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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概览







从滋养每根发丝、每寸肌肤、每个指尖开始，Vida Glow打造全维度的口服美

容产品，由内而外滋养健康，焕发美丽。

Vida Glow于2014年成立并推出了Vida Glow水解海洋胶原蛋白粉，经临床

证明可有效改善肌肤、头发和指甲的健康状况。近年来，Vida Glow进一步扩

充产品线，并不断致力于研发创新高效的美肤配方。

如今，Vida Glow带来了更多卓越的口服美容美颜产品，全维度提升现代都市

人群的健康美丽值。我们深信，内在的健康可以唤醒外表的美。

Vida Glow作为口服美容行业的先锋品牌，以多元化护肤方案照料你的每日健

康，让你以动人姿态，释放更美的自己。

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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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美容 
Vida Glow旨在打造全维度的美容美颜产品，从源头滋养身体、重塑美丽 。 

我们深信健康即美，由内而外焕发美丽。

活性成分 

为打造更卓越的品质，我们只使用纯净安全，且富有生物可利用性的活性成分，

让产品功效能被感受到并且能被看得见。

科技加乘 

我们注重创新与高效，通过临床实验数据和卓越科学技术，唤醒身体内在潜能，    

焕发美的新生。

护肤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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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a Glow 对于品质的不懈追求深深刻印在品牌的DNA之中。每一款Vida 

Glow的产品，从原料选取、到制作流程，再到包装、仓储和运输，整条供应链

上的每一步都精益求精，只为消费者能够安心享用。行业权威媒体《美妆企业 

Cosmetic Business》更曾对此进行过专题深度报道，详细解读Vida Glow

做为行业先锋，如何打造世界级供应链，并在每一环上都进行严密品控。

Vida Glow的明星产品海洋胶原蛋白粉，全程经过300余道质检工序，从源头

到成品全程确保纯度、功效和安全性。

抗糖抗氧闪释粉则是澳洲药监局（TGA）认证产品，从配方、原料、生产，再

到包装、仓储和运输，全程一步一检，70多道质量把关流程，严格执行TGA和

GMP标准。

Vida Glow的所有产品均满足澳大利亚当地及国际通用的相关质量管理标准。

品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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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 Lahey，风靡全球的口服美容品牌 Vida Glow创始人。她是成功的女企业家, 

她也是追求美好的生活家。2014年，Anna和业内卓越健康和护肤专家倾力合作, 携手

打造了Vida Glow, 由内而外呵护现代人的健康与美丽。

Vida Glow从创立至今，时刻关注着繁忙生活对都市人群造成的影响，并不断探索科

学、创新的美肤方案。7年来，Anna和Vida Glow一起陪伴着万千用户，帮助人们找

到美丽，闪耀自信。

创始人故事

– Anna Lahey
Vida Glow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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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愿景

成为世界上最具革命性的
口服美容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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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的美容方案让
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品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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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历程

2014

2015-17

2018-19

2022

2020

2021

Vida Glow正式成立
第一款产品上市

推出原味海洋胶原蛋白粉

Vida Glow
澳洲零售规模高速扩展

Vida Glow正式进入中国
在美国和英国建立货物调度中心
上架澳洲著名高端跨国百货商店Myer

品牌在澳洲设立全球总部及仓储中心
上架澳洲多家零售巨头，包括：

-  百年高端连锁百货商店David Jones
-  著名美妆购物网站Adore Beauty

抗糖抗氧闪释粉上市
Vida Glow天猫旗舰店成立
海洋胶原蛋白粉揽获多项荣誉，包括：
澳洲David Jones最佳口服美容新品大奖
英国Boots最佳口服美容新品大奖
瑞丽年度焕采口服美容大奖
Elle美妆之星 – 年度最值得推荐口服美容品

玻尿酸口服液上市
海洋胶原蛋白粉销售量达到全球每4秒售出1罐
抗糖抗氧闪释粉创造59秒售罄8万盒的成绩
抗糖抗氧闪释粉揽获多项荣誉，包括：
-  澳洲David Jones最健康口服美容大奖
- 《嘉人Marie Claire》年度最佳口服美容产品
-  VOGUE年度科技美容单元 – 口服美容类大奖

品牌重塑焕新，团队裂变扩大
荣获《时尚健康》2021年度最受信赖口服美容品牌

全球累计服务消费者超过500万、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
在欧洲建立货物调度中心，上架欧洲多国零售巨头，包括：

英国最大奢华百货商店Harrods
德国最大化妆品连锁百货商店Douglas

法国著名高端美妆护肤购物网站Bazarbio

Vida Glow成为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
官方美容健康服务供应商

Vida Glow在澳、美、英、法、德等多国
开启全球市场布局，将全新美容科技理念带入全球市场

滤镜胶囊上市
莓果味抗糖抗氧闪释粉上市
Vida Glow上架美国最大网络零售商亚马逊
Vida Glow荣获星球奖BrandStar Awards 2021
“年度品牌奖-年度新消费行业品牌”

海漾凝时护肤品系列上市
蕴发胶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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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皮肤专家推荐

CHLOE MCLEOD

“ 数据显示，每日只需服用 Vida Glow海洋
胶原蛋白2.5g，在短几周内即可明显提高
皮肤含水量, 抚平皱纹及增加肌肤弹性。”

高级营养师
澳洲家喻户晓的肌肤健康管理/营养学专家

PHILIP TONG博士

“ Vida Glow可以进一步帮你达到肌肤美丽
的升级，我会特别推荐 Vida Glow 海洋胶
原蛋白给皮肤干燥或者有瑕疵的客户。”

澳大利亚皮肤科学院院士
悉尼大学皮肤科和临床学科讲师
悉尼皮肤医院研究联席副主席

JOCELYN PETRONI

“ Vida Glow天然海洋胶原蛋白的水解技术，
可以保证产品通过血液直达肌肤深层；更值
得一提的是，Vida Glow的产品均经过科学
验证，所以我的客户经常在短期内就会感受
到肌肤和指甲健康的明显改善。”

米兰达·可儿、娜奥米·沃茨、梅根·盖尔、
艾里珊·钟、黛尔塔·古德莱姆等

多位明星御用美容师

MICHELE SQUIRE 博士

“ 水解胶原蛋白之所以优于其他类型的胶原蛋白，是
因为其组成成分（肽和氨基酸）分子颗粒小，可以
直接通过肠壁进入血液。因此它不仅具有更高的生
物有效性，而且更容易溶解，口味也更佳。除了这
些优势，我之所以非常有信心地推荐Vida Glow的
原因还有其产品良好的耐受性。”

澳洲资深皮肤科学家、皮肤顾问
致力于皮肤科学研究及咨询17年

QR8高端抗衰诊所创始人

EWOMA UKELEGHE 博士

“ 胶原蛋白是一种天生存在于我们皮肤的蛋白质。当
年龄增长，胶原蛋白的产生会减少。Vida Glow经
过临床证实的海洋胶原蛋白在持续使用6-9周后，
能明显减少细纹，使皮肤紧致度增加。”

英国荣誉医学美容医师
伦敦知名医疗美容诊所SKINDOCTOR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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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明星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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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环球小姐、知名模特

Jesinta Franklin
英国著名流行歌手和词曲作家

Rita Ora
澳洲知名的Youtuber内容创作者

Sammy Robinson

澳洲舞蹈演员和内容创造者

Mimi Elashiry
澳洲人气化妆师

Emma Chen

香奈儿指定护肤专家，在美国和澳洲
都拥有自己的美容诊所

Melanie Grant
美国顶级名流, 摇滚歌星莱昂纳尔·里奇
之女

Sofia Richie

瑞典知名模特，前维密天使

Elsa Hosk

高端女性时尚杂志GLAMOUR前美妆
总监、美妆达人

Alessandra Steinh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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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arine collagen supplementation. By supporting 
my collagen and elastin production from the inside, I’m 
maximising the benefits of my topical skin, hair and nail care. 

The benefits of daily and consistent Natural Marine 
Collagen supplementation can be seen in weeks. In clinical 
trials, increased collagen production begins to plump fine 
lines and wrinkles around the eyes and mouth after four 
weeks. As elastin builds and regenerates in the dermis layer 
of skin, elasticity is improved six weeks in. From nine weeks 
of supplementation, a stronger and more resilient collagen 
matrix results in firmer and smoother skin. 

Like Natural Marine Collagen, our Anti-G-Ox range 
delivers actives internally to support skin health and glow. 

Providing daily defence against the environmental and 
lifestyle factors that accelerate premature ageing, Anti-
G-OxTM  is a daily antioxidant supplement packed with 
multi-essential nutrients to help protect skin against the 
ageing effects of stress, UV ligh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leep disruptors and dietary choices. Antioxidants dissolve 
into the bloodstream within 15 to 20 minutes to protect the 
body against prematurely ageing free radicals, which offers 
brightening and strengthening results for skin like a topical 
serum would. 

We’re also expanding into advanced and functional 
products that target very specific beauty concerns this 
year, like Radiance – a daily ingestible capsule that enhances 
skin health to support a radiant complexion addressing 
pigmentation and uneven skin tone at a cellular level. 

What is marine collagen and why should we 
consider supplementing it? 
Collagen is one of the main proteins found in our skin, hair 
and nails. As part of the natural ageing process, collagen 
production begins to decline in your 20s. This is when you 
might start seeing early signs of skin ageing, and where 
marine collagen supplementation can support the natural 
ageing process. Vida Glow’s Natural Marine Collagen contains the essential peptides 
and amino acids our body needs to produce collagen. Through a process called 
hydrolysation, raw collagen from our responsibly sourced fish skin is broken 
down into small, easy to digest molecules – so your body can actually absorb it. By 
supplementing your body’s collagen, marine collagen is clinically studied to smooth 
fine lines and wrinkles, increase skin firmness and enhance skin elasticity. 

What differentiates Vida Glow from other collagen 
supplements on the market?
Vida Glow is the number one marine collagen brand globally, selling one unit of 
our hero Natural Marine Collagen every four seconds. Critical to this success 
is the real, tangible results our customers see from our collagen. Our marine 
collagen delivers these impressive, and clinically proven, results because it is highly 
bioavailable with an absorption rate of over 90 percent. This high absorption rate 
is credited to our unique hydrolysation process.

