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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两周手工发酵， 更精心采用特制的生物纤维材

质，相比一般纸质面膜材质致密度高达500倍，宛如第二

层肌肤般的极致贴合度令美白精华成分迅速渗透肌肤深

层，敷用10分钟即可体验奇迹般的美白焕肤效果。

代表新品：雪花秀滋晶雪肤美白面膜

RMB890/10P

又名深源美肌防御成分， 抑制硫酸乙酰肝素的分解，

并促使其生成；以此修复基底膜机能，加强其保护屏障的

作用。由真皮纤维芽母细胞生成的“真皮因子”过度抵达

表皮后，将转变为“色斑增生因子”不断发挥作用；而通过

上述机能，则可以抑制这一现象，从而切断底层黑色素的

生成路径。

代表新品：资生堂臻白无瑕精华液

CR RMB850/45g

资生堂臻白无瑕精华面膜

RMB850/30ml×6P

品牌有话说：

2003年在日本首次推出专门针对色斑

的独立美白品牌haku臻白无瑕， 上市后凭借强劲的祛斑

效果风靡一时，成为日本女性人手一瓶的祛斑神器。经历

10年的革新，资生堂臻白无瑕终于在2014年进入中国。

资生堂顶尖美白研发团队与麻省总医院/哈佛皮肤

生物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能够迅速渗透肌肤表面、角质

层、表皮层、真皮层、皮下层，击碎并排出层层所积的黑色

素，达到“5层净白”效果，令肌肤呈现亮白剔透状态。

代表新品： 资生堂新透白美肌集中祛斑净白精华液

RMB880/30ml

又名亮肤效应因子， 赖氨酸HCL+油橄榄叶提取物

复合体，专门应对肌肤暗沉发黄的独有成分，可进一步提

高对肌肤暗沉发黄的改善效果。

代表新品 ： 怡丽丝尔纯肌净白集中修护精华霜

RMB650/40g

品牌有话说：

怡丽丝尔纯肌净白系列并非追求单纯

的去除黑色素，在实现传统美白效果的同时，提出了新的

解决方案———“透明纯化护理”，以此实现“去除因年龄增

长导致的肌肤浑浊”，打造富有光泽与生命活力的肌肤。

4-甲氧基水杨酸钾，资生堂集团全新美白药用级别

成分，不止抑制黑色素生成，更能使受损部位的因子恢

复。 与上一代代表美白成分传明酸不同，4MSK除美白

外，更有提升肌肤自我恢复力的功效。

代表新品：悠莱纯白之光润肌养颜霜

RMB380/50g

欧珀莱淡斑精华露

RMB340/30ml

品牌有话说：

高机能美白系列“纯白之光”使用资生

堂创新美白科技成分4MSK和维生素C衍生物，搭配丰沛

的高保湿成分，同时解决最困扰中国女性的肌肤问题，焕

现肌肤纯白润采。 不仅有效作用于肌肤表层的已显现色

斑，同时进一步抑制隐藏在肌肤中的潜在色斑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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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聚糖护肤科技

