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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NOVECTOR™

—
“生命之本，美丽之源”

非凡技术与高效产品的诞生



作为开发脂类氨基酸的先驱，

Seppic在本手册中介绍

AMINOVECTOR™ 技术的起源。

自20世纪80年代掌握这项技术以来，Seppic结合氨基酸及其合适载体，设计了15款以

上高效脂类氨基酸产品，具有专门针对肌肤和头发的完美活性成分。我们的产品及原

材料均为可持续、生物基、或遵循绿色化学12条原则而取得的。

在Seppic wesource™中，我们继续设计基于植物化学的有效活性成分，通过可持续

创新，大胆结合专业知识，为健康福祉倾力奉献最佳的活性成分，赋予美丽新能量。

我们致力于提供高性能、创新的活性成分和“高级定制”服务，全程护航客户的整体

项目过程，确保展现所有肌肤类型的美丽风采。

本手册由 Seppic的wesource™ 团队继Cosmétothèque的工作

编写而成。Cosmétothèque(www.cosmetotheque.com)是化妆品行业

科学和技术的摇篮。

我们与化妆品界专家让-克洛德•若利夫(Jean-Claude Le Joliff)

和雷吉娜•弗里克(RégineFrick)密切合作,他们直接与

让•莫雷(Jean Morelle)的女儿埃莉安•洛桑(Eliane Lauzanne),

卡尔•林特纳(Karl Lintner)和吉尔•贝杜(Gilles Bedoux)(UBS),

和https://cosmeticobs.com网站沟通。

 
前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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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 脂肪链

皮肤和头发的主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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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是

一门研究生物体内

细胞内化学反应的

科学学科。

01
介绍

蛋白质与脂质结合时

–

我们借鉴卡尔•诺伊伯格（Carl 

N e u b e r g ） 1 9 0 3 年 由 希 腊 词 根

Βιοχημεια（biochēmeia）构造的词，

意即生命的化学，而这个词自19世纪

末开始在欧洲流传。

生物化学中研究的分子主要有碳

水化合物、脂质和蛋白质。这些分子主

要由碳、氢、氧和氮组成。这些分子类

别代表细胞组成和功能的基本要素。

肽是生物化学的三大支柱之一，

涵盖许多功能体。它们表现出一些基

本特征，例如基本由氨基酸组成，其

特点是著名的肽键。

任何做过生物化学的人，可能都

研究过这几类主要的氨基酸：

缬氨酸•色氨酸•赖氨酸•蛋氨酸•

苯丙氨酸•亮氨酸•苏氨酸•异亮

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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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主要生化家族，就不可能进

行皮肤研究。同样，如果没有各种不同

的分子，就无法组成产品。

其中，一组物质值得特别关注：

结合蛋白质特性和脂质特性的物质。

这些物质有不同的描述方法：脂蛋

白、脂肽、脂类氨基酸、生物肽、

寡肽、生长因子、氨基酸生物载体

AMINOVECTOR™等。问题是：它们

是什么？它们有何用途？为理解它们的

结构、功能、作用以及更其广泛的用

途，这些物质的要点至关重要。因此，

尝试更好地理解这个大类似乎是有用、

必要和有趣的。

藉此机会，我们将在第一部分向

非典型研究者让•莫雷（Jean Morelle）

致敬，他是那个时代中了不起的人物，

对该学科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部分将讨论第一代和第二代

脂类氨基酸。

在最后的部分，我们将介绍

Seppic wesource™氨基酸生物载体

AMINOVECTOR™系列产品。

生物化学常识

对皮肤生物化学的

研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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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A 为什么让•莫雷的贡献功不可没？
—

02
让•莫雷: 
伟大的研究者
–

他是后代敬仰而予人启迪的人物

之一。

他是众多品牌在多领域取得重大

进步的源泉。

他是半个世纪以来化妆品行业最

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他为几项重大、富有远见卓识的

进步做出了贡献：脂类氨基酸化学、角

质层分离剂、脂质过氧化。

他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s）创

造性合成科技知识的不可思议的采纳

者，并成为划时代的创新者。

因为他是化妆品中

合成和应用脂类

氨基酸之父。 最后，让•莫雷是Seppic的

wesource™至今仍在使用的分子之

父，这些分子目前被广泛应用。

让•莫雷出生于1913年，享年90

岁。作为独立研究人员，他一生中从未

间断对生活世界的浓厚兴趣及深刻理

解。

1934年，他毕业于里尔化学科学

学院，取得化学工程师文凭，师从生物

化学教授米歇尔•波洛诺夫斯基（Michel 

Polonovski），对教授的无比钦佩也促

进了他对这门学科的巨大热情。在其

一生中，让•莫雷对皮肤领域非常感兴

趣，并专注于皮肤方面的科学研究。

5



14岁起，他就在父母花园

尽头的小屋里研制出第一种试

剂，并且一生都在其乡村住所和

城中公寓里进行合成和分析实

验。

据和他合作也是我们遇到而

写这本传记的他的女儿埃莉安•

洛桑夫人说，让•莫雷每天进行

实验室工作前，他都会阅读化学和生化文摘，他也从没忘记

规则并且说，“我们必须右手抓科学，左手抓真理。”

