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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profile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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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次获得国际级标准评选大奖——

SuperBrand——超级品牌奖。依据

衡量和评估全球品牌成功度最高标准

颁发的年度大奖。

泰国超级品牌 02
由泰国医学护肤和化妆品领域权威专

家Dr.Nalinee创立于1996年，至今已

有26年的历史，是泰国认证的国民品

牌之一。

深厚历史积淀 03
品牌旗下产品在中国、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波兰、俄罗斯、新加坡等

38个国家有售，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很

高的知名度。

畅销38个国家

ABOUT GIFFARINE BRAND

芝芙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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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芙莲在泰国NAVA NAKORN工业区拥有一

座投资8亿泰铢（1.67亿人民币）占地超11.8

英亩的现代化工厂，内有全球先进的实验室，

管理和保证旗下所有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现代化工厂 05
芝芙莲旗下工厂生产的所有产品均获泰国

卫生局医学科学ISO/IEC17025国际标准认

证。产品品质获国际认可，被泰国商务部

国际贸易促进局授予“泰国诚信质量”奖项。

ISO/IEC17025 06
品牌旗下各品类产品超2000个，覆盖化

妆品、身体护理产品、家居用品、营养补

充剂、食品…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与支持。

自研品类超2000



创始人介绍

GIFFARINE芝芙莲创始人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泰国的清华大学）医学系毕业

曾在泰国皇家空军医疗部担任妇科医生

泰国医学护肤和化妆品领域专家

亚洲TOP 50影响力女企业家之一

ABOUT GIFFARINE Originator

Dr.Nalinee（纳里尼博士）



Development process

发展大事记①

1996 20052001 2008 2016

芝芙莲品牌诞生

纳里尼博士携全泰国顶尖医生
和药剂师创立芝芙莲品牌。

泰国总理授予奖项

泰国总理Thaksin授予芝芙莲
“BEST EXPORTER AWARD”。

第5次获得FDA质量大奖

芝芙莲在2016年，第5次获得FDA
质量奖——象征全球品牌产品质量
的最高奖项，且从2017—2020年
均是此奖项的获得者。

现代化工厂投入使用

芝芙莲斥资8亿泰铢自建的现
代化工厂投入使用，工厂员工
人数超700名。

创立科研拓展部门

芝芙莲组建自己的科研部门，探
索世界各地最好的原材料用于产
品研发。



2018 20202020 2021 双十一2018 2021 未完待续

Development process

发展大事记②

进入中国

芝芙莲品牌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旗下内衣洗衣液一经推出就受
到消费者的广泛追捧，月销超
20万瓶。

斩获 “第1”

芝芙莲在双十一开门红。芝芙
莲获得内衣洗衣液类目第1、
天猫家清品牌榜第2、衣物清
洁剂/护理剂TOP10。

中国首位品牌代言人

2021年芝芙莲中国首位品牌
代言人揭晓——泰籍华裔歌
手Sunnee 杨芸晴。

第11次获得泰国超级品牌奖

2008-2021，芝芙莲共计11次获
得泰国超级品牌奖杯。

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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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and Rewards

品牌荣誉



泰国Super Brand超级品牌大奖——评估品牌影响力的最高奖项

11次获泰国超级品牌奖



Other Awards 

产品/贸易类奖项

·19座国际高品质产品最高荣誉——FDA质量奖奖杯

·泰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促进局——“the best exporter”奖项

·泰国公共健康部医学属——泰国优质草本植物奖

·泰国公共健康部医学和公共健康实验室——泰国卓越质量奖

·泰国公共健康部医学局——DMSC PT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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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Presentation 

