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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数据



2013年到2020年，中国护肤品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58%， 而全球护肤品市
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0.35%；至2021年9月中国护肤品市场规模达278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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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青眼情报



2020年中国护肤品线上渠道市场规模增速为22.4%；从2018年开始，护肤品线上
渠道市场规模保持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增长速度高于护肤品整体市场规模，
线上渠道市场份额占比逐年提高，成为护肤品市场主要增长点。
至2021年10月阿里系线上平台化妆品总销售额高达216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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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渠道 整体市场

来源: 青眼情报



2 新单品



倩碧（Clinique）
充分利用由内而外护肤与环保美容趋势

倩碧的皮肤饮品系统（DERMA DRINK 
SYSTEM)是一款浓缩型液体补充剂（可与水
混合）， 该产品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采用
可重复使用的金属瓶包装，共有光泽、紧致与
防护等不同护肤功效可供选择。

醒可安+ABOUT ME
消除过量饮酒对皮肤的影响

解救补充剂品牌醒可安（EASY TOMORROW)
与护肤品牌ABOUT ME 联合开发了一款贴膜
式面膜，可以减缓饮酒对皮肤健康的影响，该
产品可以清凉并舒缓“皮肤泛红”的症状。

雅芳
更年期美容产品领域不断发展

大众市场品牌纷纷进军更年期美容产品领域。
雅芳ADAPT 专为围绝经期女性皮肤设计，采
用植物调理成分制成，可以解决潮热，皱纹，
干燥等问题。

来源 ：Packaging of the World

欧美护肤热点趋势： 关注健康 特定场景 针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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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透明度，植物性生物护肤品牌蔻代丝（Codex
Beauty Labs）旨在让消费者更轻松地评估产品功效，

并使其能够根据事实作出更加明智的购买决策。

受到食品/饮料市场中营养元素标签的启发，蔻代丝的产品
（包括最新的Antü抗炎系列）都将重新更换包装，并在包
装上附加功效测试表。

该表将详细介绍产品测试背后的定量临床功效数据（如
28天和56天后的保湿能力）以及其他信息（如试验参与
者的人数）。

来源：《化妆品和盥洗用品（Cosmetics & Toiletries）》；《国际个人护理品生产商情（Ha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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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极简护肤主义趋势，澳大利亚药妆品牌Biologi推出粉状去角质产品，仅含两
种成分，允许消费者个性化使用；多功能 纯净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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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妆护肤品牌Biologi推出了首款粉状去角质产品——Bx Reveal Exfoliant，
仅含有澳大利亚卡卡杜李和大米两种成分。三效合一的粉末配方可以与 Biologi
的 Bc Refresh Cleanser 混合使用，也可以简单地与水混合，打造出质地柔滑

的乳脂状配方，有助于去除表皮上的死皮细胞，调理肌肤并促进细胞再生，打
造明亮、清透的肤色。 Bx Reveal Exfoliant 以小袋形式提供，可保存活性成
分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浪费。打开小袋，将粉末放入手中，加入 3 泵 Bc Refresh
Cleanser混合后涂抹于面部，轻轻按摩 1-2 分钟后冲洗干净即可。
Biologi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纯净药妆护肤品牌，由化
妆品化学家Macdougald创立。

主打成分：
卡卡杜李、大米
产品概念：
素食主义、极简护肤、多功能去角质粉末
包装特点：
小袋包装
官方定价：
59美元/15袋
上市渠道：
品牌官网
海外上市时间：
2021-10



洛杉矶美容专栏作家Kirsten Noel Crawley创立的护肤品牌KNC BEAUTY推出叶
子造型的眼膜 护理整个眼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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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C BEAUTY是由洛杉矶美容专栏作家Kirsten Noel Crawley创立的护肤品

牌，品牌以她的姓名首字母命名，主营唇膜、面膜、眼膜等品类。据悉，今年
十月将上市一款眼膜，以叶子为造型，可以护理整个眼部区域。叶子眼膜主打
成分为仙人掌提取物与黄瓜提取物，前者具有愈合、紧致、滋养的功效，后者
则可以舒缓刺激、镇静红肿。此外，这款眼膜还添加了主打抗炎抗菌功效的绿
茶提取物，宣称可促进 DNA 修复、放松眼部肌肤以及收缩血管。值得一提的
是，该产品不含对羟基苯甲酸酯、硫酸盐、人造染料以及香料。