他还是巴黎上诉法院的专家。

让•莫雷

对具体事物有深

刻的洞察力，实

验在他的工作中

占有重要地位。

让•莫雷（1913年-2003年）

为不断提高知识水平，他进行了非常详尽的生化研究，研

发了适合皮肤的物质，保持和/或恢复皮肤的生物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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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莫雷对在头发定型方面有效果

的含有有机硫的物质很有兴趣。

1951年，他为永久性波浪冷烫技

术申请了专利（n°1.031.538）。在此

之前，他用巯基乙酸对头发进行烫染

或冷烫，但这种物质会对发质造成损

伤，且具有一定的毒性。

让•莫雷研发出一种基于硫羟乳

酸或其盐的新技术，无需改变发质或

修饰，即可赋予头发所需的形状。他

坚决不在脱毛产品中采用硫羟乳酸

（1956年申请专利73335）。1965

年，他研发出了不含巯基衍生物的产

品（专利号1462498），推动了烫发

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他还基于成膜成

分，开发了用于美发的成分，比如天

然树胶和脂蛋白组合而成的层压树脂

（专利号1427125-1964）。

20世纪60年代，由于皮肤生化研

究的不断进步，他从各种脂肪链（包

括月桂酸）在动物角蛋白或胶原蛋白

水解产物上的肽上的缩合设计出了新

的脂蛋白结构。

这些盐化脂肽形成了第一类专

用于个人卫生和洗发产品的生物清洁

剂，名为PROTEOL™ [1]

据观察，

头发是由含有3％硫

的角蛋白构成的。

02B 他的第一项有关护发和脱毛产品的工作

(1950-1965)
—

让•莫雷（1913年-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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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他在法国学院举办的第

五届国际皮肤化学学术讨论会上就此

主题进行了交流 [2].

在确定了角质层提取物中获取的

不同馏分的酸值后，他证实了皮肤酸

性基本上是脂肪链与氨基酸或短肽结

合而产生的。在该种形式下，有一定

数量的游离羧基，它们使表皮表面介

质呈现“生物”酸度，与脂类氨基酸相

似，而与已知的无机酸或有机酸度不

同。从这项工作开始，他揭示了在炎

症中，含有脂类氨基酸成分的应用可

决定相对快速的生化再包装[3]。了解

皮肤酸度是他开展其它工作的决定性

一步，亦是美容科学的决定性一步。

让•莫雷在脂类氨基酸结构的合成

及其理化和生物学特性方面也开展了

大量工作。他研究了各种不同的蛋白

质（胶原蛋白、角蛋白、酪蛋白），

在其上接枝特定的脂肪酸，以形成脂

聚氨基酸。从特定的某种或几种氨基

酸混合物而非水解产物，合成脂类单

氨基酸。

在1970年4月巴塞罗那举行的第

六届国际化妆品化学家学会联盟大会

上 [4] 及在Parfum Cosmétique Savon

发表的文章 [5]中，他解释了这些产

品对化妆品行业的重大意义。让•莫

雷强调，探寻保持肌肤及其附件（头

发、指甲）的生理稳定方法是任何科

学美容的必要基础。

02C 皮肤酸度和脂类氨基酸
—

让•莫雷感兴趣的

第二大课题是了解

皮肤酸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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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使基础与物质的性质相

协调的问题，并可能需要出于生理因

素来修正其美学。为此，有一些必要

的注意事项。

脂类氨基酸可用于：

•去污，采用第二代生物清洁剂

lipoproteols，它们是从月桂酰胶原、

角蛋白或酪蛋白酸盐中获得的多脂氨基

酸。可用于个人卫生、洗发水、肥皂和中

性清洁剂。 

•卫生，采用辛基胶原酸配方的泡沫洗

面奶、柔肤水和沐浴液。在去屑洗发

剂、除臭剂成分、乳液、粘发剂中使用十

一碳烯酰基胶原蛋白酸或辛酰基胶原

脂类氨基酸各种

形式的特异性会影响

皮肤的生理状况，

使它们适用于

众多领域。

蛋白酸，因其具有抗细菌和抗真菌

特性，或有层压和修复作用。（专利

1,518,665-1966）。

• 化妆品，仅举几例如下，非完全列举：

>棕榈酰胶原酸（专利1431698-1964），

>脱发乳液中的辛酰胱氨酸，防面部和身

体肌肤脂溢性分泌过多。该产品还可用

于指甲护理（专利1462498-1965），

>棕榈酰胱氨酸，用于油性和易长粉刺

肌肤的维护治疗以及指甲治疗。 

>棕榈酰羟基脯氨酸，能抗衰老、维护肌

肤平衡，

> 脂类氨基酸盐，如农业中使用的铜盐，

起生物刺激作用，治疗葡萄藤的葡萄孢

霉。Sofrapar继续将这些产品用于生物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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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citre.fr/livres/
l-oxydation-des-aliments-et-la-sante-9782868398253.html

