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lower Extract 
浪漫花朵 护肤密语 



自古以来，女人就把花朵当成闺中密友。她们会

和花朵相互攀比美丽，但也用花朵呵护自己的肌

肤，这种天然而古老的养颜方法延续了几千年而

方兴未艾。究竟这些花儿娇嫩的身躯中蕴涵了什

么能量，能给肌肤带来如此大的生机与活力呢？  



玫瑰：娇艳欲滴 保湿舒缓 

FRESH 玫瑰润泽保湿系列 

JURLIQUE 玫瑰衡肤花卉系列 

欧舒丹  玫瑰柔肤保湿喷雾 

无论是罗马贵妇的玫瑰花浴，还是杨贵妃的玫瑰中药面膜，玫

瑰花的妙用自古传承至今，成为熟龄干燥、敏感红肿和发炎皮

肤的挚爱。从天然玫瑰中萃取的精华成分可以帮助保湿、安抚

镇定肌肤，并调节女性生理循环系统，为皮肤补充能量。 



兰花：素雅端庄 修复抗衰 

兰花拥有惊人的生命力，从优质兰花中萃取的精华成分具有保

护细胞膜、促进肌肤再生的能力。其极强的活化细胞、抑制肌

肤衰老等功效，使兰花萃取成为了护肤界的宠儿。 

娇兰 御廷兰花极致全效修护系列 娇韵丝 兰花面部护理油 



天女木兰是中国、日本和韩国本土木兰属的一种，生长于深山谷里。

因为其外形高雅，在韩国曾被成为“天女花”，意思是“天上的女

仆花”。长期以来，天女木兰被当做一种中药成分使用。其根部用

于治疗疼痛和女性出血，花朵用于治疗头疼。在中国，天女木兰种

子的红色外壳被用于高级美食的一种香料。 

 

天女木兰提取物提取自天女木兰的花朵和树枝，是一种具有美白功

效的成分。 

 
功效：抑制炎症因子1L-1a和一氧化氮的生成， 
       抗氧化，抑制黑素体的转移 
 

天女木兰 Magnolia Ex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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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女木兰 Magnolia Extract 



 
数个世纪以来，各种大小、形状、颜色和香气的兰花一直是异国风情和神秘的象征。  
 
兰花的繁殖是通过种子萌发成幼芽完成的，其生长发育还得益于与兰花互利共生的真菌。虽然兰花本来的品种已经繁多，
但是其种类仍然在增加。人们已经培育出许多杂交品种，由此也得到了越来越美丽和色彩斑斓的兰花。  
 

在亚洲各热带地区以及印度到澳大利亚地区发现的各种兰花中，蝴蝶兰是代表品种。 

白兰花提取物  
White Orchid  Hydroglycolic Extract 



由于白兰花提取物中含有酚酸，这些化合物以抑制黑色素合成中的关键酶 – 酪氨酸酶而为人所知，因此

它是一种抑制黑色素合成的理想选择。  

除了具有抗酪氨酸酶的功效（即对黑色素合成具有抑制作用）外，白兰花还具有软化角质的作用。  

除此之外，白兰花含有的有机酸还能够增加色素细胞的清除。  

 

White orchid extract（白兰花提取物）有助于：  

- 亮白皮肤  

- 抑制与衰老有关的黑斑的形成  

  

白兰花提取物  
White Orchid  Hydroglycolic Extract 



莲花：洁净无瑕 滋润抗老 

莲花风姿绰约，出淤泥而不染，历来被喻为“花中君子”。它早在1500年前就被用于医疗用途，

《本草纲目》中有“镇心益色，驻颜轻身”的相关记载。莲花色味俱佳，以延缓衰老、改善血液

循环、振奋精神而著称。因此添加了莲花精华成分的护肤品能帮助抵抗老化、改善暗沉肤色，提

高肌肤润泽度与弹性。 

Fresh 莲花抗老面霜 自然堂 凝时鲜颜激活系列 



 
 

 

 

 

