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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以及含有

该组合物的精华液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

合物，所述组合物包括以下组分：二裂酵母发酵

产物溶胞物、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燕窝提取

物、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和精氨酸/赖

氨酸多肽；以及含有所述组合物的抗炎修复精华

液。本发明的组合物中的组分分子量小，易于透

皮吸收，可以缩短皮肤修复时间。本发明的精华

液能修复皮肤屏障，清除自由基，具有抗氧化作

用，还具有长效保湿和美白亮肤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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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组合物包括以下组分：(a)二裂

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燕窝提取物、

(b)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和

(c)精氨酸/赖氨酸多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

(a)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0.5-4份、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0.5-4份、燕窝提取物

0.5-4份、

(b)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5-18份，和

(c)精氨酸/赖氨酸多肽0.1-15份。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

分：

(a)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2份、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2份、燕窝提取物2份、

(b)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12份，和

(c)精氨酸/赖氨酸多肽5份。

4.一种抗炎修复精华液，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

所述的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1-20份、EDTA二钠0.05-1份、尿囊素0.1-1份、二丙二醇3-8份、

透明质酸0.01-2份、羟乙基纤维素0.01-1份、海藻糖0.1-2份、对羟基苯乙酮0.1-0.5份、裂

裥菌素1-5份、木糖醇基葡糖苷0.1-2份、增容剂0.01-1份、辛酰羟肟酸5-10份、丙二醇20-40

份和甘油辛酸酯1-6份。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精华液，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如权利要求1～3

任一项所述的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5-10份、EDTA二钠0.1-0.8份、尿囊素0.3-0.8份、二丙二

醇4-6份、透明质酸0.05-1.5份、羟乙基纤维素0.05-1份、海藻糖0.5-1.5份、对羟基苯乙酮

0.2-0.4份、裂裥菌素2-4份、木糖醇基葡糖苷0.5-1.5份、增容剂0.03-0.08份、辛酰羟肟酸

6-8份、丙二醇18-35份和甘油辛酸酯4-6份。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精华液，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如权利要求1～3

任一项所述的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10份、EDTA二钠0.5份、尿囊素0.6份、二丙二醇5份、透明

质酸1份、羟乙基纤维素0.8份、海藻糖1份、对羟基苯乙酮0.3份、裂裥菌素3份、木糖醇基葡

糖苷1份、增容剂0.06份、辛酰羟肟酸7份、丙二醇25份和甘油辛酸酯5份。

7.一种权利要求4～6任一项所述的精华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A组分各项原料预先分散至无块状颗粒后，加入主锅；

(2)将B组分各项原料加入主锅中，搅拌升温至80-85℃，保温消泡25-30分钟；

(3)将C组分各项原料加热熔化为液体后，加入主锅中，保持80～85℃搅拌25～30分钟；

(4)待温度降至38～45℃时，加入D组分各项原料，搅拌至均匀，保温搅拌20～25分钟，

得到所述修复嫩肤洁面乳；

其中所述A组分包括：EDTA二钠、尿囊素、二丙二醇、透明质酸、羟乙基纤维素、海藻糖和

对羟基苯乙酮；B组分包括：木糖醇基葡糖苷和增容剂；C组分包括：辛酰羟肟酸、丙二醇和甘

油辛酸酯；D组分包括：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和裂裥菌素。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包括以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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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a)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燕窝提取物、

(b)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和

(c)精氨酸/赖氨酸多肽。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将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燕窝提取物、乳酸杆菌/

牛奶/发酵产物滤液、精氨酸/赖氨酸多肽加入主锅中，搅拌升温至38-45℃，获得混合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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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以及含有该组合物的精华液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妆品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以及含有该组

合物的精华液。

背景技术

[0002] 皮肤是人体的第一道生理屏障，既是神经系统的感觉器，又是效应器，对外界刺激

都能反射性地引起皮肤的变化，随着人体生理机能不断消退，在污染，压力，紫外线等不良

因素的影响下，肌肤能量会流失得越来越快，皮肤受损的现象常有出现，会加速肌肤衰老，

提前出现比如皱纹，色斑，肌肤松驰，下巴轮廓改变等迹象，并且不断恶化，甚至出现不同程

度的炎症，若不及时修复受损肌肤，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肌肤问题。而且随着生理机能的