产品介绍



芝芙莲内衣洗衣液「主推爆品」

·原香49元/瓶 ·新香55元/瓶

·100%泰国进口

·Sunnee杨芸晴代言

·天然成分、温和清洁、调香师特调芳香、

24小时长效抑菌、抑菌率达99%

和风木棉芬芳莲香蜜桃玫瑰

【内衣洗衣液】 500毫升/瓶



芬芳莲香

前调：葡萄柚 酸橙

中调：泰国混合花香

后调：檀香 雪松

蜜桃玫瑰

前调：桃香 甜蜜果香

中调：天竺桂 牡丹

后调：琥珀 玫瑰

和风木棉（Sunnee推荐）

前调：木棉花

中调：茉莉 玫瑰 小苍兰

后调：紫罗兰

独特调香留香持久



内衣洗衣液「300ml装」

零售价：￥39/瓶

·100%泰国进口

·天然成分、温和清洁、调香

师特调芳香、24小时长效抑菌、

抑菌率达99%

·夏日限定香：紫色鸢尾、热

带天堂



热带天堂

前调：甜果味 鸡尾酒

中调：菠萝 柠檬 橙花

后调：香草 琥珀 檀香

紫色鸢尾

前调：柚子 佛手柑

中调：鸢尾 牡丹

后调：琥珀 木香 香草

仲夏限定香



椰子油萃取科技

椰子油有着“瓶子里的药店”美称，

它可以有效抗氧化，护衣护色。

泰国原产地棕榈油精华

棕榈油可以有效去污渍，同时还

能令衣物持久留香。

高科技提炼柠檬酸分子

柠檬酸可以防止污渍残留在衣物上，

达到强力去污抑菌除臭的效果。

天然成分

安全无添加

植物提炼无化学残留



弱酸配方

洗衣液的PH值为5.5-6，呈弱酸性

接近人体PH值，契合私处环境，避

免人体的酸碱平衡受到破坏。



抑菌检测——抑菌率＞99%

检测报告结果显示：芝芙莲内衣洗衣液可以有效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抑菌率超过99%



