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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FARM 
STEM CELL COSMETICS

以干细胞为基础而制造的最尖端化妆品，是由一家研究护肤的生物专业集团的皮肤科学研究所经

过10年以上的自主研究和临床试验而诞生的药妆品牌。

我们只推出在皮肤细胞层面增强能量和活力的高功能产品。





STEM FARM SYNERGY AMPOULE

对皮肤健康非常重要的各种生长因子和细胞外基质等多种活性物质有助

于预防皮肤损伤、改善皮肤弹性、维持皮肤健康。另外，神经酰胺脂质

体成分还具有使皮肤健康水润的作用。神经酰胺是皮肤组成成分，其成

分不足时可导致皮肤老化、产生皱纹及诱发炎症，脂质化的纳米神经酰

胺能打开被破坏的纤维层，形成保湿膜，防止内、外部破坏因子的侵入。

配合Synergy面霜使用效果更佳。

Synergy安瓿

因肤色不均且皮肤敏感
而苦恼的人

需要深层保湿和水润感
的人

因皮肤干燥和松弛而苦
恼的人

因皮肤干燥而不易上妆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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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STEMFARM

这是一款制作精密的喷射器，可最大限度地发挥 STEM FARM SYNERG

Y安瓿的效果。

通过具体计算安瓿的比重和密度，以及颗粒和渗透力来提高便利性和功效。

握感、使用感和贴合力优秀，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ROHS、CE、KC认证

AIR STEMFARM





STEM FARM SYNERGY CREAM

Synergy面霜

皱纹功能性认证

雪绒花即使在恶劣的环境里也能开出高洁而美丽的花，本产品蕴含雪绒花愈伤组织培

养提取物成分和人体干细胞培养液，有助于改善肌肤，让肌肤紧致而有弹性，且快速

吸收后也能赋予肌肤饱含营养感的保湿力，打造富有品位的健康肌肤。

配合安瓿使用效果更佳。

Mainingredient / 主要成分

腺苷、雪绒花愈伤组织培养提取物





STEM FARM PH Balancing foam cleanser

在体温下慢慢融化的温和低刺激产品，清洁力极佳，一次洁面就可以完成彻底清
洁，敏感肌肤、痤疮肌肤也OK！！
-不伤害皮肤的无碱皂弱酸性洁面泡沫 （pH6以下）（保护皮肤屏障）
- 体温融化蜡基体（一次清洁彩妆）
- 彻底去除毛孔中的代谢物，去除老废角质，打造润泽肌肤

具备温和的天然保湿成分，使用后可长时间保持水分！

取适量产品，如按摩整个面部般融化彩妆与代谢物后，用温水彻底洗净。

保湿

使用方法

低刺激 防止老化 卸除彩妆





Stem Farm Synergy Toner

含有有助于保持肌肤弹性的专利成分（水解弹性蛋白第10-2015-0110630
号）和人体脂肪基质细胞培养液脂质体，是一款打造舒适水润肌肤的高保
湿爽肤水。
一款高保湿护肤水，含有10ppm人体干细胞培养提取物成分，调节肌肤水
分与营养平衡，打造舒适水润的肌肤
含有被称为肉毒杆菌肽的乙酰六肽8
含有3种肌肤CARE SOULTION: 水解弹性蛋白、水解角蛋白和氢化卵磷脂
含有天然橄榄油，提供充足水分

effect

Concept

Main ingred
ient

QTY

Human Adipose Stromal Cell Conditioned Media Extract 10ppm , 
Acetel hexapeptide-8, Hydrolyzed Collagen , Hydrolyzed elastin, 
PEG-40, hydrogenated lecithin , Olea Europaea (Olive) Fruit Oil, 
Sodium Hyaluronate

120ml

保湿及营养成分吸收力上升
持久保持水分
立即补充水分，改善松弛的肌肤
水润丰富的保湿感



Stem Farm Synergy Emulsion

effect

Concept

Main ingred
ient

QTY

Human Adipose Stromal Cell Conditioned Media Extract 10ppm , 
Acetel hexapeptide-8, Hydrolyzed Collagen , Hydrolyzed elastin, 
Hydrogenated Lecithin, Sodium Hyaluronate