主打成分：
仙人掌提取物，黄瓜提取物，绿茶提取物
产品概念：
愈合、紧致、滋养，舒缓，“不含”
包装特点：
特色叶子造型膜材

上市渠道：
品牌官网
上市时间：
2021-10



国风 配图-东方美女



专研FOCUS & FEMME推出片状次抛型 / 太空舱眼部精华 主打4维修护 紧致淡纹BEAUTY 
TREND

该款眼部精华联合江南大学共同研发，配方加入4种多肽，包括蛇毒肽、乙酰基
六肽-8、乙酰基八肽-3以及SYN-COLL 蛋白肽，改善可见皱纹和潜在皱纹，同
时搭配2%的燕麦仁提取物，实现提拉紧致的效果。
产品还采用新一代视黄醇递进系统，加入视黄醇、视黄醇丙酸酯、植物维A醇和
羟基硬脂酸，帮助维A醇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也减少皮肤刺激性。 针对黑眼

圈等眼周问题，配方还融入了墨角藻提取物、橙皮苷甲基查耳酮以及时钟节律
调节因子促进眼部循环，改善眼周浮肿和黑眼圈。 另外，这款精华中的GP4G
鸟苷、修复的Epidermis EPS、色满醇以及泛醇&抗敏双因子的组合能滋养眼
周，增强肌肤抵抗力。

主打成分：
多肽，视黄醇，燕麦仁提取物 墨角藻提取物
产品概念：
高功效 四维修护 紧致淡纹
包装特点：
可循环的次抛包装材质
官方定价：
379人民币/1盒
上市渠道：
品牌官网



国货设计师彩妆品牌SEVEN·JULY推出三色透明膏体定妆膏 激活膏体化为粉体BEAUTY 
TREND

定位于性别友好型的国货设计师彩妆品牌SEVEN·JULY在10月份推出了一款定

妆新品。区别于粉状定妆，这款定妆质地为黑白灰三色融合的透明膏体，并加
入向日葵籽油、霍霍巴油、白池花籽油和维生素E，实现定妆的同时亦能养肤，
值得一提的是，用刷子蘸取膏体时就会激活膏体变成粉体。 定妆膏配有粉刷和

化妆袋，用刷子打圈取粉按压到面部即可。外壳设计采用艺术浮雕的复古门环，
此外，由于是膏体的设计，外出携带无需担心漏粉脏包，同时也解决传统定妆
粉卡粉、飞粉、浮粉等痛点问题。

主打成分：
向日葵籽油，霍霍巴油，白池花籽油，维生素E
产品概念：
无感控油 透明定妆 剂型变化
包装特点：
可循环的次抛包装材质
官方定价：
189人民币/1盒
上市渠道：
品牌官网
上市时间：
2021-10



专注新鲜活性成分的护肤品牌「鲜即」推出PIU PIU“活”系列， 鲜活进阶密护BEAUTY 
TREND

鲜即InsFresh成立于2021年，一家专注新鲜活性成分的护肤品
牌，前不久就已获得数千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 目前已在天猫
旗舰店上新了双抗、祛痘、修护三款精华液，分别加入左旋VC，
肌肽，玫瑰花提取物，花青素、丝心蛋白、SOD等成分。
产品包装分为以一边是 -40℃ 低温休眠技术封存高活性冻干粉的

冻干锁鲜舱，另一边是以无水配方二裂酵母滤液为基底的高能精
华舱，使用时从下往上一挤，精华即可跨越内层食品级膜材料融
合冻干粉，摇匀后可用于涂抹肌肤。

主打成分：
左旋VC，肌肽，玫瑰花提取物，花青素、丝心蛋白、SOD
产品概念：
鲜活 -40℃ 低温萃取 冻干粉 无水配方
包装特点：
次抛包装材质
官方定价：
189-229人民币/14片
上市渠道：
品牌官网



国货自强 注重功效 聚焦科技 打造核心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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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原料商
深度合作