A:因为产品都是天然植物提取成分，不同批次制作出来的产品香味和颜色

也会有些差异的，但是不影响使用效果。

A:低温会导致椰子油凝固，并非变质。温度低于25℃时，椰油就容易凝

固成乳白色固体或者乳状物。对产品本身的功效并未影响，建议保存温

度为0℃-35℃。

A:能有效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抑菌率超过99%。注意：产品

并非消字号产品，不能杀菌抗菌，只抑菌。

Q1:为什么产品的颜色和香味会不一样？

Q3:为什么产品会变凝固？

Q2:产品的抑菌效果怎么样？

产品有荧光效果是因为含有柠檬酸成分。生活中很多物质在紫

外线灯的照射下都会发生荧光效果，这并不意味着该产品含有

荧光剂，只是荧光反应。一个产品中是否真的含有荧光剂，需

要通过更专业、更科学的方法检测，通过荧光笔检测来判断是

绝对不科学的。

Q4:为什么会有荧光效果？是含有荧光剂吗？

·滴了柠檬汁的化妆棉（左）对比未滴柠檬汁
的化妆棉，有明显荧光。

·滴了维生素E的化妆棉（左）对比未滴维
生素E的化妆棉，有明显荧光。

常见Q&A

零下5度放置24小时后 室温25度放置4小时后 室温25度放置6小时后

*更多问题请见附件1



精致护衣洗衣液「精致洗护新品」

500毫升/瓶 零售价：￥69/瓶

· 真丝、毛料等精致衣物水洗专用

·100%泰国进口，植物基护衣配方

· 活性酵素 毛孔级瓦解污渍

· 阴离子技术，洗衣更护衣

· 中性温和ph值，不损失丝毛质地

· ≥21%高表活配方，洁净加倍



前调：梨、红葡萄 中调：小苍兰、金银花、茉莉 后调：琥珀，香草，麝香



植物基护衣配方&
活性酵素洁净



≥21%高表活配方

高于行业标准的清洁力配方，清

洁衣物事半功倍。



中性配方面料免损伤

真丝羊毛等娇贵面料在碱性介质

中容易受损，因此不可使用碱性

洗涤剂清洗。

芝芙莲精致护衣洗衣液是中性ph

值，清洗丝毛衣物时，不会对面

料造成损伤。



竹萃水嫩女性洁净慕斯
「150ml装」

零售价：￥89/瓶

·100%泰国进口

·专为私处肌肤研制 每日水嫩滋养

·瑞士进口龙头竹提取精华 护肤级保湿成分

·云感慕斯质地 柔软绵密 一冲即净



芝芙莲香体止汗露「50ml装」

零售价：￥59/瓶

·100%泰国进口 泰国月销20w+瓶

·五秒快去成膜 净味无忧

·抑汗因子精准定位汗腺开口，抑制汗液的排除

·特添积雪草保湿成分、透明质酸钠成分



·零售价59元/瓶

·原产国：泰国

·卖点：乳酸益生菌平衡私处菌群、抑菌率>99%、

· PH值4.2弱酸配方、舒缓保湿、专为敏感肌定制

·功效：止痒抑菌、去除异味

【私处洗护液】 190毫升/瓶

私护【大白瓶】



水润乳液质地

低泡好清洗

木棉淡香

乳酸益生菌：温和无刺激洗后不干涩

SPA级舒适体验



检测报告

芝芙莲私处护理液对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

杆菌都有抑菌作用，抑菌率超过99%。

常见QA&检测报告
男生是否可以使用私护大白瓶

生理期可以使用大白瓶吗？

使用产品会有什么副作用吗？

此款产品男女皆可使用，如果有特殊需求建议寻求更
有针对性的产品。

生理期使用大白瓶不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产品中
含有的乳酸益生菌可用于姨妈期间处理异味，令私处
散发淡淡清香。