在他写的一本专门讨论该问题的

著作中 [6], 他告诉消费者，使用某些造

成异常氧化的食物，会导致永久性的

氧化损伤：脂质过氧化。

脂质的过氧化来自光和空气的

作用，光和空气在热的激发下，作用

在食材（如脂肪、肉、鱼）中的脂肪

上，导致降解产物的形成，包括一种

有毒物质：丙二醛（MDA）。该物质

参与各种生物过程，导致提早衰老和

病理状况，如炎症。

让•莫雷进行了大量实验后，首次

揭示了各种蔬菜和植物可防止氧化过

程，从而发挥重要的抗自由基作用，

但最重要的是，它们还具有抗脂质过

氧化的功效。

实际上，它们能从现有脂质过氧

化物中获取氧、或从已生成的氧化产

物中消除氧。我们注意到，食品氧化

水平的测定是通过测定过氧化物指数

（在碘化钾存在的情况下，附着在脂

肪物质上的活性氧反应活性）来进行

的。

让•莫雷和其女儿埃莉安•洛桑

进行的部分实验显示，大多数水果和

蔬菜都具有抗自由基活性，有些还具

有抗脂质过氧化物活性。

02D 食品过氧化
—

自1985年以来，

让•莫雷对膳食脂肪的

过氧化及其修复方法

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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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ecitre.fr/livres/
l-oxydation-des-aliments-et-la-sante-9782868398253.html

例如，Inebios实验室的Rexynol 

4复合物中的Obiotic Rexynol Plus膳

食补充剂[7]含有抗氧化剂，可对抗细

胞衰老的四大原因：自由基、脂质氧

化、过氧化氢、外部污染物：含从四

种植物红甘蓝、西兰花、蓝莓和荨麻

提取的滴定浓缩物。

抗自由基单元的抗自由基活性和

抗脂过氧化物活性列示如下：

 荨麻     >      蓝莓     >      红甘蓝     >      红辣椒     >      橙     >     

      甜菜叶     >     芹菜叶     >     绿豆     >     菊苣     >     黑萝卜叶     >           

                     黄椒     >     青椒     >     菠菜     >     栗色     >      覆盆子     >         

               草莓      >     西兰花卷心菜     >     绿白菜     >     西葫芦     >     大蒜     >          

          西梅    >    橄榄    >   小扁豆   >   豌豆    >   柠檬    >    细香葱   >    西洋菜  >   

      花椰菜    >    胡萝卜    >       猕猴      >       莴苣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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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他一直担任多版Cosmétologie（科学信息、生物化学档案和美容领

域的国际杂志）（Varia版）的主编。该综述的目的旨在提高法国美容学会的知名

度和威望，并不断提高其科学水平（1957年10月第1期序言 第9至10页）。

他撰写并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 La Parfumerie Moderne, 

Archives de Biochimie et de Cosmétologie, Parfums Cosmétiques et savons, 

Parfum Cosmétiques Arômes, Rivistia Italiana.

他还写了几本著作：

• 一部两卷的《皮肤生物化学》，参

考书目非常广泛，有近5000篇参考文

献（4549），体现了这位研究学者

极高的学术精确度及其深入的研究兴

趣。这些著作于1957年至1959年以瓦

里亚（Varia）版本出版；

02E 对提高科学知识的诸多贡献
—

让•莫雷

为众多综述贡献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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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瓦里亚出版的《脂质化学和

生物化学》；

•Sofrapar发行的光盘：《脂质过氧

化的科学启示。自由基、饮食与健

康》——2001年3月；

• L’OEil F.x. de Guilbert2003年出版的

《食品氧化与健康：正确使用水果和

蔬菜，防止侵略性氧化食品的危害》。

他是多个科学学会的创始成员或

共同创始人：

•1949年12月决定成立法国美容学会。

他在2003年（90岁时），举办了一次有

关脂质过氧化最新研究的会议；

•他多年担任皮肤化学学会会长，并在

法国Collègede举行研讨会；

•国 际 美 容 学 会 联 合 会 ， 他 与 M M 

Sabetay、RenéColson、Sfiras和

Henri Luzuy一起，作为法国的代表。

其他国家为美国、英国、比利时、意

大利、德国、瑞士和捷克斯洛伐克。

让•莫雷是多家化妆品公司的顾问

工程师。

罗纳•普朗克（Rhone-Poulenc ）

公司在脂类氨基酸生产上占有垄断地

位。

很多公司使用这些分子：Biotherm、

Dior、Chanel、La Roche-

Posay、Akileine实验室...

