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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皮肤屏障受损的发生率越来越高。

生活中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皮肤屏障受损，例如疾病、医美手术并发症或术后护

理不当、药物治疗、生活环境与生活习惯等。但是，大众对皮肤屏障的认知却很有

限，对于如何更好地处理皮肤屏障受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是知之甚少。

为此，专注皮肤屏障修护的专业品牌绽妍于2022年4月在中国专业的皮肤

科医生价值平台优麦医生进行了《皮肤屏障修护问题临床诊疗现状》调研，从皮

肤领域专业人士与消费者端进行双向调研，了解当前大众对皮肤屏障修护的认

知。本次调研共有30个省份264个城市256家医院的2072位皮肤领域专业人士和

1000名消费者分享了自己的认知。

调研结果显示，虽然消费者普遍认可皮肤屏障的重要性，但却对“皮肤屏障”

及“皮肤屏障损伤”的认知极其匮乏：35%的消费者对皮肤屏障受损认知不足，近

33%的消费者不能很好地区分“皮肤屏障受损”和“皮肤敏感”；有意思的是，在皮

肤领域专业人士调研中，发现皮肤受损最主要的原因是日常护肤不当，而在消费

者调研中也显示，仍有高达70%以上患者不能找到合适的功效性护肤品类型或

不能把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因此，皮肤屏障知识的科普，以及功效性护肤品的正

确选择和使用指导对当前的消费者来说非常重要。

绽妍生物有着近30年皮肤治疗的药物行业背景，专注解决皮肤屏障问题。秉

承着为消费者解决皮肤屏障困扰的初心，绽妍基于两千多名皮肤领域专业人士

的专业建议，联合中国人群皮肤影像资源库（CSID）对正常皮肤屏障和受损屏障

进行对比研究，与皮肤科医生价值平台优麦医生共同发布《2022皮肤屏障白皮书》。

向消费者传递专业护肤知识的同时，也向广大医学行业从业者传递专业的屏障

修护之声，为国民皮肤健康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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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对人体而言起着重要的屏障作用，随着环境污染日益加重和精神压力增加、

不当护肤等，皮肤屏障受损发生率逐渐升高。

调研发现，近90%的消费者中，近1年内发生过皮肤泛红、紧绷、瘙痒、脱屑、刺痛

等皮肤屏障受损的症状（表1）；虽然消费者对皮肤屏障的重要性有所认知（表2），但依

然有35%的消费者对皮肤屏障受损症状认知不足（表3），在处理皮肤屏障受损问题

中，仍有高达70%以上患者不能找到合适的功效性护肤品类型或不能把握正确的使

用方法（表4）。此外，还有近一半的患者对屏障受损问题放任不管（表4），这对于皮肤屏

障受损的修护和治愈是极为不利的。

皮肤屏障受损发生率这么高，患者却不认识它！

皮肤屏障患者现状1

最近�年，您的面部皮肤出现过如下哪些问题？

5.2%

11.2%

11.7%

15.1%

15.1%

21.4%

23.5%

34.7%

45.9%

52.6%

其他
皮肤很好，从未出现上述问题

皮肤有灼热感
皮肤容易受环境或者化学物质

皮肤有刺痛感
皮肤脱屑
皮肤瘙痒
皮肤紧绷

皮肤发红/泛红
皮肤干燥起皮

您认为皮肤屏障对皮肤健康重要性如何？

非常重要
40.8%

重要
34.5%

不太了解
16.8%

一般
5.4%

不太重要
1.6%

完全不重要
0.9%

图源 : 你了解皮肤屏障问题么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图源 : 你了解皮肤屏障问题么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近90%的消费者中，近1年内发生过皮肤泛红、紧绷、瘙痒、脱屑、刺痛等皮肤屏障受损的症状

超过70%的消费者对于皮肤屏障的重要性有认知

表2

表1

面部皮肤受到刺激（如洗涤剂、机械损伤等）时，皮肤角质层屏障会受损，出现皮肤干燥、脱屑、
发红、瘙痒、刺痛、耐受性变差等症状，简称为「皮肤屏障受损」，对此您的了解程度是？

