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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包括含有

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细胞生长因子

0.0001-0.001％、熊果叶提取物0.5-5％、甘草亭

酸1-5％、尿囊素0.1-0.5％、马油2-5％、辛酸丙

基庚酯5-10％、葡糖氨基葡聚糖2-6％、醇类6-

15％、卡波姆1-3％、碳酸二乙基己酯4-6％、表面

活性剂1-5％、防腐剂0.01-1％、pH调节剂0.01-

5％、水余量；其中细胞生长因子、熊果叶提取物

和甘草亭酸合理配伍，协同起到滋润皮肤、增强

皮肤弹性、减少色素沉积，促使细胞修复与再生

的作用，从而达到滋养焕肤的目的；本发明同时

提供了其制备方法，有效保护了组方中有效成分

的活性，使其滋养焕肤的效果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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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所述滋养护肤乳液制备时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按上述质量百分比配比称取各组分；

步骤二、将马油加热到40-50℃融化，然后加入细胞生长因子，分散均匀后，迅速冷却至

马油凝固，得细胞因子-马油膏体；

步骤三、将辛酸丙基庚酯、葡糖氨基葡聚糖、醇类、卡波姆、碳酸二乙基己酯、表面活性

剂和水加入乳化罐中，搅拌均匀，加热至80-90℃后乳化30min；冷却至40-50℃，加入防腐

剂、熊果叶提取物、甘草亭酸、尿囊素、pH调节剂，继续乳化10min后，冷却至≤20℃，然后加

入步骤二所得的细胞因子-马油膏剂，于≤20℃搅拌至分散均匀，即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细胞生长因子选自角质

细胞生长因子、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因子和表

皮生长因子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醇类选自甘油、丙二醇、聚乙二醇、聚丙二醇，聚丁二醇-8；聚丁二醇-5；聚丁二醇-

3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表面活性剂选自二月桂醇柠檬酸酯、聚甘油-4月桂酸酯、甘油聚醚-26中的一种或

几种；

所述pH调节剂选自三乙醇胺、精氨酸中的一种或两种。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特征在于，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

的以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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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特征在于，所述水为去离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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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妆品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机能退化，皮肤难以避免会出现一些小状况，再加上受到紫

外线的照射、空气污染、身体疲劳等因素，皮肤会感到倦怠，失去润泽，引起水油不平衡，肌

肤干燥粗糙，缺乏供给皮肤运作所必要的油分、水分和养分。当皮肤缺乏滋养，也会相应引

起斑点、皱纹、面色暗黄、无光泽等一系列问题。

[0003] 目前，市面上的滋养皮肤化妆品主要采用矿物油以及一些化学物质来达到滋养皮

肤的目的，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效果不显著，长期使用容易造成肌肤负担，加速皮肤衰老且

极易引起过敏现象。因此，研制一种滋养效果好，还具有焕肤功能，且温和不刺激的护肤产

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提供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及其制备方法，用该方法制备的滋养护肤

乳液其不仅滋养效果好，还具有焕肤功能，且温和不刺激。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技术方案一：

[0007] 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0008]

说　明　书 1/14 页

4

CN 105193671 B

4



[0009]

[0010]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细胞生长因子选自角质细胞生长因子、酸性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因子和表皮生长因子中的一种或

几种；

[0011] 所述醇类选自甘油、丙二醇、聚乙二醇、聚丙二醇，聚丁二醇-8；聚丁二醇-5；聚丁

二醇-3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2] 所述表面活性剂选自二月桂醇柠檬酸酯、聚甘油-4月桂酸酯、甘油聚醚-26中的一

种或几种；

[0013] 所述pH调节剂选自三乙醇胺、精氨酸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4] 作为本发明更进一步的改进，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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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0017] 技术方案二：

[0018] 一种技术方案一所述的一种滋养护肤乳液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如下步骤：

[0019] 步骤一、按上述质量百分比配比称取各组分；

[0020] 步骤二、将马油加热到45℃融化，然后加入细胞生长因子，分散均匀后，迅速冷却

至马油凝固，得细胞因子-马油膏体；

[0021] 步骤三、将辛酸丙基庚酯、葡糖氨基葡聚糖、醇类、卡波姆、碳酸二乙基己酯、表面

活性剂和水加入乳化罐中，搅拌均匀，加热至80-90℃后乳化30min；冷却至40-50℃，加入防

腐剂、熊果叶提取物、甘草亭酸、尿囊素、pH调节剂，继续乳化10min后，冷却至≤20℃，然后

加入步骤二所得的细胞因子-马油膏剂，于≤20℃搅拌至分散均匀，即得。

[0022] 作为本发明进一步的改进，所述水为去离子水。

[0023] 本发明中：

[0024] 细胞生长因子：包括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AF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BFGF)、表皮细胞生长因子(EGF)、角质细胞生长因子(KGF-2)以及血小板衍生因子(PDGF)