不断退化，胶原蛋白新生能力出现大幅度减退，肌肤内部结构出现坍塌，肌肤变得松驰，自

由基如果无法清除，受损的肌肤屏障不能得到有效修复，导致肌肤内部自我更新修复能力

的减退，肌肤衰老速度加快。为了促进胶原蛋白增生，减少皱纹可见度，可针对肌肤结构，帮

助修复皮肤基质，促进其自身修复更新，丰富抗氧化成份，则能帮助肌肤抵御环境压力，减

缓衰老，饱满紧致，持久水润。所以通过外界的力量如护肤品来修复肌肤补充肌肤所需营养

是维持肌肤健康的最好方式。

[0003] 目前，市面上的修复类产品主要集中在对炎症的抑制与缓解上，采用消炎、杀菌成

分与渗透剂相结合的特点，来抑制炎症。但是，采用的杀菌成分、渗透剂对皮肤均有一定刺

激性，本身有引起炎症爆发的风险性。另外，传统消炎成分由于分子大，即使添加渗透剂，透

皮吸收率仍然较低，且对皮肤本身屏障能力的加强与受损皮肤的修复作用不明显，主要依

靠皮肤自身愈合能力，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皮肤才能恢复正常状态。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的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以及含有该组合

物的精华液。本发明的组合物分子量小，易于透皮吸收，缩短皮肤修复时间。本发明的精华

液能修复皮肤屏障，清除自由基，抗氧化作用，还具有长效保湿和美白亮肤的功效。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包

括以下组分：(a)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燕窝提取物、(b)乳酸

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和(c)精氨酸/赖氨酸多肽。本发明通过大量试验筛选出由以上

组分组成具有抗炎修复作用的组合物，其能改善由紫外线引起的炎症和损伤，由于组分均

是小分子物质，容易透过皮肤屏障，易被皮肤吸收，缩短作用起效时间。

[0006] 本发明中选用的组分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英文名：  LACTOBACILLUS/

MILK  FERMENT  FILTRATE)一种皮肤调理剂，是由乳杆菌通过牛奶发酵获得一种化妆品原

料，是天然美白成分的良品，含有丰富的营养，其主要有以下作用：1.具有很好的软化角质

的作用，有极好的光滑嫩肤的效果。  2.良好的保湿效果，少量添加就有不错的保湿滋润肌

肤的效果。3.具有一定的美白效果，富含维生素系列群，乳酸就有增进上皮细胞新陈代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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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促使肌肤更新，抑制黑色素酶的活性。4.化妆品中做ph调节。5.修复头发，使头发富有

光泽。6.天然杀菌防腐剂。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是一种化妆品领域中市售的化妆

品原料，在《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录(2015版)》中的序号:05667。

[0007] 本发明中选用的组分精氨酸/赖氨酸多肽(英文名：ARG I N I N E / L Y SI N E 

POLYPEPTIDE)作为调理剂，应用于个人护理用品领域。与皮肤的相容性佳，不易过敏，具有

较好的防老、抗皱效果。对皮肤、眼睛有很低的刺激性。具有优良的乳化、抗静电、分散、去污

能力。在《已使用化妆品原料名录(2015版)》中的序号:03522。

[0008] 优选地，所述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a)二裂酵母发

酵产物溶胞物0.5-4份、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0.5-4份、燕窝提取物  0.5-4份、(b)乳酸杆

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5-18份，和(c)精氨酸/赖氨酸多肽0.1-15份。本发明通过大量试验

研究发现在上述数值范围内，该组合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损伤修复和抗炎症作用，并能提高