17.4% 14%

21.4%
20%

27.2%

我很了解，且买功效性护肤品
时会挑选含有屏障修护成分的
产品

比较了解，日常护肤
过程中会多加注意

稍有了解，偶尔
会留意皮肤状况

完全不了解

不太了解，以为和「皮
肤过敏」是同一回事

图源 : 你了解皮肤屏障问题么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近35%的消费者对皮肤屏障受损认知不足

表3

图源 : 皮肤屏障修护问题临床诊疗现状调研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21.9%

50.0%

73.0%

73.2%

0% 20% 40% 60% 80%

被诊断之后，除了接受外用药和服用中药，不接受其他现代医学治疗

被诊断之后放任不管，病情更加严重至有损容风险的时候才就医

被诊断之后，不遵医嘱，自己用熟人或者网络信息推荐的各种偏方治疗

被诊断之后，还自己乱用功效性护肤品，甚至劣质护肤品

您所接触的皮肤屏障受损患者中，会有哪些不科学的举措？表4

仍有高达70%以上患者不能找到合适的功效性护肤品类型或不能把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时至2022年，消费者对皮肤屏障受损已有初步的认识（表5），但不足以分辨具体

的皮肤屏障受损表现，近33%的消费者不能将其与“皮肤敏感“的概念很好地区分开

来。皮肤领域专业人士认为，“敏感性皮肤”是特指皮肤在生理或病理条件下发生的一

种高反应状态，主要发生于面部，临床表现为受到物理、化学、精神等因素刺激时皮肤

易出现灼热、刺痛、瘙痒及紧绷感等主观症状，伴或不伴红斑、鳞屑、毛细血管扩张等

客观体征，而皮肤屏障功能受损是导致皮肤敏感状态的因素之一，同时，“皮肤屏障受

损”也可以存在于其他非“敏感性皮肤”的人群。

“皮肤屏障受损”和“皮肤敏感”是一回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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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皮肤屏障受损”和通常说的“皮肤敏感”是一回事么？

不是，皮肤敏感是屏障受损的一种表现

不确定，需要进一步了解
是一个意思

11.9%
21.4%

66.80%

近 33% 的消费者不能很好地区分“皮肤屏障受损”和“皮肤敏感”的区别

表5

图源 : 你了解皮肤屏障问题么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调研结果显示，26-45岁的中青年女性是皮肤屏障受损的主要群体（表6），约占此

次调研人群的61.3%。对于皮肤屏障受损这类好发损容性皮肤问题，女性会比男性更

加关注，尤其是爱美的年轻女性（表7）。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皮肤屏障受损？

患者性别分布

女:男-1:10左右
女:男-1:3左右6.6%

5.3%

女:男-1:1左右
2.6%

女:男-3:1左右

44.4%

女:男-10:1左右

41.1%

表7

临床中咨询皮肤屏障修护问题的女性患者更多
接近85%的皮肤领域专业人士认为，门诊中皮肤屏障受损的女性患者更多。

其中44.4%的皮肤领域专业人士认为，门诊中皮肤屏障受损的女性患者是男性患者的三倍。
41%的皮肤领域专业人士认为皮肤屏障受损的女性患者是男性患者的十倍。

图源 : 皮肤屏障修护问题临床诊疗现状调研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患者年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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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 : 皮肤屏障修护问题临床诊疗现状调研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表6

中青年是皮肤屏障受损的主要群体
在参与调研的2072名医生投票中，26~35岁的患者群体有1554票，占总数的34.4%；

36~45岁的患者群体有1216票，占总数的26.9%。



皮肤屏障在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抵抗外环境的有害因素方面具有重要的作

用。皮肤屏障受损后，对于外界病原、刺激物的抵御作用下降，容易诱发和加重皮肤相

关疾病。

狭义的皮肤屏障通常指最外层表皮角质层的物理性屏障结构，又称为渗透性屏

障。主要由角质层细胞和细胞间的“脂质”和“天然保湿因子”形成“砖墙结构”，其表面

附有“皮脂膜”，由此共同形成了一道人体天然保护屏障（图1）。表皮角质层细胞就像“

砖块”，而角质层细胞之间的“脂质”和“天然保湿因子”就像“灰浆”使角质细胞之间紧

密相连，减少水分流失，使皮肤维持重要的屏障功能。同时，也防止皮肤表面微生物或

体外化学物质的侵入而造成损伤。

皮肤屏障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皮肤屏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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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核角质细胞