百雀羚科技新草本战略

基于草本高效活性不刺激成分的抗
初老ProVTA™, 为中国女性提供抗

衰解决方案。

与基因工程药物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成立功能性护肤联合实验室，打造
四维立体LAB,从实验室到消费者，
为研发产品开发持续创新模型。

溪木源SIMPCARE LAB

与国内研究机构
深度合作

芮生：BIOREGEN-MSC

自研成分与专利

百瑞吉独有专利BIOREGEN-MSC，
协同海茴香干细胞，依克多因，蓝
铜胜肽，棕榈酰三肽-1，提升修复

抵御力，强韧屏障，促进胶原蛋白，
紧致淡纹。



中国美妆个护：技术或专利沟通在国产新品中占比，201809~202108

Source: Mintel GNPD,过去三年新上市的国产美妆个护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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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货宣传技术或专利在新品推广中的占比近三年快速增长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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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或专利正在成为产品沟通的重要部分，英敏特新品数据库显示，过去三年产品宣称中含有
“技术”或“专利”产品的总体比例在10%左右，其中较为活跃的是面部护肤品，在过去一年国
货新品中30%的宣称含有“技术”或者“专利”。



备注：功效性护肤品指品牌宣称为特定功效（如祛痘、抗衰）、特定人群（如敏感肌）以及相关成分概念的品牌旗下的产品。

数据来源：美丽修行大数据平台
数据时间：截止至2020.12

近三年消费者对功效性护肤的热度逐年增强BEAUTY 
TREND



3 “硬核”消费者画像



人群画像：以18-34岁、高线城市的敏感肌女性为主

TGI=1.28 TGI=0.98

性
别性
别

性
别城
市

性
别年
龄

性
别肤
质

数据来源：美丽修行大数据平台
数据时间：截止至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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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人群：核心人群量级大、消费强，潜力人群类型多、增速快

画像：女性、高线城市、22-35岁
皮肤：敏感肌为主，痘痘、细纹、黑眼圈
等问题普遍

画像：男性、高线城市、22-35岁
皮肤：油性肌为主，毛孔、黑头、黑眼圈
等问题普遍

画像：22岁以下
皮肤：油敏肌为主，痘痘、黑头、粉刺
等问题普遍

白领女性

画像：低线城市、22-34岁
皮肤：敏感肌为主，痘痘、黑头、细纹
等问题普遍

数据来源：美丽修行大数据平台
数据时间：截止至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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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女性

精致男士

学生党

小镇青年

精致男士

学生党

小镇青年



4 热点“硬核”成分走势



成分榜单：热门成分排名更迭迅速，新入局成分势头强劲

备注: 榜单排名根据成分热度指数从高到低排名，成分热度指数是基于备案数据和用户关注行为数据进行多因子加权得到的综合性指标

2021上半年功效护肤成分榜单Top30及排名变化

排名 成分 变化 排名 成分 变化 排名 成分 变化

1 透明质酸钠 - 11 玻色因 2 21 依克多因 17

2 烟酰胺 - 12 生育酚乙酸酯 -8 22 乙酰基六肽-8 -

3 生育酚(维生素E) 4 13 甘草酸二钾 -2 23 凝血酸 -3

4 积雪草提取物 -1 14 寡肽-1 - 24 茶叶提取物 -1

5 光果甘草根提取物 13 15 马齿苋提取物 -3 25 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 -4

6 角鲨烷 -1 16 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滤液 30 26 精氨酸 -2

7 泛醇 1 17 抗坏血酸(维生素C) - 27 红没药醇 -1

8 水杨酸 2 18 霍霍巴籽油 -2 28 熊果苷 5

9 尿囊素 -3 19 牛油果树果脂 - 29 甘草根提取物 34

10 神经酰胺 3 -1 20 海藻糖 -5 30 北美金缕梅提取物 -3

数据来源：美丽修行大数据平台
数据时间：截止至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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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下半年成分生命周期曲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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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丽修行大数据平台
数据时间：截止至2020.12



2021上半年成分生命周期曲线图谱

萌芽期 概念普及期 应用膨胀期 成熟期 衰退期

透明质酸

烟酰胺
依克多因

麦角硫因

玻色因

二裂酵母

马齿苋提取物

母菊花提取物

CBD

神经酰胺 积雪草
视黄醇

水杨酸胜肽

数据来源：美丽修行大数据平台
数据时间：截止至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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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功效诉求 发现新品开发走势
成分背后的功效诉求集中在保湿，抗氧，美白，抗衰；而美白祛斑增速上升