让•莫雷一生中获得了150
多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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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

斯基普•西勒（Hoppe Seyler）首次

发现，但直到1928年，脂蛋白一词才

出现，人们对其存在不再有争议。 

1928年，法国生物化学家马切布

夫（Macheboeuf）（1900年-1953

年）从血清中分离出富含脂质的蛋白质

部分，其结果表明，不溶于水的脂质只

能通过与一种或多种特定蛋白质结合的

形式在血浆中运输。 

如前所述，让•莫雷继续进行皮肤

03
脂类氨基酸
–

脂类氨基酸由

氨基酸和脂肪酸链

组合而成。脂肪链是

靶标氨基酸的载体。

生物化学研究，尤其关注皮肤的“缓冲”

功能，即在失衡后（例如使用碱性肥皂

时）自行恢复生理酸碱度的能力。氨基

酸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他对氨基酸

与脂质的结合产生了兴趣，由此开发出

他称为脂类氨基酸的化合物。1967年

以后，他开始研究此类化合物，并就此

课题申请了多项专利。然后，他论证了

脂类氨基酸作为生物学因素，在皮肤酸

化中所起的作用。 

氨基酸被称为“生命的基础单元”，

因为它们是构成蛋白质的基础单元，此

类蛋白质在皮肤中发挥着广泛的作用（

代谢、细胞/组织结构、通讯等）。

氨基酸是活组织的天然组分。我

们的身体由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之类的

蛋白质组成，它们是氨基酸相互连接形

成的长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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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所含的主要氨基酸

丙氨酸
天冬氨酸

甘氨酸

丝氨酸

谷氨酸

半胱氨酸

皮肤所含的主要氨基酸

脯氨酸

羟脯氨酸

精氨酸

异亮氨酸

苯丙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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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氨基酸均有其自身特性如下：

• 甘氨酸：是氨基酸系列中结构最简单

的。它是非常有效的天然保湿因子，

在胶原蛋白中占比三分之一的氨基

酸，可有效预防细菌生长。

• 苯基丙氨酸：一种必需氨基酸，周知

的酪氨酸的前体。(在皮肤色素沉着有

重要作用)