角质细胞

细胞间脂质

NMF
（天然保湿因子）

附着到皮肤上的微生物菌群

pH值：4.1-5.8

皮
肤
屏
障

微生物膜

皮脂膜

角质层

广义的皮肤屏障除了物理屏障之外，还包括微生物屏障、化学屏障、色素屏障、免

疫屏障、神经屏障等（图2）。

微生物屏障由皮肤表面微生物群落形成，具有营养作用、参与皮肤细胞代谢、保

持皮肤生理功能和自净作用；

化学屏障可维持皮肤局部微环境的热、电生理稳态，抵御化学物质渗透，防止皮

肤的水、电解质、营养物质等流失；

色素屏障可通过各类物质吸收紫外线，或清除光损伤产生的氧化产物，从而达到

对皮肤的光防护效果；

免疫屏障可通过皮肤中的各类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主导皮肤产生免疫应答反应，

可以减少皮肤瘙痒、刺痛、紧绷和泛红等反应；

神经屏障则是体内免疫细胞与皮肤感觉神经元直接沟通，诱发相关免疫反应导

致慢性疼痛、皮肤瘙痒等不适。

·灰浆
·保湿层
·防止化学物质和微生物渗透

脂质-“渗透屏障”作用

·砖
·物理阻挡水分丢失
·阻挡化学物质和微生物侵入

角质细胞-“机械屏障”作用

[图1]

[图2]

 

 

基底层

基底膜带

真皮

棘层

颗粒层

微生物

角质层

微生物屏障

物理屏障

化学屏障

免疫屏障

神经屏障

细胞外基质

LC

T ILC

各类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
  

 抗微生物肽
天然保湿因子

嗜酸性粒细胞
巨噬细胞

皮神经
(皮肤感觉神经元) 

中性粒细胞

T 细胞T

固有淋巴细胞ILC

免
疫
细
胞

文献来源：DOI:10.1016/j.jdermsci.2021.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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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部皮肤受到刺激（如洗涤剂、机械损伤、不当护肤等）时，皮肤出现干燥、脱屑、

发红，伴有瘙痒、刺痛等不适，同时耐受性变差，简称为「皮肤屏障受损」。

而敏感性皮肤、激素依赖性皮炎、特应性皮炎、痤疮等皮肤问题或皮肤疾病的发

病机制中，皮肤屏障功能受损也占据了重要地位，经过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导致皮

肤保湿能力下降、经皮水分流失增多、局部炎症反应加重，从而引发干燥、瘙痒、灼热、

疼痛、紧绷感等不适的主观症状，同时可能出现红斑、脱屑、表皮萎缩、色素沉着、毛细

血管扩张等临床表现。

调研结果显示，大多数皮肤领域专业人士认为，皮肤屏障受损部位多发生在面颊

部、颧部、鼻周，以及额部（表8），而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包括：皮肤发热和灼热感、出现

片状或弥漫性红斑、皮肤干燥脱屑、瘙痒等（表9）。

皮肤屏障受损会有哪些症状，你能辨别吗？

皮肤屏障受损有哪些表现3

以下皮肤屏障受损的临床表现，您觉得哪项最常见表9

皮肤有发热、 
灼热感

皮肤有刺痛感 片状或弥漫性
红斑

皮肤有紧绷感 皮肤干燥、脱屑瘙痒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751

514

307

234

153

113

94

380

364

379

390

465

468

394

416

270

239

285

260

277

382

444

383

326

150

248

298

423

525

428

349

259

305

322

382

455

大多数医生认为皮肤屏障受损的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是：
皮肤有发热、灼热感、出现片状或弥漫性红斑等。

您在临床上，最常见的皮肤屏障受损患者的病损部位为

105

203

239

299

648

932

1344

1745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颊部

颧部

鼻周

额部

 颞部

 颏部

四肢

躯干

表8

临床上，皮肤屏障病损部位多发于：颊部、颧部、鼻周，以及额部和颞部。

图源 : 皮肤屏障修护问题临床诊疗现状调研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图源 : 皮肤屏障修护问题临床诊疗现状调研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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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屏障为什么会受损？要注意这些“不小心”