130ml → 120ml

一款高度保湿乳液，含有有助于保持肌肤弹性的专利成分（水解弹性蛋白第 
10-2015-0110630号）和人体脂肪基质细胞培养液脂质体，打造舒适水润的
肌肤。
一款高保湿护肤水，含有10ppm人体干细胞培养提取物成分，调节肌肤水分
和营养平衡，打造舒适水润的肌肤
含有被称为肉毒杆菌肽的乙酰六肽8
含有3种肌肤CARE SOULTION：水解弹性蛋白、水解角蛋白和氢化卵磷脂
含有天然橄榄油，提供充足水分

保湿及营养成分吸收力上升
持久保持水分
立即补充水分，改善松弛的肌肤
水润丰富的保湿感



爽肤水和乳液的主要成分

水解弹性蛋白

帮助打造富有弹性的组织细胞，
并有效防止老化。 为肌肤补充水

分，帮助保持肌肤水润。

水解胶原蛋白

帮助打造富有弹性的组织细胞，不仅具
有预防老化的功效，还能形成皮膜，轻
柔包裹肌肤，为肌肤补充水分，帮助保
持水润肌肤。

水解角蛋白

调理肌肤，打造健康和紧致的肌肤，
补充水分，有助于保持肌肤水润。

含有人体脂肪细胞培养液提取物

消除老化的原因

增加皮肤的Tightening + Collagen + 弹性





1.瞬间去除毛孔和皱纹的Wrinkle Magic Smoother

使用简便，像整形一样打造60秒的奇迹
含有来自济州岛纯净自然的济州甘苔和鹿尾菜提取物
呵护受老化困扰的部位 ，改善皱纹，重塑年轻肌肤
乙酰六肽-8成分、8重透明质酸复合物和腺苷的协同效果带来极致的
眼部护理
+ 含有人体干细胞，让效果最大化

60 SECONDS MIRACLE

立即改善皱纹！物理和生化机制作用！改善肌肤纹理

鼻侧皱纹

眼底皱纹

大幅改善眼底皱纹

大幅改善鼻侧皱纹



2. Product Specification

1) 让因皱纹而变得凹凸不平的肌肤变得光滑~！

2) 惊人的（物理）遮盖效果，不仅能遮盖皱纹，还能立即遮盖毛孔和眼底松弛。

    →  对皮肤安全的聚合物的提拉效果和散粉漫反射效果的神秘协同作用

3) 使用了烟酰胺和腺苷，有助于改善皱纹和美白

4) 无卡粉现象或浮粉现象，光滑紧密贴合的精华质地

5) 含有人体干细胞培养液，将内容物的效果最大化~

6) 使用济州产甘苔提取物、韩国产鹿角菜提取物

    → 使用了因有助于成长发育而在日本特别受欢迎的济州岛鹿尾菜

不仅含有各种矿物质，还含有大量对皮肤有用的成分，如褐藻糖胶等，

对皮肤美容也非常有效



3. Need customer

1. 因各种皱纹而苦恼的人（眼周细纹、眉间纹、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颈纹、额头细纹、皮肤松
弛没有弹性、深陷的法令纹）

2. 因皱纹和美白问题而苦恼的人（含有双重功能性成分）
3. 想要拥有弹性肌肤的人
4. 含有来自济州的天然提取物

抬头纹

法令纹

眉间纹

鱼尾纹

眼底皱
纹

美白效
果

改善毛
孔大小

调理肌
肤表面

细纹



4.机制

具有显著改善效果的多功能强效化妆品！(融合三项专利内容的成分 )

即时祛皱效果1 Point

改善肤色2 Point

持续使用时的改善效果4 Point

60秒内通过高分子物质的强力tension功能将皮肤上下左右提拉，
提升肌肤的弹性，呈现立竿见影的变化
使用磷脂将低分子量肽、乙酰六肽和腺苷成分切成非常小的碎片，
令皮肤迅速吸收，紧密贴合于皮肤表面，呵护肌肤

