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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生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

治脱发组合物、防治脱发产品及其制备方法。本

发明提供了一种组合物，所述组合物的原料包

括：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本发明

中，油菜花粉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减少头屑、防

脱/生发，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能够有效地抑

制5α-还原酶活性，减少雄性激素的过度分泌。

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上述特定组分和配

比的防治脱发组合物能够协同作用达到防治脱

发的效果，本发明防治脱发组合物的防脱/生发

效果显著，对皮肤无刺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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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治脱发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治脱发组合物的原料包括：油菜花粉、裸

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脱发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菜花粉、所述裸麦花粉

和所述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5：1～5：1～5。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防治脱发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菜花粉、所述裸麦花粉

和所述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1：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治脱发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油菜花粉中油菜素内酯的

含量为0.01％～1％。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防治脱发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还包括

人参、黑豆、茶叶和蜂王浆水解蛋白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意一项所述的防治脱发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还包括

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和氨基酸中的一种或多种。

7.一种防治脱发产品，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至6任意一项所述防治脱发组合物

和日化领域可接受的辅助成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防治脱发产品，其特征在于，所述人参中的人参皂苷含量为

0.01％～5％；

所述黑豆中的异黄酮含量为0.1％～10％；

所述茶叶中的生物碱含量为0.5％～4％，所述茶叶中的茶多酚含量为10％～35％。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防治脱发产品，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治脱发产品为防治脱发

液；

所述防治脱发液的溶剂为乙醇水溶液。

10.一种防治脱发产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研磨成粒径为100μm～200μm的粉末，再将所述粉

末采用乙醇水溶液进行提取，得到防治脱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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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治脱发组合物、防治脱发产品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生发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治脱发组合物、防治脱发产品及其制

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和心理压力增加，睡眠不足、内分

泌失调及高油脂食物的过量摄取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脱发人群数量加速增加，并呈现年轻

化趋势。脱发在临床上的原因包括雄激素过度分泌、神经性、真菌感染、内分泌失调、皮脂过

量溢出、营养性、微循环不畅及先天性等，其中雄激素过度分泌及头皮血液循环不畅，不能

将营养成分输送到头部表皮毛囊是引起脱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常伴有脂溢性皮炎、头屑增

多等症状，多发生于皮脂腺分泌旺盛的青壮年。

[0003] 长期以来脱发困扰人们的正常生活，因此对于生发、护发和养发的产品研发备受

人们的关注。目前防治脱发的药物和生发液已有很多，但是，存在着治愈率低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有鉴于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脱发组合物、防治脱发产品及其制备方法，用于

解决现有防治脱发的药物和生发液存在着治愈率低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防治脱发组合物，所述防治脱发组合物的原料包括：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

洲臀果木。

[0007] 优选的，所述油菜花粉、所述裸麦花粉和所述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5：1～5：1

～5。

[0008] 优选的，所述油菜花粉、所述裸麦花粉和所述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1：1。

[0009] 优选的，所述油菜花粉中油菜素内酯的含量为0.01％～1％。

[0010] 优选的，所述原料还包括人参、黑豆、茶叶和蜂王浆水解蛋白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1] 优选的，所述原料还包括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和氨基酸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防治脱发产品，包括：上述技术方案所述防治脱发组合物和

日化领域可接受的辅助成分。

[0013] 优选的，所述人参中的人参皂苷含量为0.01％～5％；

[0014] 所述黑豆中的异黄酮含量为0.1％～10％；

[0015] 所述茶叶中的生物碱含量为0 .5％～4％，所述茶叶中的茶多酚含量为10％～

35％。

[0016] 优选的，所述防治脱发产品为防治脱发液；

[0017] 所述防治脱发液的溶剂为乙醇水溶液。

[001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防治脱发产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研磨成粒径为100μm～200μm的粉末，再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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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粉末采用乙醇水溶液进行提取，得到防治脱发产品。