Hydrolysation breaks down raw collagen into its smallest and purest form. Vida 
Glow marine collagen is broken down from a molecular weight of 300,000 Daltons 
to as low as 2,000 Daltons. This is the lowest possible weight for collagen peptides. 

While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can contribute to a collagen formulation 
being superior,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s when choosing an 
effective collagen supplement is whether it has been hydrolysed and what weight 
in Daltons the collagen peptides are. 

How can a spa or skin clinic partner with Vida Glow?
As the consumer uptake and value of the category continues to grow, we’re excited 
to provide skin professionals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into ingestible beauty. Being 
innovative and quality first-movers in ingestible beauty is what drives us.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well-informed and committed consumer base 
is important to us. That’s why supporting our relationships with salon and spa 
partners is key. Each stockist will be guided with a dedicated Account Manager and 
a tailored marketing plan to support your launch and growth of Vida Glow. 

We want to empower consumers to understand the science of ingestible 
beauty to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about their skin, we know our spa and 
clinic partners share this sentiment. So, our training managers will support your 
initial launch of Vida Glow and our new products, with comprehensive brand 
and product training face-to-face or through our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Our 
partners can also enhance their in-salon experience through our Vida Glow 
sampling program, offering clients Vida Glow infused water beverages. 

What are some of the results people can expect from taking 
Vida Glow products in conjunction with a professional 
skincare routine?
At Vida Glow, beauty and skincare routines are equal parts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I have personally seen incredible results from pairing my topical skincare routine 

We chat with Vida Glow 
Founder, , about 
what makes the brand a natural 
fit for your spa or clinic.

THE GAME-CHANGER OF
INGESTIBLE 

As the number one marine 
collagen brand globally,  

Vida Glow is leading the way  
for ingestible beauty brands.

spaandclinic.com.au  |  57 56  |  SPA+CLINIC



蓝莓味海洋胶原蛋白粉
澳洲David Jones最佳口服美容新品大奖

蜜桃味海洋胶原蛋白粉
英国Boots最佳口服美容新品大奖

海洋胶原蛋白粉系列
瑞丽2019年度焕采口服美容大奖

ELLE美妆之星 2019年度最值得推荐口服美容品
时尚健康2021年度最受信赖口服美容品牌

抗糖抗氧闪释粉
澳洲David Jones最健康口服美容大奖

Marie Claire嘉人2020年度最佳口服美容产品
VOGUE 2020年度科技美容单元口服美容类大奖

Vida Glow
2021星球奖年度品牌奖-年度新消费行业品牌

海洋胶原蛋白粉系列 
英国Women's Health2022年度护肤大奖-最佳口服护肤奖

蓝莓味海洋胶原蛋白粉
澳洲David Jones最佳口服美容新品大奖

蜜桃味海洋胶原蛋白粉
英国Boots最佳口服美容新品大奖

海洋胶原蛋白粉系列
瑞丽2019年度焕采口服美容大奖

ELLE美妆之星 2019年度最值得推荐口服美容品
时尚健康2021年度最受信赖口服美容品牌

抗糖抗氧闪释粉
澳洲David Jones最健康口服美容大奖

Marie Claire嘉人2020年度最佳口服美容产品
VOGUE 2020年度科技美容单元口服美容类大奖

Vida Glow
2021星球奖年度品牌奖-年度新消费行业品牌

海洋胶原蛋白粉系列 
英国Women's Health2022年度护肤大奖-最佳口服护肤奖

屡获业界大奖屡获业界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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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口服美容的兴起，Vida Glow在澳大利亚本地和全球范围的粉丝都日益增 多。为了

方便世界各地的消费者购买，除了在澳大利亚高端百货公司David Jones、Myer、悉尼

国际机场及多家知名电商网站等上架之外，Vida Glow还远赴重洋，上架英国著名奢侈

零售百年老店Harrods旗下美妆店Harrods Beauty，英国高奢百货Liberty，德国大

型化妆品连锁零售Douglas，巴黎豪华精品百货公司Le Bon Marche，法国著名高端

美妆护肤购物网站Bazarbio等， 持续引领着全球口服美容行业的新浪潮。

风靡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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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6超品日 2020年度销量 2021年66超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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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7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Vida Glow在天猫、VTN、京东及小红书等平

台均设立了品牌旗舰店，产品因其创新和功效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空前热爱，市

场占有率呈直线上升趋势。

Vida Glow在2020年双十一当日售出28万盒海洋胶原蛋白，并创下开售19分

钟销售额突破1亿的佳绩；2021年电商超品日累计售出42万盒海洋胶原蛋白和

13万盒抗糖抗氧闪释粉，更创下开售3分钟即突破1个亿的崭新纪录。市场如此

火热的反响，引得众多中国媒体纷纷对Vida Glow进行了报道。

Vida Glow也始终不忘初心，致力于与中澳两地的皮肤及美容业界专家深度合

作，为中国的消费者带去口服美容的科学知识及前沿理念，以科技和创新赋能中

国消费者，共同追求由内而外、真实自然的美丽。

VIDA GLOW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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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初，Vida Glow正式成为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官方美容健康官方供应商。

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亚运会对于官方供应商的遴选十分

严苛。而Vida Glow的品牌理念 - 把美与健康作为首要出发点,鼓励女性努力展现自我的

态度、追求巅峰的突破精神,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都与亚运会的精神十分契合。

Vida Glow将通过其前沿的口服美容产品，为更多用户的健康和美丽带来积极的影响，

让更多人体验到口服美容带来的闪耀生活。

口服科技 引领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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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进入英国百年高端百货Harrods以来，Vida Glow在欧洲多国迅速

掀起了科技口服美容的热潮，建立起了忠实用户群体。为了进一步与当地粉丝社

区互动，Vida Glow邀请英国顶级媒体杂志主编、红人用户和多家权威媒体共

同见证科技口服美容在欧洲的闪耀焕新。并在法国、德国等多国展开分享会，与

业界名人面对面交流，得到了行业媒体和业界大咖的高度评价，更得到当地消费

者的热烈欢迎。

VIDA GLOW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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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Vida Glow受邀入驻香奈儿指定美容护肤专家Melanie Grant

的美容院，并举办口服美容沙龙活动，正式在美国焕新发布，作为科技口服美容

的引领者，Vida Glow受到了美国媒体的争相报道和当地知名人士及消费者的

热烈欢迎。

VIDA GLOW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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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基础系列

产品规格
3g x 30包
产品口味
原味/菠萝/蓝莓/桃子/蔓越莓
青柠/摩卡/芒果

海洋胶原蛋白

产品规格
2g x 30包
产品口味
莓果味 / 柑橘味

抗糖抗氧闪释粉

产品规格
25ml x 14条

玻尿酸口服液

产品规格
4.5g X 30包
产品口味
血橙味

男士海洋胶原蛋白

产品规格
紧致淡纹眼霜 15ml
塑颜焕活精华 30ml
弹性记忆面霜 50ml

海漾凝时系列护肤品

口服

护肤品

产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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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修护系列

口服

产品规格
30粒 x 盒

滤镜胶囊

产品规格
30粒 x 盒

蕴发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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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胶原蛋白粉

DAILY ESSENTIAL 
日常基础系列







主要信息
激活胶原 撑紧弹力

赋活年轻嘭嘭肌

产品概念
Vida Glow的海洋胶原蛋白粉提取于鱼皮, 是
一种天然水解胶原蛋白肽粉。

产品优势
Vida Glow的水解海洋胶原蛋白所提供的胶原
蛋白肽，具有高度的生物可利用性，可以促
进生成因年龄增长而生长减慢的胶原蛋白。通
过补充Vida Glow海洋胶原蛋白可以让我们
的身体由内而外焕发年轻。

什么是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我们皮肤中的一种结构蛋白，是
人体内最丰富的蛋白质，也是皮肤、头发、
指甲和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胶原蛋白在人体内自然产生，像结构一样支
撑起了我们的皮肤。然而，当我们老了，我
们的皮肤也随之衰老，胶原蛋白的产生也慢
慢减少，这意味着皮肤变得更薄更脆弱，弹
性蛋白和糖胺聚糖的生成也会相应减少。所
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内在老化会形成皱纹。

核心功效
作用于皮肤的功效：
- 促进皮肤光泽
- 改善细纹
- 减少面部皱纹
- 增加皮肤弹性和紧致度
- 提升皮肤含水量

作用于指甲的功效：
- 改善指甲质量
- 保持指甲健康
- 强化指甲结构
- 修复受损的指甲
- 促进指甲生长

作用于头发的功效：
- 促进头发生长
- 有助于头发再生
- 改善秀发外观
- 改善头发健康
- 强化毛囊

产品原料：
- 海洋鱼皮的天然海洋胶原蛋白
- 不含人工香料、防腐剂或其他添加剂

海洋胶原蛋白系列产品
经典原味，蓝莓味，蜜桃味，蔓越莓青柠味，摩卡味，芒果味，菠萝味

官方指导价：¥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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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信息

产品规格
30 条x 3G／条

温馨提示
过敏源：含鱼类
因个人体质不同，我们不建议孕妇服用海洋胶原蛋白粉。
如果在服用胶原蛋白期间发现怀孕，请勿担心，产品不会
对宝宝造成危害，只需暂停服用即可。
因青少年阶段人体能自然生成胶原蛋白且含量足够，因此
也不建议15岁以下儿童服用海洋胶原蛋白粉。

服用方式
将1包胶原蛋白粉放入250-600毫升的食物/饮品中冲泡
并搅拌。
每次1包，每日1-3次。
*产品具有热稳定性，无论是冷水还是咖啡，都不会影响
产品功效。

*营养信息表为原味海洋胶原蛋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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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蛋白主要来源于鱼、牛或猪。Vida Glow的胶原蛋白系列来自于鱼皮，据