长时间保持3 Point

保持皮肤表面光滑5 Point
腺苷

烟酰胺成分改善肤色

3种专利成分（神经酰胺NP/金松根提取物/水解弹性蛋白）快速渗
透肌肤，持久保持水分

腺苷和烟酰胺成分改善肤色

肽成分可增加水分保持率

眼袋：是由于皮肤失去弹性，眼底皮肤松弛，下眼睑脂肪周围的眼结膜松弛，眼底脂肪下垂凸起而引起的。

+乙酰六肽 铜三肽



6. 主要成分

鹿尾菜提取物
为粗糙的皮肤提供营养和调理，帮助打造富有活力、清透
亮泽的肌肤。

甘苔提取物
有助于打造亮泽肤色，令凹凸不平的皮肤纹理变
得富有活力，有助于皮肤保湿。

“具有不同大小和特性的8种复合透明质酸
成分的皱纹改善及保湿解决方案”

腺苷(Adenosine)
食药处认证的改善皱纹原料，与易受光线影响的视黄醇不同，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能稳定地改善皮肤的皱纹和弹性。

乙酰六肽-8

功能与肉毒杆菌相似，但具有短期效果，无副作用，可反复
使用（仅在面霜中含有）

烟酰胺(Niacinamide)
维生素B复合物和烟酸的生理活性酰胺
EWG(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0级，对人体无害
具有美白、滋养、保护皮肤的作用。

铜三肽-1
源自人体的天然肽，参与干细胞与胶原蛋白的合成，起到改善
皮肤的作用（安瓿和面霜中含有）

• 高分子HA的粘性和弹性增强保湿
力

• 为角质层提供营养

• 恢复皮肤屏障
• 卓越的保湿效果

• 强化肌肤渗透力及改善皱纹

• 纳米尺寸 - 高渗透力
• 强效保湿
• 减少皱纹，增加皮肤弹性• 含有更多的水分子

• 在皮肤表面形成致密的保护膜
• 减少内部水分流失
• 24小时保湿
• 防紫外线效果

• 与普通透明质酸的协同作用
• 加强维持头发的水分
• 使头发柔顺
• 减少刺激

• 强效保湿作用
• 加强维持水分平衡



7. How to Use

1. 洁面后使用基础化妆品，在没有水分的状态下涂抹于苦恼部位。
2. 等待60秒左右，您可以肉眼看到皱纹有所改善。
3. 使用后可以化妆。





I. 设定新品上市方向_ 1. 突出概念的基本方向IV. 品牌与产品战略_1. 产品战略

敏感肌肤也可使用的质地

Texture Of Sensitive        
Skin Types

不黏腻的清爽质地~！
持久保湿

（水润不黏腻）           
Trendy Texture

不仅在日常生活，在户
外活动中，也能保护肌
肤免受紫外线伤害
Trendy Concept

不复杂，简约型的轻松护肤
没有负担的清爽质地的舒适防晒霜

1. Product Concept



I. 设定新品上市方向_ 1. 突出概念的基本方向IV. 品牌与产品战略_1. 产品战略

1. Product Concept
1. 低过敏性、不黏腻的“防晒霜”，对敏感肌肤也比较温和

2. 清新水分感十足的保湿成分

3.温和但能同时阻断UVA和UVB

4. 植物干细胞成分与透明质酸相结合，提供强效保湿，桑树提取物具

有强大的抗氧化性能，白薇提取物舒缓敏感肌肤

5.适合日常生活及户外使用的清新质地的防晒霜~！！！

6. 男女老少皆宜~每天都可以舒适地使用，“可用于所有肌肤类型”