细胞存活率。本发明通过大量试验研究发现在上述数值范围内，该组合具有更好的抗氧化

损伤修复和抗炎症作用，其对于真皮细胞存活率达70％以上，ROS相对水平降低至70％以

下，炎症因子IL-1β、IL-6、TNF-α对含量降至70％以下。

[0009] 优选地，所述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a)二裂酵母发

酵产物溶胞物2份、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2份、燕窝提取物2份、(b)  乳酸杆菌/牛奶/发酵

产物滤液12份，和(c)精氨酸/赖氨酸多肽5份。本发明通过大量试验研究发现采用该技术方

案中的配比，组合物具有更好的抗氧化损伤修复和抗炎症作用，其对于真皮细胞存活率达

95％以上，ROS相对水平降至  62％，炎症因子IL-1β、IL-6、TNF-α对含量降至60％以下。

[0010]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含有所述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的精华液，包括以下重

量份的组分：本发明的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1-20份、EDTA二钠0.05-1  份、尿囊素0.1-1份、

二丙二醇3-8份、透明质酸0.01-2份、羟乙基纤维素0.01-1  份、海藻糖0.1-2份、对羟基苯乙

酮0.1-0.5份、裂裥菌素1-5份、木糖醇基葡糖苷0.1-2份、增容剂0.01-1份、辛酰羟肟酸5-10

份、丙二醇20-40份和甘油辛酸酯1-6份。发明人通过筛选化妆品原料与本发明的组合物进

行复配，获得一种同时具备抗炎修复、保湿、美白的多重功效的精华液。

[0011] 优选地，所述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的精华液，所述精华液包括以下重量份

的组分：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5-10份、EDTA二钠0.1-0.8份、尿囊素0.3-0.8  份、二丙二醇4-

6份、透明质酸0.05-1.5份、羟乙基纤维素0.05-1份、海藻糖  0.5-1.5份、对羟基苯乙酮0.2-

0.4份、裂裥菌素2-4份、木糖醇基葡糖苷0.5-1.5  份、增容剂0.03-0.08份、辛酰羟肟酸6-8

份、丙二醇18-35份和甘油辛酸酯4-6  份。

[0012] 优选地，所述具有抗炎修复活性的组合物的精华液，所述精华液包括以下重量份

的组分：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10份、EDTA二钠0.5份、尿囊素0.6份、二丙二醇5份、透明质酸1

份、羟乙基纤维素0.8份、海藻糖1份、对羟基苯乙酮0.3份、裂裥菌素3份、木糖醇基葡糖苷1

份、增容剂0.06份、辛酰羟肟酸7  份、丙二醇25份和甘油辛酸酯5份。本发明通过大量试验研

究发现采用该技术方案中的原料配比，获得的精华液具有最佳的保湿和美白作用。

[0013]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如上所述的精华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4] (1)将A组分各项原料预先分散至无块状颗粒后，加入主锅；

[0015] (2)将B组分各项原料加入主锅中，搅拌升温至80-85℃，保温消泡25-30 分钟；

[0016] (3)将C组分各项原料加热熔化为液体后，加入主锅中，保持80～85℃搅拌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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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0017] (4)待温度降至38～45℃时，加入D组分各项原料，搅拌至均匀，保温搅拌20～25分

钟，得到所述修复嫩肤洁面乳；

[0018] 其中所述A组分包括：EDTA二钠、尿囊素、二丙二醇、透明质酸、羟乙基纤维素、海藻

糖和对羟基苯乙酮；B组分包括：木糖醇基葡糖苷和增容剂；C  组分包括：辛酰羟肟酸、丙二

醇和甘油辛酸酯；D组分包括：如权利要求1～3  任一项所述的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和裂裥

菌素。

[0019] 优选地，所述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包括以下组分：(a)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

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燕窝提取物、(b)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和(c)精氨酸/赖

氨酸多肽。

[0020] 优选地，所述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二裂酵母发酵产

物溶胞物、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燕窝提取物、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精氨酸/赖

氨酸多肽加入主锅中，搅拌升温至38-45℃，获得混合物料。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的组合物能快速修复紫外损伤、显著对抗晒后损伤

