交际

益生菌贴片面膜
可撕拉涂抹泥膜
刷酸美白身体乳

厚皮精华

美白防晒霜
凉皮凝露

双效美白精华
敏感肌二合一卸妆霜

专业，安全，功效护肤是后疫情时代Z世代护肤的最大诉求。
淡妆浓抹总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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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many variations of passages of Lorem available, but the majority have suffered

广 州 百 好 博

拥 抱 Z 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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