数据显示，鱼类的水解胶原蛋白在所有其他胶原蛋白类型中，具有最小的粒径

和分子量，是最容易被吸收的胶原蛋白。

除了极高的生物可利用性，Vida Glow海洋胶原蛋白的氨基酸特性使其成为补

充胶原蛋白的优选补充剂。我们的海洋胶原蛋白含有19种关键氨基酸，是羟脯

氨酸、精氨酸和赖氨酸的有效来源，是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关键因素。而且，

决定性因素往往不是鱼的种类，而是原料的氨基酸含量。因此，Vida Glow利

用多种鱼类来获取海洋胶原蛋白，这些鱼类含有高水平的蛋白质，并且具有正

确的肽谱，对胶原蛋白的合成产生积极影响。

每一个环节的精益求精确保了胶原蛋白的卓越品质。

海洋胶原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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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a Glow的海洋胶原蛋白采用法国专利水解技术，将胶原蛋白从30万道尔顿

分解为最低低至2000道尔顿。在这个专利工序中，胶原蛋白的关键活性部分

组织生成了较短的肽或氨基酸链。

一般来说，其他来源的海洋胶原蛋白是使用化学物质分解胶原蛋白中的蛋白

质，但Vida Glow海洋胶原蛋白采用的水解过程是天然的，并维持了水解之前

鱼中含有的氨基酸水平。

水解过程不仅保留了胶原蛋白肽的活性部位，而且增强了氨基酸的吸收，形成

了一种生物利用度极高的有机配方。

临床研究已经证明，Vida Glow的海洋胶原蛋白一旦摄入，便立即抵达血液中，

并渗透到真皮层，科学证实可真正促进人体胶原蛋白的自然生成。

水解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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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胶原蛋白相比，海洋胶原蛋白因其水溶性而具特殊优势，更加有助于提

高人体整体的胶原蛋白水平。数据还显示，海洋胶原蛋白具有更好的化学和物

理耐久性。

为了研发最优质的海洋胶原蛋白，每一批都要经过严格质量审核，以确保原材

料的新鲜度。此外，我们每批次的原料都会进行例行检测，以确认其零污染

物、零微生物、零细菌，且不含重金属。

安全与质量

星级皮肤科专家评价：

“相比陆地动物胶原蛋白，我更推荐海洋胶

原蛋白。

不仅是因为它们的羟脯氨酸和脯氨酸浓度

很高，而且关键是味道很可口，让人更有

动力一直定期服用。而海洋胶原蛋白中，

Vida Glow是我的首选！可以说，它满足

了我的所有期待--超级天然不含重金属污

染，且具有高浓度的氨基酸羟脯氨酸和脯

氨酸， 这些物质浓度越高，肽对肠道酶的

抵抗力就越强，它们被吸收到血液中的效

果就越好。”

–Michele Squire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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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将2.5克海洋胶原蛋白肽粉与水混合，每日早

晨定时摄入，以评估每日口服海洋胶原蛋白

肽所带来的抗衰老功效。本研究由CPCAD /

法国尼斯医院执行，在认证皮肤科医生监督

指导下，由志愿者工作人员完成的生物力学

测量 。

研究结论：

如果连续12周，每天口服2.5克水解海洋胶原

蛋白，结果表明，定期摄入可改善皮肤弹

性，减少面部皱纹的出现。在这项研究中，

肤色、均匀度和光泽感在8周后也有显著改

善。

临床研究

实验二

将5克海洋胶原蛋白肽粉与液体混合，每日早

晨定时摄入，以评估每日口服海洋胶原蛋白

肽所带来的抗衰老功效。本研究由CPCAD /

法国尼斯医院执行，在认证皮肤科医生监督

指导下，由志愿者工作人员完成的生物力学

测量 。

研究结论：

8周后，该临床研究显示其有助于缓解皮肤粗

糙度和减少皱纹。这些结果也表明海洋胶原

蛋白肽亦有助于改善因寒冷的外部条件所导

致的皮肤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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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皱纹：

-超过70%的受试者在连续使用12周内鱼尾纹

得到显著改善。

-60%的受试者在连续每天使用12周内，嘴

角细纹得到显著改善。

-在12周内连续每天使用，皮肤细纹平均减少

5.1%。

-连续使用8周后，眼周细纹明显减少11%。

透亮均匀：

-连续每天使用8周，皮肤光泽度和肤色均匀

度皆有显著改善。

临床试验证明

紧致轮廓：

-连续每天使用12周，皮肤紧实度显著提升。

-连续每天使用8周，皮肤紧实度显著提升

18.2%。

补水保湿：

- 连 续 每 天 使 用 1 2 周 ， 皮 肤 滋 润 度 增 加

10.9%。

嘭弹莹润： 

-连续每日使用12周，皮肤弹性增加6.5%。

本研究由CPCAD/法国尼斯医院执行，在认证皮肤科医生监督指导下，由志愿者工作人员完成的生物力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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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婷：“我生完孩子以后，脱发脱到身边朋友

以为我有啥病，喝Vida Glow胶原蛋白粉一

年，头发茬子就一丛一丛地冒出来，现在不

仅头发多，发质也好的不得了，不开叉还长

得快。”

我最爱讲冷笑话：“两个月的时间，感觉毛孔

小了，皮肤嫩了，黑眼圈和斑点也都淡了很

多。感觉一辈子也离不开了。”

一缕暖光：“服用一段时间后肉眼可见白了，

法令纹和泪沟也变淡了，松弛下垂的面部日

渐提拉紧致，睡眠质量也明显好了很多，改

善效果看的见，效果杠杠的，有了坚持喝下

去的动力。”

娟娟：“喝了10个月的胶原蛋白，脸颊的斑点

都没了。而且指甲特别软的问题也改善了，

现在指甲硬硬的再也不会出现劈叉了。”

娴子：“坚持吃了37天，每天一条，效果很明

显，毛孔粗大、炎症都得到了改善，皮肤细

腻有光泽，肉眼可见。”

依倩：“喝了Vida Glow胶原蛋白粉两个月，

皮肤紧致透亮，毛孔小了，摸着自己的皮

肤，嫩嫩滑滑，太开心了。”

小欣：“生娃脱发加上皮肤粗糙一度让我濒临

崩溃，后来做了功课喝Vida Glow 胶原蛋白

粉，掉发少了，还长了很多小碎发，皮肤也

饱满了。”

Grace：“坚持喝胶原蛋白近一年，原来坑坑

洼洼的指甲都改善了，果然坚持就会有收

获。”

XIXI：“一开始只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

改变如此之大，它对头发和皮肤的作用真的

大，起初只是觉得抓头发的手感不一样，貌

似多了， 但是最近照镜子明显感觉头发浓密

起来了，皮肤也开始变得有光泽了。”

用户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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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da Glow胶原蛋白纯度高吗？安全吗？

Vida Glow产品中所含的胶原蛋白是从海洋

鱼皮中提取的，这是氨基酸谱较高的地方，

也是胶原蛋白丰富的来源。此外，鱼皮能够

有效地被水解成合适的分子量，可以直接穿

过肠粘膜、在短短十几秒内吸收进血液内，

吸收率高达90%以上。海洋鱼皮是目前安全

的萃取胶原蛋白的材料来源。

2. 口服胶原蛋白能够被人体吸收吗？

Vida Glow的低分子水解胶原蛋白肽级粉具

有高度生物可利用性，这意味着它的人体吸

收率很高，达到90％。一旦被人体吸收后，

胶原蛋白就会通过肠粘膜，进入血液流动，

通过血管分布到真皮层和皮肤的深层，刺激

成纤维细胞增殖，促进人体自然生成胶原蛋

白 ， 还 会 触 发 真 皮 层 中 的 透 明 质 酸 酶 2

（HAS2）受体生成透明质酸，有助于皮肤

保湿。

3. 摩卡味胶原蛋白有什么特点？

Vida Glow摩卡味海洋胶原蛋白粉中含有天

然咖啡与巧克力成分，均为抗氧化剂，有助

于延迟提前老化的现象，从而帮助维持肌肤

紧致度和年轻状态，更是一款不含咖啡因的

理想早安咖啡升餐选择。

4. 胶原蛋白是怎样促进头发茂密、生长的？

胶原蛋白是通过维护头部皮肤纤维结构完

整，改善毛囊生存环境，为毛囊输送营养，

帮助毛囊抵抗自由基侵害这四种方式来维护

常见问题解答

毛囊健康，从而滋润秀发，减少脱发，使得

秀发生长，有弹性。 

Vida Glow相信提升整体健康能比单一地采

用美容的方法达到理想的效果。

头发、皮肤和指甲的滋养始于内在是Vida 

Glow海洋胶原蛋白的基本理念。

5.产后妈妈消费者反馈服用胶原蛋白的好处

有哪些？

a. 紧致肌肤

由于怀孕期间体重增加，皮肤扩张，分娩后

激素调整不及时，使皮肤组织紧缩，有可能会

产生各种皱纹，如常见的面部皮肤松弛，腹部

妊娠纹等等。

在生产完后补充胶原蛋白，可以帮助妈妈重

建肌肤弹性纤维结构，撑起干瘪的肌肤细

胞，收缩毛孔，舒展细纹，滋养肌肤，让肌

肤平滑又紧致。同时通过补充皮肤真皮层中

的 胶 原 蛋 白 ， 保 持 柔 嫩 肌 肤 所 需 水 分 的

70%，使肌肤水润光泽，恢复水润白皙肌肤。

b. 防止胸部下垂

产后胸部下垂松弛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这通常是由于母体哺乳期奶汁的分泌，导致

乳房结缔组织的损害和胶原蛋白严重缺失，

哺乳期后妈妈的胸部会逐渐出现萎缩变小、

松弛、下垂现象。这个时候及时补充胶原蛋

白，可以重整乳房纤维组织结构，从内由外

修复断裂老化的弹力纤维网，使乳房逐渐挺

拔、丰满、富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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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消费者反映服用胶原蛋白后睡眠好像更

