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奥赛恩实验室位于瑞士日内瓦，专业从事

美容用透明质酸产品的设计与生产。

Beauty Booster’

Teosyal® 净白水光针 [I] 通过注射对人
体无害的专门针剂，防止脸部、颈部及
领口处出现皱纹。其主要成分是透明质
酸 (15毫克/毫升) 与盐酸利卡多因 (3毫
克 /克)。 要了解更多资讯, 请咨询医
生。该产品是常规保健品 (III级医疗器
材, CE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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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在谈论透明质酸！那么，透明质酸是如何让您的肌

肤恢复青春的呢？

透明质酸（简称“HA”），是人体内的固有物质。它在保持

肌肤处于良好健康状况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皮肤中的

这种重要成分，如同海绵一样，能留住水分，从而使肌肤的

含水量得到保持。

时间，让肌肤青春不在

人体肌肤老化的主要原因包括所含氧化物（自由基）过多，

以及人体原有透明质酸的渐进性减少。

稚嫩肌肤

老化肌肤

伴随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失去自身原有透明质酸的

量将高达2/3。到35岁时，人体肌肤的厚度就已经

平均减少了22%。2

皮肤越来越薄，这使它更易皲裂、更留不住水分

而弹性降低。

就像干瘪的葡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失去含
水量的肌肤，将不再有光泽。

庆幸的是，这种变化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我们的肌肤

正在经历变化，但我们还是可以用行动让它焕发魅力！

阻止肌肤变老的另一种方式

开发透明质酸针剂的目的，在于阻止人体肌肤的过早老

化，让我们的面部肌肤容光焕发。3

对肌肤老化的弥补

透明质酸针剂弥补了透明质酸在人体内的自然损失，刺激

人体自动合成这种胶原质4，以有利于人体：

消除皱纹

增强肌肤光泽

恢复面

部容积

注射用透明质酸，让我们能够把人类对抗衰老手术的需求继

续推向未来。5

约有80%的面部肌肤衰老，是由紫外线照
射造成的。6

*包含其他因素的不健康生活方式，比如饮食不均衡和吸烟，会对皮肤的外在表现

及品质具有不良影响。

女性朋友对我们的提问

一次注射包含哪些内容？

- 一次注射包含内部或皮下微针注射。注射采用细小的

注射用针头及极微量的水光针 [I]针剂，沿皱纹纹路

注射，使其均匀分散在整个面部皮肤的表面。通过这

种方式，水光针[I]的透明质酸和营养物质深入肌肤内

部。 

- 注射可以采用“人工方式”，使用的是注射器及

注射用针头；也可以采用“电子辅助方式”，这

样可以让您的注射过程感觉更为舒适（比如，使

用泰奥
®
辅助注射笔） 

- 一次注射耗时约为20分钟 

注射后，我可以立即开始工作吗？
注射时，注射部位会有非常轻微的不适感，以及少许细

小的斑点。*通常，这些困扰会在注射完成后很快消失。

会立即看到注射效果吗？

第一次注射的效果会即刻显现。这时，皮肤更加红润、

皱纹减少、含水量较高，且变得更加柔软而富有弹性。伴

随多次注射，综合效果逐渐显现：肌肤看起来日益光洁、

更加紧致。7

注射时，需要使用止疼药吗?
微注射均是皮肤浅表的注射，使用的是非常细微的针头。

为了让您在整个注射过程中的感觉更加舒适，水光针[I]剂
含有局部麻醉剂利卡多因。利卡多因是一种瑞士产麻醉

药，广泛用于全球医疗机构中。为了增强舒适感，可能会

在注射前使用一种麻醉药膏。

一次注射的效果会持续多久？

透明质酸是一种可吸收分子，其功效是暂时的，还取决于

多种因素，包括：皮肤类型、人体年龄、注射区域、注射

技巧等……

为了获得最佳效果，建议开始注射三次。然后，每年注射两至

三次，对效果进行巩固。

*存在于该产品使用相关的潜在副作用，通常于注射后立即出现，或延后出现。这

的次效应，或持续时间在一周以上的任何不良效应通知注射操作者。

TEOSYAL＠辅助注射笔是电动、无绳透明质酸注射用工具，目的是为了修正皱

品，具有CE标志（CE0434），符合该标准要求。要获取更多资讯，请资讯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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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OSYAL＠辅助注射笔使用说明书。》