皮肤屏障受损原因4

0.6482 cm

您在接诊过程中，以下哪些是导致皮肤屏障受损最常见情况？

临床中首选常见的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的原因：滥用护肤品 > 不正规的美容服务 > 外用药使用不当。

滥用护肤品

不规范、不正规的美容服务

外用药使用不当

阳光照射/空气污染/炎症

种族/皮肤类型/季节交替因素/温度变化

医美术后

劳累、情绪与心理健康

激素水平

人体内分泌

遗传倾向

年龄因素

其他:刷酸、戴口罩、过度洗浴、肌肤疾病等 9

220

265

279

323

470

612

855

992

1537

1824

1890

表10

图源 : 皮肤屏障修护问题临床诊疗现状调研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生活中，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皮肤屏障受损，例如各类皮肤病本身导致，或因日

常不当的护肤、医美操作或术后护理不当、药物治疗、紫外线照射、不当生活习惯等

（表10）。

1. 自身皮肤疾病导致：

皮肤屏障受损与相关皮肤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息息相关，比如特应性皮炎、皮炎湿

疹类疾病、痤疮、银屑病、激素依赖性皮炎、玫瑰痤疮、鱼鳞病、其他湿疹样皮炎等，可

能伴随一些敏感、泛红、干燥、瘙痒、刺痛等症状。

2. 医美术后皮肤屏障受损：

医美操作并发症或术后护理不当，也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比如各类光电治疗、

化学焕肤、注射治疗、各种侵入式操作等，都会使皮肤屏障遭到不同程度的一过性损

伤，出现短期的皮肤敏感、干燥、刺痛等不适症状。

3. 治疗疾病的药物刺激：

皮肤病常常需要使用外用药物促进皮疹消退以及症状缓解，但可能导致局部皮

肤屏障受损，出现病情反复。

如特应性皮炎/湿疹长期外用糖皮质激素或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痤疮的口服

或外用维A酸类药物治疗等，易导致皮肤屏障功能损伤，出现皮肤敏感、灼热、刺激、干

燥等表现。

4. 不当生活习惯和护肤习惯：

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PM2.5、各类清洁剂、微塑料和其他刺激因素的加重均

会破坏皮肤屏障。同时，一些生活习惯如劳累、精神压力、生活作息不规律、戴口罩等，

和护肤习惯如日常的不当护肤、过度清洁、过量紫外线照射等，都会造成或加重皮肤

屏障的受损（图3）。

[图3]

生活中不少因素会导致皮肤屏障受损，皮肤领域专业人士认为，通过正确的护肤习惯，
选择合适的功效性护肤品，可修护皮肤屏障或避免受损。

精神因素

护肤不当

紫外线照射

过度清洁

生活作息不规律

PM2.5长期戴口罩

烟、酒

皮肤屏障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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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如何才能保护皮肤屏障？

皮肤屏障受损解决方案5

临床中对于皮肤屏障的治疗方案，除了常采用外用药物或光电治疗等进行修

护，还经常选择专业的功效性护肤品进行辅助治疗（表11），也是修护皮肤屏障的关

键所在，它们往往在功效性和安全性已获得临床验证，同时拥有大量的数据支持。

比如选用舒缓、修护、保湿类功效性护肤品，有利于促进皮肤屏障修护，增加皮

肤含水量，减少经表皮水分流失，达到滋润皮肤、改善皮肤敏感、泛红、灼热、刺痛等不

适的问题。需足量、多次使用，且沐浴后立即使用效果更佳。此外，当合并一些湿疹、特

应性皮炎、鱼鳞病等皮肤屏障受损的疾病时，更应加强保湿润肤，有助于改善病情。

当发现皮肤问题或皮肤疾病时，需要在皮肤科医生的指导下配合治疗并进行合

理的护肤，保持耐心，树立信心，使皮肤能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选对功效性护肤品，也是成功一大步

