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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是皮肤科的常见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且病情具反复性。痤疮的发生与多种

因素有关，主要为皮脂分泌过多、毛囊口上皮角化过度、毛囊口变小、皮脂瘀积所

致，同时，痤疮丙酸杆菌所产生的酶能分解皮脂，产生游离脂肪酸，刺激毛囊，引

起炎症 。目前痤疮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抗生素、激素和类维生素A等。但是各种治疗

方法都有一定的副作用，使患者难以忍受而放弃治疗。

痘痘反复出现，到底是因为什么？

白头粉刺 黑头粉刺 结节型痘痘 丘疹型痘痘 囊肿型痘痘 脓包型痘痘



肝火“犯上作乱”，是皮肤问题的根源

◎ 白头、黑头粉刺：肝郁化火，肝火犯肺，挟痰湿上蒸于面，郁阻毛窍，痰湿凝结

◎ 丘疹、结节：肝火犯肺，痰湿郁阻，气血运行不畅

◎ 脓疱、囊肿：肝火犯上，热盛肉腐，化而为脓

肝脏是人体重要解毒器官，能将身体各种毒素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转变成无

毒或低毒物质。

肝脏过多毒素堆积，或肝受损不能及时将毒素排出体外，导致激素失衡、内

分泌失调，进而造成皮肤问题。

这种因肝脏“藏毒”造成的痘痘或痤疮，通过简单的外部清洁，是去不掉的。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但是皮肤会告诉
我们, 你的肝健康不健康!

1.面色阴沉
• 在中医中，黄皮肤常伴有气血亏虚、脾胃虚弱。肝脏储存血液，肝脏
和血液都不足，而脸部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就会变得呆滞。

2.额头长痘

• 额头出现痘痕是由于肝脏中毒素过多所致。

3.痤疮
• 肝毒素的积累会引起激素失衡、内分泌紊乱，进而引起皮肤问题，如
痤疮。这些痤疮引起的毒素积累在肝脏内不能消除。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但是皮肤会告诉
我们, 你的肝健康不健康!

4.粉刺
• 人体内的黄体素促进皮脂分泌。肝脏破坏黄体激素并调节激素平衡。
因此，肝功能低下会增加皮脂分泌，最终导致粉刺。

5.黄褐斑

• 中医认为，有些人黄褐斑是由肾气不足、肝气郁结、血瘀脾虚、气滞
所致，不能滋润面部。肝脏本身储存血液，清洁和温暖血液。如果气
血不能在肝脏中得到温暖，气血就会失去自由流动的能力，然后就会
陷入血瘀之中。血瘀型女性皮肤粗糙，面色苍白，易色素沉着，出现
斑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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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松茸是一种纯天然珍稀名贵食用菌，被誉为“菌中之王”

u 因营养均衡、含量丰富，在国际上有“天然营养宝库”