• 谷氨酸：氨基酸用作皮肤和头发调理

剂，具有保湿特性。

• 脯氨酸：构成真皮结构的主要蛋白质

(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重要组成成

分，对于脂肪细胞功能也尤为重要。

• 丙氨酸：蛋白质合成中重要的氨基

酸，有助于为人体提供能量。在头发

纤维中也能找到。

• 羟(基)脯氨酸：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

部分，维护真皮结构及紧致细胞。

• 天冬氨酸：多个必需氨基酸的前体，

为细胞提供能量。

• 异亮氨酸：重要的支链氨基酸，维

护、修复及重建组织，增强能量。

例如，甘氨酸是真皮蛋白（例如胶原蛋

白）的关键元素。

游 离 氨 基 酸 还 起 到 天 然 保 湿 因 子

（NMF）的重要作用。

按其侧链性质，20种天然氨基酸

可分组如下：非极性中性（丙氨酸、

苯丙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脯氨

酸、蛋氨酸、缬氨酸、色氨酸等）、

极性碱性（精氨酸、赖氨酸、鸟氨

酸、组氨酸、瓜氨酸）和极性酸性（

谷氨酸和天冬氨酸）。氨基酸可为单

一氨基酸，或者由蛋白质（例如胶原

蛋白、酪蛋白、弹性蛋白、角蛋白）

完全水解后产生的氨基酸。

脂肪酸链作为氨基酸的载体。与

单独氨基酸或脂肪酸链相比，这种接

枝为皮肤提供了特定功效。

脂类氨基酸的脂质部分由一个或

多个脂肪链以及C4、C8、C11、C12

和C16中的各种脂肪酸组成。

17



基于酯化的方法是在有机溶剂中用包括蛋白质化学水解获得的蛋白质水解产

物与脂肪醇反应。能量因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需要在110°C下加热8小时。

我们的皮肤和细胞由亲脂性和亲水性成分组

成。亲水氨基酸无法单独发挥作用。两者链接在一

起，可形成具有优秀皮肤亲和力的两亲性结构。

由于氨基酸具有这种多功能性，亲脂性链可以

根据不同的机理（酰化，酯化，烷基化，酰胺化）

进行接枝。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含有氨基酸的碱性水溶

液中使用酰氯。1844年肖顿（Schotten）

和1886年鲍曼（Baumann）介绍了该反

应，至今仍是最常用的方法。

18



脂类氨基酸具有游离羧基功能，

这使它们根据pH值可以带负电或中

性。

可以阻断胺功能。羧酸的亲水性

和氨基酸骨架的疏水功能的共存，使

脂类氨基酸成为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让•莫雷指出，皮肤涂层的酸度取

决于其氨基功能被脂质链酰化的氨基酸

羧基含量。一方面，该酰化可展露皮肤

酸度的氨基酸羧酸功能，另一方面使其

具有抗微生物的自我保护能力。

让•莫雷研究的脂类氨基酸，由罗

纳•波朗克（Rhône-Poulenc）和奇华

顿•拉维罗特（Givaudan Lavirotte）投

入生产。随后，Seppic收购Givaudan 

Lavirotte，并成为首家将其商业化应用

于化妆品行业的公司。

如今， wesource™继续提供其

产品范围内的脂类氨基酸。

蛋白质分离物

烷基酯氨基酸

水
氢氧化钠
酸性氯化物

1小时，环境温度

脂肪酸
有机溶剂
硫酸

107°C，22小时

N-酰基氨基酸

氢氧化钠

钠盐N-酰基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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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A 第一代脂类氨基酸
—

脂类氨基酸在水中分散时，如未中

和，会具有极强的酸性。对于各结合的

氨基酸，均有一个游离和活性的羧基官

能团，该官能团导致大量活性羧基官能

团和一个有趣的生化吸引极，形成包含

22至24个不同氨基酸的结构。而胺功能

被阻断。

脂类氨基酸的性质 2％在市政供水中的pH值

棕榈酰谷氨酸  3.5
二棕榈酰瓜氨酸  5.6

棕榈酰胶原

十一碳烯基胶原

 4.6 

3.5

十一碳烯基酪蛋白  4.2
辛基胱氨酸  3.8
辛基胶原

辛基角蛋白

 3.1

 3.2
辛基蛋氨酸  3.5

亚麻油脂肪酸（亚麻子油中的脂肪酸）  4.6

市政供水中2％脂类氨基酸的酸碱值

根据脂肪链与一个或多个氨基酸相结合的性质，我们可以取得特定的功效：抗

脂溢性、抗真菌、抗菌、细胞发育过程的刺激剂、蛋白质合成的引发剂、快速渗透

皮肤、与角蛋白的高亲和力。

氨基酸和脂肪链的不同组合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特性。

未中和

脂类氨基酸

脂类氨基酸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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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变脂质载体（脂肪链）的

长度，我们可以改变产品的特性：

屑 、 除 臭 和 / 或 油 性 皮 肤 （ L i p a -

cide™C8G、Fluidipure™8G或Sepi-

control™A5）。

采用十一碳烯酸（C11）衍生物，

可具有抗微生物、抗炎症、抗真菌活

性（Lipacide™UG）或美白活性（Se-

piwhite™MSH）。

 

几个品牌已利用脂类氨基酸的益

处，推出其化妆品：

- Oberlin 实验室（Upsa）的推出的

Lenidermyl，含10％棕榈酰胶原蛋白，

具有舒缓、抗刺激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香奈儿在市场上推出

的持久保护营养霜，利用棕榈酰角蛋白

对角膜形成的作用，以改善并恢复正常

的肌肤屏障功能。

-碧欧泉的多款产品，例如同名品牌的

防晒抗皱霜。

C8               C11

Anti Bacterial Anti Fungi
Whitening

C12               C16

Moisturizer
Soothing

Radical Scavenger
Slimming

Anti-Aging
Restructuring
Firming
Soothing

Gly

C8

Gly

C16

C8               C11

Anti Bacterial Anti Fungi
Whitening

C12               C16

Moisturizer
Soothing

Radical Scavenger
Slimming

Anti-Aging
Restructuring
Firming
Soothing

Gly

C8

Gly

C16

C8               C11

Anti Bacterial Anti Fungi
Whitening

C12               C16

Moisturizer
Soothing

Radical Scavenger
Slimming

Anti-Aging
Restructuring
Firming
Soothing

Gly

C8

Gly

C16

抗菌 抗真菌

美白

保湿

舒缓

清除自由基

瘦身

抗衰老

重塑

紧致

舒缓

表皮和头发净化剂

抗衰老

例如，当众所周知的氨基酸甘氨

酸通过不同的生物载体传递时，可体

现多种特性：

较短的脂肪链（如辛酸或羊脂酸

（C8））有净化特性，可用于去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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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的脂类氨基酸 .