您对皮肤屏障的治疗方案中，可能会包含

临床上，常采用的医学治疗方案包括：外用药、光电治疗、冷喷治疗。
常采用的日常护理方案：防晒、使用功效性护肤品。

2

139

1379

1999

0 500 1000 1500 2000

防晒：防晒霜、防晒用品等

使用功效性护肤品

心理咨询

其他：精简护肤等

日常护理

7

43

397

562

420

984

1082

1104

1143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外用药：糖皮质激素等
光电治疗：射频治疗等

冷喷治疗
口服药物：抗生素类药物等

冷膜治疗
中医/中西医结合：复方中成药等

口服药物：抗抑郁类药物等
 中医/中西医结合：按摩等

其他：舒敏治疗等

医学治疗方案

表11

图源 : 皮肤屏障修护问题临床诊疗现状调研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

1. 皮肤疾病的规范诊疗与正确护理：

与皮肤屏障受损相关的疾病尤其繁多，不少疾病是皮肤科常见病，然而有不少患

者会因为种种原因延迟就诊或未规范诊治和护理，造成患者病情反复或加重。其实，

修护皮肤屏障是治疗方案中关键的一环，合适的功效性护肤品可辅助改善病情，甚至

对于有些疾病，仅仅加强皮肤屏障的修护即可有很好的改善。 

2. 医美术后，注重皮肤屏障的修护：

改善医美治疗带来的皮肤屏障损伤，主要以镇静、舒缓、抗炎、保湿、修护为主。可

使用冷敷、冷喷来减轻疼痛感或灼热感。同时避免日晒、抓挠治疗区域，并选择保湿、

舒缓、修护类功效性护肤品来修护皮肤屏障。 

3. 合理使用功效性护肤品，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 

疾病治疗所使用的药物可能导致局部皮肤屏障受损，出现相应的皮肤不良反应，

可能降低患者对疾病治疗的信心，导致患者不按医嘱治疗或用药不规律。因此，选择

合适的功效性护肤品来加强皮肤屏障的修护并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对疾病的治疗

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4. 日常生活中，需要加强对皮肤屏障的保护意识： 

日常应遵循温和清洁、注重保湿、严格防晒的护肤原则，并根据个人肤质和皮肤

情况，经由医生评估后，选择合适的功效性护肤品，维护皮肤屏障的健康与稳定。同时，

应注意规律的生活作息，避免劳累和情绪波动，减少进食辛辣刺激食物， 戒烟酒，避免

处于过冷、过热或过于干燥的环境中，以免皮肤屏障受损。

TIPS 清洁：温和清洁，不使用含有皂基及偏碱性、表面活性剂剂量较高、或含有酒精的
清洁产品；禁用祛角质产品；宜用温水洁面，避免频繁清洗和暴力搓洗。 

保湿：可选择保湿类功效性护肤品，夏天可使用保湿乳，更加清爽；冬天皮肤干燥
可使用含脂类保湿霜，加强保湿效果。 

防晒：避免紫外线过度照射，减少皮肤屏障破坏和光老化的产生。可选择防晒霜
和防晒用品如阳伞、宽沿帽子、太阳镜、防晒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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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护类]

神经酰胺

神经酰胺现已作为一种重要的成分用于功效性护肤品。神经酰胺是皮肤中一种重
要的生理性脂质，是皮肤物理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参与皮肤免疫与其他多种细胞
生物学过程，其对于改善轻中度干性皮肤的干燥症状和修护皮肤屏障功能安全有效。

积雪草提取物

积雪草提取物用于功效性护肤品的主要活性成分为积雪草酸、羟基积雪草酸、积
雪草苷以及羟基积雪草苷。有十分良好的抗菌作用，可用于改善粉刺;能减少前炎症介
质的产生，提高和修护皮肤屏障功能，从而防止和纠正皮肤免疫功能紊乱，达到抗炎的
作用，可用于修护、舒缓类功效性护肤品中;积雪草提取物还可促进成纤维细胞和胶原
蛋白的合成，保持皮肤弹性及紧实感，改善面部细小皱纹。

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中羟脯氨酸、脯氨酸、甘氨酸的含量丰富，营养价值高，这些氨基酸也被
称为天然保湿因子。可以提高组织细胞的储水能力，对皮肤有较好的保湿作用，也可以
为皮肤提供营养，延缓皮肤老化，并具有促进组织再生的能力。

角鲨烷

角鲨烷是一种天然润滑剂，具有保湿润滑、防止皮肤失去水份、渗透力强、使皮肤
柔软等作用。角鲨烷还具有无害、无刺激性、低致敏性的特点，同时具有延缓皮肤老化、
修护皮肤屏障的作用，是化妆品中的理想原料。