好了？

胶原蛋白中的甘氨酸有促进睡眠的功效。

组成胶原蛋白的氨基酸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甘

氨酸，而甘氨酸对于大脑健康起着重要作

用。它可以作用于大脑细胞，帮助我们的大

脑协调放松神经。对于容易失眠焦虑的人来

说，它还能让人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改善

睡眠质量。科学也证实，它对焦虑，神经衰

弱等是有良好的效果的。

所以对于睡眠质量不高或者用脑过度的人来

说，补充Vida Glow的胶原蛋白，对于改善

睡眠质量是有辅助性的作用的。

7. 海鲜过敏可以服用胶原蛋白吗？

Vida Glow海洋胶原蛋白粉以海洋鱼皮作为

主要原料，对鱼类过敏的人群不可服用。

8. 生理期可以服用胶原蛋白吗？

在生理期也可安心服用。

9. 胶原蛋白可以丰胸吗？

乳房主要由结缔组织和脂肪组织构成，而结

缔组织的主体就是胶原纤维组织。随着年龄

的增长胸部会有下垂的现象，这是因为成纤

维细胞的合成能力下降了，从而皮肤中的胶

原蛋白流失。而胶原纤维是保持胸部丰满挺

拔，避免下垂的“绳索”。Vida Glow海洋胶

原蛋白粉以海洋鱼皮作为主要原料，可以为

人体直接补充胶原蛋白，但产品不是为丰胸

所设计的，请理性看待相关功效。

6. 有消费者反映服用胶原蛋白后睡眠好像更

好了？

胶原蛋白中的甘氨酸有促进睡眠的功效。

组成胶原蛋白的氨基酸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甘

氨酸，而甘氨酸对于大脑健康起着重要作

用。它可以作用于大脑细胞，帮助我们的大

脑协调放松神经。对于容易失眠焦虑的人来

说，它还能让人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改善

睡眠质量。科学也证实，它对焦虑，神经衰

弱等是有良好的效果的。

所以对于睡眠质量不高或者用脑过度的人来

说，补充Vida Glow的胶原蛋白，对于改善

睡眠质量是有辅助性的作用的。

7. 海鲜过敏可以服用胶原蛋白吗？

Vida Glow海洋胶原蛋白粉以海洋鱼皮作为

主要原料，对鱼类过敏的人群不可服用。

8. 生理期可以服用胶原蛋白吗？

在生理期也可安心服用。

9. 胶原蛋白可以丰胸吗？

乳房主要由结缔组织和脂肪组织构成，而结

缔组织的主体就是胶原纤维组织。随着年龄

的增长胸部会有下垂的现象，这是因为成纤

维细胞的合成能力下降了，从而皮肤中的胶

原蛋白流失。而胶原纤维是保持胸部丰满挺

拔，避免下垂的“绳索”。Vida Glow海洋胶

原蛋白粉以海洋鱼皮作为主要原料，可以为

人体直接补充胶原蛋白，但产品不是为丰胸

所设计的，请理性看待相关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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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糖抗氧闪释粉

DAILY ESSENTIAL 
日常基础系列







主要信息
透亮心肌 始于此刻选择

闪释抗糖 抵御衰老

产品概念
数年来，Vida Glow与众多业内知名模特、
化妆师、美容师和皮肤科医生探讨，发现许
多人正以非自然的速度老化，而导致过快老
化的三大根源就是氧化应激、炎症和糖化作
用造成的细胞衰老。出现这三种状况是因为
压力过大、睡眠不足、饮食缺乏营养以及接
触的环境污染过多。为了有效减慢并防止可
见的衰老迹象，必须从细胞层面解决衰老的
根源问题。

产品优势
Vida Glow 抗糖抗氧闪释粉甄选天然活性高
效成分，可以从根源狙击“糖化、氧化、炎症”
三大问题所造成的皮肤衰老，促进皮肤再
生，减少体内自由基的形成，并协助抗糖。
创新“闪释”粉类抗衰老产品，舌上含服，快速
吸收。与传统的需要先到达胃部由胃液分解
外壳的片剂、胶囊或口服液相比，闪释粉独
特的以泡腾概念为载体的粉末性状在到达胃
部前已经可以完全溶解，因此，这种剂型能
让有效成分在短至15-20分钟内渗透到血液循
环中，帮助人体通过肠道内膜更快、更有
效、更完整地吸收产品中的成分。 官方指导价：¥428

活性高效成分
a.维生素C和锌协同作用，帮助人体减少自由
基损伤从而对抗氧化；
b.生物素、铬、烟酰胺组合可以降低平衡血
糖，减缓肌肤糖化反应；
c.姜黄素、镁等修护成分有助于缓解痘痘瑕
疵，提高肌肤细胞的防御能力。

核心功效
-从根源狙击氧化、糖化、损伤三大老化问题
-高效抗氧，帮助减少自由基损伤，均匀肤色
和质地
-缓解皮肤损伤，提高肌肤细胞的防御能力，
帮助增强和维持肌肤健康
-维持健康血糖，协助抗糖
-锁住肌肤水分，改善皮肤的内部结构和韧性
-帮助增强和维持结缔组织健康，激发肌肤自
生元力 

口味
-柑橘味 
-莓果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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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信息

产品规格
30条 X 2g/条
*储藏于25°温度以下环境，避免阳光直晒。

服用方式
直 接 倒 入 嘴 里 含 服 或 根 据 个 人 喜 好 用
250-600毫升水冲服。每日1-2条。

温馨提示
过敏源：闪释粉成分中的甘露醇是一种潜在的
过敏源，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有过敏反应，建议
咨询医生后服用。
闪释粉中的抗聚糖成分对于降低血糖水平的糖
类代谢活动有促进作用，因此建议血糖异常
（例如糖尿病和低血糖）的人在服用前先咨询
医生。
*不含激素，不含糖精钠，不含主要过敏源（乳
制品，鸡蛋，鱼，坚果，小麦，大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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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吃了快2个月，不管拍照还是照镜子

都能感觉皮肤的变化，更紧致更有光泽了。”

圆圆：“吃Vida Glow抗糖闪释粉1个月，痘

痘不见了，而且眼角周围的细纹减少了，真

的是惊到了！皮肤亮白有光泽，不得不说以

后吃糖都心安理得了。”

小宝：“吃Vida Glow抗糖闪释粉2个月后，

皮肤斑点淡了不少！整个肤色也更亮了。”

Hom：“服用一个月闪释粉，肉眼可见的变

化，皮肤更亮了，毛孔也小了，以后还是会

坚持吃，吃甜食也不怕皮肤糖化啦。”

幻小魔鱼：“生完宝宝总觉得脸黄黄的，眼窝

也深了好多，现在不怕了，喝了闪释粉一个

月，皮肤提亮了很多，眼窝也浅了。一定要

坚持喝下去，为了美丽。”

嘟嘟：“喝了一个多月后，肤色提亮了，斑点

也明显好了很多，皮肤也慢慢有了光泽，爱

死VG了，真是我的大救星。”

岳鹏：“使用闪释粉2个月，酸酸甜甜的口味

一下子就爱上了，吃抗糖已经成为一种习

惯，一种变美的习惯，因为痘痘和痘印都在

慢慢减淡。”

Believe：“无意间发现的惊喜，连续吃了20

多天的闪释粉，皮肤从原本的暗黄到现在的

白皙嫩滑，效果真的太好了！” 

琳：“喝了4盒闪释粉，我的皮肤白了2个度，

提亮了很多，发现眼周的皮肤细纹也减少

了，这效果果然杠杠的！”

用户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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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闪释粉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闪释粉”取自该产品独特的服用方式，Vida 

Glow通过特殊工艺来保持闪释粉中精华成分

疏松多孔的结构，使得在使用时骨架基质可以

迅速溶解，活性成分快速释放，而在服用时的

体验也会是“粉末以闪电一般的速度融化在嘴

里”，这就是“闪释”的来源。

2. 闪释粉的甜味是从哪里来的？

柑橘味闪释粉酸甜的味道来自于成分卡卡杜

李、甘露醇和柠檬酸。

莓果味闪释粉是清甜的混合浆果味，甜味来源

于天然石榴、树莓和草莓的天然提取物。

3. 闪释粉可以和胶原蛋白一起吃吗？

可以一起服用。

Vida Glow海洋胶原蛋白粉能补充体内的胶原

蛋白含量、刺激人体生成胶原蛋白，有助于延

缓自然老化；Vida Glow抗糖抗氧闪释粉中的

有效成分是针对导致过快老化的三大根源问题

（氧化、糖化、炎症）协同起效。两者结合能

提供一个更完整更全面的抗衰方案，且服用闪

释粉时无需刻意和服用胶原蛋白的时间错开。

闪释粉和胶原蛋白的搭配服用建议：

-30岁以下：一袋胶原蛋白+一袋闪释粉

-30岁至40岁左右人群：两袋胶原蛋白粉+两

袋闪释粉

-40岁以上人群：三袋胶原蛋白粉+两袋闪释粉

4.闪释粉可以冲水喝吗？

可以。除了舌上含服，也可以将闪释粉倒入

250-600毫升水后搅拌均匀，充分溶解后

饮用。我们更建议舌上含服，因为闪释粉在

到达胃部前已经可以完全溶解，通常这种剂

型能让有效成分在短至15-20分钟内渗透到

血液循环中，帮助人体通过肠道内膜更快、

更有效、更完整地吸收产品中的成分。

5. 闪释粉有过敏原吗？

闪释粉中含有甘露醇，甘露醇是一种糖醇，

是美国FDA认证可以被糖尿病人服用的甜味

剂，但对个别用户来说是潜在的过敏原。如

果服用闪释粉后有任何过敏症状，请询问专

业医护人员的建议后再继续服用。

6. 怀孕期间是否可以服用抗糖抗氧闪释粉？

Vida Glow 闪释粉是经澳大利亚权威政府

部门药品管理局（TGA）批准的登记产品，

符合澳大利亚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同时也经

过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不含任何激素，但

因个人体质不同，我们仍建议孕妇在服用前

先寻求专业医护人员的建议，对于孕期服用

的其他任何产品都应如此。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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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口服液

DAILY ESSENTIAL 
日常基础系列







主要信息
水光精灵

击退粗糙细纹 喝出“爆水肌”

产品概念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玻尿酸含量逐渐减
少，皮肤的保湿力越来越差，皮肤会出现干
燥，皱纹等肌肤问题。与此同时由于紫外
线，环境污染，压力，熬夜等外界因素会使
肌肤屏障受损，导致补充水份和其他营养都
无法吸收。