从休眠状态的夏雪片莲鳞茎提取的天然水溶性的提取物。通 

过休眠作用减缓细胞增殖、加强SOD酶的抗氧化活性延缓皮 

肤的衰老。舒缓肌肤并抑制肌肉的收缩减少皱纹。通过抑制 

黑色素细胞增殖及黑色素的生成达到美白、亮肤的功效。 

 

化妆品中应用： 

- 通过休眠作用抗老化 

- 加强SOD酶抗氧化能力，提高抗氧化保护屏障 

- 通过抑制肌肉收缩减少皱纹，舒缓肌肤 

- 抑制黑色素细胞的增殖，美白肌肤 

 
 

 

 

IBR-Snowflake® 

                                                      

夏雪片莲 IBR-Snowflake 



使肌肤如雪般光滑亮泽 

                                         28天后的结果 

 

        

 

  ■由上图所示，28天后，皱纹数量平均减浅30%，86%的

志愿者的皱纹数量有所减少； 

 ■中等深度皱纹平均减少了15%，有62%的志愿者的中等

深度皱纹有所减少； 

        

 

*IBR-Snowflake的作用结果与安慰剂比较有显著差异 P<0.05 

 **IBR-Snowflake的作用结果与安慰剂比较有差异 P<0.07 

        

 

             IBR-Snowflake ®人体测试结果 
 

 

夏雪片莲 IBR-Sonwflake 



莲花提取物  
Lotus Hydroglycolic Extract 

 

莲花在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希腊人会将莲花供奉给仙女，而依照一个讲述普林尼(Pliny) 的希腊神话所述，莲

花生于一位仙女的孕育，而死于对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羡慕和妒忌。  

 

 

在印度教中，神圣的莲花代表着太阳，与地母神有关，是丰收

的一种象征。实际上，在印度宗教中，花朵也与创世神话有关

系，绽放的花瓣象征着丰收、美好和繁荣昌盛。 

  

 

同样，人们认为佛祖出生于莲叶之上，佛教象征 - 像轮子样

的曼陀罗正是以开放的莲花作为基础的，寓意生命、死亡和重

生的轮回。印度教和佛教中的神明被刻画为坐在莲花上或者出

现在以莲花图案作为装饰的雕塑、建筑、寺庙和绘画中。  



得益于莲花中含有的黄酮类物质，莲花提取物成为了一种自由基清除剂。它具有的抗自由基活性可以对

抗环境压力，避免皮肤受到与老化有关的UV射线、污染物和其他外界侵袭的伤害。因此，莲花提取物能

够减少自由基对蛋白聚糖（与真皮结构有关）的攻击，从而减缓皱纹的产生。  

 

而且，莲花对血液循环也具有一定作用。黄酮类物质可以增强毛细血管的抵抗力，改善组织的血液灌注，

刺激细胞的新陈代谢，具有解毒功效。  

这种血管滋养和抗自由基活性使得皮肤容光焕发，而与此同时也为皮肤提供保护。莲花中含有的果糖和

葡萄糖等糖类物质使莲花提取物具有了保湿特性。  

 

Lotus extract(莲花提取物) 有助于: 

 

- 减缓初衰迹象的出现  

- 滋润皮肤  

- 改善皮肤质地  

- 软化和舒缓皮肤  

莲花提取物  
Lotus Hydroglycolic Extract 



水仙花：亭亭玉立 多效修护 

牛尔 水仙多效御护系列 美肤宝 水仙补水保湿 

水仙具有良好适应气候与环境的能力，即使在酷寒冰冷的1-2月冬季，依然花绽多叶，原来，充

满养份的水仙球茎对肌肤具有良好的修护及保护能力，经研究发现，能预防黑色素及自由基过度

活性化，强化肌肤保护力，深具防护性净白的作用。 



■ 通过休眠达到抗衰老 

■ 储存年轻的资本 

■ 抑制毛发生长 

■ 美白亮肤 

■ 头发护理：保护头皮，抑制头皮屑… 

 

减缓细胞繁殖就是抗老化!! 