一些脂类氨基酸可以形成盐，如辛酸、十一碳烯酰基、月桂酰基胶

原蛋白和角蛋白酸。由此获得的盐类具有高发泡的面活性剂的性能。其

作用类似温和的阴离子洗涤剂。根据脂肪链的性质，它们有特定的毛细

管特性：抗脂溢性、去头皮屑、恢复活力。

                                       二元脂类氨基酸

二元脂类氨基酸的类别是由饱和或不饱和脂肪酸与碱性氨基酸（如

赖氨酸或精氨酸）结合形成的。油酸、棕榈酸或硬脂酸链是与赖氨酸或

精氨酸结合是主要的脂肪链。此类化合物可使脂肪免受氧化，保护皮肤

免受自由基侵害。

与BHT相比，油酸链与赖氨酸或精氨酸结合比使用大剂量的BHT有

更好的保护作用。

与蛋氨酸相连的油酸链有很强的抗氧化性。这些脂类氨基酸的性质

能与我们的生物环境完全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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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B 第二代脂类氨基酸
—

    重新关注

    植物源脂类氨基酸：

2 0 世 纪 9 0 年 代 末 和 2 1 世 纪 初 ， 奇 华 顿 - 拉 维 罗 特

（Seppic）提供的脂类氨基酸产品逐渐演变为仅专注于植物

来源的产品。

    脂类氨基酸与其他

    化学或天然分子相混合：

在重新关注植物源分子的同时，将某些脂类氨基酸与其

他具有互补和协同活性的天然或人工分子相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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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类氨基酸

抗衰老

头
发
护
理

改善肤色

美体护理
舒缓肌肤

平
衡
肌
肤

脂
肪
链

甘氨酸

氨
基
酸

丙氨酸

异亮氨酸

苯
基
丙
氨
酸

谷氨酸

亮
氨
酸

羟
脯
氨
酸 天冬氨酸

脯氨酸 椰油酸

棕榈酸

辛酸

月桂酸

长链不饱和
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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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WESOURCETM

活性成分
–

基于植物的化学技术及AMINOVECTOR™

技术，WESOURCE™提供创新且经

验证的有效活性成分和“高级定制”服

务，在客户的整体项目过程中全程护

航，确保展现所有肌肤类型的美丽风

采。凭此项技术，Seppic成为化妆品

行业中首家将此类活性成分商业化的

企业。

SEPPIC脂类氨基酸

wesource™系列产品采用 
 AMINOVECTOR™技术生产： 

由氨基酸和脂肪链的不同组合

构成，适用于不同类型的

皮肤和头发护理。

怀着对发明创造的无比尊重和极大热情，

我们相信生命的无限多样性

为活性成分和神奇功效打开了新的世界

=
脂类氨基酸

=
AMINOVECTOR™

氨基酸 + 脂肪酸

长链不饱和
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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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是通过可持续创新，

结合有效的专业知识，

为健康福祉倾力奉献最佳的活性成分，

赋予美丽新能量。

手册介绍WESOURCETM所提供的

改善抗衰老、平衡肌肤、改善肤色、舒缓肌肤、

美体和护发专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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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棕榈酰羟脯氨酸

SEPILIFT™ DPHP

羟脯氨酸AMINOVECTOR™，抗衰老神器。具有抗皱功效，通

过刺激胶原纤维收缩和保护皮肤支撑组织（弹性蛋白保护、抑基

质金属蛋白酶、亲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显著减少皱纹总面

积，兼有紧肤和保湿功效。并能丰盈双唇，具有提亮效果，是天

然抗衰老组分，可中和过量的自由基，维持肌肤青春靓丽。

棕榈酰甘氨酸

TIMECODE™

甘氨酸AMINOVECTOR™。天然棕榈酰甘氨酸存在于皮肤和大

脑中，具有抗炎和抗压特性。能明显抚平皱纹，通过维持和构成

细胞外基质和胶原蛋白网来改善体型。

可调节白介素6，具有抗炎作用。使提亮肤色、改善肌肤微血管

网的焕肤效果。

棕榈酰异亮氨酸 

VOLUFORM™

异亮氨酸AMINOVECTOR™。能提高面部肌肤丰盈度、抗衰

老，丰胸，改善皮肤弹性。是除了脂质填充抚平皱纹及重塑脸颊

和胸形的天然替代方法。逆转脂肪细胞的衰老进程，恢复真皮组

织的活力，加速细胞的排毒过程。

抗衰老解决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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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酰甘氨酸 

LIPACIDE™ C8G

甘氨酸AMINOVECTOR™。它是一种良好的皮肤净化保护

剂，能平衡皮肤的酸碱度，因此非常适合敏感肌或脆弱肌。调

节皮脂量，具有良好的控油效果，并能控制引起痤疮和头皮屑

的细菌繁殖。增强皮肤防御系统。

十一碳烯酰甘氨酸 

LIPACIDE™ UG

一种皮肤净化保护剂，也是对抗体味的天然方法。甘氨酸AMI-

NOVECTOR™令皮肤维持酸性。具有24小时除臭功效，降低

汗味强度（比三氯羟基二苯醚效果更优），并防止由细菌繁殖

所导致的难闻异味。控制引起痤疮和生成皮脂的细菌繁殖，适

合油性和易粉刺的肌肤。通过控制引起头皮屑和皮脂的细菌繁

殖，从而抑制头皮屑和改善油头。增强皮肤防御系统，尤其适

用于敏感肌或脆弱肌。与LIPACIDE™C8G具有良好的协同功

效，可增强皮肤屏障功效。

辛酰甘氨酸-肌氨酸-肉桂提取物

SEPICONTROL™ A5

肉桂和甘氨酸AMINOVECTOR™鸡尾酒型，可抑制由皮脂过

度分泌引发的粉刺，调节痤疮引起的炎症效应。可改善造成皮

肤不平衡的各种因素：防止微生物繁殖并激发皮肤免疫防御机

制，抑制炎症，控制过度角质化，增强抗脂溢活性，防止过氧

化游离脂肪酸的生成。

皮肤平衡解决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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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碳烯酰苯丙氨酸