产品优势
源自德国，匠心制造。
Vida Glow口服玻尿酸每瓶含100mg低分子
玻尿酸，分子量为50-70万道尔顿，可以有
效补充体内流失的玻尿酸及内源输送肌肤所
需养分。尤其适合干性皮肤、皮肤因年龄增
长而更加干燥或由于季节变化、旅行或刺激
性局部用药而定期受到严重皮肤脱水和过敏
困扰的人群。

核心功效
1. 赋活肌肤三维“水能量”：
a.强大锁水“能量”，牢固锁水，可以保持皮肤
水分、提高肌肤含水量、深层滋润、柔化细

官方指导价：¥498

化肌肤。
b.强效滋养“能量”，Vida Glow玻尿酸口服液
中含有多种强效活性成分，能深度滋养皮肤。
c.神奇维稳“能量”，含阿萨伊浆果萃取精华，保
护肌肤并使其维持充分水润的状态。

2.支持皮肤结构：玻尿酸源自于胶原蛋白和弹性
蛋白的交界处，并有助于建立结构稳定的基质。
它不仅增强结构的稳定性，还可带来更柔滑的肌
肤。当肌肤老化时，恰恰缺少连结胶原蛋白与弹
性蛋白的玻尿酸，从而导致细纹的出现。

3.促进细胞再生：玻尿酸有助于激活新细胞，随
着细胞数量的增加，不断填充皮肤间隙，有益于
减少皮肤的水分流失。当肌肤愈见饱满，可以最
大化程度减少细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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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信息

产品规格
25 ml*14 支
储藏于25°温度以下环境

服用方式
每天1-2支，摇匀口服。素食者也可服用。

温馨提示
玻尿酸耐受性良好，目前没有已知的服用玻尿
酸的副作用。如果使用产品过程中出现任何不
良反应，请立即停止使用并咨询专业医疗保健
人员。
不建议在服用药品的同时服用玻尿酸口服液。

ACTIVE INGREDIENTS MG / AMPOULE

   

Acai extract  150

Gotu kola   150

Citric acid monohydrate / 1-Hydrat E330 Citric 

Acid    

Hyaluronic acid sodium powder 500-700 kda   111

 equiv. Sodium hyaluronate 100

Vitamin C E300 L-ascorbic acid  80

Zinc gluconate   77.52

equiv. Zinc 10

Coenzyme Q10   25.77

 equiv. Q10 25

Vitamin B3 / Nicotinamide   16

Tomato extract 10% Lycopene   3.5

D-biotin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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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尿酸(透明质酸）
什么是玻尿酸(透明质酸)？
玻 尿 酸 ( 透 明 质 酸 ) , 也 被 称 为 海 鲁 罗 南
(Hyaluronan)，是一种糖氨基甘醇(GAG), 
由人体自然产生，其中大部分存在于皮肤、结
缔组织和眼睛中。事实上，体内50%的透明质
酸存在于皮肤中。   
玻尿酸(透明质酸)是皮肤层里面细胞外基质
(ECM) 的主要组成部分。

玻尿酸(透明质酸)的分解
玻尿酸(透明质酸)的周转率很快，在皮肤内持
续不到一天，在软骨里持续一至三周。玻尿酸
(透明质酸)的分解是由酶透明质酶自然触发
的，然而，它也可以因为自由基氧化应激而分
解。 身体自然补充已经分解的透明质酸，但随
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能力会下降。因此，随着
年龄的增长，体内的透明质酸数量逐渐减少。  
这种下降开始于19岁左右，在47岁时减半。在
60岁前再减半，然后从60岁至70岁再减半。  
皮肤的水分含量高度取决于皮肤的玻尿酸(透明
质酸）浓度，这就是为什么皮肤通常会随着年
龄的增长而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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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

摄入透明质酸(分子量800k和300k)可改善皮肤干燥状况：一项随机、双盲、

对照研究。

对35-60岁的女性受试者进行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受试者皮肤干

燥、下垂或眼角周围有皱纹。66名受试者被选中的原因是由于其右脸颊角质层

的水分含量低和粘弹性下降。受试者在研究前被随机分配入三组：安慰剂组、

800k透明质酸分子量组和300k透明质酸分子量组。 

治疗组受试者每天在早餐后摄入120毫克透明质酸，连续6周。在0、3和6周

时评估结果，然后在治疗结束后2周再次评估。皮肤科医生进行了多项测量和

皮肤检查。使用皮肤水分测试仪（Corneometer）测量角质层的皮肤水分。

使用皮肤弹粘性测试仪(Custometer)测量皮肤粘弹性。 

结论：

研究证实，每天摄取120毫克透明质酸（分子量：800k和300k），持续6

周，可以增加皮肤的含水量，改善如光泽度和柔软度等面部老化症状。

图1显示了试验期间接受透明质酸和安慰剂治疗的受试者的角质层皮肤含水量的变化。治疗结束2周

后，300k透明质酸组受试者的皮肤含水量明显高于安慰剂组（P<0.05)。

补充透明质酸的临床研究概述

皮
肤
含
水
量

摄入前            摄入3周          摄入6周      摄入结束后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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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

口服透明质酸可减少皱纹：一项为期12周的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

对22-59岁有鱼尾纹的男性和女性受试者进行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

受试者被随机分配到安慰剂组、2k透明质酸分子量组或300k透明质酸分子量

组。治疗组的受试者每天服用120毫克，持续12周。

透明质酸组有16名受试者，300kDa透明质酸组有16名受试者，安慰剂组有

18名。 

结论：

本研究表明，在59岁以下的健康男性和22岁以上的健康女性中，口服分子量

2k或300 k的透明质酸12周，可以抑制皱纹，改善皮肤的光泽度和柔软度。由

此可见，服用透明质酸这种方法有可能保持皮肤健康。

图2摄入前和摄入后8周各组的外眼角图像 （Yoshida H等人）

安慰剂
（52岁）

2K透明质酸
（52岁）

300k透明质酸

基线 8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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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玻尿酸是否能空腹喝？

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可空腹也可餐后或者

睡前服用。

2. 玻尿酸可以和热饮一起服用吗？

玻尿酸口服液不具有热稳定性，不建议加热

或随温度超过40度的热饮使用。为保存玻尿

酸口服液中的化合物、维生素和抗氧化剂，

我们建议将口服液冷藏或室温保存供服用。

3. 玻尿酸和胶原蛋白可以一起服用吗？

完全可以。玻尿酸和水解胶原蛋白对皮肤有

不同的功效作用，二者对于维持皮肤健康、

光洁、饱满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两种

成分不仅对于水润的年轻肌肤有重要作用，

Vida Glow玻尿酸口服液还能与Vida Glow

海洋胶原蛋白系列产生协同增益效果。在每

日口服护肤惯例中加入这两种产品能对二者

的功效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含有大量玻尿

酸和胶原蛋白的皮肤具有饱满、光滑、有弹

性的特点。但人体的玻尿酸和胶原蛋白储备

会随年龄增长而减少，这也是为什么补充玻

尿酸和胶原蛋白是保持皮肤水润年轻的关键。

常见问题解答

4. 玻尿酸和闪释粉可以一起服用吗？

Vida Glow玻尿酸口服液与抗糖抗氧闪释粉

分别对抗不同的肌肤问题。

玻尿酸口服液给予肌肤充分的水分，帮助肌

肤补水、锁水的同时还能维稳肌肤，抵御水

分流失，使肌肤水润通透。

闪释粉可以帮助肌肤抵御糖化、氧化和炎

症。坚持服用产品可以有效抵抗和减轻自由

基对细胞的损伤，改善并稳固皮肤细胞组

织；对降低血糖水平的糖类代谢活动有促进

作用，减少体内糖化生成物堆积，抗击衰

老。超强补水力的玻尿酸口服液和抵御衰老

的抗糖抗氧闪释粉同时服用能为你提供肌肤

水润和年轻的肌肤方案。

5. 每天应服用几瓶玻尿酸？

建议每天1瓶，最多2瓶。 

6. 敏感肌能喝玻尿酸吗？

Vida Glow的玻尿酸复合素适用于干性皮肤、

皮肤因年龄增长而更加干燥或由于季节变

化、旅行或刺激性局部用药而定期受到严重

皮肤脱水和过敏困扰的人群。

7. Vida Glow玻尿酸开瓶后需多久用完？

打开后需存入冰箱，并尽快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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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漾凝时系列护肤品

DAILY ESSENTIAL 
日常基础系列







产品名称
Vida Glow海漾凝时系列护肤品

产品概念
当代女性对于肌肤保养尤为看重，熟龄肌更是
往往会伴随多种肌肤棘手问题同时出现。因此
除口服美容外，都市女性对于高效护肤品的需
求日益攀升。而作为以科研为本的口服美容品
牌领导者，Vida Glow看到市面上缺乏真正
精简有效的护肤品，更没有能和内服胶原蛋白
相辅相成的外用护肤品。因此，Vida Glow
携手瑞士顶级配方师及制造商，融入8年的海
洋胶原蛋白科研底蕴，历时18个月为用户高
级定制出这套独一无二的护肤品。内服外用、
内外兼修，让用户最大化体验到海洋胶原蛋白
的抗衰功效——这就是Vida Glow海漾凝时
护肤品系列。

产品优势
Vida Glow海漾凝时系列护肤品，将品牌对
海洋胶原蛋白的深厚科研底蕴，融入独家皇牌
珍稀海洋活性成分Lumiséa™。萃取海胆胶
原蛋白和海洋浮游生物提取物，向肌肤细胞释

放神经肽，瞬时提拉胶原纤维，将胶原蛋白
激 活 至 紧 致 状 态 。 与 口 服 海 洋 胶 原 蛋 白
1+1>2，内补饱满，外用提拉，内外兼修，重
现紧致丰盈肌肤。

核心功效
海漾凝时系列的三款产品均拥有独特配方，
针对肌肤痛点进行修复，全面唤醒肌肤年轻
态记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效护肤：

1. 紧致淡纹眼霜：击退鱼尾纹和表情纹，重
现眼周紧致轮廓
2. 塑颜焕活精华：抹去暗沉、透亮明皙，30
分钟淡化皱纹
3. 弹性记忆面霜：编织4D锁水网、提升胶原
密度，24小时长效水润丰盈