IBR-Dormin ® 

一种从休眠状态的植物鳞茎中提取的能减缓细胞繁殖的天然水溶性

植物提取物。 

IBR-Dormin ®捕捉水仙花球茎休眠状态转化为皮肤的返老还童。 

 

 水仙花 IBR-Dormin 



IBR-DORMIN®  1％，20名女性，6星期 

皮肤紧实 

弹性和紧实特性增加 

生物力学特性（Cutometer) 

皮肤弹性 皱纹深度 

皱纹（PRIMOS） 
皱纹深度减浅 

IBR-DORMIN®  体外皮肤特性测试 

 水仙花 IBR-Dormin 



香奈儿 山茶花保湿系列 

山茶花：洁白无瑕 清新水润 

山茶花精华PFA 激活肌肤内的天然保湿因子，恢复并保持细胞深处的水润度。微分子

化的玻尿酸衍生物随时为含水层补充水分，充分润泽后的肌肤充满弹性，活力四射。 

我的心机 山茶花保湿面膜 

洁白的花瓣蕴含丰富的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矿物质，可以起到收敛、振奋

肌肤的作用。而从中萃取的山茶花籽精油更能够促进内层细胞再生、滋养

皮脂细胞。据说慈禧太后每日以珍珠山茶花油美颜护肤。 



山茶花提取物   

Camellia Japonica Flower 

山茶是茶属中最知名的品种之一，是一种原产于日本、

韩国和中国的常绿灌木，其价值源于它在秋季到春季开

放的美丽花朵。18 世纪时，山茶被引入欧洲，在此之

前它已经在东方被种植了几千年。  

 极佳的清除自由基功效——抗氧化  
 
 极佳的抑制弹性蛋白酶功效—— 抗皱  

 
 极佳的抑制胶原蛋白酶功效—— 抗皱  



山茶花提取物   
Camellia Japonica Flower 



樱花的生命美丽而短暂，其中蕴含强大的护肤能量——从樱花中萃取的

精华具有出众的收敛功能，它能有效作用于毛孔，调理毛孔的油脂平衡，

让毛孔更细更紧致。此外，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也是保持肌肤年轻的

青春之花。 

樱花：梦幻浪漫 紧致美白 

Shu Uemura  樱花洁面油 

The Body Shop 樱花护理系列 

欧舒丹 樱花香氛护体系列 



樱花是蔷薇科樱桃属樱桃亚属的一种植物，起源于产北半球温带环喜马拉雅山地区，盛放于日本、印度北部、朝鲜、

中国长江流域和台湾地区，在世界各地都有栽培。樱花盛开时节，满树烂漫，如云似霞，其中最著名的是染井吉野樱花

又名东京樱花，约占日本樱花数量之八成，全日本赏樱的“樱前线”也是以该种为指示树，其花形为粉红色花瓣五片，

花朵如粉红瀑布一样悬挂下来，极度的诗情画意。 

樱花抗氧原素的美白功效 

 

樱花抗氧原素中的樱花苷、樱花素能够帮助肌肤抗

氧化，从而达到肌肤美白和局部去黄气的功效，其

释放的高效抗氧化能量可有效抑制黑色素的氧化形

成，帮助对抗紫外线、辐射等外界侵害所引起的肤

色黯沉及色斑等肌肤问题，令肌肤回归白皙匀净的

通透质感。 

 