等，几种因子的复配能从内而外的促进皮肤结构的改善，加速皮肤修复速度，减少疤痕产

生。

[0025] 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可刺激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生长，使新的表皮细胞不断长成，

将死皮层推动并逐渐脱落，保持肌肤细嫩光滑。同时促进皮肤各种细胞的新陈代谢，增强细

胞吸收营养物质。促使胶原及胶原酶合成，分泌胶原物质、透明质酸和糖蛋白，调节胶原纤

维，具有滋润皮肤、增强皮肤弹性，减少皮肤皱纹和防止皮肤衰老的作用。在美容界有“美丽

因子”之称。

[0026] 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是一种多功能强力细胞因子，对促进成纤维细胞的代谢

和胶原蛋白的形成发挥着重要功能；能促进皮肤组织的生长繁殖，它通过与细胞表面特异

受体结合，调控皮肤上皮，内皮和基质细胞的分裂、繁殖和生长分化，促进细胞代谢，增强氧

化作用；能促进与皮肤损伤有关细胞的迅速生长繁殖，并调节细胞间基质的合成、分泌及分

解；能促进角质层细胞的再生，加速皮肤角质层和基质层的修复，促进人体皮肤细胞的生

长；能增强皮肤细胞的蛋白质的合成和细胞代谢，具有延缓皮肤细胞衰老、促进表皮细胞的

修复和生长作用，使皮肤光滑丰润。

[0027]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是人体内存在的一种极微量细胞调节蛋白，它能促进多

种细胞的生长和分化，通过血管、神经和体液的变化，一方面调节和平衡内分泌，激发成纤

维母细胞的增值和促愈素的增多，以及各种相关物质，如多种氨基酸、弹性蛋白、胶原蛋白

等的增多，维持了皮肤的正常功能和活力，使变形的脂肪细胞得到恢复，活力增强；其又被

称为真皮生长因子，主要存在于表皮基底的角质形成细胞内，是重要的促细胞有丝分裂因

子和血管生成因子，对来源于中胚层和神经外胚层的多种类型的细胞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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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促进细胞增殖、生长、分化，促进血管新生，改善细胞生活微环境，促进受损神经再生

及血管、肌肉、皮肤等的修复，减少紫外线辐射对皮肤造成的损害，是神经细胞营养和再生

因子，有“细胞激活因子”之称。

[0028] 角质细胞生长因子促进皮肤组织的生长繁殖；通过与细胞表面特异受体结合调控

皮肤上皮、内皮和基质细胞的分裂增殖和生长分化，促进细胞的代谢，增强氧化作用；促进

与皮肤损伤有关细胞的迅速增殖，并调节细胞间基质(如胶原蛋白等)的合成与分泌及分

解；从而促进角质层细胞的再生，加速皮肤角质层和基底层的修复，组织培养时，促进人体

皮肤上皮细胞生长；增强表皮细胞的蛋白质、RNA的合成和细胞代谢；具有延缓皮肤细胞衰

老、促使人皮细胞的修复和生长的作用，使皮肤光滑丰润。

[0029] 血小板衍生因子是一种重要的促有丝分裂因子，具有刺激特定细胞群分裂增殖的

能力，促进纤维母细胞的生成，从而修复由于衰老和损伤造成的真皮层胶原纤维断裂与变

形，促进真皮层生长与弹性提升，使皱纹自然长平。促进胶原蛋白在真皮层直接合成，更有

效延缓衰老。补充胶原蛋白几乎是现在每个爱美人士都知道的常识。然而，如何让人体更充

分的吸收胶原蛋白一直是个难解之题。PDGF可以促进成纤维母细胞的活性与促进分泌胶原

蛋白。通过PDGF促进成纤维母细胞生成的胶原蛋白比直接涂抹或食用胶原蛋白更能有效延

缓皮肤衰老。促进皮下毛细血管形成，修复皮下血液微循环系统，为皮肤提供充足营养。皮

肤衰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皮下血管萎缩，从而导致皮肤供血不足，故细胞缺乏营养，致使