All skin type use
Skin calm down

All in One
functional

SPF50+
PA++++

Stem Cell
Technology



防晒霜 SPF50+、PA4+

双重防护紫外线！
轻盈温和的剂型，适当含有反射紫外线的“物理阻断剂”和吸收紫外线的“化学阻断剂”，

各补其短，发挥优点的同时，具有双重防晒功能！

01

02赋予清爽水润的保湿效果

植物油成分（Macadamianutoil）可防止水分蒸发，

赋予肌肤清爽水润的保湿效果！

不仅是生活紫外线，在户外活动或休闲活动时，也可以强力保护肌
肤不受紫外线伤害

2. 产品效果

反射紫外线

形成阻断膜
产生热量

与吸收的紫外线发
生化学反应后，以
热量的形式散发出
去。

表皮层 表皮层

真皮层 真皮层
真皮层吸收

表皮层吸收

形成皮肤保护膜

阻断水分蒸发



I. 设定新品上市方向_ 1. 突出概念的基本方向IV. 品牌与产品战略_1. 产品战略

Silicone powderFit polymer

皮脂

涂抹于肌肤时，Fit polymer可紧密贴合于肌肤，提高阻断效果。

随着时间的经过，分泌的皮脂被Silicone Powder吸收，持久保
持清爽感觉。

2. 产品效果



4. Mechanism

A mild but powerful mild sun care! Perfect 4-step ultraviolet protection

Step2
反射紫外线

Step3
捆绑紫外线

Step4
将紫外线渗透最小化

Step1
分散紫外线

物理防晒霜

化学防晒霜

多孔性球状粉

多孔性球状粉散射光，
分散紫外线

化学防晒成分捆绑紫外线
物理防晒成分反射紫外
线

通过强化肌肤屏障，最
大程度地减少紫外线渗
透



5. 主要成分

泛醇/ Panthenol

雪绒花愈伤组织培养提取物/ Leontopodium Alpinum Callus Culture Extract

白薇提取物(Derma Clera TM) /Cynanchum Atratum Extract

透明质酸钠/ Sodium Hyaluronate

桑白皮提取物/ Morus Alba Bark Extract

预防皮肤氧化：据说是维他命C的两倍。
预防老化、保护皮肤的效果：Bisabolane、Chlorogenic acid、Sitosterol、Tannin等物质可从太阳光
线中保护肌肤，帮助预防老化。

消炎、抗菌、促进胶原蛋白生成、抗过敏、舒缓肌肤、抗氧化、预防瘙痒、防紫外线、预防痤疮、
预防牛皮癣

含有维生素原B5，具有皮肤保湿功能，有助于皮肤再生，防止炎症或瘙痒。为皮肤提供深层保湿效
果，同时有助于保护皮肤。

增加肌肤水分，保持水润、富有生机的肌肤。从紫外线、香烟的烟雾、氮氧化物等导致皮肤问
题的原因中保护皮肤，防止皮肤免疫力低下，保护皮肤。

抗炎、抗菌、抗过敏、舒缓肌肤、预防瘙痒、预防痤疮、预防牛皮癣



6. How to use

Step 1 Daily sun care

基础化妆后或使用润肤霜后，取适量均
匀涂抹于肌肤。 请在鼻子、下巴、额
头、颧骨、颈部、背部等暴露较多的部
位再涂抹一次。

Step 2 Recover care
化妆时，请在使用BB霜或粉底前涂抹。



Ultra Active 
BB Cream

New Product



一次提供三种Solution的

Ultra Active BB霜
Ultra Active BB Cream

轻盈的使用感

耀眼的美白效果

轻盈的贴合力

紧致的弹性和改善皱纹效果

SPF 40 PA++ 防晒效果

使用后不会觉得闷，肌肤清
爽无负担。

通过美白功能性成分烟酰胺与珍
珠提取物的协同作用来打造亮白、

光彩照人的肌肤

皮肤舒缓效果

使用后不会觉得闷，
肌肤清爽无负担。

使用后不会觉得闷，可轻松
遮盖瑕疵

改善皱纹功能性化妆品 美白功能性化妆品

含有改善皱纹的成分腺苷和改善弹力的
专利成分水解弹性蛋白，打造细滑、富
有弹性的肌肤

含有有助于快速舒缓敏感肌肤
的泛醇和专利成分白薇提取物



2. Product Specification

1) 有助于保护皮肤的Ultra Active BB霜~！
这款BB霜专为舒缓和保护敏感肌肤而设计，温和作用于敏感肌肤，提供轻盈的贴合力和清新的使用感，有助于舒缓变敏感的
皮肤和从外部刺激中保护皮肤，打造健康肌肤。