数据来源：美丽修行大数据平台
数据时间：截止至2021.6

BEAUTY 
TREND



5 新品开发走势分析
ONE. 硬核白



消费需求趋向刚需，市场发展潜力巨大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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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5 2019 2020 20211990

监管政策不断升级，持证上岗难度增加BEAUTY 
TREND



美白淡斑消费两极化，高端产品更有潜力BEAUTY 
TREND



热点单品点评BEAUTY 
TREND



美白淡斑产品作用机理分类，各个精准击破致黑靶点BEAUTY 
TREND



植物萃取安全温和，美白淡斑更稳健BEAUTY 
TREND





“硬核白”产品设计要点

细分消费需求
适配不同肤质

突破单一美白
复配协同增效

用户理念提升
完善配套流程

安全温和高效
成分持续升级

四季防晒
内外兼修
医美术后
场景定制
早期预防
全身美白

温和低刺激
耐受FREE
光敏FREE
成分安全



“硬核白”
双胺特证美白霜



双胺特证美白霜
HT20211022 

信心十足的强功效双胺美白霜，正在

进行第三方人体测试，可申请美白特

证的强功效美白霜！

第三方人体测试

热点美白强强CP，大牌经典美白黑科

技让你白出灯泡肌，耀眼光泽，五何不

可！五维美白，从源头，消炎抗氧化，

减少外界刺激引发的黑色素生成信号；

同时发动拦截，减少黑色素生成信号；

再有多重通路减少黑色素细胞合成黑色

素；抑制黑色素转运加乘促进黑色素代

谢剥脱；均匀肤色，焕亮肌肤，白的发

亮！

双胺在手 五何不可



UV、刺激物等

UV、炎症、自由基

黑色素生成信号

合成黑色素

黑色素转运

黑色素代谢

光甘草定、氧化白藜芦

醇①消炎、抗氧化

酰本胺

②拦截信号

酰本胺、氧化白藜芦醇

③抑制黑色素合成

烟酰胺

④抑制黑色素转运

水杨酸

⑤促进黑色素代谢
双胺在手 五何不可

光甘草定、氧化白藜芦醇

①消炎、抗氧化

酰本胺

②拦截信号

酰本胺、氧化白藜芦醇

③抑制黑色素合成

烟酰胺

④抑制黑色素转运

水杨酸

⑤促进黑色素代谢



光甘草定、VcOS、氧化白藜芦醇

（桑根提取物）

①消炎、抗氧化

酰本胺

②拦截信号

酰本胺、氧化白藜芦醇

（桑根提取物）

③抑制黑色素合成

烟酰胺

④抑制黑色素转运

水杨酸

⑤促进黑色素代谢

96%   信号拦截

83%   酪氨酸酶活性减少
25X    酪氨酸酶活性抑制vs曲酸

68%   黑色素转移抑制

100% 自由基抑制率(ATBS、DPPH )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氧化白藜芦醇 0.50% 桑根提取物

1,3-Butylene glycol 12.00% 丁二醇

MONTANOV™ 202 3.50% 花生醇、山嵛醇、花生醇葡糖苷、水、葡萄糖

混醇 1.50% 鲸蜡硬脂醇

BHT 0.10% 丁羟甲苯

SEPIWHITE™ MSH 促黑激素对抗剂 1.00%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TEGOSOFT MM 1.20% 肉豆蔻醇肉豆蔻酸酯

TEGOSOFT G20 7.00% 辛基十二醇

RonaCare® Salicylic Acid 0.50% 水杨酸

Liponate™ NPGC-2 10.00% 新戊二醇二辛酸酯/二癸酸酯

VcOS 抗坏血酸四异棕榈酸酯 2.00% 抗坏血酸四异棕榈酸酯

Lipovol™ A 鳄梨油 1.50% 鳄梨（PERSEA GRATISSIMA）油

SEPIMAX™ ZEN 0.10% 聚丙烯酸酯交联聚合物-6、叔丁醇、水

硬脂醇甘草亭酸酯 0.20% 硬脂醇甘草亭酸酯

SEPINOV™ EMT 1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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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X-1403 Fluid 2.00% 聚二甲基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醇

effisin® HD -AP- 0.500% 1,2-己二醇

SILAGEL PD15M 2.000%
环五聚二甲基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乙烯基聚二甲基硅氧烷交联聚合物、氢化蓖