[0020]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脱发组合物，所述防治脱发组合物的原料包括：

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本发明中，油菜花粉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减少头屑、防

脱/生发，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能够有效地抑制5α-还原酶活性，减少雄性激素的过度分

泌。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上述特定组分和配比的防治脱发组合物能够协同作用达

到防治脱发的效果，本发明防治脱发组合物的治愈率高，对皮肤无刺激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防治脱发组合物、防治脱发产品及其制备方法，用于解决现有

防治脱发的药物和生发液存在着治愈率低和疗程长的问题。

[0022]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3] 一种防治脱发组合物，防治脱发组合物的原料包括：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

果木。

[0024] 本发明中，油菜花粉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减少头屑、防脱/生发，裸麦花粉和非洲臀

果木能够抑制5α-还原酶，抑制雄性激素的过度分泌。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上述特

定组分和配比的防治脱发组合物能够协同作用达到防治脱发的效果，本发明防治脱发组合

物的治愈率高，对皮肤无刺激作用。

[0025] 本发明中，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5：1～5：1～5。

[0026] 进一步的，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1：1。

[0027] 本发明中，非洲臀果木具体为非洲臀果木皮。

[0028] 本发明中，油菜花粉中油菜素内酯的含量为0.01％～1％。

[0029] 油菜素内酯的结构式为

[0030] 进一步的，原料还包括人参、黑豆、茶叶和蜂王浆水解蛋白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1] 进一步的，原料还包括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和氨基酸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2] 现有技术中，非那雄胺(Finasteride)等虽然具有刺激头皮达到生发效果，但不能

改善头皮、毛囊和发根的生态环境。酮康哩洗剂等抑制头皮表面的真菌，也仅是对脱发起到

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0033] 本发明中，人参中的人参皂苷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毛囊环境；黑豆中的异黄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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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减少头屑、防脱/生发；茶叶中的生物碱能够抑制5α-还原酶，抑制雄性

激素的过度分泌，茶叶中的茶多酚能够抗菌消炎，抑制头屑生长；蜂王浆水解蛋白具有雌激

素样作用，防脱/生发；透明质酸钠具有保湿作用，能够抑制头屑，激活毛囊活力；神经酰胺

能够滋养发根，抑制头屑，激活毛囊活力；氨基酸能够滋养头皮，坚固发根，激活毛囊，重塑

生发微环境。

[0034] 本发明防治脱发组合物通过抑制雄性激素过度分泌、防治脱发并促进生长、杀菌

抑菌和抗炎、促进头皮血液微循环、改善毛囊环境及滋养发根等作用共同完成防脱/生发效

果。并且，本发明防治脱发组合物原料天然，具有无刺激性、无依赖性及无毒副作用，能够防

治脱发，改善头皮营养，促进生发，还能够抑制头屑生成，生发效果好，使用方便，可有效地

用于雄性激素性脱发、产后脱发或遗传性脱发等人群，对溢脂性脱发和头屑生成具有显著

的疗效。

[0035] 本发明中，以质量份计，优选为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3～15份，人参1

～5份，黑豆1～5份，茶叶1～5份，蜂王浆水解蛋白0.1～1.5份，透明质酸钠0.01～0.05份，

神经酰胺0.1～1.5份，氨基酸1～5份；更优选为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3～15份，

人参2～3份，黑豆1～3份，茶叶2～3份，蜂王浆水解蛋白0.5～1.0份，透明质酸钠0.02～

0.03份，神经酰胺0.5～1.0份，氨基酸2～3份；进一步优选为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

果木3份，人参2份，黑豆1份，茶叶2份，蜂王浆水解蛋白0.25份，透明质酸钠0.025份，神经酰

胺0.5份，氨基酸1份。

[003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防治脱发产品，包括上述技术方案防治脱发组合物和日化领