2) 美白功能性成分与珍珠提取物带来白皙、光彩照人的肌肤效果
 拥有卓越的遮瑕力，可完美适应任何肌肤类型，修饰肤色，表现透明和自然的皮肤。美白成分烟酰胺成分可快速被肌肤吸收，
做到根本的美白管理，珍珠提取物成分可让肌肤光滑润泽，帮助打造更加华丽的肤色。

3) 有助于改善皱纹的功能性BB霜
具有改善皱纹功能性成分的腺苷和水解弹性蛋白成分的协同效果，有助于在化妆时遮盖已经生成的皱纹，打造光滑富有弹性的
皮肤。天然提取的荷荷巴籽油和澳洲坚果籽油形成保湿膜，防止水分流失，使粗糙的肌肤表面变得柔软，打造水润、光泽的肌
肤。

4) 快速镇静肌肤的舒缓护理BB霜
泛醇和因改善痤疮的成分而有名的白薇提取物（专利成分）有助于快速镇静敏感的肌肤，并有助于表现光滑润泽的肌肤。

5) 一次阻断强烈紫外线的生活防晒功能SPF40 PA++
在忙碌的早晨无需涂抹防晒霜即可拥有紫外线防护功能，有助于快速护肤。



3. Need customer

1. 皮肤敏感，一上彩妆就出现异常的人

2. 想要打造毛孔无堵塞光滑细腻肌肤的人

3. 想要打造不浮妆且自然肤色的人



6. 主要成分

珍珠提取物(Pearl Powder)

白薇提取物(Derma Clera)

水解弹性蛋白
帮助打造富有弹性的组织细胞，不仅具有预防老化的功效，
还能形成皮膜，轻柔包裹肌肤，为肌肤补充水分，帮助保
持水润肌肤。

泛醇

不黏腻、厚涂也不会堵塞毛孔，是让功能性成分容易
被皮肤吸收的油。

澳洲坚果籽油
(Macadamia Ternifolia Seed Oil)

荷荷巴籽油
(Simmondsia Chinensis (Jojoba) Seed Oil)

富含与人类皮脂成分非常相似的不饱和脂肪酸-油酸和棕榈酸，
特别是年轻肌肤中较多的棕榈酸对老化肌肤也有改善效果。

腺苷(Adenosine)
食药处认证的改善皱纹原料，与易受光线影响的视黄醇不同，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能稳定地改善皮肤的皱纹和弹性。

烟酰胺(Niacinamide)

维生素B复合物和烟酸的生理活性酰胺
EWG(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0级，对人体无害
具有美白、滋养、保护皮肤的作用。

白薇提取物通过阻断炎症信号物质（细胞因子）来强化皮
肤屏障免疫力、发挥抗炎和伤口治愈效果（对特应性皮肤
炎也有效果）。
东医宝鉴，皮肤疾病治疗剂，朝鲜时代的贡品

含有维生素原B5，具有皮肤保湿功能，有助于皮肤再生，防
止炎症或瘙痒。

补充营养，提高skin cell renewal，保护肌肤不受外部有害
因素的影响，滋润肌肤，美白肌肤，提供温和去角质效果，
防止肌肤干燥。



8. How to Use

1. 基础护肤后，取适量沿着肌肤纹理从鼻子两侧和眉间开始，向下巴和脸部边缘方向涂抹。

2. 在出现深皱纹的鼻子侧面或眼睛下方少量使用后，再薄薄地多涂抹一层，注意避免结块。

3. 最后轻轻拍打涂抹的部分即可。



CONFIDENTIAL

STEMFARM 
EYE CREAM



1 REJUVENATING CELLCARE眼霜

1. 6种肽和2种专利成分（弹性专利第10-1618726号，改善肌肤皱纹及
肌肤纹理、防止肌肤老化的专利第10-1363413号），可迅速被肌肤吸
收，帮助打造细滑、水润的肌肤。

