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老进阶，年轻有维
资生堂全新科技抗老专家 EFFECTIM 玑妍之光重磅上市

2021 年 1 月，资生堂旗下全新品牌，来自日本的科技抗老专家 —— EFFECTIM 玑妍之光重磅上市！

新品牌 EFFECTIM 由亚洲肌肤专家资生堂集团与美容仪专家 YA-MAN Ltd.携手打造，旨在超越传统单一护肤品

或单一美容仪器护肤方式的边界，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卓效的 AWASE Solution 升维抗老方案。创新 AWASE Solution

升维抗老方案将为消费者实现“数字化抗老”并显著“提升抗老效率”，“同源研发”的美容仪和护肤品让抗老功效加

乘， 独特“智能*3D 面诊”引领抗老进入数字化时代，并突破性地实现美容仪波形个人定制，匹配个人抗老需求，以

提升抗老效率。整套升维抗老方案将为消费者提供 “我的肌肤老化数据，我的配对解决方案，我的陪伴抗老私教”三

大核心服务。“抗老升维，效率 x 3**”是资生堂集团与 YA-MAN Ltd.强强联手破圈的意义所在。EFFECITM 品牌的愿

景是赋能每一位消费者，凝结时光，自信永恒。
（*指可通过品牌肌肤检测仪检测面部多维度老化参数. **EFFECTIM将为消费者提供个人肌肤老化检测，配对抗老解决方案和陪伴式抗老私教三项服务.）

继去年 11 月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全球首秀后，2021 年 1 月 12 日 EFFECTIM 玑妍之光全球上市发布

会在上海隆重举行，以“抗老进化，年轻有维”为主题，充分诠释了升维抗老的新理念并精心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科技

能量互动体验。资生堂中国区总裁藤原宪太郎先生、资生堂（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村昌平先生、

EFFECTIM 中国地区事业部品牌总经理苏逐女士、美图公司创始人兼 CEO 吴欣鸿先生、天猫美妆商家线总经理 Cindy

Yang 女士、线下零售合作方租务经理 Dary Li 先生亲临发布会现场，共同启动新品牌的闪耀篇章。现场，品牌团队与

来宾们分享了品牌的起源、理念、愿景、目标消费者及品牌主视觉，深度向大家介绍了 EFFECTIM 品牌与产品同源研

发的前沿科学理论基础与详细的产品和服务介绍。在互动体验区域，首次展示了品牌未来精品店和移动精品店两种零

售形式，引发现场来宾热烈讨论与满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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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依次为：资生堂（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村昌平，EFFECTIM 中国地区事业部品牌总经理苏逐，资

生堂中国区总裁藤原宪太郎，美图公司创始人兼 CEO 吴欣鸿，天猫美妆商家线总经理 Cindy Yang）



（发布会体验区）

EFFECTIM 玑妍之光，来自日本的科技抗老专家

为实现女性保持肌肤年轻的心愿，拥有亚洲肌肤百年研究历史的资生堂集团与专业美容仪公司 YA-MAN Ltd.，跨

越各自专长领域的界限，携手研发升维抗老解决方案。

根据 WHO 的报告显示，随着科学技术的革新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寿命较以前大大延长。聚焦中国女

性，与 2000 年相比，2015 年她们的寿命平均增加了 6 岁。为了更好地经营更长寿、也更多元的人生，我们可以预

见美容也将突破已有的界限。来自日本的 EFFECTIM 玑妍之光希望以“AWASE Solution 升维抗老方案”为亚洲女性

赋能，为她们定制个人抗老方案，让她们在长久的人生中保持年轻美丽的状态，始终拥有自己独特的闪耀光采。

AWASE Solution ——升维抗老，效率 x3

AWASE 在日语中意为“合”，寓意“不同事物不期而遇，碰撞出意外之美”。 EFFECTIM 将专业美容仪技术、前

沿护肤技术和“智能”3D 肌肤检测技术三者精研融合为 AWASE Solution 升维抗老方案 ，为消费者带来“我的肌肤

老化数据，我的配对解决方案，我的陪伴抗老私教”三大核心服务，以效率更高的抗老护肤解决方案实现肌肤的持久

年轻。

 我的肌肤老化数据

先天条件和后天生活习惯与环境的不同，决定了每个人在不同年龄的抗老重点因人而异。唯有充分了解自己的

肌肤老化状态，才能掌握抗老重点。EFFECTIM 联合美图宜肤共同开发的“智能”3D 肌肤面诊，旨在多维度测量肌

肤老化状态，为消费者明辨抗老重点，精准施策。

【１】EFFECTIM“智能”3D 面诊领先采用 3D 结构光和图像分割分析技术，得以检测 18 项肌肤老化指标，包

含 11 项直接指标（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眶周纹，眉间纹，口角纹，眼袋，泪沟，下颌缘，苹果肌，口角羊腮）



和 7 项间接指标（毛孔，黑头，痘痘，敏感度，黑眼圈，色斑，肤色）。针对下颌缘、苹果肌、口角羊腮这 3 项 3D

指标的检测是 EFFECTIM 的独特优势。

【2】EFFECTIM“智能”3D 面诊中所采用的老化表现标准由皮肤学医师与专家科学定义，老化成因也由其专业

解析说明。通过 EFFECTIM“智能”3D 面诊应用程序中的肌肤增龄/减龄项分析，消费者得以掌握个人当下抗老重点，

以及更早有效预防下一年龄阶段将会面临的肌肤老化问题。

 我的配对解决方案

EFFECTIM 创新性的“同源研发”和美容仪“波形定制”开启家用美容仪 2.0 时代。

EFFECTIM 以同一获奖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同源研发光雕美容仪与光雕精华，令卓效光电能量与精萃生物能量