域可接受的辅助成分。

[0037] 本发明中，人参中的人参皂苷含量为0.01％～5％；

[0038] 黑豆中的异黄酮含量为0.1％～10％；

[0039] 茶叶中的生物碱含量为0.5％～4％，茶叶中的茶多酚含量为10％～35％。

[0040] 氨基酸包括精氨酸、天冬氨酸、甘氨酸、丙氨酸、丝氨酸、缬氨酸、脯氨酸、苏氨酸、

异亮氨酸、组氨酸和苯丙氨酸中的一种或多种。

[0041] 本发明中，防治脱发产品为防治脱发液；

[0042] 防治脱发液的溶剂为乙醇水溶液。

[0043] 本发明中，采用液体剂型，使用更加便利。需要说明的是，防治脱发产品还可为膏

剂、粉剂等其它剂型。

[0044] 溶剂的质量分数优选为防治脱发液的90％～99.9％，更优选为98％～99.5％，溶

剂还可起着清凉头皮的作用。溶剂中，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40％～65％，优选为

45％～55％，更优选为50％。

[0045] 本发明中，防治脱发产品中还包括香精，作为芳香剂，起着调香作用。香精的质量

分数优选为防治脱发液的0.01％～1.5％，更优选为0.01％～0.05％。

[0046] 本发明防治脱发液的使用方法为：取适量本发明防治脱发液均匀喷洒或涂抹于头

皮及发根处，轻柔按摩头皮至吸收，每日二次，早晚使用，一个月为一个疗程。临床实验表明

使用三个疗程后效果显著。

[004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防治脱发产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8] 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研磨成粒径为100μm～200μm的粉末，再将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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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采用乙醇水溶液进行提取，得到防治脱发产品。

[0049] 现有技术中，含有中药及植物成分的生发液有效成分由于颗粒大，不能有效地被

头部皮肤吸收，从而影响使用效果。

[0050] 本发明防治脱发产品的制备方法中，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研磨成

粒径为100μm～200μm的粉末，优选为150μm，即100目的粉末，再将粉末采用乙醇水溶液进行

提取，以乙醇作为提取介质，得到防治脱发产品，防治脱发产品的有效成分易于被头部皮肤

吸收。

[0051] 本发明防治脱发产品的制备方法中，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40％～

65％，优选为50％；粉末与乙醇水溶液的质量比为0.01～5：95～99.9，优选为0.01:99.9。

[0052] 本发明防治脱发产品优选为防治脱发液，便于携带，使用方便。

[0053] 本发明制备方法中，粉末的原料还包括人参、黑豆和茶叶，粉末的原料优选还包括

人参皂苷、异黄酮、茶叶生物碱和茶多酚。

[0054] 茶叶生物碱可通过酸提碱沉的方法进行富集，制备方法包括：将茶叶放入研磨机

中研磨成100目细粉，称取重量后，添加10倍盐酸-水溶液(pH  2～4)浸泡过夜，加热回流提

取2h，重复提取三次，合并提取液，用碳酸氢钠调pH至碱性(pH  8～9)，然后用等体积氯仿进

行萃取三次，合并萃取液并减压浓缩，得到茶叶生物碱。

[0055] 茶多酚成分可通过碱提酸沉的方法进行富集，制备方法包括：将茶叶放入研磨机

中研磨成100目细粉，称取重量后，添加10倍量氢氧化钠-水溶液(pH8～9)浸泡过夜，加热回

流提取2h，重复提取三次，合并提取液，用盐酸调pH至酸性(pH  3～4)，然后用等体积氯仿进

行萃取三次，合并萃取液并减压浓缩，得到茶多酚。

[0056] 本发明制备方法中，优选将粉末在100℃下采用乙醇水溶液进行1h提取，优选将提

取得到的浓缩液减压浓缩，干燥，优选加入人参皂苷、异黄酮、茶叶生物碱和茶多酚混合，放

入研磨机中研磨成100目细粉，加入乙醇水溶液与蜂王浆水解蛋白、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