SEPIWHITE™ MSH 和 SEPIWHITE™ MSH QD

C11脂肪链接苯丙氨酸获得十一碳烯酰基苯丙氨酸。2002-

2003年，推出此仿生物法研制的新分子，经过了四年的研究。

对非洲、印度、亚洲和高加索皮肤的体内测试显示，它对所有

肤色（II型至V型）均有快速、长期的亮白和抗色斑的功效。凭

其独特而强大的作用方式，可抑制α-MSH诱导的黑色素级联反

应中的所有关键过程，从而抑制酪氨酸酶的代谢活化。使肤色

更加均匀，亮泽。

棕榈酰脯氨酸钠-白睡莲花提取物

SEPICALM™ VG WP

棕榈酰脯氨酸与睡莲提取物组合，具有亮肤和舒缓双重功效。

令肤色更为均匀、容光焕发。在抑制由压力引起的炎性色素沉

积的同时调节基础色素沉着中的基因表达（MIC1、MITF、酪

氨酸酶）。

皮肤综合解决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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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舒缓解决方案包括：

椰油酰氨基酸钠、肌氨酸、天冬氨酸钾和天冬氨酸镁

SEPICALM™ S WP

由四种氨基酸获得：天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和甘氨酸，与

椰子油中的脂肪链结合，生成椰油酰基氨基酸钠，同时结合两

种矿物质钾和镁盐。刺激β-内啡肽合成，舒缓敏感和易受刺激

的肌肤，提供高效保湿力，为肌肤带来真正的健康和舒适感。

针对皮肤受到的机械、阳光或化学侵害，提供完善的抗应力保

护。调节重要的炎症通路，如：调节引起炎症的关键因子、减

少真皮和表皮中白介素6和白介素8的分泌、抵御自由基、提高

抗弹性蛋白酶活性、抑制抗透明质酸酶活性和抗脂氧合酶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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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坦月桂酸酯 - 月桂酰脯氨酸

ADIPOSLIM™

液态AMINOVECTOR™月桂酰脯氨酸，具有抑制和消除《Top 

Model》形脂肪细胞存储的双重功效。可抑制游离脂肪酸进入

脂肪细胞，通过激活脂肪分解消融循环，消除体内存储的多余

脂肪。作为一种良好的脂肪团矫正剂，无需按摩，即可改善表

观，减轻橘皮组织，其功效优于咖啡因。

美体专用解决方案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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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发解决方案包括：

己二醇-辛酰基甘氨酸-木糖醇葡萄糖苷

FLUIDIPURE™ 8G  

LIPACIDE™C8G液体版本。作为甘氨酸和糖的生物载体，它

可以减少头皮刺激，从而保护头皮，具有良好的舒缓作用。消

除头皮屑和令人不适的异味。有助于改善微生物菌群的平衡，

同时减少微生物引起的头皮和皮肤疾病。能降低防腐剂添加量

并提升防腐效果从而使配方更为温和，因此非常适合敏感性肌

肤使用。

椰油酰基氨基酸钠-聚二甲基硅氧烷PEG-7泛醇磷酸酯钾

SEPICAP™ MP

一种AMINOVECTOR™，由四种氨基酸（天冬氨酸、谷氨酸、

丙氨酸和甘氨酸）与椰油脂肪反应生成椰油酸钠氨基酸后与水

溶性有机硅偶联后接枝泛醇的，得到AMINOVECTOR™，帮助

发根到发梢抵抗岁月的痕迹，具有热活性抗应激功效。对压力

过大、受损、吹干、暴露于污染和/或化学品处理过的头发，具

有热活性多重保护作用，通过限制角蛋白和脂质过氧化降解，

使光滑，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高温和老化的影响。它还能通

过改善头皮角质形成细胞的蛋白质代谢和细胞分裂，促进发根

生长，改善健康发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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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结论