美誉，是全球化的天然滋补品

u 世界上珍稀名贵的天然药用菌

u 我国二级濒危保护物种

松茸



松茸特点

● 营养均衡
松茸含有人体所需的绝大部分基

础营养成分，营养结构整体配比

合理均衡，特别是18种氨基酸的

含量在所有食品中最接近于WHO

和FAO提出的标准

● 非常安全
松茸生长在没有污染和人工干预的

环境中，是世界公认的安全食品，

适用于任何年龄群和任何身体状态

下的营养补充

● 吸收性好

● 营养含量充足
研究表明，松茸的百克营养含量，

在菌类中名列前茅，例如松茸氨基

酸中的药用氨基酸和必须氨基酸的

比重较高，是很好的营养补充食品

松茸主要营养元素为活性营养

物质，分子小，极易吸收



美白嫩肤
◎ 松茸还具有养颜美白效果，酪氨

酸酶是黑色素合成的关键酶，松茸粗

多糖能抑制酪氨酸酶，通过干预黑色

素沉积的发生过程，达到美白肌肤的

效果。

延缓衰老

◎ 松茸多糖能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清除

体内过量自由基，降低组织细胞过氧化程

度，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具有抗衰老作用。

抗氧化剂

◎ 松茸能够促进自由基清除，抑制或
阻断自由基引发的脂质过氧化反应，
增强SOD、CAT、GSH-Px活性，提
高机体抗氧化能力，具有保肝之功效

松茸功能

松茸提取物促进肝脏的激素代谢及解毒功能，增强其
解毒及激素的灭活作用，降低毒物对组织细胞的损伤。

解毒功能



蒲公英

Part 1
蒲公英富含多种营养
成分，是一种高营养
保健食品，被称为中
药材中八大金刚之一

Part 2
蒲公英味甘苦性寒，入肝、
胃二经，具有清热解毒、
消肿散结之功效。《本草
纲目》记载，蒲公英可清
热毒、消恶肿

Part 3
被 国 家 卫 生 部 列
入药食两用

Part 4
蒲公英的食用价值、
医药价值、营养价值
在 《 本 草 纲 目 》 、
《辞海》及历代医药
大典中。



保肝利胆，增强肝代谢
蒲公英

蒲公英功能

l 蒲公英含蒲公英甾醇、蒲公英赛醇、

蒲公英苦素、咖啡酸、胆碱、菊糖

等成分，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对于皮肤的各种炎症都有一定的缓

解调理效果

l 蒲公英含有较多的植物酸和蒲公英

素，对致病性皮肤真菌具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可以缓解湿疹、皮炎，

改善真菌感染引起的皮肤问题

l 蒲公英中含有的总黄酮有类似SOD

的作用，可清除体内自由基，抑制

不饱和脂肪酸的氧化。其提取物有

较强的抑制酪胺酸酶活性的作用，

减少黑色素的生成及色素沉着，淡

化脸上斑点，使面部逐渐白嫩。

l 蒲公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

蛋黄素，可以清血，强化肝脏， 增

强肝胆功能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 消炎抑菌，缓解皮炎

淡化色斑，嫩白肌肤

富含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丰富微
量元素、多种维生素、胡萝卜素、蒲公英
醇、蒲公英素、胆碱、有机酸、菊糖、叶
酸、葡萄糖、蛋黄素等多种健康营养成分



芝麻粉

养血功能，滋养皮肤

芝麻具有养血功效，可以调理皮

肤干枯、粗糙，令皮肤细腻光滑、

红润光泽。黑芝麻含有丰富不饱

和脂肪酸、蛋白质、维生素和矿

物质，有养血滋阴、润肠通便、

保肝护肝的作用，可以促进红细

胞和头发的生长。

芝麻中含有丰富维生素E，能防

止过氧化脂质对皮肤的危害，抵

消或中和细胞内有害物质游离基

的积聚，可使皮肤白皙润泽，并

防止各种皮肤炎症。

芝麻油润多脂，能滑肠调理便秘，

清除肠内残留毒素，使得皮肤柔

嫩、细致和光滑；同时清肠护肝，

增强肝代谢，排毒滋润皮肤。

《本草纲目》称：“服黑芝麻百日能除一切痼疾。一年身面光泽不饥，二年白发返黑，三年齿落更出”。

抗炎、抗氧化 清肠通便，排毒护肝



花生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微量元素，长于滋养补益，有助于

延年益寿，所以民间又称“长生果”，并且和黄豆一样被誉为

“植物肉”、“素中之荤”。

营养价值
u花生仁富含亚油酸等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利于人

体吸收和消化，对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具有重要作用。

u其含有凝血素维生素K，也含有卵磷脂和脑磷脂，能够抑制

血小板凝聚。

u花生蛋白质的氨基酸较完全，其含量高于动物蛋白，且不含

胆固醇，是优质植物蛋白，可以修复皮肤，使皮肤润泽、光滑

细腻。

花生粉



护肝排毒
水蜜桃能促进肝血循环，提高肝组织胶原酶活性，并可促进肝内

胶原酶分解代谢；同时还能使肝微循环内红细胞流速增加，促使

胆汁分泌，帮助肝脏排毒功能

活血美颜
水蜜桃含丰富铁质，由于铁参与人体血液合成，促进血红蛋白

再生，增加血红蛋白数量，可养血、活血、补血 ，常食可美容

养颜。

水蜜桃粉

润肠通便
水蜜桃中，属于纤维成分的果胶颇多，具有整肠作用，可润肠通

便，排出体内毒素，美容养颜。

水蜜桃营养价值很高，素有“果中皇后”美誉。

《本草纲目》记载："桃可作脯食，益颜色”

◎含铁量在水果中占首位，比苹果多3倍，比梨子多5倍

◎富含多种维生素，其中维生素C最高

◎蛋白质含量比苹果、葡萄高1倍，比梨子多七倍



竹盐是以含丰富矿物的天然盐为原料，放进生长3-5年以上的竹筒，两端

以天然黄土封口，以松树为燃料，经九次1000℃~1500℃高温煅烧后提炼

出来的。竹盐组成成分为NaCl，含有微量钙、钾、铜、铁、锌等以及其他

微量元素。

“解毒之王”，消炎抗菌

竹盐含有天然硫磺和松脂成分，可以中和、化解人体内的重金属毒素；竹

盐放射出的大量远红外线，也具有排毒作用，能快捷铲除人体毒素，纯净

血液、净化全身，缓解便秘问题。

抗氧化，抗衰老
竹盐具有抗衰老、抗氧化、清除体内自由基的能力，竹盐中释放出的大量

电子，不仅能阻断自由基的破坏行为，还能及时修补被自由基损害的细胞。

竹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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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竹盐
排毒养颜