主要信息
海洋肌密，见证逆龄奇迹

源自瑞士，独家海洋成分，重现肌肤饱满紧致

官方套组价：¥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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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iséa™由海胆提取物和海洋浮游生物提
取物组成。Vida Glow团队利用海胆可以改
变体内胶原蛋白弹性的神奇能力，萃取出独
特的、来自海胆的水解胶原蛋白。这种水解
胶原蛋白中的活性物质可以向肌肤释放一种
被称为“信号分子”的神经肽，“命令”肌肤的胶
原纤维从放松状态激活至紧致状态，从而实
现迅速抚平细纹、提拉紧致、重塑肌肤弹性
的效果。 

随着年龄的增长，胶原蛋白流失加剧，因此
需要长期口服海洋胶原蛋白，由内而外补充
胶原蛋白，使肌肤更加饱满；另一方面，神

经肽也同样会随着年龄增长自然减弱，而
Lumiséa™中的海胆提取物，能够有效地刺
激和促进神经肽的释放，由外而内束紧胶原
纤维，快速应对皱纹和松弛，使肌肤更加紧
致。内补饱满，外用提拉，内外兼修，重现
紧致丰盈肌肤。

Lumiséa™中的另一种活性物质是萃取自海
洋浮游生物的胞外多糖，这种海洋活性物质
可以促进肌肤微循环，从而改善氧气流动，
让营养物质能更好地被输送到肌肤，使肤色
更明亮通透，展现出自然红润的好气色。

独家珍稀海洋活性成分 
Lumis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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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产品规格
紧致淡纹眼霜 15ML
塑颜焕活精华 30ML
弹性记忆面霜 50ML

使用方式

紧致淡纹眼霜
每日早晚各一次，每次取绿豆粒大小的眼霜，
涂抹于眼部。用配套按摩棒或无名指从眼皮上
方，由内向外的顺序轻轻按摩至吸收。请于清
洁肌肤之后，精华之前使用。

塑颜焕活精华
每日早晚各一次，每次取一至两泵，从下向上
涂抹在面颈部，并轻柔按摩帮助肌肤更快吸
收。请于清洁肌肤之后，面霜之前使用。

弹性记忆面霜
每日早晚各一次，每次取珍珠大小的乳霜，由
内向外均匀涂抹于面部。请于精华之后使用。

温馨提示
本产品仅供外用，请避免在破损的皮肤上使
用。请存放在15°C至25°C之间，远离阳光直
射，并避免儿童接触。

产品成分

紧致淡纹眼霜
Lumiséa™ (Vida Glow独家注册商标配
方，含来自海胆的水解胶原蛋白和来自浮游生
物的胞外多糖)，寡肽-2，乙酰六肽-1。

塑颜焕活精华
Lumiséa™ (Vida Glow独家注册商标配
方，含来自海胆的水解胶原蛋白和来自浮游
生物的胞外多糖)，稳定维生素C，维生素
B5。

弹性记忆面霜
Lumiséa™ (Vida Glow独家注册商标配
方，含来自海胆的水解胶原蛋白和来自浮游生
物的胞外多糖)，4种玻尿酸（透明质酸钠、
透明质酸钠交联聚合物、乙酰化透明质酸钠、
水解透明质酸钠），乳木果油，烟酰胺（维生
素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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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1. 海漾凝时系列护肤品临床研究

Vida Glow海漾凝时系列护肤品委托法国

权威科学实验机构对三个产品均进行了单独

的临床试验。每次试验为期八周，样本量为

32-33名女性，年龄区间在45-65周岁之

间，日夜使用产品后进行详细的肌肤测试和

数据变化的记录。 

Vida Glow海漾凝时系列护肤品同时还经

过了皮肤科测试，证明产品无致粉刺性/致

痘性，敏感肌可以使用。 

2. 系列产品临床研究结论：

紧致淡纹眼霜：

•    14 天后，检测到鱼尾纹的淡化和平滑 

(数据来自实验室检测） 

•    28天后，鱼尾纹减淡 (数据来自实验室

检测） 

• 28天后，76%的受试者同意黑眼圈减

淡 (数据来自受试者自评）

塑颜焕活精华：

•  30分钟内，84%的受试者皱纹减少 (数

据来自实验室检测） 

•  28天后，97% 的受试者皮肤柔软度提

高19%  (数据来自实验室检测） 

•   28天后，97%的受试者肌肤饱满度增

加 (数据来自实验室检测）

 

弹性记忆面霜：

• 14天后，观测到皮肤更加紧致、鱼尾纹/

皱纹淡化  (数据来自实验室检测） 

• 28天后，91%的受试者胶原蛋白密度增

加14% （数据来自实验室检测） 

• 28天后，79%的受试者同意产品具有抗

衰老功效（数据来自受试者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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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1. 产品是否含有胶原蛋白？

是的，海漾凝时系列护肤品的主要活性成份

Lumiséa™ 含有水解海胆胶原蛋白。

2. Lumiséa™有什么特别之处？

Lumiséa™是由Vida Glow注册的商标。

包含两种抗衰老海洋活性成份的强效配方，

来自法国布里塔尼浮游生物的胞外多糖和水

解海胆胶原蛋白。

3. 本产品可以在怀孕或哺乳期间使用吗？

本系列产品不含有任何可能进入身体并对母

亲和胎儿构成安全风险的刺激性成分，但我

们的产品在临床试验期间没有在孕妇或哺乳

期妇女身上进行测试。如有疑虑，请在使用

前与皮肤科医生或保健医生交谈。

4. 产品可以使用多长时间？

将产品储存在15°C至25°C之间，本系列三

款产品的保质期均为28个月。

5. 我可以将这产品与我目前使用中的护肤产

品结合使用吗？

海漾凝时系列护肤品包含眼霜，精华和面

霜，根据一整套完善的护肤程序进行设计，

因此将三款产品一同使用可获得最佳效果。

全系列产品均已采取严密科学测试，确保每

种配方成分不会干扰其他配方的有效性，因

此可以与其他品牌护肤品一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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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海洋胶原蛋白

DAILY ESSENTIAL
日常基础系列







产品名称
Vida Glow男士海洋胶原蛋白

产品概念
Vida Glow深知在当今社会，男性对于外表
的年轻魅力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市面
上的男性护理产品多停留在传统的外用形式，
缺乏便捷、有效、科学、由内而外的男士美容
产品。作为行业的挑战者，Vida Glow创新
推出针对男性多效合一的口服美容产品。一天
一条，通过三大维度，全面唤醒男性健康魅
力，实现魅力管理。

产品优势
Vida Glow男士海洋胶原蛋白采用复合配
方，基于自身对海洋胶原蛋白的深入研究，

针对男性生理特点添加天然草本成分锯棕榈
和五大协同成分，通过科学精密的融合，同
步对抗皱纹，预防和改善雄性脱发，并支持
男性荷尔蒙健康再生，三重赋能，焕活男性
魅力。

核心功效
男士海洋胶原蛋白根据男性生理特点，有针对
性的解决男性困扰，全面实现男性魅力管理： 
1. 皮肤粗糙，松弛下垂
2. 皱纹横生，面容尽显男士倦态
3. 雄激素性脱发导致的发量稀疏
4. 精力不足，状态不佳

主要信息
三重赋能，焕活男性魅力

男性专属胶原蛋白，实现男性魅力管理

官方套组价：¥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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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信息

产品规格
30条 X 4.5g/盒
储藏于25°温度以下环境，避免阳光直晒。

服用方式
一天一条，冲入常温水或饮料中搅拌均衡后
饮用。

温馨提示
男士海洋胶原蛋白经过严密科学配比，根据
男性每日健康所需营养摄入量制定，因此每
日一条即可满足日常所需。如果需要补充更
多胶原蛋白，请使用Vida Glow经典海洋胶
原蛋白。
本产品根据男性生理特点打造，我们不建议
女性使用。女性可以服用Vida Glow经典海
洋胶原蛋白。 

ACTIVE INGREDIENTS EACH SACHET (4.5 g) CONTAINS

   

HYDROLYSED COLLAGEN
 

 3000 mg

ZINC GLUCONATE
     EQUIV. ZINC

 38.8 mg
5 mg

  
ASCORBIC ACID (VITAMIN C)

 
100 mg 

COPPER GLUCONATE
     EQUIV. COPPER
 

 7.7 mg
1.1 mg 

SELENOMETHIONINE
     EQUIV. SELENIUM

 76.5 micrograms
30.6 micrograms 

BIOTIN  50 micrograms

 

 

SERENOA REPENS (SAW PALMETTO) 
DRY FRUIT EXTRACT 320 mg

 

EQUIV. SERENOA REPENS DRY FRUIT
  

 128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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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1. 海洋胶原蛋白临床研究

Vida Glow的海洋胶原蛋白进行了一项

双盲安慰剂对照实验，通过临床研究以

证实其对皮肤的抗衰老作用。试验由57

位受试者参与，每天服用2.5g海洋胶原

蛋白（剂量少于Vida Glow的一小袋)，

试验持续12周。

研究结论：

•  30分钟内，84%的受试者皱纹减少 (数据

来自实验室检测） 

•  28天后，97% 的受试者皮肤柔软度提

高19%  (数据来自实验室检测） 

•   28天后，97%的受试者肌肤饱满度增

加 (数据来自实验室检测）

2. 天然草本锯棕榈临床研究

在一项临床试验中，通过对100名年龄在

20-40岁之间的成人男性雄脱患者进行了

为期24个月的研究。每日受试者服用锯棕

榈约320毫克，观察锯棕榈对于男性雄脱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 

*Vida Glow男士胶原蛋白中，锯棕榈的

含量为320毫克，与临床测试剂量相同。

研究结论：

•  60%的男性在使用锯棕榈治疗后，脱发情

况得到稳定，没有进一步恶化  

•  38%的男性在使用锯棕榈治疗后，头发生

长增加

•  52%的男性在使用锯棕榈治疗后，头顶部

脱发改善

•  在实验中没有观测到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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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男士海洋胶原蛋白与经典海洋胶原蛋白有