拒绝第一缕皱纹的出现

您的皮肤开始衰老了吗？您愿意让肌肤保持活力、

留住水分、魅力更持久吗? 用泰奥水光针，保护并

促使它永不衰老吧！7

Beauty Booster’

平滑每一寸成熟的肌肤

与以前相比，您的肌肤皱纹更多、厚度减少了吗？

您愿意让注射具有更加完美的效果，并保持更久吗？

用泰奥水光针 [I]，为您的肌肤锁住水分，焕发光彩！

针剂配方绝无仅有，并享有专利
高浓度天然透明质酸+抗氧化剂与氨基酸、矿物质及维生素

的混合物，所有这一切原本就存在于人体的肌肤之中。

含水量 抗氧化物保护

HA HA
精氨酸 谷光甘肽、半胱氨酸、

α-硫辛酸

组织重建及细胞再生

HA
亮氨酸, 异亮氨酸, 缬氨酸, 甘氨酸, 赖氨酸, 苏氨酸, 脯氨

酸、维生素B6、锌、铜

泰奥水光针 [I]是一种非交联透明质酸胶质，呈液状，可以在选择

的皮肤区域进行微针注射，让肌肤变得顺滑。

泰奥 水光针Redensity® [I]是TEOSYAL® 净白系列产品，仅用于（医疗设备、

III级，具有CE标志）专业医疗用途。

该产品应在何时使用，用于何处？
针对您个人注射本针剂的时间及所用肌肤区域的选择，请询

问按照您的需求，向您推荐最优注射方案的专业人员。

− 这是延缓肌肤衰老的常规主要手段

− 可代替其他手段，或作为其补充

− 挑选特定时间，对您的肌肤进行再补水，让它焕发新

的光彩（比如：在长时间的日光照射之前/之
后……）

对脸部、颈部及领口处

为了获得最佳效果，建议接受完整疗程，以扩大美容

功效，并获得长久的美容效果：

− 产品使用的最佳方案：三次注射，期间间隔三周，可在短

期内见效，且效果会伴随注射次数的增加而日益显著

− 为巩固前期注射效果，可在自身认为需要时进行注

射，建议方案：通常一年三次

水 光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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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Booster’

肌肤品质获得改善*…… ……获得了使用者的认可*

改善表现在如下方面: 91.7%
肌肤光洁度

提高60%

肌肤弹性

提高56%

皮肤表面纹理

提高59%

肌肤水分

提高61%

«我感觉脸部肌肤更加
紧致了,皮肤又重新焕
发出光彩……我觉得
自己更有魅力了. »

安娜,35岁

的顾客对产品效果感到满意

91.7% 90.3%

准备再次使用该产品

的使用者愿意对产

品效果做出推荐

«每个人都说，我的肌肤立即回复了
健康光泽。 »

奥尔加, 53岁

«效果自然，这正是我想要的»
丽莎, 47岁

«泰奥水光针 [I]就像一种具有超级功
效的乳霜，让肌肤焕发出内在的活力.

功效立竿见影，且保持长久.»

佩吉, 42岁

* 数据取自《Teosyal® 净白水光针[I]研究报告》，由科罗尔医师、维维尔医师、凯瑞医师、米切尔斯

医师于2013年5月联合撰写。 以上结果出自医师们对全球面部整容术发展的指标评估，该评估是在使

用本品注射第一针9周后做出的。该疗程共注射3次，每次间隔3周。该研究报告表明该产品具有非常好

的耐受性；同时，报告指出的主要副作用包括面部暂时性红斑，及颈部、领口处注射后出现的红斑、

疼痛、瘀斑和瘙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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