皱纹的产生。许多生长因子参与血管生成的生理调节。它们各自在其中起至关紧要作用。其

中PDGF的再生血管功能对于延缓衰老有明显疗效。促进皮肤细胞的生长与更新，提升皮肤

组织的生理活性与新陈代谢水平，增强皮肤细胞的免疫力与自我修复能力，修复由于日光、

严寒、化学物质与机械磨损伤害造成的红血丝与敏感肌肤，使皮肤细胞更加白皙润泽，鲜活

饱满，让面部色斑暗沉，枯黄干燥的衰老面貌焕然一新。

[0030] 熊果叶提取物：是一种源于杜鹃花科熊果属熊果的叶子细胞里的皮肤脱色成份。

熊果苷能有效地抑制皮肤中的生物酪氨酸酶(Tyrosinase)活性，阻断黑色素的形成，通过

自身与酪氨酶直接结合，加速黑色素的分解与排泄，从而减少皮肤色素沉积，祛除色斑和雀

斑。

[0031] 甘草亭酸：又名甘草次酸，是经典的抗炎药物，将其应用于化妆品中可调节皮肤的

免疫功能，增强皮肤的抗病能力，消除炎症、预防过敏、清洁皮肤，同时还能解除化妆品中相

关成分及其它外界因素对皮肤的毒副作用。它还能有效抑制酪氨酸酶的活化，阻止黑色素

的产生，具有美白亮肤、抗菌消炎、抗氧化、抗衰老、祛斑功效

[0032] 尿囊素：可促进肌肤最外层的吸水能力，并能增强角质蛋白分子的亲水力，因此能

增加肌肤组织中的含水量.使非病理状态的肌肤干燥，粗糙，衰老，长皱纹等症状得到调理。

[0033] 马油：常温白色固体、无异味，酸价：＜1.0mgKOH/g，过氧化值：＜3.0meq/kg，皂化

值：195-199，碘值：72-86，融点(凝固点)：36-43℃，折光率(40℃)：1.462，相对密度(25℃)：

0.90-0.915，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达到60％以上，其中多不饱和脂肪酸相对含量高达24％

以上；还含有较丰富VE和一定量的VA；马脂肪的成分与其他动物脂肪有较明显的区别，含有

天然抗氧化性能的活性成分，是一种良好的天然抗氧化剂；其具有保湿与滋润、消炎舒缓、

抗氧化、祛痘、美白等功效。

[0034] 辛酸丙基庚酯：可提供多维的柔软润滑肤感，赋予配方独特手感。对各种结晶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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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剂有很好的溶解力，对色粉类有很好的分散润湿性能。

[0035] 葡糖氨基葡聚糖：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细胞修复，具有良好的透皮吸收性。

[0036] 甲基异噻唑啉酮：是一种高效杀菌剂，耐热之水性防腐剂，可以抑制细菌、真菌、霉

菌及霉菌等微生物的生长。

[0037] 醇类：甘油、丙二醇、聚乙二醇、聚丙二醇，聚丁二醇-8；聚丁二醇-5；聚丁二醇-3作

为润湿剂，可以保持肌肤的水润。

[0038] 碳酸二乙基己酯：是一种具有极低的粘度，高铺展性和对晶体状活性物有良好的

增溶性的非常清爽的油脂。

[0039] 卡波姆：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流变调节剂，中和后的卡波姆是优秀的凝胶基质，有增

稠、悬浮等重要用途。

[004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取得的有益效果如下：

[0041] 1、本发明中熊果叶提取物、甘草亭酸、和细胞因子(角质细胞生长因子、酸性成纤

维细胞生长因子、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小板衍生因子和表皮生长因子)合理配伍，

协同起到滋润皮肤、增强皮肤弹性、减少色素沉积，促使细胞修复与再生的作用，从而达到

延缓皮肤衰老、滋养焕肤的目的。

[0042] 2、由于细胞生长因子在溶液状态下不稳定，易失活，因此本发明在制备过程中将

细胞生长因子分散于马油中，制备成细胞因子-马油膏体，然后将该膏体分散于护肤品中，

有效保护了细胞因子的活性，使得本发明的护肤乳液在滋养焕肤方面效果更显著，保存期

也更长。

[0043] 3、本发明采用马油作为分散包裹细胞因子的基质，其优点在于，马油的凝固点为

36-43℃，平时在冰箱冷藏，马油可以将细胞因子与护肤因中的其他成分隔离，使用时，将其

涂于面部，在人体的温度及按摩作用下，马油容易融化，从而释放细胞因子，且其强的渗透

性，更容易将细胞因子带入皮肤的底层，从而更好的发挥滋养、焕肤作用；另外马油本身也

具有保湿与滋润、消炎舒缓、抗氧化等作用，在滋养焕肤方面发挥着作用。

[0044] 本发明中组方配合科学，天然安全，无副作用，各组分之间协同作用，功效相辅相

成，且其制备方法有效保护了组方中有效成分的活性，使本发明制得的滋养护肤乳液在滋

养焕肤方面效果显著，同时还延长了护肤乳液的保质期。

具体实施方式

[0045] 熊果叶提取物：陕西康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0046] 甘草亭酸：陕西森弗天然制品有限公司