纤连蛋白 

纤维连接蛋白是一种糖蛋白，可以促进伤口愈合、减轻局部炎症反应、促进细胞生
长和血管生成。此外，还可促进胶原蛋白再生。具有良好的皮肤屏障修护和改善肤质作
用。可应用于激光术后修护。

益生菌

益生菌可纠正菌群紊乱，达到调节免疫、抗氧化、抗菌（条件致病菌）等作用，有助
于微生态的平衡。外用益生菌及其相关代谢产物，可通过阻止或破坏致病菌在皮肤表
面生物膜的形成，抑制致病菌大量繁殖，维持皮肤表面微生物稳态。

36.7%
29.9%

30.2%3.2%

选 项 各选项人数 比 例

了解，并且我认可其功效

了解，从临床经验来看，功
效还行，但我还没找到充足
的循证证据支持

了解，但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和
一些文献资料，其功效甚微

还不太熟悉，想更多了解

619

626

66

761

29.9%

30.2%

3.2%

36.7%

超过三分之二的皮肤领域专业人士已对贻贝粘蛋白成分有所了解，近三分之一的皮肤领域专业人士已认可其功效，
贻贝粘蛋白的修护作用将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图源 : 皮肤屏障修护问题临床诊疗现状调研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

表12

功效性护肤品在皮肤屏障损伤修护过程中，主要扮演舒缓、修护、保湿的角色，

因此，如何选择功效性护肤品来修护皮肤屏障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以下成分按功效分类：

认识成分，“一技傍身”

红没药醇

红没药醇的身影经常能在各种舒缓类功效性护肤品中出现，具有抗炎、抗刺激作
用，可有效缓解灼热、刺痛等不适感，起到镇静、舒缓、修护的效果，还具有改善面部纹理
、增加皮肤水润度；减轻特应性皮炎与黄褐斑皮损的严重程度；减少粉刺形成等作用。由
于其成分相对稳定，光敏性低，也被广泛用于众多功效性护肤品的配方中。

贻贝提取物

贻贝粘蛋白（mussel adhesive protein，MAP）的舒缓功效表现不俗，具有较高的应
用潜力（表12）。其又被称为贻贝足丝蛋白，是在贻贝足的腺体内生成和储存的一种糖
蛋白，不仅可有效缓解烧伤后的瘙痒，减轻激光治疗后引起的红斑、水肿、脱屑、疼痛和
瘙痒等不良反应，进而达到舒缓功效；同时还可以抗炎、抗氧化、促进伤口愈合、修护皮
肤屏障的损伤。

[舒缓类]

您了解绽妍的生物活性成分：
贻贝粘蛋白（贻贝提取物）对修护皮肤屏障的机制与功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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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妍4D皮肤屏障分阶修护理论6
绽妍4D皮肤屏障分阶修护理论

渗透性屏障
即“砖墙结构”，保持皮肤水分，该屏障

受损是引发包括敏感肌在内的众多问题
皮肤的始作俑者。

应答屏障
分布于表皮和真皮的各种应答细胞。

该屏障功能紊乱引起皮肤瘙痒刺痛
红肿等不适感。

微环境屏障
皮肤细胞生存的微环境，对维持皮肤
细胞的生存和皮肤健康至关重要。

光防护屏障
清除自由基，修护光损伤，

与皮肤衰老密切相关。

绽妍®致力于皮肤屏障的科学研究，并将其转化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绽妍®认

为，完整的皮肤屏障是由渗透性屏障、应答屏障、微环境屏障、光防护屏障*等多个维

度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皮肤屏障的修护，应当根据不同的皮肤问题和消费场景，灵

活选择不同机理和功效的护肤品。
*绽妍致力于将皮肤屏障的科学原理转换为更易为大众理解的科普知识。4D皮肤屏障模型中，渗透性屏障对应由“砖墙结

构”组成的物理屏障；应答屏障囊括前述免疫屏障和神经屏障的范畴；微环境屏障与微生物、化学屏障息息相关；光防护屏障则

对应目前学界公认的色素屏障。

透明质酸

透明质酸具有较好的保湿、舒缓、修护功效。寡聚透明质酸渗入基底层，可促进皮
肤深层的修护；低分子透明质酸促进损伤组织的修护；高分子透明质酸可以保持皮肤
皮脂膜完整性，降低经表皮水分流失。