樱花水 Cherry Blossom Water 



洋甘菊：鲜艳夺目 抗敏舒缓 

洋甘菊以清凉、镇定、安眠的作用著称，具有消炎、止痒、安抚、修护、洁净、醒肤、抗敏等功效，自

古以来，就被西方人当作药草植物。目前应用于护肤品中的洋甘菊有罗马洋甘菊、摩洛哥洋甘菊和德国

洋甘菊三种，可以温和有效调理肌肤的敏感症状，以及舒缓晒后及缺水肌肤的不适感。 

The face shop 洋甘菊舒缓系列 

德国 小甘菊经典护手霜 



洋甘菊是雏菊家族的一员，原产于欧洲和亚洲西部。  

它在一年时间内便可长至1-2英尺高，开出花瓣为白色的独特黄色花朵。花朵

通常在7月下旬或者8月上旬开放。未开放的洋甘菊花冠被用于传统和现代医学

制剂中。  

洋甘菊提取物 

Chamomile Extract 

洋甘菊的名称起源于希腊语kamai（地面上）和甜瓜（果子）。这个名称指的是新鲜收获的带有果子的植物。

在中世纪，这种植物种植后被作为一种蒸制芳香草本植物。  

洋甘菊药用功效的秘密在于来自于其花朵的一种挥发油。这种植物的提取物或者油本身具有三种主要用途：

作为抗炎剂应用于各种皮肤和粘膜试剂中；作为治疗消化不良和经期痉挛等疾病的抗痉挛剂；作为抗感染

剂治疗各种较轻微的疾病。 



紫锥菊提取物 
Echinacea purpurea Extract 

紫锥菊：是种大型植物，长有一个高3英尺宽2.5英尺的引人注目的花朵，有时这种花朵会更大。每根茎上长有

一些亮紫色的花朵，花朵中3英尺长的花瓣簇拥着一个凸起的橙色中央盘。紫锥菊头宽高达6英尺，其叶子稀少

尖窄长为6英尺。果实是棕色纸状的种子。细长的根部以植物为中心集合在一起，其内部肉白色外层深色。紫锥

菊的花期是七月至八月。   

紫锥菊原产于北美，是美国和欧洲广泛使用和种植的植物。美国和印第安当地人把它作为一种治疗感冒，喉咙

痛，伤处，流感和眼部感染等的流行药物。 



炎症 
皮肤免疫系统的缺陷 

紫锥菊提取液 主要功效 

清洁和 
软化皮肤 

Echinacae purpurea  
Extract 

紫锥菊提取液 

过敏性皮肤炎 

干性皮肤 发痒 

头皮屑 
  

痤疮 

  

细菌 

紫锥菊提取物 

Echinacea purpurea Extract 



蕴含5种汉方植物（旋复花、牡丹根、川谷籽、东当归根・白
蔹）精华（保湿），高透明感肌肤，指日可待。 

KOSE 雪肌精优纯菁华乳 

旋覆花：汉方药材 抗炎美白 



 Inula Britannica 

 旋覆花 
 
 
 

   

  - 原产地: 韩国 

  - 生长于: 韩国、中国、日本等 

  - 多年生草本植物 

  - 使用: 叶子可食用，花在东方有药用价值 

  - 药典:中国药典 

  - 成分: 旋覆花内酯、去乙酰旋覆花内酯、倍半萜 

  - 功效: Anti-inflammatory,Anti-cancer  抗炎、抗肿瘤 

O 

O 

OH 

O 
O 

1-O-acetyl-4R,6S-britannilactone 
 1-O-乙酰-4R,6S-旋覆花内酯 

旋覆花提取物 
Inula Britannica 



旋覆花提取物 
Inula Britannica 



创新之选！ 
虞美人籽提取物！ 

虞美人籽  

--来源于古老的文化 ：其无穷无尽的种子，富含油料的特征在古代农业时代象征着肥沃土地，给人们带来好运和富足可以食用的虞美人籽油  

 虞美人籽油可以被用于化妆品对皮肤具有舒缓的功效  

 Lierac Lierac药妆品牌使用虞美人花精油  

 虞美人花可以被用于植物药物 ——镇咳  



虞美人籽提取物  
Ronacare® Poppy SE 

Ronacare® Poppy SE, 虞美人籽提取物特点： 
 
 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工艺得到的天然提取物-可
持续发展  
 不含农药：EU和US药典（分析了400种农药残留） 
 采用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工艺得到的天然提取物-可
持续发展  
 不含致敏源：分析26种致敏源  
 天然有机标签：Ecocert 批准  
 不含植物碱：测试不含植物碱（可能存在于虞美人 
中）  
 毒理学通过测试 

Ronacare® Poppy SE, 虞美人籽提取物主要功效： 
 
具有分解脂肪的功效可以提供下面功效：  
 作用于皮肤脂肪团  
 改善皮肤表面形态和质地，减少“橘皮” 
 增加皮肤紧实度 
 提高皮肤润滑  
 改善皮肤毛细血管流通 



 
 
声明  
 
此介绍仅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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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