2. 含人体脂肪干细胞培养液脂质体100000

3. 双重功能性化妆品（美白皱纹功能性）

4. 涂抹后，好像薄薄地填平皱纹一样，可以展现光滑的肌肤

5. 质地清爽，涂抹后无黏腻感

6. 早晚都可以使用的All day产品

7. 简便的泵管型容器



神经酰胺NP

人体脂肪基质细胞培养液 水解弹性蛋白

专利原料/皮肤的组成成分
强化皮肤屏障，抑制皮肤细胞间的水分蒸
发，保持水分，保护皮肤免受外界刺激。

专利原料 / 参与皮肤组织的弹性，帮助打
造富有弹性的组织细胞，不仅可有效预防
老化，还可形成皮膜，柔和包裹肌肤。

含有多种活性物质，如对肌肤健康非常重要
的 VFGF、HGF、bFGF、TGF-β1、KGF、
PDGF 等多种生长因子和胶原蛋白、纤连蛋
白等细胞外基质，全面解决肌肤问题。

腺苷

食药处公布的预防老化和改善皱纹成分
是具有卓越抗皱效果的代表成分，促进皮
肤胶原蛋白生成，增加弹性，具有极佳的

细胞再生效果。

烟酰胺

食药处公布的美白改善成分
减少黑色素从黑色素细胞向角质形成细胞的转移，

帮助保持明亮的肌肤。

核心成分介绍2

泛醇

具有卓越的肌肤吸收力、帮助舒缓敏感、
粗糙的肌肤、强化脆弱的肌肤屏障、有助

于保湿护理。

氢化卵磷脂

可长时间保持肌肤内水分，有助于保持
肌肤水润，具有调理肌肤的功效，打造

富有活力的健康肌肤。

透明质酸钠

1个分子可聚集214个水分子，具有卓越的
吸水能力，可防止肌肤水分蒸发，帮助肌
肤保持适量的水分，并帮助强化肌肤屏障。



New Product



含人体干细胞培养液的Hand Cream Set

轻盈的使用感

改善皱纹效果

轻盈的贴合力

光滑的皮肤

含有抗氧化专利成分

使用后不会觉得闷，肌肤清
爽无负担。

腺苷和人体干细胞培养液可
滋养肌肤和管理皱纹

含有皮肤保湿专利成分
专利成分具有强大的抗氧化
作用，有助于防止皮肤老化

使用后不会觉得闷，可轻柔
贴合于肌肤表面！

澳洲坚果油、植物油成分和乳木果油成分可阻
断皮肤水分蒸发，令皮肤细滑柔软

专利成分可保持肌肤恒定的保湿力，
保湿效果持久，使用感卓越



2. Product Specification

1) 高功能护手霜！
含有保湿效果好的乳木果油和植物油，持久保持水润。
白薇提取物调理肌肤纹理，具有3种不同香气，强大的抗氧化功能和人体干细胞培养液可一举实现皱纹和弹性护理

2) 含有大量乳木果油，具有深层护理效果！
            越是经常使用的护手霜，越不应该刺激皮肤！

3) 吸收快，不黏腻，深层补水保湿
            -吸收快，可以迅速滋润皮肤
            -不黏腻，防止因使用护手霜而引起的二次污染
            -持久保持水润的深层保湿！

3) 含有2种专利成分
有利于皮肤抗氧化的专利成分帮助预防老化，保湿力强的专利成分产生了协同效应，从而产生了双重效果。

5) True 保湿/皮肤保湿效果
可保持肌肤恒定的保湿力，保湿效果持久的专利成分能渗透至皮肤深处帮助深层保湿，植物油成分能在肌肤表面维持肌肤保湿膜，
令肌肤水润十足。



3. Need customer

1. 手上皱纹多的人
2. 皮肤龟裂、起角质的人
3. 希望拥有细腻和柔嫩的手部皮肤的人
4. 希望持续散发淡淡香气的人
5. 寻找保湿感持久的护手霜的人
6. 希望拥有不黏腻的涂抹感的人
7. 希望拥有光滑柔软的手部肌肤的人

水分含量测试 使用前18.1% ▶ 使用后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