麻油异硬脂酸酯

SILNOS 130 0.300% 硅石

烟酰胺 4.000% 烟酰胺

水 49.700% 水

光甘草定 0.10%

双胺特证美白霜HT20211022 



为什么需要载体? 
 我们的皮肤和细胞是由亲脂的和亲水的成分组成的

 氨基酸和脂肪酸都是人体组织天然含有的成分

 亲水的氨基酸不能单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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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酰苯胺
INCI: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HARDCORE 
TE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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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酰苯胺
INCI: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HARDCORE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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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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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IWHITE™ MSH 酰苯胺
INCI: 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

HARDCORE 
TECH

+1.13*



更精纯

纯度高达99%+，每批次烟酰胺含量要求99%+

严格把控烟酸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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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烟酰胺烟酸含量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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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焕新

提亮肤色

99%+ 高纯度烟酰胺
INCI: 烟酰胺

HARDCORE 
TECH



氧化白藜芦醇
Oxyresveratrol-广泛分布于桑科、百合科、片麻岩科等植物的根、叶、茎和果实中

-多羟基反式二苯乙烯芪类化合物

-基本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酸乙酯，甲醇和乙醇等有机溶剂

氧化白藜芦醇
INCI: 桑根提取物

HARDCORE 
TECH



氧化白藜芦醇
INCI: 桑根提取物

HARDCORE 
TECH



曲酸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0.78mM，

桑根提取物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0.031mM。

桑根提取物对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能力是曲酸的25倍左右。

氧化白藜芦醇
INCI: 桑根提取物

HARDCORE 
TECH



“硬核白”搭配CP组合
安心白: 凉皮凝露



亮白CP
凉皮凝露

EH201020

润爽 清凉

轻盈凝露质地，选用赤藓糖醇替代传统多 元醇

做保湿剂，肤感轻盈柔软，易推开， 肌肤清爽

滋润

肌肤冷气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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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给肌肤装上一台“冷
气机”，有效缓解肌肤“上火”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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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挑选特色植物精粹（白睡莲精粹+杜仲提取
物）天然安抚躁动肌肤，降温舒缓抗氧；

直降7.8
度！ 持
续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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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降7.8
度！ 持
续40+
分钟



抗衰从14岁做起！Haa联合江南大学推出青春舒缓眼部精华液，主打神经酰胺成分BEAUTY 
TREND

针对14-24岁年龄层使用眼霜容易长脂肪粒，出现不吸收，过度黏腻的情况，Haa再次
联合江南大学，首次提出分阶呵护眼周肌肤的概念，专为14-24岁年龄层打造出一款眼
部精华液。 据官方介绍，这款精华液采用无硅、无油、无乳化剂的配方，更利于年期肌
肤的眼部吸收。产品添加了缓解黑眼圈的卵磷脂包裹咖啡因，舒缓眼周肌肤干燥的依克
多因，协同多重植萃（头状胡枝子、狭叶番泻籽多糖、积雪草叶提取物、七叶树皂苷、
假叶树根提取物）改善眼周浮肿和眼部疲惫状态。值得一提的是，精华液还将三重神经
酰胺+马鲁拉油+角鲨烷等仿生比例复配，模拟天然角质层屏障构成，深入修护眼部肌肤
屏障。

主打成分：
三重神经酰胺、马鲁拉油、角鲨烷、咖啡因、依克多因、头状胡枝子、狭叶番泻籽多糖、
积雪草叶提取物、七叶树皂苷、假叶树根提取物
功效宣称:
滋润， 淡化黑眼圈
产品概念：
14-24岁年龄层、分阶呵护眼周肌肤、无硅/无油/无乳化剂配方、创新微脂囊渗透科技
包装特点：
可循环的次抛包装材质
官方定价：
139人民币/8ML
上市渠道：
品牌官网
上市时间：
2021-10