协同作用，达到提升肌肤年轻物质生产力的目的。有效性测试证明，光雕美容仪与光雕精华两者一起连续使用，抗老

效果更佳。

EFFECTIM 基于“智能”3D 面诊得出的个人数据结果定制光雕美容仪的波形。突破性地实现家用抗老美容仪个

性化定制，以匹配消费者的个性化抗老需求。“智能”3D 面诊的复测数据可支持美容仪波形持续升级。

 我的陪伴抗老私教

肌肤抗老是女人一生的功课，在不同年龄阶段会面对不同肌肤老化问题的挑战。在这个需要长期坚持和努力的课

题上，“智能”3D 面诊周期性复测数据将被存储在消费者个人肌肤档案中，不但能长期追踪个人肌肤老化进展，而且

消费者将会从 EFFECTIM 抗老私教的陪伴式服务中获得持续反馈和支持。

美容仪与护肤品同源研发的理论基础

资生堂全球创新中心的相关科研成果荣获国际化妆品技术者联盟（IFSCC）2019 年最优秀奖和 2020 年第 13 届

中国化妆品学术研讨会一等奖。

资生堂全球创新中心表示，为了实现控制皮肤衰老的目标，多年来着眼于“真皮干细胞”开展了各项研究，因为

真皮干细胞是肌肤保持年轻的密码。其研究发现，真皮干细胞可以促进纤维母细胞的生成，而纤维母细胞可以产生胶

原蛋白、弹力蛋白，透明质酸等保持肌肤年轻的物质。随着年龄增长，真皮干细胞数量会减少，年轻物质生产能力会

衰减。让真皮干细胞的年轻物质生产力源源不绝，就能让肌肤焕发生机，保持年轻。

资生堂全球创新中心发现：

【１】真皮干细胞能够持久稳定地存在于毛细血管周围

【２】真皮干细胞稳定因子是真皮干细胞能够在血管周围稳固存在的必要因素

【３】真皮干细胞和真皮干细胞稳定因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

想要最终实现肌肤年轻，

【１】提高毛细血管的密度



【２】增加真皮干细胞的数量

【３】提高肌肤年轻物质的生产力

通过不断探索和实验，资生堂全球创新中心证实了高效光电能量与酵母提取物，肌醇等卓效护肤成分的协同作用

可以增强真皮干细胞的新生力。

相关实验结果表明

【１】肌醇具有吸引和稳定血管周围真皮干细胞的能力。

【２】从酵母属的酵母中提取的“酵母细提取物”具有维持毛细血管健康和促进胶原蛋白（维持皮肤弹性的重要成分）

生成的作用。“酵母细提取物”通过增加纤维母细胞的整合素α5 （能向纤维母细胞下达生产胶原蛋白指令）从而刺激

胶原蛋白的生成。

【３】高效光电能量和肌醇、酵母提取物等高效成分协同作用，可以提高 VE-Cadherin(血管内皮细胞钙黏蛋白, 一种

维持血管内皮细胞极性和完整性必不可少的钙黏蛋白), 从而强化毛细血管结构。

此外，相关实验结果还表明，利用高效光电能量照射皮肤组织，可以有效增加皮肤组织内部真皮干细胞的数量以及皮肤

内的年轻物质，如 V 性胶原蛋白的生成。

（绿色区域表示真皮层干细胞）



C

（绿色区域表示 V 性胶原蛋白）



EFFECTIM 品牌在 2021 年上市之际为消费者带来 AWASE FACE 和 AWASE EYE 两套抗老组合。

光雕胚核，不松不垮
对抗全脸 11 项老化指标

AWASE FACE – 光雕美容仪 & 光雕精华 AWASE EYE – 光雕美眼仪 & 光雕眼霜

光雕胚核抚纹紧致 全眼提拉

3D FACE

汇聚卓效光电能量

 采用 STEM Multi-Force 光雕胚核混合波能，多重能量

同时输出，提升抗老效率。

 6+1 黄金比例电极头，7 头电极设计，针对皮肤各层输

出精准能量。

 一键启动，6 分钟全脸抗老。

 无线使用，三档强度。

光雕美容仪

光雕精华 3D FACE

精萃生物能量，蕴含 STEM COMPLEX 光雕胚核复合精萃

 高能臻稀酵母，日本酵母之父，6 年心血研发，甄选

于 280 种酵母。独特稀有，能卓效激活年轻胚核。

 年轻活性精萃*，5 重年轻复合精萃(肌醇，樱花叶菁

萃，松树提取物，保加利亚玫瑰水，肉桂提取物)，

能稳定肌底年轻，预防皮肤组织老化。



光雕美眼仪 3D EYE

汇聚卓效光电能量

 采用 STEM Multi-Force 光雕胚核混合波能，为眼周设计特殊混合波

能，多重能量同时输出，提升抗老效率。

 日月型电极头，专为娇嫩眼部设计。可充分覆盖大眼周，抚纹紧致。

 一键启动，4 分钟全眼抗老。

 无线使用，三档强度。

光雕眼霜 3D EYE

精萃生物能量，蕴含 STEM COMPLEX 光雕胚核复合精萃

 高能臻稀酵母，日本酵母之父，6 年心血研发，甄选于 280 种

酵母。独特稀有，能卓效激活年轻胚核。

 视黄醇 PRO， 能促进透明质酸生成。平滑弹嫩，抚纹丰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