和氨基酸，在40kHZ频率下超声分散30min，将超声分散后的液体进行灭菌包装，得到防治脱

发液。

[0057] 为了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阐述。

[0058] 具体实施例中，非洲臀果木具体为非洲臀果木皮，油菜花粉购自枞阳鲍记蜂业，裸

麦花粉、非洲臀果木皮和苦参根购自湖北远诚科技，人参皂苷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所，蜂

王浆水解蛋白、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和氨基酸购自日本广州千羽化工。

[0059] 实施例1

[0060] 本实施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0061] 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研磨成粒径为100目的粉末，再将粉末采用体

积分数为50％的乙醇水溶液在100℃下进行1h提取，将提取得到的浓缩液减压浓缩，干燥，

再放入研磨机中研磨成100目细粉，加入乙醇水溶液，在40kHZ频率下超声分散30min，得到

防治脱发液。防治脱发液中，乙醇水溶液的质量分数为99.9％，乙醇在乙醇水溶液的体积分

数为50％。其中，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1：1。

[0062] 实施例2

[0063] 本实施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

果木即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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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064] 实施例3

[0065] 本实施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1：8。

[0066] 实施例4

[0067] 本实施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包括以下步骤：

[0068] 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研磨成粒径为100目的粉末，再将粉末采用体

积分数为50％的乙醇水溶液在100℃下进行1h提取，将提取得到的浓缩液减压浓缩，干燥，

加入人参皂苷、异黄酮、茶叶生物碱和茶多酚混合，再放入研磨机中研磨成100目细粉，加入

乙醇水溶液与蜂王浆水解蛋白、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和氨基酸，在40kHZ频率下超声分散

30min，得到防治脱发液。防治脱发液中，乙醇水溶液的质量分数为99.9％，乙醇在乙醇水溶

液的体积分数为50％。其中，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的质量比为1：1：1，油菜花

粉、人参皂苷、异黄酮、茶叶生物碱、茶多酚、蜂王浆水解蛋白、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和氨基

酸的质量比为1：1：1：1：2：1：0.1：0.02：0.1，氨基酸包括甘氨酸、丙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

苯丙氨酸、天冬氨酸、丝氨酸、苏氨酸、脯氨酸、组氨酸和精氨酸，每种氨基酸的质量相同。

[0069] 本实施例总原料(油菜花粉、裸麦花粉、非洲臀果木、人参皂苷、异黄酮、茶叶生物

碱、茶多酚、蜂王浆水解蛋白、透明质酸钠、神经酰胺和氨基酸)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0070] 对比例1

[0071] 本对比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但原料中无油菜花粉。

[0072] 对比例2

[0073] 本对比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但原料中无裸麦花粉。

[0074] 对比例3

[0075] 本对比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但原料中无非洲臀果木。

[0076] 对比例4

[0077] 本对比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但原料中无油菜花粉和裸麦花粉。

[0078] 对比例5

[0079] 本对比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但原料中无油菜花粉和非洲臀果木。

[0080] 对比例6

[0081] 本对比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但原料中无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

[0082] 对比例7

[0083] 本对比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但原料中油菜花粉替换为苦参根。

[0084] 对比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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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本对比例进行防治脱发液的制备，与实施例1相同，总原料的质量与实施例1相同，

但原料中裸麦花粉替换为苦参根。

[0086] 实施例5皮肤刺激性测试

[0087] 试验选用50名志愿者，年龄18～24岁，男女各半，均无皮肤疾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卫生部《化妆品卫生规范》2002版中对人体皮肤斑贴试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进行本发

明实施例1～4防治脱发液的人体皮肤班帖试验，具体方法为：将0.05ml防治脱发液作为受

试样品滴加于斑试器所附滤纸片上，置于斑试器内。将斑试器贴于受试者背部，同时逐个轻

压药室以驱除空气，并使试验物均匀分布，24h后移去受试样品，30min后观察结果，而后在

24h重复观察，对照组为溶剂乙醇水溶液。试验结果请参阅表1，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本