及光老化，改善敏感肌肤，修复皮肤屏障，改善皮肤微循环，促进毛细血管重建，缓解红血丝

的功效。本发明的精华液除了能修复皮肤，同时，还具有美白保湿的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了更加简洁明了的展示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目的和优点，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

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23] 实施例1～7本发明组合物的组分及其配比，如表1所示：

[0024] 表1：实施例1～7组合物的组分及其配比

[0025]

[0026] 对比例1

[0027] 对比例1与实施例5的唯一区别在于，对比例1缺少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其总

重量份与实施例5相同。

[0028] 对比例2

[0029] 对比例2与实施例5的唯一区别在于，对比例2缺少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其总重

量份与实施例5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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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对比例3

[0031] 对比例3与实施例5的唯一区别在于，对比例3缺少燕窝提取物，其总重量份与实施

例5相同。

[0032] 对比例4

[0033] 对比例4与实施例5的唯一区别在于，对比例4缺少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

其总重量份与实施例5相同。

[0034] 对比例5

[0035] 对比例5与实施例5的唯一区别在于，对比例5缺少精氨酸/赖氨酸多肽，其总重量

份与实施例5相同。

[0036] 效果实例

[0037] 验证实施例1～7以及对比例1～5制备的组合物的对皮肤的修复性能，具体操作如

下：

[0038] 1、细胞培养

[0039] 人真皮成纤维细胞37℃水浴复苏，置于含有20％胎牛血清(FBS)、100U/ml  青霉素

和100U/ml链霉素DMEM培养基中，在37℃、5％CO2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0040] 2、实验分组

[0041] 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实验组(实施例1～7)、对照组(对比例1～5)。空白组：不经处

理的DMEM培养基进行培养。模型组：不经处理的DMEM培养基进行培养，成纤维细胞接受UVA、

UVB照射。实验组：给予含有不同实施例的组合物的培养基进行培养，成纤维细胞接受UVA、

UVB照射。对照组：给予含有不同对比例的组合物的培养基进行培养，成纤维细胞接受UVA、

UVB照射。成纤维细胞接受UVA、UVB照射。以上各组细胞均设5个复孔。本步骤将实施例和对

比例的组合物添加量相同，均为100μ。

[0042] 3、紫外照射

[0043] 将对数生长期的人真皮成纤维细胞按一定数量接种于孔板，37℃、5％CO2恒温培

养箱培养，生长至80％-90％融合时弃去培养皿内培养液，添加新的培养液(各个分组的培

养液)，并将其放置在紫外线灯箱内，控制UVA和UVB灯管距离台面15cm，使用UVA和UVB分别

对人真皮成纤维细胞进行辐射，平均照射功率13.5mW/cm，单次照射时间750S，剂量9.9J/

cm，每日照射1次，连续照射7d，照射后换新的培养基继续培养24h。

[0044] 4、检测项目

[0045] 4.1细胞存活率

[0046] 避光加入10μL  WST-8染色液，37℃条件下孵育30min，用酶联免疫检测仪在450nm

处吸光值，空白对照以等量的无细胞培养液与WST-8染色液混合，计算细胞存活率。

[0047] 4.2抗氧化损伤修复

[0048] 人真皮成纤维细胞通过DCFH-DA法测定细胞内活性氧(ROS)水平。各组细胞在紫外

照射下培养24h后，以PBS清洗2遍，加入DCFH-DA孵育30min，用胰酶消化，离心并收集细胞。

用重悬细胞，用荧光显微镜进行观察，测定荧光强度。

[0049] 4.3抗炎症作用

[0050] 在紫外线照射可导致皮肤组织中炎症因子IL-1β、IL-6和TNF-α的含量增加，而使

用本发明组合物处理能降低紫外线照射引起的皮肤组织中炎症因子含量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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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上述检测项目结果如表2所示：

[0052] 表2：检测项目结果

[0053]

[0054]

[0055] 由表2可以看出，实验组(实施例1～7)中的细胞存活率、抗氧化损伤修复以及抗炎

症作用效果较好，而由于对比例的组合物均缺乏本发明的的一种组分其效果较差，可见本

发明组合物的组分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能够提高细胞存活率，修复氧化损伤以及抗炎的