01
松茸
护肝、排毒

03
芝麻粉
花生粉
水蜜桃粉

02
蒲公英
保肝利胆
增强肝代谢

植物组方，排毒养颜

本品以松茸和蒲公英护肝、排毒、降酶、利尿为主；
加之芝麻粉抗氧化，提高肝脏代谢；

竹盐排毒养颜，辅之以花生粉、水蜜桃粉赋予皮肤修复
营养成分，方成。

作用机理



促进毒素代谢
蒲公英提取物和芝麻素，能降低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ALT）， 提高肝功能，减少体
内毒素累积；松茸提取液能清除或抑制羟
基自由基、 DPPH 自由基和非酶糖基化反
应。

利尿排毒
蒲公英可以消除水肿，协助排出体内多余的盐
分与毒素。

促进胆汁产生和分泌
蒲公英提取物类黄酮，能促进胆汁产生和
释放，使胆汁流动加倍，以分解脂肪，净
化血液。

雄激素平衡
松茸提取物促进肝脏灭活青春期过度分泌的雄
激素，减轻毛囊皮脂腺导管过度角质化，故对
痤疮有显著效果。

维持肝脏功能，减少肝损伤
芝麻素能降低脂肪肝中的脂质含量，阻碍
了初次打击对脂肪肝形成的作用；同时能
增强SOD活性，减少氧化代谢产物MDA
含量，降低CYP2E1mRNA的表达,因而能
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以及抑制
CYP2E1mRNA表达方面阻断第二次打击
对肝细胞脂肪病变的进展。

全方位提高肝脏代谢机能，促进排毒排泄系统，

清血祛毒，从内而外的调理问题肌肤

滋养皮肤
黑芝麻的蛋黄素、胆碱等成分，可以滋养
皮肤，利于皮肤保持柔嫩光滑；维生素E
可提高机体对 VA 的吸收水平，降低皮肤
病菌感染机率，提升皮肤中的胶原活性，
从而保持皮肤弹性；此外黑芝麻还可以促
进血液循环，进而滋养皮肤。

维持肝脏氧化应激作用
◎ 松茸提取物促进肝脏的激素代谢及解毒功能，
增强其解毒及激素的灭活作用，降低毒物对组织
细胞的损伤。
◎ 蒲公英水提物通过降低血清炎性因子的表达量、
升高肝组织GSH 和 SOD 活性以降低炎症反应，
提高肝脏抗氧化能力，从而对肝脏起到保护作用。
◎ 芝麻素能够提高肝细胞组织T-AOC、SOD 指
标，降低MDA 含量，有效延缓细胞衰老。
◎ 花生多肽的还原能力、DPPH·自由基清除能力、
ABTS+·自由基清除能力和超氧阴离子(O2-·)自由
基清除能力。

增强和调节免疫功能
蒲公英水提物一定程度能够降低炎症反应
所致血清炎性因子TNF-α、IL-6、IL-1β、
IFN-γ和IL-4的表达量。

抗氧化
肝脏酶可促使芝麻素中的苯基环转换为儿
茶酚，从而起到抗氧化效果。研究发现，
儿茶酚还可以阻止过氧化脂质的生成，对
细胞起到一定保护作用，有利于血液循环，
抵御有害物质对人体组织细胞造成危害 。

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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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营养素补充
逗肤美融合了6大原料上百种营养成分，营养
丰富，多样化，含量高，靶向性强，可快速补
充人体所需要营养。

肝排毒祛痘
多种成分有机结合，可养肝护肝，增强肝代谢，
提升肝脏排毒功能，从根祛痘，“治标治本”。

自体安全祛痘
逗肤美产品含有维生素C和E，清除自由基，
抗氧化能力增强，维持肌肤年轻态，并控制皮
肤油脂分泌，安全控制痤疮生成。

产品优势



产品优势

精选天然珍贵松茸

科技精粹

不含西药和激素成分

安全性好

无抗原性，易吸收

产品复水性好，食用方便

四大特点



发明专利

产品专利名称：一种祛痘消炎、清肝解毒的组方及
其制法

专利号：201910324526.8



发明专利

产品专利名称：一种促进肝脏脂质代谢、抗炎降酶
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201811068775.7



松茸提取物国际
PCT152国家发明专利

专利名称：一种促进肝脏脂质代谢、抗炎降酶的提
取物及其制备方法

专利号：PCT/CN2018/11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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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部、背部痘痘反复发作

黑瞳、粉刺、痤疮明显

脸色暗沉

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嗜食肉者

适用人群



◎每天1袋，温水冲服

改善肤质：每天晚上睡前服用一袋，在服用两个月后（皮肤细胞生长周期约28
天），90﹪的人皮肤开始变得细腻、美白（避免过度晒太阳时）、红润、有光泽，
皮肤皱纹变浅。在连续服用六个月后效果更明显。建议长期服用。

清除痤疮：由于本产品能促进肝脏对青春期过度分泌的雄激素的灭活，而且能减
轻毛囊皮脂腺导管过度角质化，故对痤疮有显著疗效。每天晚上睡前服用两袋，
一至两周后痤疮显著消褪。建议服用至完全消褪。

食用方式

主要成分：松茸、蒲公英、芝麻粉、花生粉、水蜜桃粉、竹盐



感谢您的观看

逗肤美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