发明实施例1～4防治脱发液对皮肤无刺激作用。

[0088] 表1实施例1～4防治脱发液的皮肤刺激性测试结果

[0089]

受试物 无刺激/无红斑 轻度红斑 红斑 丘疹 严重丘疹

乙醇水溶液 10 0/10 0/10 0/10 0/10

实施例1防治脱发液(24h) 10 0/10 0/10 0/10 0/10

实施例1防治脱发液(48h) 10 0/10 0/10 0/10 0/10

实施例2防治脱发液(24h) 10 0/10 0/10 0/10 0/10

实施例2防治脱发液(48h) 10 0/10 0/10 0/10 0/10

实施例3防治脱发液(24h) 10 0/10 0/10 0/10 0/10

实施例3防治脱发液(48h) 10 0/10 0/10 0/10 0/10

实施例4防治脱发液(24h) 10 0/10 0/10 0/10 0/10

实施例4防治脱发液(48h) 10 0/10 0/10 0/10 0/10

[0090] 实施例6  5α-还原酶抑制活性测试

[0091] 5α-还原酶可使睾酮转变为生理活性更强的二氢睾酮，通过抑制5a-还原酶的活

性，减少二氢睾酮的生成，是治疗雄激素依赖性疾病的有效手段，也是前列腺增生非手术治

疗的主要途径。因此，通过测试5a-还原酶抑制活性，可以得知抑制雄性激素的能力。

[0092] 前列腺组织的5α-还原酶活性测定：本研究通过RP-HPLC法直接检测底物睾酮浓度

在酶促反应前后的变化，直观反应5α-还原酶的活性水平。

[0093] 实验包括如下步骤：

[0094] 将七周龄雄性清洁级SD大鼠乙醚麻醉后，在无菌条件下取出其前列腺并称重。然

后将前列腺组织剪碎，加入5倍体积预冷的缓冲液(Tris  121.4mg，EDTA-2Na  1.8mg，MgCl·

6H2O  102mg，2-巯基乙醇4.0mg，NaCl  0.292g，蔗糖4.5g)，装入100ml容量瓶中，双蒸水定容

至100ml，调整pH值到6.2，在冰浴中以20000r/min速度进行匀浆，并在4℃条件下10000r/

min速度离心1h，小心去掉离心液上层的白色脂肪，收集上清，即得5α-还原酶提取物，以考

马斯亮兰测定其蛋白含量为0.989mg/ml，分装后置于-80℃冰箱保存备用。

[0095] RP-HPLC色谱条件为：流动相为甲醇-水(80:20v/v)，超声脱气1h，流速1.0ml/min，

检测波长为242nm，柱温32℃，进样量为20μl。睾酮标准曲线的制备：准确称取睾酮标准对照

品，用甲醇配制成1mg/ml的标准液，稀释成不同浓度，分别取不同浓度标准溶液进样，重复3

次，测得峰面积，在0～100μg/ml浓度范围内，以峰面积均值与浓度作图，绘制标准曲线，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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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方程y＝1564x+6685，相关系数为R2＝0.98。

[0096] 实验分为14组，包括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和实验组，反应体系为60μM的睾酮

120μl、5α-还原酶提取物60μl、待测物60μl和120μM的NADPH120μl，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