功效。

[0056] 实施例8～12抗炎修复精华液

[0057] 表3：实施例8～12抗炎修复精华液组分以及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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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0060] 将上述实施例8～12抗炎修复精华液进行效果评价：

[0061] 1、保湿效果感官评价

[0062] 50名健康志愿者分别涂抹实施例8～12抗炎修复精华液连续使用七天，分别测定

受试者在使用不同时间对不同保湿水的感官评价，测试结果如表4所示：

[0063] 表4：受试者对不同保湿水的感官评价

[0064]

[0065] 评估标准：不觉得干燥8～10分

[0066] 略觉得干燥6～8分

[0067] 觉得干燥4～6分

[0068] 干燥2～4分

[0069] 由表4可知，志愿者的感官评价与上述仪器测定的数据具有一致性，进一步说明由

本发明组合物制备得到的精华液还具有长效保湿性。

[0070] 2、美白亮肤效果测试

[0071] 50名志愿者涂抹实施例8～12所制备得到的精华液进行美白效果测试，其中，测试

仪器：皮肤黑色素测定仪，德国CK公司Mexameter  MX18；测试原理：基于光谱吸收原理

(RGB)，通过测定特定波长的光照在人体皮肤上后的反射量来确定皮肤中黑色素的含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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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探头的发射器发射三种波长的光照射在皮肤表面，接受器测的皮肤反射的光，由于发射

光的量是一定的，因此就可以测出皮肤吸收的光的量，从而测的皮肤黑色素的含量。

[0072] 50名志愿者分别涂抹本发明实施例8～12所制备得到的精华液，分别测定使用前

和连续使用3天、7天、14天、28天后面颊中的黑色素含量含量，计算平均值如表5所示：

[0073] 表5受试者在使用本发明精华液不同时间的黑色素平均值

[0074] 黑色素 使用前 3天 7天 14天 28天 

实施例8 195.8 187.2 179.2 170.1 168.9 

实施例9 194.2 186.2 180.1 172.6 162.5 

实施例10 184.3 180.2 172.2 162.5 156.2 

实施例11 196.1 186.5 171.6 163.2 152.9 

实施例12 187.6 182.6 179.2 165.2 151.2 

[0075] 由表5可知，受试者在使用本发明精华液第3天面颊中黑色素有所减少，第7天黑色

素有一定减少，第14天黑色素减少明显，第28天黑色素逐渐区域平稳。同时，本发明精华液

第7天开始有美白效果，第14天以后美白效果趋于稳定。

[0076] 实施例13

[0077]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精华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8] (1)将A组分各项原料预先分散至无块状颗粒后，加入主锅；

[0079] (2)将B组分各项原料加入主锅中，搅拌升温至80-85℃，保温消泡25-30 分钟；

[0080] (3)将C组分各项原料加热熔化为液体后，加入主锅中，保持80～85℃搅拌25～30

分钟；

[0081] (4)待温度降至38～45℃时，加入D组分各项原料，搅拌至均匀，保温搅拌20～25分

钟，得到所述修复嫩肤洁面乳；

[0082] 其中所述A组分包括：EDTA二钠、尿囊素、二丙二醇、透明质酸、羟乙基纤维素、海藻

糖和对羟基苯乙酮；B组分包括：木糖醇基葡糖苷和增容剂；C  组分包括：辛酰羟肟酸、丙二

醇和甘油辛酸酯；D组分包括：本发明的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和裂裥菌素。

[0083] 所述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包括以下组分：(a)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乳酸杆菌

发酵溶胞产物、燕窝提取物、(b)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和(c)  精氨酸/赖氨酸多

肽。

[0084] 所述抗炎修复活性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

物、乳酸杆菌发酵溶胞产物、燕窝提取物、乳酸杆菌/牛奶/发酵产物滤液、精氨酸/赖氨酸多

肽加入主锅中，搅拌升温至38-45℃，获得混合物料。

[0085]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12156062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