泛醇

泛醇即维生素原B5，是维生素B5（泛酸）的前体，属于小分子的保湿剂，它可以有
效的渗透到皮肤角质层，改善皮肤粗糙，增加皮肤弹性，维持皮肤屏障的完整性。同时具
有促进伤口愈合、减轻局部炎症的作用，常用于包括皮肤擦伤、慢性溃疡，以及如尿布皮
炎等刺激性接触性皮炎的护理中。此外，泛醇还能减少皮肤瘙痒等不适。

[保湿类]

消费者对修护皮肤屏障受损的功效成分认知不够，
消费者认知度较高的产品成分有：「 霍霍巴油、牛油果树树脂 、透明质酸钠」、「 红没药醇、SymSitive、 积雪苷」等

图源 : 你了解皮肤屏障问题么 [EB/OL] . 上海 : 优麦医生 ,2022. 

表13
当发现自己出现皮肤屏障受损后（如皮肤干燥脱屑、发红、瘙痒、刺痛、耐受性变差）， 

在挑选护肤品时，下列关于「成分」的描述哪些与您相符？



绽妍皮肤屏障修护六大产品线 SIX PRODUCT LINES OF CHAYAN SKIN BARRIER REPAIR

适用人群：经临床诊断为皮炎、湿疹等皮肤疾病，
需要针对性进行皮肤护理的患者
产品思路：针对渗透性、微环境和应答三重屏障，
精简温和配方

保湿+抗炎+修复，皮炎湿疹护理优选

【明星产品】二类医疗器械修护敷料系列

皮炎湿疹护理产品线

适用人群：接受医美项目后，需要缓解皮肤不适症
状，缩短恢复期，促进创面修复的求美者
产品思路：针对渗透性、微环境、应答和光防护四
重屏障，精简温和配方

保湿+抗炎+修复，专为术后受损肌肤研制

【明星产品】皮肤修护敷料

医美术后修护产品线

适用人群：皮肤屏障功能处于轻中度受损状态，多伴
有泛红脱屑等客观症状和瘙痒刺痛等主观症状的人群
产品思路：针对渗透性、微环境和应答三重屏障，
精简温和配方，功效和安全性严格经过临床验证

专为敏感肌肤研制的冻干精华面膜

【明星产品】安润修护冻干精华面膜

敏感修护产品线

适用人群：皮肤屏障功能相对完好或处于轻度受
损状态的人群
产品思路：针对渗透性、微环境和光防护三重屏障，
精简温和配方，内强韧，外防御

专为弱敏肌及正常肌肤研制的保湿维稳方案

【明星产品】维生素原B5精润保湿系列

日常维稳产品线

适用人群：有痘肌困扰的人群，以及有控油补水、
缩小毛孔、改善痤疮后色素沉着的求美者
产品思路：针对渗透性、微环境和应答三重屏障，
精简温和配方，针对痘肌进行多靶点调理

专为痘肌研制，战痘不留痕

【明星产品】控油平衡水乳系列

痤疮护理产品线

适用人群：皮肤屏障功能相对完好，有抗衰、美白、
紧致、淡纹等进阶功效需求的消费者
产品思路：针对渗透性、微环境和光防护三重屏障，精
简温和配方，通过高功效性成分提供多维度的肌肤改善

改善肤质，修护肌肤

【明星产品】传明酸虾青素酵萃驻颜精华液

全维提升产品线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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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妍坚持以专业生物科技予肌肤细致呵护
致力于修护受损屏障，还原肌肤健康之美

绽妍品牌7

绽妍品牌始终秉承着问题肌肤科学修护的初心和使命，以严谨的医学与高端的科技，

细致呵护屏障受损引发的各种肌肤问题，带来稳定安心的护肤体验。

绽妍生物凭借多年皮肤治疗的药物行业背景，
与权威皮肤学科专家共同研究发现，多数皮肤问题
与肌肤屏障息息相关。不仅源自肌肤本身，也同样受
环境污染、作息习惯、过度医美、使用不当产品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

年坚定信念
专注解决皮肤屏障问题  多

〖origin〗

绽妍生物拥有2大研发基地，将前沿医用科技
应用于肌肤屏障修护，专研精准修护肌肤屏障的优
质方案，坚持以药物标准研发、生产，积极严谨对待
每一款产品。同时与全球知名供应商合作，共同寻找
与研发有效修护成分。