–

本手册介绍了Seppic如何成为设计脂类氨基酸技术（称为AMINOVECTOR™）

的先驱。

脂类氨基酸已在化妆品和制药领域中应用了多年，Seppic是在化妆品行业首家将

此类活性成分商业化的企业。

自80年代掌握这项技术以来，Seppic wesource™采用氨基酸和脂肪酸链反应，

生产出可持续、高效、针对各种肌肤和毛发类型的脂类氨基酸活性成分。

脂类氨基酸因其广泛的作用范围而备受关注，涵盖各种功能和基本应用领域，与

天然物质的功效极其相似。

我们认为，“脂类氨基酸是一种具有公认的功效和耐受性的分子，可用作配方中

的基础活性成分。互联网使消费者有越来越广泛的认识。终端品牌采用脂类氨基

酸，可提供所需的功效和耐受性，使消费者安心使用。”

Fanny Tanaka和wesource™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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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ource™ 
我们致力于提供前沿体验、

有效成分以及科学、
个性化的支持

为了进一步丰富我们的

活性物科学经验，我们为全球客户提供

“高级定制”服务。

其中，生命科学

支持提供皮肤和毛发科学方面的培训及

个性化的生化专业帮助。

为使您全面体验wesource™，

我们可全程陪伴您进行沉浸式体验：

在法国西南部，布列塔尼以及

马达加斯加的生产基地，现场实地考察

当地的供应链和专家团队。

市场营销团队在活性物科学、

趋势、成功案例、灵感和

创意营销理念方面，

为产品开发和营销提供集团式支持。

成为我们致力从事的     

感受我们的专业性。

伟大事业的一分子！

我们的
“高级定制”服务

—



我们带您游览神奇海洋活性成分世界。

Bréhat群岛，又名“水下亚马逊”，拥有布列塔尼（法

国）的独特环境；纯净且保存完好的天然场所，我们

的灵感源泉。

为确保与海洋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完全协调，我

们采用提取或专利生态设计技术来生产经验证的有效

成分。

我们充分尊重生物多样性，关注世界各地的传统经

验，努力探索源自植物的力量。我们正在寻求有效、

符合道德规范的方法，通过植物萃取或纯化种植以的

植物中有效的成分。

基于原材料、生命组成和负责任的化学，我们正用创

新、生态设计的分子赋予美丽新能量：AMINOVEC-

TOR™（脂氨基酸）、矿物质和功能化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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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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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PIC 分支机构：

注：唯一保证的分析标准为每批发运产品中提供的分析证明书所提及的数据。除上述规定外，SEPPIC对本文件中的

产品不作任何明示、暗示或法定的担保。在不限制前述事项的一般性的原则下，SEPPIC对产品的适销性或产品任何

特定用途的适用性不作任何担保。买方承担因产品使用或销售引起的所有风险和责任，无论是否单独存在或与其他产

品有关。本文所含信息均免费提供，且以SEPPIC认为可靠的技术数据为依据。该信息为具有技术技能的人员使用，

并由其自行判断，自担风险。因为使用条件不在控制范围内，SEPPIC对本信息的任何使用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担

保，且不承担任何相关责任。本文中任何信息均不得视为申请任何专利的许可证或侵犯任何专利的建议。

© 2020 Seppic - Seppic 是法国液化空气集团的子公司

Seppic S.A.
Paris establishment
FRANCE
Tel.: +33 (0)1 42 91 40 00
info.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S.A.,
Castres establishment
FRANCE
Tel.: +33 (0)5 63 72 69 69
Fax : +33 (0)5 63 72 69 70

BiotechMarine S.A.S.
FRANCE 
Tel.: + 33 (0)2 96 95 31 32 
contact.biotechmarine@airliquide.com

Serdex S.A.S.
Pau establishment
FRANCE
Tel.: + 33 (0)5 59 13 04 20 
contact-serdex@airliquide.com

Seppic Inc.
UNITED STATES
Tel.: +1 973 882 5597
us.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Polykon Manufacturing L.L.C.
UNITED STATES
Tel.: +1 804 624 9057
sharon.harper@airliquide.com

Seppic Poland office
POLAND
Tel.: +48 22 11 60 759
poland.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Singapore office
SINGAPORE
Tel.: +65 6378 5213
singapore.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Brasil EQCI Ltda
BRAZIL
Tel.: +55 11 3252 3911
brasil.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Russia office
RUSSIA
Tel.: +7 495 641 28 98 ext. 375

Seppic Japan office
JAPAN
Tel.: +81 3 6414 6725
japan.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Colombia S.A.S.
COLOMBIA
Tel.: +571 702 44 48
colombia.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Shanghai
Chemical Specialities Co.
CHINA
Tel.: +86 (21) 64 66 01 49 
china.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Korea office
Seoul, KOREA 06168
Tel.: +82 2 3019 2569
korea.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GmbH
GERMANY
Tel.: +49 (0)221 888824 0
germany.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India
Air Liquide India Holding Pvt Ltd
INDIA
Tel.: + 91 22 61046464
india.seppic@airliquide.com

Seppic Italia Srl
ITALIA
Tel.: + 39 02 380 09 110
italy.seppic@airliqui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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