无副作用。大白瓶使用的是天然乳酸配方，完全温和
不刺激。乳酸钠、乳酸萃取物等天然保湿因子，在清
洁同时，还具有补水的功效。



HYA【泰白瓶】
「泰国爆品」

·零售价149元/瓶

·原产国：泰国

·代言人：Mile&Apo（泰国人气男星）、AUMP

（泰国国民巨星）

·卖点：3%黄金烟酰胺配方、更适合亚洲人肤

质、有效抗初老、14天肉眼可见焕肤效果

·功效：补水保湿、提亮焕肤、收缩毛孔等

【密集莹白肌底液】27毫升/瓶

泰国一年爆卖

200W+瓶



烟酰胺能有效加速黑色的

分解，防止黑色素在皮肤

层沉积。3%的黄金浓度

配比，更温和耐受，敏感

肌也可使用。

香奈儿、雅诗兰黛、

Lamer同款珍贵保湿成分，

锁水能力高达72小时，也

是国际四大科技成分之一。

糖类同分异构体3%烟酰胺 玻尿酸

高浓度小分子结构，可吸

收其本身重量1000倍的水

分，帮助肌肤锁水保湿。

主要成分
维生素C

维C是天然的抗氧化剂，

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

清除自由基、刺激胶原

蛋白的合成。



泰国人气男明星

HYA美白精华代言人

Mile&Apo



泰国顶级女演员、模特、主持人

HYA美白精华代言人

泰国女星AUMP



A:是否耐受与体质有关，芝芙莲护肤实验室经过上千次实验，

将烟酰胺浓度确定在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够接受的范围，尽量减

少肌肤不耐受的情况。

A:HYA精华的烟酰胺浓度控制在3%，并通过VC、植萃等成分

的辅助作用，令其功效提升到一个全新高度，从而更好地解决

肌肤暗沉问题。

A:一定要。可先在耳后、手腕内侧做测试，测试无异常再上脸，

前期可减少用量和使用频率，给肌肤适应的时间，从少到多，

从局部到全脸，确认肌肤耐受后再正常使用。

Q1:这款精华使用会不会刺激？

Q3:这款产品和市面上的烟酰胺产品有什么区别？

Q2:使用前要建立耐受吗？

实测效果

1500名女性亲测，使用芝芙莲HYA精华液14天后

细纹改善5.5%，皮肤水润度增加78%

*数据来自芝芙莲品牌实验室*

常见QA&检测报告



HYA全系列产品

【HYA氨基酸洁面乳】

【HYA睡眠面膜】

【HYA泰白瓶】

【HYA香氛沐浴露】

【HYA香氛身体乳】



品名 产品 零售价 规格 主打成分 卖点

洁面 89元/瓶 100克/瓶
玻尿酸、烟酰胺、金缕

梅提取物等
清洁保湿、控油补水、

缩小毛孔

睡眠面膜 126元/瓶 45克/瓶
3D玻尿酸复合物、肽复

合物、烟酰胺
熬夜急救、晒后修复、

保湿润肤

香氛沐浴露 99元/瓶 250毫升/瓶
糖类同分异构体、烟酰
胺、透明质酸钠

温和净肤、提亮肤色、
保湿润肤

香氛身体乳 109元/瓶 250毫升/瓶
牛油果树果脂油、荷荷
巴油、泛醇、烟酰胺、

透明质酸

光洁美背、匀亮肤色、
去除鸡皮

HYA系列



【芝芙莲草本牙膏】
·零售价：49元/支 ·规格：160克/支

·功效：持久清新、长效抑菌、亮白健齿

·适用人群：针对口气顽固、内火旺盛

【芝芙莲碳粉牙膏】
·零售价：49元/支 ·规格160克/支

·功效：强效去渍、有效亮白、持久清新

·适用人群：口腔污渍顽固人群



品名 主打成分 核心卖点

芝芙莲草本牙膏

辣薄荷油/香叶油/茴香油/麝香花油/椰子油/药

鼠尾草叶 没药树脂/ 母菊花/芭乐叶/光果甘草/

锡兰肉桂树皮/印度楝叶 狭叶松果菊根/辣薄荷

叶/倒捻子果皮粉/鹊肾树叶/蜂蜜

STAY-C50

瑞士精湛工艺，卓效抑菌对抗龋齿

不含SLS、SLES

普通牙膏中含有这种物质，易损伤

牙齿芝芙莲炭粉牙膏
留兰香叶油/炭粉/ 辣薄荷油

丁香叶油/蓝桉叶油/薰衣草油/麝香草花叶油

成分核心卖点



【蜂蜜洁面啫喱】
·规格：180毫升/瓶

·原产国：泰国

·卖点：德国进口天然蜂蜜、不含皂基温

和无刺激、解决痘痘肌、洗后不拔干

·功效：高效清洁、调节水平平衡、温和

清洁痘肌

·主要成分：蜂蜜、水解胶原、泛醇



祛斑凝萃精华
·零售价：129元

·规格：10克/支

·原产国：泰国

·卖点：2周淡斑提亮、更适合亚洲肤质、四层

核心科技修复肌肤、敏感肌可用

·功效：击退暗黄、淡化斑点、提亮肤色



【抗菌除螨沐浴露】
·零售价：99元

·规格：500毫升/瓶

·原产国：泰国

·卖点：乳酸焕肤温和刷酸、清爽抑菌、调节油脂分泌、植

萃配方留香持久

·功效：抑菌除螨、平滑肌肤



香体止汗露

·零售价：59元

·规格：50ml/支

·香型：蓝色海洋/琥珀橙花

·原产国：泰国

·卖点：

1.添加抑汗因子，净味干爽一整天。

2.水感精华质地，迅速成膜不沾衣。

2.无致敏成分，安全健康。

3.泰国调香师特调香氛，留香时间长达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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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results

市场实绩



Coming to China

进入中国市场

2018年9月，芝芙莲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旗下内衣洗衣

液产品一经上市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超过800家大

型实体店铺有售，目前月销量已超50万瓶。

（数据截止2021年11月）



首播爆卖200万！芝芙莲成为李佳琦直播间常驻爆品

李佳琦直播间热卖爆品

首播销售额214万，第2场直播销售额突破300万



张凯毅/大狼狗郑建鹏言真夫妇/刘芳形体礼仪/粥粥KOI，超千名KOL博主种草芝芙莲，全渠道观看量达百亿级

抖音、快手、小红书KOL倾情推荐



微博百万粉博主@虫虫chonny亲赴泰国，种草芝芙莲

知名大V亲赴泰国探秘



景甜/戚薇/叶一茜/娄艺潇/林依伦/舒畅..芝芙莲是超多明星家中的必用品

明星直播间必推星品



顾客好评如潮 留存客户爆款

产品受消费者广泛认可，长期霸占“老客挚爱回购榜单”



品牌代言人

Sunnee杨芸晴

中国首位品牌代言人

官宣当天，#芝芙莲中

国首位品牌代言人#话

题阅读量破亿，超
60万人热烈讨论



国内各大卫视合作伙伴
芝芙莲和湖南卫视/深圳卫视/东方卫视达成深度合作



线下广告投放
海外高速公路、景区、机场、国内一线城市，均能看到芝芙莲的实体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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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渠道



线上销售渠道
芝芙莲在线上各大主流电商平台均已完成布局，拥有数十家官方旗舰店



线下销售渠道
芝芙莲在各大商超均有自己的专柜/货架，如沃尔玛、屈臣氏、KK馆、wowclolor、三福时尚百货、

世纪联华、大润发、海南免税店、北京仁和..在屈臣氏近千家线下门店-家清类目销量排名第1



线下门店实拍

屈臣氏KK馆 沃尔玛



线下门店实拍

全国各大商超百货断货王太原王府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