[0047] 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西安维芙兰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48] 角质细胞生长因子：西安维芙兰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49] 表皮生长因子：西安维芙兰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0050]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的叙述。

[0051] 实施例1

[0052] 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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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0055] 制备方法如下：

[0056] 步骤一、按上述质量百分比配比称取各组分；

[0057] 步骤二、将马油加热45℃融化，然后加入细胞生长因子(角质细胞生长因子、酸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分散均匀后，迅速冷却至马油凝固，得细胞因

子-马油膏体；

[0058] 步骤三、将辛酸丙基庚酯、葡糖氨基葡聚糖、醇类(甘油、丙二醇、聚乙二醇)、卡波

姆、碳酸二乙基己酯、表面活性剂(二月桂醇柠檬酸酯、聚甘油-4月桂酸酯、甘油聚醚-26)和

去离子水加入乳化罐中，搅拌均匀，加热至85℃后乳化30min；冷却至45℃，加入防腐剂(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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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异噻唑啉酮、羟苯甲酯、羟苯丁酯、羟苯乙酯、羟苯异丁酯)、熊果叶提取物、甘草亭酸、尿

囊素、pH调节剂(三乙醇胺)，继续乳化10min后，冷却至≤20℃，然后加入步骤二所得的细胞

因子-马油膏剂，于≤20℃搅拌至分散均匀，即得。

[0059] 保藏方法：于冰箱冷藏保存。

[0060] 使用方法：每日洁面后，将其均匀涂于面部适量，早晚各一次；

[0061] 实施例2

[0062] 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0063]  

[0064]

[0065] 制备方法如下：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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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保藏方法：同实施例1。

[0067] 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

[0068] 实施例3

[0069] 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0070]  

[0071]

[0072] 制备方法如下：同实施例1

[0073] 保藏方法：同实施例1。

[0074] 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

[0075] 对比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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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6] 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0077]

[0078]

[0079] 制备方法：

[0080] 步骤一、按上述质量百分比配比称取各组分；

[0081] 步骤二、将马油加热45℃融化，然后加入细胞生长因子(角质细胞生长因子、酸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分散均匀后，迅速冷却至马油凝固，得细胞因

子-马油膏体；

[0082] 步骤三、将辛酸丙基庚酯、葡糖氨基葡聚糖、醇类(甘油、丙二醇、聚乙二醇)、卡波

姆、碳酸二乙基己酯、表面活性剂(二月桂醇柠檬酸酯、聚甘油-4月桂酸酯、甘油聚醚-26)和

去离子水加入乳化罐中，搅拌均匀，加热至85℃后乳化30min；冷却至45℃，加入防腐剂(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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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异噻唑啉酮、羟苯甲酯、羟苯丁酯、羟苯乙酯、羟苯异丁酯)、甘草亭酸、尿囊素、pH调节剂

(三乙醇胺)，继续乳化10min后，冷却至≤20℃，然后加入步骤二所得的细胞因子-马油膏

剂，于≤20℃搅拌至分散均匀，即得。

[0083] 保藏方法：同实施例1。

[0084] 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

[0085] 对比例2

[0086] 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0087]

[0088] 制备方法如下：

[0089] 步骤一、按上述质量百分比配比称取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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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步骤二、将马油加热45℃融化，然后加入细胞生长因子(角质细胞生长因子、酸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表皮细胞生长因子)，分散均匀后，迅速冷却至马油凝固，得细胞因

子-马油膏体；

[0091] 步骤三、将辛酸丙基庚酯、葡糖氨基葡聚糖、醇类(甘油、丙二醇、聚乙二醇)、卡波

姆、碳酸二乙基己酯、表面活性剂(二月桂醇柠檬酸酯、聚甘油-4月桂酸酯、甘油聚醚-26)和

去离子水加入乳化罐中，搅拌均匀，加热至85℃后乳化30min；冷却至45℃，加入防腐剂(甲

基异噻唑啉酮、羟苯甲酯、羟苯丁酯、羟苯乙酯、羟苯异丁酯)、熊果叶提取物、尿囊素、pH调

节剂(三乙醇胺)，继续乳化10min后，冷却至≤20℃，然后加入步骤二所得的细胞因子-马油

膏剂，于≤20℃搅拌至分散均匀，即得。

[0092] 保藏方法：同实施例1。

[0093] 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

[0094] 对比例3

[0095] 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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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0098] 制备方法如下：