6 新品开发走势分析
TWO. 硬核青



抗初老的定义？ 与抗衰老的区别在于抗初老更注重预防与维护BEAUTY 
TREND



✓

✓

✓

迎接抗初老需求年轻化下的年轻人群新机会红利BEAUTY 
TREND



•

•

抗初老市场潜力释放，在抗衰大盘下降的背景下，成为增长驱动担当BEAUTY 
TREND



抗初老功效护肤品成为近半年抗衰类目产品下唯一增长的功效品类BEAUTY 
TREND



面向年轻化客群， 热销主流产品价格区间集中在100-300元价位BEAUTY 
TREND



珀莱雅以大单品出圈，占据市场主份额，其他品牌仍有抢占份额的入局机会BEAUTY 
TREND



“初生肌”“婴儿益生菌”
专利二次发酵益肤元

ALISTIN
脱羧肌肽

100%植物来源
日本三菱富勒烯

主打视黄醇的产品受到市场青睐，宣称白松露的商品款数虽少却为销量黑马BEAUTY 
TREND



品牌方以专利科技成分背书，加持产品实力，高阶抗初老BEAUTY 
TREND





“硬核青”产品设计要点

多重复配同类成分
增强产品功效

顺应天然主义
替代传统成分

进口成分知名成分
进阶功效

自研 专利 工艺
科技 体验 增效



“硬核青”
独有 · 无乳化剂的精华乳



3重速效紧肤，优化胶原蛋白结

构，减少皱纹。

SEPILIFT™ DPHP 胶原蛋白促成因子
二棕榈酰羟脯氨酸
（独特的脂类氨基酸仿生技术）

高纯度专利羟基积雪草甙，能够

舒缓皮肤、重建细胞外基质成分

、抗炎、调节&保护表皮。

MADECASSOSIDE
羟基积雪草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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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UAXYL®   
专利五维保湿因子
木糖醇保湿剂



8D致盈御颜精华 DZ2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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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原蛋白促进剂
INCI: 二棕榈酰羟脯氨酸

HARDCORE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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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42D0

1% SEPILIFT DPH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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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ILIFT DPHP胶原蛋白促进剂
INCI: 二棕榈酰羟脯氨酸

HARDCORE 
TECH



“硬核青”搭配CP组合
炫彩青:瑰彩致美蜜雾



3 重 精 粹 精 准 修 护

水润
藏地高原金山玫瑰纯露，水润肌肤

舒缓
药方紫草油，植物精粹，抗炎舒缓

滋养
天然来源高纯碳链烷烃，油润滋养

1

2

3



原料 添加量 INCI名

EMOGREEN™ L15 9.229% C15-19 烷

LITHOSPERMUM ROOT 
EXTRACT SQ 

紫草根提取物(油溶)
1.136% 角鲨烷、紫草（LITHOSPERMUM ERYTHRORHIZON）根提取物

蓖麻油 11.359% 蓖麻籽油

金山玫瑰纯露 78.092% 突厥蔷薇（ROSA DAMASCENA）花水

AC-GR-01葡糖基芦丁 0.014% 葡糖基芦丁、异栎素、水

抗氧肽BPN-renovarin® 
powder 0.014% 肌肽、水

effisin® HDA -AP- 0.156% 对羟基苯乙酮

瑰
彩
致
美
蜜
雾



未来可期



Reduction

Divergence

Acceleration

Convergence



安全功效

高阶成分

健康可持续

情绪护肤

硬核科技
个性化互动



CELEBRITY™
首创大型海藻细胞培养技术

AMINOVECTOR™
脂类氨基酸技术

SILANOLS
独特硅烷醇技术

CELTOSOME™
极地海洋干细胞专利

Fullerene®
植物富勒烯



Lava-Dermabiotics
“初生肌”二次发酵益肤元

Neossance Squalane
专利甘蔗发酵角鲨烷

野生积雪草提纯技术
（羟基积雪草甙+特米诺甘）

专利高纯度烟酰胺（<20ppm)



Herita-GEL™
整株植物凝胶/花水

DMS
双重微生物合生元技术

基于磷脂酰甘油的专有皮肤仿生技术

全球纯度最高专利麦角硫因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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