什么区别？

Vida Glow男士海洋胶原蛋白每袋中同样含

有3g海洋水解胶原蛋白肽，此外还根据男士

生理特点添加了锯棕榈萃取物，以及五大协

同成分，形成科学精密的复合配方，在胶原

蛋白所提供的肌肤、头发和指甲的功效之

外，还可以为男性预防和改善雄性激素脱

发、激活男性荷尔蒙健康再生。

2. 我是女性，但我又有雄性激素脱发，我可

以使用男士海洋胶原蛋白么？

男士海洋胶原蛋白粉中所添加的锯棕榈可以

有效阻断雄性激素脱发源头DHT（二氢睾

酮），但由于锯棕榈治疗雄性激素脱发的临

床试验中没有女性受试者参与，因此出于安

全考虑，不建议女性服用本产品。

 

3. 男士海洋胶原蛋白与蕴发胶囊在防脱生发

方面有何区别？

蕴发胶囊属于Vida Glow高级修护系列，利

用有机成分AnaGain™深入毛囊基底，调节

常见问题解答

头发生长周期，从源头改善脱发困扰。 

男士海洋胶原蛋白粉中的水解胶原蛋白可以

直达真皮层，为毛囊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

同时，男士海洋胶原蛋白粉中，针对最常见

男性脱发原因—雄性激素脱发，全新添加天

然锯棕榈提取物，有效阻断雄性激素脱发诱

因DHT（二氢睾酮）的生成，改善雄性激素

脱发，预防地中海危机。 

4. 男士海洋胶原蛋白是否可以跟蕴发胶囊一

起服用？

完全可以同时服用。 Vida Glow全部产品的

配方均经过严密科学研发和测试，每种协同

成分均在安全服用剂量范围内，按照每日服

用剂量服用不会有任何超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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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REPAIR
高级修护系列







产品名称
Vida Glow 焕彩亮肤胶囊

产品概念
斑点和暗沉是全球女性最常见的肌肤问题之
一，但同时也是最难以根治的问题之一。紫
外线、荷尔蒙、不良饮食以及生活习惯等因
素都会导致色素过度沉着，从而产生斑点等
肤色瑕疵；不仅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皮
肤底层堆积的色素还会逐渐浮上表面，导致
斑点逐渐加剧。随着全球消费者对无瑕透亮
肌的日渐热衷，Vida Glow历时18个月研发
出了滤镜胶囊，专为祛瑕提亮、实现肤色管
理而生。

产品优势
Vida Glow滤镜胶囊采用了备受赞誉的专利
成分SkinAx2™，其融合了来自法国香槟产

区的葡萄籽和甜瓜提取物，能提亮暗沉的肤
色，令用户肤色均匀、闪耀光采。滤镜胶囊
中富含抗氧化剂、植物提取物、维生素、矿
物质和类胡萝卜素等，多种活性成分协同作
用，共同祛除瑕疵，焕亮皮肤，实现专家级
肤色管理，让用户的肌肤无瑕透亮，有如滤
镜加持。

核心功效
滤镜胶囊能针对性解决下列各种肌肤瑕疵问
题，实现全方位的专家级肤色管理：
1. 各种色素沉着造成的肌肤瑕疵
2. 粉刺痤疮后遗留的痘印问题
3. 压力、缺乏睡眠导致的黑眼圈
4. 肤色暗沉不均、局部色素过度沉着
5. 换季或敏感导致的泛红/红血丝问题

主要信息
吃掉 “滤镜” 自带滤镜

无瑕透亮 专家级肤色管理

官方指导价：¥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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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信息

产品规格
30粒/瓶
保存于25 °C以下环境，远离潮湿、热源、避
免阳光直射

服用方式
一天一粒，随餐或餐后服用。

温馨提示
本品针对18岁以上人士开发，避免在孕期和
哺乳期使用。由于咖啡因可能会影响本品中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收，最好与含有咖啡因
的饮料（如咖啡和茶等）间隔一个小时以上
服用。

ACTIVE INGREDIENTS EACH CAPSULE CONTAINS

   

SKINAX2™  150mg

VITIS VINIFERA (GRAPE SEED) DRY SEED 
EXTRACT  

DERIVED FROM DRY SEED  

 
114.75mg
4g

  
CUCUMIS MELO (MELON) DRY JUICE 
CONCENTRATE  2.25mg

DERIVED FROM DRY JUICE

CYSTEINE

 83.25mg

ASCORBIX ACID (VITAMIN C)  16.5mg
EQUIV. ASCORBIC ACID (VITAMIN C)   12mg

ZINC CITRATE DIHYDRATE 16.5mg
EQUIV. ZINC   4.05mg

TAGETES ERECTA (MARIGOLD) DRY 
FLOWER EXTRACT

 

100mgDERIVED FROM DRY FLOWER
EQUIV. TAGETES ERECTA DRY FLOWER  

 
2mg

CONTAINS LUTEIN MINIMUM  10mg

TAGETES ERECTA (MARIGOLD) DRY 
FLOWER EXTRACT

40mg

 

DERIVED FROM DRY FLOWER
EQUIV. TAGETES ERECTA DRY FLOWER
  

 
800mg

CONTAINS ZEAXANTHIN MINIMUM 2mg

50mg

GLUTATHIONE 5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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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酱usei：“从小到大很少在意防晒这件事，

哪怕曾经有过长痘到烂脸程度，也没有做好

防晒工作，就导致暗沉的痘印和色斑都很

多。前一段时间开始服用了滤镜胶囊，每天

一粒，加上胶原蛋白，闪释粉和口服玻尿

酸，第三周后，即便出差护肤不到位也能感

觉肤色变好，第四周就能很明显地看到大块

斑点有淡化迹象。”

Lyco：“Vida Glow的胶原蛋白、闪释粉和

玻尿酸都让我皮肤有明显改善，滤镜胶囊也

不例外。打卡4周，肤色整体明亮度得到很大

的提升，痘印淡化的速度比之前快了，感觉

自己挖到了宝藏。目前还在继续打卡，期待8

周、12周的效果对比。”

小鱼小姐姐：“目前连续服用滤镜胶囊已经一

个半月了，每天一颗随餐吃，真的很方便。

一些新痘印和一些浅层的小斑点淡化的很

快，脸色瞬间变干净很多，化妆能省很多遮

瑕的功夫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让我有非常大

的信心继续吃下去。”

MsGary林嘉仪：“虽然我没有斑，但是从初

中开始就是一个战痘强者。小时候挤完痘痘

留下的痘印一下就消了。随着年纪增长，代

谢下降，痘印也消得越来越慢。滤镜胶囊上

市后，已经服用了4周，效果非常明显。之前

留下的痘印，消退要快很多，红血丝也渐渐

少了。脸部整体也有提亮。目前已经在吃第

二瓶，期待8周、12周后的完美蜕变。”

猫咪：“服用滤镜胶囊1个多月，最大感受是

肤色变亮了，晒斑和小雀斑淡化很明显，顽

固的黄褐斑也已经变小。我会坚持长期服

用，相信这款黑科技的产品可以替代其他祛

斑手段的不确定性！”

桂洁：“脸上斑虽然不多，但比较分散，肤色

也不太均匀，特别是鼻翼两边总感觉脏脏的，

加上毛孔也比较粗大，皮肤整体虽没有很大的

问题，但绝对是无法直视原相机的皮肤，服用

滤镜胶囊约21天左右，皮肤明显感觉通透了

些，更细腻了，也能看到斑点的淡化，会继续

服用，期待两个月、三个月之后的变化。”

Jelly_薛冻儿：“爱熬夜的我肤色真的是又黄

又暗沉，黑眼圈眼袋也是长期伴随着我，脸

上还有少许色素斑和痘印…服用滤镜胶囊1个

月，整个脸部肤色很明显地提亮了，痘印也

是很有效地淡化，我会坚持继续服用，有信

心滤镜胶囊给我带来更好的效果。”

用户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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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kinAx2™的临床研究

滤镜胶囊核心成分SkinAx2™的临床试验在法

国进行，为期8周，每日摄入量150毫克，共

有35名40-70岁的女性参与。

研究结论：

经临床试验，服用SkinAx2™ 8周后:

• 面部瑕疵显著减少18%

• 黑眼圈显著减淡12%

• 肌肤亮度提升26%

临床研究

2. 滤镜胶囊的临床研究

滤镜胶囊的临床试验由Vida Glow合作法国权

威科学实验机构Eurofins进行，为期12周，

每日摄入量一颗滤镜胶囊，共有66名30-65

岁的女性参与。

研究结论：

经临床试验，服用滤镜胶囊12周后:

• 黑色素指数下降15%

• 93%受试者认为自己的肤色更加均匀

• 100%受试者对产品功效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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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SkinAx2™只选取法国香槟产区的

葡萄籽？

SkinAx2TM所选取的葡萄籽都来源法国北部

的香槟产区。经研究证实，这里出产的葡萄

所含的黄烷醇单体浓度比其他地区的葡萄都

要高。黄烷醇单体具有抑制黑色素生成、显

著减少色斑的作用。

2. 为什么要做成胶囊形式？

为了保护敏感的活性成分SkinAx2TM免受胃

酸破坏，本品采用了植物纤维素胶囊。胶囊

在经过小肠时可被充分溶解，以达到最好的

吸收效果。

滤镜胶囊可供素食用户服用，不含麸质，非

转基因并采用叶绿素着色，保障了产品的安

全性，请用户安心服用。

3. 为什么滤镜胶囊要随餐或餐后服用？

因为滤镜胶囊中含有亲脂性的营养物质类胡

常见问题解答

萝卜素，通常我们建议在餐后摄入这类活性

成分，以帮助它们在体内的吸收和利用。

4. 滤镜胶囊可以和其他Vida Glow产品一

起服用吗？

完全可以。

Vida Glow胶原蛋白能够增强皮肤弹性，延

缓自然衰老。同时使用胶原蛋白和滤镜胶囊

能达到肤色紧致和光泽的效果。

闪释粉主要针对糖化和氧化所带来的过快衰

老问题，以及不良饮食和生活习惯带来的肌

肤黄气等问题。同时使用闪释粉和滤镜胶囊

能同时对抗过快衰老和肤色不均的问题。

玻尿酸口服液主要用于深度滋养皮肤，帮助

增强皮肤活性和柔化皮肤细纹。同时使用玻

尿酸口服液和滤镜胶囊，可以达到肤色焕亮

和水润滋养的双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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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ADVANCED REPAIR
高级修护系列