[0099] 步骤一、按上述质量百分比配比称取各组分；

[0100] 步骤二、将马油加热45℃融化，迅速冷却至马油凝固，得马油膏体；

[0101] 步骤三、将辛酸丙基庚酯、葡糖氨基葡聚糖、醇类(甘油、丙二醇、聚乙二醇)、卡波

姆、碳酸二乙基己酯、表面活性剂(二月桂醇柠檬酸酯、聚甘油-4月桂酸酯、甘油聚醚-26)和

去离子水加入乳化罐中，搅拌均匀，加热至85℃后乳化30min；冷却至45℃，加入防腐剂(甲

基异噻唑啉酮、羟苯甲酯、羟苯丁酯、羟苯乙酯、羟苯异丁酯)、熊果叶提取物、甘草亭酸、尿

囊素、pH调节剂(三乙醇胺)，继续乳化10min后，冷却至≤20℃，然后加入马油膏体，于≤20

℃搅拌至分散均匀，即得。

[0102] 保藏方法：同实施例1。

[0103] 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

[0104] 对比例4

[0105] 一种滋养护肤乳液，其包括含有以质量百分比计的以下组分：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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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7]

[0108] 制备方法如下：

[0109] 步骤一、按上述质量百分比配比称取各组分；

[0110] 步骤二、将辛酸丙基庚酯、葡糖氨基葡聚糖、醇类(甘油、丙二醇、聚乙二醇)、卡波

姆、碳酸二乙基己酯、表面活性剂(二月桂醇柠檬酸酯、聚甘油-4月桂酸酯、甘油聚醚-26)和

去离子水加入乳化罐中，搅拌均匀，加热至85℃后乳化30min；冷却至45℃，加入防腐剂(甲

基异噻唑啉酮、羟苯甲酯、羟苯丁酯、羟苯乙酯、羟苯异丁酯)、熊果叶提取物、甘草亭酸、尿

囊素、pH调节剂(三乙醇胺)，细胞生长因子(角质细胞生长因子、酸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表皮细胞生长因子)、马油，继续乳化10min后，冷却至≤20℃，即得。

[0111] 保藏方法：同实施例1。

[0112] 使用方法：同实施例1。

[0113] 效果例1

[0114] 上述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得的化妆品，分别经22～50岁的200名人员连续试用30天，

对比分析评价上述各实施例中所制得的化妆品的滋养皮肤效果。其中，所述的滋养皮肤效

果为皮肤干燥、肤色暗黄、面带倦容、油脂分泌、光泽度等的改善情况，结果见表1。

[0115] 表1各实施例和对比例对皮肤改善情况的统计表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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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0118] 由表中数据可知，在组方上，采用实施例1～3所制得的滋养护肤乳液，滋养焕肤效

果最好，而组方中去除熊果叶提取物的对比例1、去除甘草亭酸的对比例2、去除细胞因子的

对比例3其滋养焕肤效果远远不及实施例1～3；也不及采用的组方同实施例1仅制备方法不

同于实施例1的对比例4。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本发明中熊果叶提取物、甘草亭酸和细胞生

长因子三者之间在滋养焕肤方面发挥着协同作用，缺一不可，这些成分与其他的一些护肤

润肤成分共同发挥作用。

[0119] 对比例4的组方与实施例1相同，而在制备方法上，对比例4中细胞因子与马油采用

的是单独添加的方式，实施例1中细胞因子和马油先制备成细胞因子-马油膏体，再进行添

加；由于马油的凝固点是36-43℃，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细胞因子被马油包裹起来，从而与

其他护肤成分隔离，有效保护了细胞因子的活性，使之持久有效，因此采用实施例1制得的

滋养护肤乳液其滋养焕肤效果，远优于采用对比例4制得的滋养护肤乳液；同时按照本发明

实施例1～3的方法制备的滋养焕肤乳液还延长了护肤乳液的保质期。

[0120] 以上所述实施方式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并非本发明可行实施的穷举。对

于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而言，在不背离本发明原理和精神的前提下对其所作出的任何显而

易见的改动，都应当被认为包含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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