和实验组的待测物体积相同，分别为水、艾普利特、实施例1～4防治脱发液或对比例1～8防

治脱发液。各混合体系37℃反应15min，进样20μl，将样品中睾酮峰面积代入标准曲线计算

相应浓度。实施例1～4防治脱发液或对比例1～8防治脱发液样品睾酮浓度减去5α-还原酶

样品睾酮浓度即为底物反应后睾酮浓度，将无NADPH的样品睾酮浓度作为反应前底物睾酮

浓度，求得反应前后底物睾酮浓度差ΔCT。根据酶活力单位定义，单位浓度酶液在37℃，pH

＝6.2条件下每分钟催化底物使其减少的量为一个酶活力单位，其计算公式为：5α-还原酶

活力(U/L)＝ΔCT/(15×0.989×60×10-3)。抑制率计算公式：I％＝(ΔA。-ΔAn)/ΔA。×

100％。其中，ΔA。为空白对照组的5α-还原酶活力，ΔAn为待测组的5α-还原酶活力。

[0097] 统计学处理：实验数据以Student’s  t  test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P<0.05有统计

学意义。

[0098] 结果请参阅表2，表2表明阳性药爱普列特对5α-还原酶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本发

明实施例1～4防治脱发液对5α-还原酶的抑制作用明显优于对比例1～8防治脱发液，表明

本发明采用特定组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和配比的组合物能够协同作用增

强对5α-还原酶的抑制作用，并且实施例1防治脱发液对5α-还原酶的抑制作用优于实施例2

和实施例3防治脱发液，表明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的配比为1：1：1时，协同增强

对5α-还原酶的抑制作用最佳。

[0099] 表2实施例1～4和对比例1～8防治脱发液的5α-还原酶抑制活性测试结果

[0100]

受试物 例数(n) 抑制率％

空白对照组 10 0

阳性对照组 10 80

实施例1 10 70

实施例2 10 66

实施例3 10 64

实施例4 10 72

对比例1 10 54

对比例2 10 55

对比例3 10 58

对比例4 10 50

对比例5 10 51

对比例6 10 52

对比例7 10 56

对比例8 10 57

[0101] 实施例7防脱生发效果评价试验

[0102] 本实验自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间接受使用人数140名，其中男性100例、女性

40例，年龄30～55岁，重度脱发，88名，中度者42名，轻度者10名，将上述140人随机分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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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包括空白对照组和实验组(实施例1～4和对比例1～8)，每组10人，年龄及脱发状况等均

无显著差异。试验方法为：实验组将实施例1～4和对比例1～8防治脱发液均匀涂抹于头皮

及发根处，轻柔按摩头皮至吸收，一日早晚二次，一个月为一个疗程，共三个疗程，空白对照

组涂抹乙醇水溶液，乙醇水溶液中乙醇的体积分数为50％，试验为双盲试验。

[0103] 疗效判断标准为：(1)没有变化：头油、头屑和脱发状况没有改善，未见细发萌生，

外观改善不明显；(2)轻微改善：痉痒感减少，头屑及脱发减轻，头皮环境部分改善，未见新

发萌生。(3)显著改善：头屑及痉痒减轻，脱发减少，新发萌生，抑制皮脂过量分泌，外观有所

改善，有效地改善头皮环境。

[0104] 试验结果请参阅表3，结果表明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实施例1～4和对比例1～8防治

脱发液均能够减轻脱发，具有轻微改善作用；本发明实施例1～4防治脱发液的效果明显优

于对比例1～8防治脱发液，表明本发明采用特定组分(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

和配比的组合物能够协同作用改善脱发，促进头发生长，并且实施例1防治脱发液的效果优

于实施例2和实施例3防治脱发液，表明油菜花粉、裸麦花粉和非洲臀果木的配比为1：1：1

时，协同增强作用最佳。与实施例1～3相比，实施例4的效果明显更优，表明采用实施例4原

料制备的防治脱发液具有抗菌抗炎和止痒作用，能够有效抑制雄性激素的过度分泌，减少

头皮皮脂，修复毛囊、滋养发根，增强头皮血液循环，能够使得头屑及脱发得到显著改善，出

现明显的绒毛产生，促进头发再生。

[0105] 表3实施例1～4和对比例1～8防治脱发液的防脱生发测试结果

[0106]

[0107]

[010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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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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