2 大研发基地
科技赋能
肌肤尽享安心细致呵护

〖roots〗

绽妍与权威皮肤科医生合作研发，遵循专业医
学理论指导，结合肌肤屏障本质与不同肤质需求研
发产品，推出六大产品线，以科学实力安心解决肌肤
屏障问题。

6 大产品线
襄助受损肌肤重绽光芒

〖progress〗

BRAND STORY 品牌故事

CORE ADVANTAGES 核心优势

精专生物科技

遵循医研共创 

坚持精准修护

提供分阶护理
绽妍是市场上系统化、高精度的

皮肤学级屏障分阶修护专家

生物科技 赋能 四重屏障

绽妍生物科技成分
绽妍专研生物科技成分

能提供高纯度

且针对个别不同的肌肤问题

的显著积极疗效

层层修护肌肤四重屏障
完整的皮肤屏障主要由渗透性屏障、

应答屏障、微环境屏障、

光防护屏障4个维度构成

绽妍针对不同屏障的机理与问题

使用不同成分与产品组合

提供细致安全的分阶修护方案

三重蛋白重组纤连蛋白

重组人源超氧化物歧化酶

贻贝提取物

BRAND POSITIONING
品牌定位--品牌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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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亦佳⸺绽妍生物旗下专业皮肤护理品牌

洞察一线皮肤科医生需求和患者痛点，秉承绽妍生物医研共创

基因，为皮肤疾病辅助治疗提供高品质产品和专业解决方案。

绽妍⸺绽妍生物旗下致力于修护皮肤受损屏障的品牌

集聚生物科技实力，承袭医研共创基因；绽妍以尖端科技予肌

肤细致呵护，用稳定安心的护肤体验，襄助众多消费者重获自

信，令肌肤绽放健康之美，一肌一容，尽态极妍。

绽妍®皮肤修护无菌敷料

专为皮肤屏障受损肌肤研制的无菌面膜

规格：5片/盒     CFDA二类医疗器械：陕械注准20212140098

【适用范围】：适用于非慢性创面（激光/光子/果酸换肤/微整形

术后创面）的护理，为创面愈合提供微环境。

安亦佳®海藻酸钠修护敷料

足量高保湿，维稳防复发

规格：300g/支     CFDA二类医疗器械：陕械注准20212140109

【适用范围】：适用于非慢性创面（如激光/光子/化学换肤后皮肤

创面、皮炎湿疹、敏感性肌肤、痤疮）及周围皮肤的护理。   

绽小妍⸺绽妍生物旗下婴幼儿皮肤专业护理品牌

绽小妍继承了绽妍生物以皮肤医学理论为指导的医学基因，探

索婴幼儿童皮肤屏障受损问题背后的秘密，与国内多位顶级儿

童皮肤病学专家倾力合作，从医学标准、功效标准、安全标准三

大维度，解决婴幼儿童皮肤问题。

绽小妍®婴儿亲润洗发沐浴泡泡 
400ml/瓶

温和清洁    
0干扰    
无负担

绽小妍®舒缓润肤霜
150g/瓶；200g/瓶

绽妍生物旗下品牌

【适用范围】：所有肌肤，特别适合
婴幼儿特应性受损皮肤

PAB三重修护力  
多维度保湿
舒缓修护

【适用范围】：婴幼儿特应性受损皮肤
的辅助修护和正常皮肤儿童的日常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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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性别、年龄、紫外线强度、气候条件、护肤方式、疾病问题、饮食和生活

习性等均可能对皮肤屏障造成影响，应尽可能避免各种触发因素，如日常

护肤不当或不正确使用功效性护肤品、过度日晒、作息不规律、压力和情绪

波动、进食辛辣刺激食物、抽烟饮酒、处于过热过冷的环境等。

如果皮肤出现干燥、敏感、泛红、瘙痒、灼热感、刺痛等情况，表明存在

皮肤屏障受损可能，应及时就诊，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治疗和选择

合适的功效性护肤品，修护皮肤的屏障功能，建议选用经临床验证、安全

性好的功效性护肤品，同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共同促进皮肤维

持在一个良好的健康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