蕴发胶囊







产品名称
Vida Glow蕴发胶囊

产品概念
从肌肤到秀发——Vida Glow高级修护系列
的又一创新。蕴发胶囊，历时近2年研发，专
为当代人的健康美丽而开发。潜心研制的多
效创新配方，明星成分AnaGain™与多种维
生素和微量元素协同作用，根源对抗脱发，
支持秀发生长，再现浓密发量。一天一粒、
服用便捷的素食胶囊，经过澳大利亚药监局
TGA认证，安全高效。

产品优势
蕴发胶囊的明星成分AnaGain™深入毛囊
最基底，直接调节头发的生长周期，让三
个阶段回归平衡，自然浓密。AnaGain™
甄选来自瑞士的有机豌豆苗萃取物，这种
活性物质可以深入真皮层，直达位于毛囊
最基底的毛乳头细胞。AnaGain™在毛乳
头细胞层刺激其中的FGF7和Noggin头蛋
白的基因表达，这是两种在毛乳头细胞中
合成的特征明确的信号化合物，其中FGF7
可以刺激毛发生殖细胞增殖，从而启动新
的生长期，唤醒秀发新生；Noggin头蛋
白则可以抑制休止期，让头发更少脱落。

核心功效
1. 强效活性成分AnaGain™，深入毛囊最基
底，调节生发周期，实现根源防脱 

毛发的生长周期分为三个阶段：生长期、退行
期和休止期。蕴发胶囊的强效活性成分
AnaGain™选用来自瑞士的有机豌豆苗萃取
物，深入位于毛囊最基底的毛乳头细胞，刺激
FGF7（促进生长期）和Noggin头蛋白（缩
短休止期）这两大生长因子，从而充分激活毛
乳头细胞，调节生发周期，从源头改善脱发，
令秀发再现浓密。
2. 八大协同成分，全面补充生发所需的维生
素和微量元素 
蕴发胶囊富含墨角藻提取物、生物素、铁、维
生素C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全面补充脱
发女性常见缺乏的营养成分，协同促进秀发健
康再生。
3. 临床研究证实，服用28天即可减少脱发34% 
AnaGain™经过充分临床研究，且被许多学
术期刊论文刊载记录，证实其可以在服用一个
月后有效减少脱发达34%
4. TGA认证，安全可靠 
蕴发胶囊每日只需服用一粒，经澳大利亚药监
局认证备案，功效和安全性都有充分的保障。
5. 一天一粒，便捷防脱 
不同于大动干戈的植发、需要对镜涂抹的育发
液，或市面上其他每天需要服用2-6粒的口服
生发产品，Vida Glow蕴发胶囊只需每天服
用一粒，非常便捷，充分适应当代人的快节奏
生活。

主要信息
焕「发」生机，从「头」变美

官方套组价：¥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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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信息

产品规格
30粒/瓶
请存放于25°C以下的环境，避光、避热、避
湿。请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服用方式
每日一次，每次一粒，随餐服用

温馨提示
蕴发胶囊不含已知过敏源。如若出现任何不
适症状，请立即停止服用，并咨询专业医
生。空腹服用锌或铁有可能导致肠胃不适。
本品不建议孕妇和哺乳期女性服用。本产品
纯素食友好。

ACTIVE INGREDIENTS EACH CAPSULE CONTAINS

   ANAGAIN™ NU
PISUM SATIVUM(PEA)SHOOT
DRY EXTRACT
      DERIVED FROM DRY SHOOT)

 100mg
120mg

  
FUCUS VESICULOSUS(BLADDERWRACK)
BLADE & STEM DRY POWDER  15mg

EQUIV. LODINE

SELENOMETHIONINE
     EQUIV. SELENIUM

 10.5 micrograms

ASCORBIC ACID (VITAMIN C)

 110 microgramsBIOTIN

 POTASSIUM IODIDE
 

183 micrograms
139.5 microgramsEQUIV. LODINE 

CALCIUM PANTOTHENATE
 

10.9mg
EQUIV. PANTOTHENIC ACID

 
10mg

 

ZINC GLYCINATE

18.3mg
 

 

5mg
IRON (IL) GLYCINATE

 

75.6 micrograms
30.3 micrograms

 

EQUIV. ZINC

EQUIV. IRON

10mg

49mg
15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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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AnaGain™的临床试验

AnaGain™的临床试验有21名高加索人（3

名男性、18名女性，年龄为22至63岁）参

与，受试者均有轻度至中度的脱发（每天脱发

≥100根）。该研究在位于瑞士纳沙泰尔的皮

肤测试研究院进行，受试者每天摄入100mg

的AnaGain™，持续8周。

在基线（t0），第28天（t1）和第56天

（t2），研究人员分别在早上和晚上统计受

试者掉落的头发数量，并对受试者的头皮进行

皮肤学评估。同时，在研究结束时（t2），

受试者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以评估对治疗效

果和其头发状况的满意度。

研究结论：

-使用AnaGain™治疗28天之后，受试

者平均脱发数量减少34% 

-使用AnaGain™治疗56天之后，受试

者平均脱发数量减少37% 

-使用AnaGain™治疗56天之后，71%

的受试者认为自己的整体发质得到了改善 

-使用AnaGain™治疗56天之后，95%

的受试者脱发数量都得到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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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蕴发胶囊与Vida Glow海洋胶原蛋白对于头

发生长的功效有何区别？

Vida Glow海洋胶原蛋白利用专利水解技术，

将胶原蛋白从30万道尔顿分解为最低低至

2000道尔顿，真正做到进入血液、在真皮层

发挥功效，改善毛囊细胞生存环境，从而促进

秀发健康生长。

与此同时，富含强大活性成分AnaGain™的蕴

发胶囊，则是直达位于毛囊最深层的毛乳头细

胞，在这里直接激活生长因子、调节生发周

期，根源对抗脱发。

海洋胶原蛋白在头皮的真皮层中创造出“肥沃的

土壤”，蕴发胶囊让本来延迟生长的头发能按时

“破土而出”，两者双管齐下，让秀发再现浓密

丰盈。

2. 使用多久可以见效？

Vida Glow 蕴发胶囊采用明星成分AnaGain™，

甄选瑞士有机豌豆苗萃取物，拥有强效活性，

可深入毛囊最底层，帮助头发延长生长期，减

短休止期，从而完成秀发生长周期的健康平

衡，实现根源防脱，再现茂密秀发。

根据临床试验和大量消费者的使用体验，蕴发

胶囊在服用28天后头发脱发显著减少34%。但

由于头发生长是一个缓慢的进程，因此如果您

在服用2瓶后效果显著，推荐后续继续使用4个

月，也就是共计6个月以达到巩固效果的作用。

3. 蕴发胶囊的作用原理是什么？

脱发的类型和原因极为复杂多样，但无

论哪种脱发，其病理性变化都是一致

的——头发的生长周期发生了变化：生长

期持续时间减少，休止期延长。而这样

的恶性循环导致新生的头发不足以“填

补”脱落的头发，最终造成了脱发。

Vida Glow蕴发胶囊采用强效活性成分

AnaGain™，可深入位于毛囊最基底的

毛乳头细胞，刺激FGF7（促进生长期）

和Noggin头蛋白（缩短休止期）这两大

生长因子，从而充分激活毛乳头细胞，

调节生发周期，从源头改善脱发，令秀

发再现浓密。

4.蕴发胶囊是否可以和Vida Glow其他

产品一起服用？

完全可以。我们的每一款产品都经过严

格科学配比，从根源出发，解决美容方

面的问题。每款Vida Glow产品在配方

时都经过精心测算，确保可以和其他VG

产品一起服用，为用户同步解决多种美

容问题。

如果您有脱发的困扰，我们推荐您搭配

使用蕴发胶囊和Vida Glow海洋胶原蛋

白，改善头皮环境、激活秀发新生。

常见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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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产品使用方案 

抗老三剑客

抗老抗衰是美容与健康不变的话题，从20
岁开始胶原蛋白会流失，皮肤水分减少，
环境压力和不健康饮食都会加重衰老。 

VG的抗老三部曲从胶原蛋白补充、源头解
决氧化应激和深层补水滋养的角度，帮助
繁忙的都市人由内而外精简对抗衰老。 

据行业报告显示，无暇透亮肌已成为当代
追求天然美丽女性的新护肤趋势。胶原蛋
白和滤镜胶囊可以相辅相成组成“瓷娃娃
CP”，共同作用于从细胞层让肌肤实现饱
满焕亮,并深层击退由黑色素引起的雀斑和
肤色不均，通过改善肌肤瑕疵实现净透肤
色,实现无瑕透亮。

现今脱发问题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现
象，受到发量困扰的人群也逐渐年轻化。

胶原蛋白可以解决身体自然衰老带来的胶
原蛋白的缺乏，改善毛囊细胞生存环境，
从而促进秀发健康生长。搭配富含科学配
方的蕴发胶囊激活生长因子、调节生发周
期，根源针对脱发问题。而对于既想从毛
囊根源改善生发周期，也想有效阻断雄性
激素脱发诱因的男性，可以同时服用男士
海洋胶原蛋白和蕴发胶囊。

针对想要全面抗衰的用户推出的护肤品系
列可以精简有效地和口服胶原蛋白共同内
外作用，口服胶原蛋白补充体内随着年龄
不断流的胶原蛋白;结合外用海漾凝时系列
护肤品外部紧致提拉,重塑肌肤的年轻态紧
致丰盈。

肤色管理
瓷娃娃

蕴发系列

内外胶原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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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Vida Glow由内而外焕发你的美

关注我们

微信公众号: Vida Glow

微信视频号: VidaGlow澳洲 

微博: VidaGlow

小红书: Vida Glow

抖音：Vida Glow官方旗舰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