———诺贝尔奖护肤应用

2014年，YSL.SKIN-

SCIENCE专家顾问团率

先将获得7项诺贝尔奖的

聚糖科学运用于肌肤保养

品中， 研究范畴超越干细

胞、DNA基因的YSL圣罗

兰美妆， 更延续了其聚糖

护肤科技先驱地位， 推出

以 独 家 聚 糖 透 亮 科 技

（Glycanactif

� TM

） 为根本，

实现白皙、光泽、紧致的全

方位美白创作。从此，聚糖

护肤科技又一次来袭。

YSL

圣罗兰臻透亮白精华

RMB950/30ml

这款圣罗兰的明星美

白单品，高浓度“臻透亮

白复合物”同时作用于角

质细胞、 黑色素体与纤维

母细胞， 有效促进肌肤真

皮层再造紧致，肌肤拥有

足够的真皮支撑力，自然

紧致饱满；优雅白色瓶身

中，蕴藏丝缎般细致的晶

亮剔透的凝露质地精华

液，极易吸收，令肌肤顷

刻绽放前所未见的剔透

亮光。使用时，清新优雅

的木质花香更令心情格外

放松愉悦， 给予肌肤无懈

可击的密集亮泽、美白、紧

致效能。

让美白更彻底、 更深

入、更健康的美白成分，一

直是品牌努力的方向，我

们不妨来看看新晋的美白

成分有哪些呢？

4MSK、Bright� Im-

pact、ProBright� 4MR

TM

、

Under-Shielder、白参多

糖体……这些听上去很陌

生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让

你的肌肤变得白皙透亮，击

退色斑，焕发出新的光彩。

成都商报：您认为日本女性追求的美白，

和中国女性追求的美白，有不同的地方吗？

藤原留美子：

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日本

女性对色斑比较介意， 而中国女性除了拥有

同样的色斑困扰外，对全脸的暗沉、发黄也比

较介意。

成都商报： 很多女性担心

PM2.5

对肌肤

有影响， 请问资生堂是否有开展这方面的研

究？

藤原留美子：

空气中所含有的物质实在

是太过于纷繁复杂， 很难证明当中的哪些物

质是对肌肤有影响的， 但是空气中确实有一

些物质会导致肌肤的氧化。

成都商报： 资生堂会不会研发一些敏感

肌肤也能使用的美白产品？

藤原留美子：

当你的肌肤出现敏感症状

的时候，对于外界的刺激可能反应格外激烈，

这个时候使用护肤品需要非常谨慎。 建议敏

感肌肤的人群还是先稳定肌肤状况， 再考虑

使用美白产品。

成都商报： 电脑辐射以及其他的一些电

器的辐射，到底会不会对肌肤造成伤害？

藤原留美子：

根据目前资生堂的研究结

果来看， 没有数据表明电器辐射会对肌肤直

接造成伤害。

成都商报： 有些消费者会认为天然的成

分比较亲肤， 您是如何看待天然派和化学合

成派？

藤原留美子：

很多植物成分都具有很好

的护肤功效， 但很大的问题就是提取的纯度

不够，杂质反而会对肌肤产生副作用。相对来

说， 化学成分其纯度就能够比较好的得到保

证。两者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于肌肤有护理

效果的、适合个人肌肤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成都商报： 有时候我们刚开始用一款美

白产品会觉得有用， 但时间长了觉得好像效

果也不是很明显， 我们如何在家里也能判断

这款产品是否有用？

藤原留美子：

美白产品短期内因为全脸

的肤色被提亮了所以会觉得效果明显。 在这

之后， 就要面对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体现的去

除色斑的问题了。 建议大家可以周期性地观

察，对比每周色斑的形状、颜色是否有变化。

成都商报： 现在很多人会选择用医疗美

容的方式去美白，比如打美白针，这样的方式

好像见效更快，您对此怎么看？

藤原留美子：

一定要前往安全性、专业度

都有保证的机构。 这和医生的技术及专业性

有很大的关系， 并且需要保证一定频率去接

受治疗。 而相反护肤品是每天都能够在家使

用的，从产品中所获得的安心、满足感也是在

医疗美容中无法体会的。

美白护肤是各个化妆

品牌不懈努力的产品开发

领域，“一白遮百丑”“肌

肤胜雪” 永远是东方女性

在肌肤上的审美终极。不

要说很多人在美黑， 相信

周围的大部分人都在美

白。新的美白科技，新的美

白成分， 美白科技道路越

走越远， 我们使用的产品

越来越安全、越来越有效。

你还在等什么？

瞬白唤光科技

———用光线来美白

在Giorgio� Armani看来，

美好的肌肤泛出的光泽是：

“不只透亮， 更融合光灿、优

雅、完美等特质的光感，就是

独一无二的Armani� Light。”

“Armani� Light” 更是Giorgio�

Armani先生所树立的时尚光

感顶级标准。其实光线Giorgio�

Armani保养与彩妆研发团队

特别运用创新的“Bright� Re-

gen瞬白唤光科技”，让天生肤

色明亮度较低、色调偏黄的亚

洲女性，经由保养品成分“引

导”光线的神奇力量，让肌肤

由里而外变明亮、白皙、澄澈，

透出珍贵光芒；使亚洲女性最

重视的肤色焕发如白色雪纺

纱般细致、月光般无瑕的超凡

美感。

阿玛尼晶韵亮彩淡斑精华液

RMB980/30ml

第一款能维持肌肤透白

光线的高效保养品！高浓缩配

方，使用一次，即可展现令人

惊艳的美白与透亮保养效果；

持续使用，更能带来解决肌肤

斑点的出色功效，不仅能让斑

点数量减少，亦可淡化斑点颜

色。 搭配独特智慧光学科技，

可于肌肤表面创造平坦光滑

肤质， 使肌肤变得更柔和、匀

嫩、透亮；毛孔也将显得紧致，

泛红与细纹、粗糙问题同步改

善，还原白嫩光透肤质。

叠加成分科技

———用叠加全面美白

一种美白成分无法完

美实现美白和淡斑的多重

功效，但多种成分的叠加可

以让美白更全面。无论是碧

欧泉利用亚特兰大海藻精

粹和焕白活性因子维他命C

衍生物带来的强效淡斑美

白，还是植物派护肤代表希

思黎带来的纯植物密集美

白精华，都是采用叠加美白

科技成分的代表。

碧欧泉滢澈皙白祛斑盈润肌

底液

RMB620/30ml

逾20年专研美白，蕴含

纯净白莲花和高效红藻精

粹，配合高浓度活性维他命

C衍生物，可见斑、隐形斑

同步击退。由内而外净化肌

肤，抗击氧化，保湿盈润，令

肌肤健康透亮不见斑。

希思黎植物焕白无瑕精华

液

5ml×4 RMB2450

一款由希思黎潜心研

发的密集美白修护产品，富

含独家专利技术焕白晶萃

复合物，作用于黑色素生成

和转移的3个阶段。 全新专

利技术分子晶钻赋活美白

因子（缓释维生素C）、改良

的大黄精华、 仙人掌花精，

打造晶钻般的美白。

资生堂研究中心化妆品基础研究

中心药剂开发组组长藤原留美子

美白世界

Q&A

成都商报读者美白评测会开始了

美白科技新突破

美白成分新生代

4MSK

Bright� Impact

ProBright� 4MR

TM

Under-Shielder

白参多糖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