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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美白保湿面膜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玫瑰美白保湿面膜及其

制备方法。所述玫瑰美白保湿面膜由面膜基质浸

渍在面膜液中得到；所述面膜液由玻尿酸、桃胶

提取物、大豆多肽、虾青素、玫瑰美白精华液、水

混合均匀而成。本发明的玫瑰美白保湿面膜中添

加有植物天然的玫瑰提取物、大豆多肽、玻尿酸、

虾青素、桃胶提取物能够有效抑制痤疮丙酸杆菌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仅具备美白、保湿的功效，

还具有良好的祛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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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玫瑰美白保湿面膜，由面膜基质浸渍在面膜液中得到，其特征在于：所述面膜液

由玻尿酸1~10重量份、桃胶提取物5~15重量份、大豆多肽1~10重量份、虾青素重量1~10份、

玫瑰美白精华液30~60重量份、水20~40重量份混合均匀而成；

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水、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

防腐剂混合并在18‑22℃以14000‑16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4min得到混合液；所述助溶

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1 .8‑34 .5）wt .%、（10 .5‑

12.7）wt.%、（1.5‑2.1）wt.%、（0.9‑1.6）wt.%、（0.5‑0.8）wt.%、（0.4‑0.6）wt.%，余量为水；将

所述混合液和增稠剂按质量比（96 .6‑97 .0）:（3 .0‑3 .4）混合并在18‑22℃以14000‑

16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2‑4min后，得到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在18‑22℃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

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按质量比（65 .6‑70 .2）:（15 .7‑17 .1）:（13 .9‑

16.3）:（5.2‑8.3）:（198.1‑219.3）混合并以14000‑16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1.5‑3min得到

所述美白剂；

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①在22‑26℃将玫瑰花瓣、浓度为72‑76wt.%乙醇水溶液、促渗剂按质量比（4‑6）:（4‑

6）:（0.8‑1.3）混合并以240‑360rpm的转速搅拌18‑22h，同时使用功率为380‑450w、频率为

36‑45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泡物；所述促渗剂为山苍子油、柠檬草油按质量比（1‑

4）:（1‑4）的混合物；

②采用0.9‑1 .2MPa的压力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40‑60min后得到滤

液，将所述滤液以4800‑5500rpm的转速离心18‑26min，收集上清液；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在（‑55）‑（‑48）℃、气压为8‑11kPa的条件下浓缩至原上清液

体积的（48‑53）%，得到浓缩液；

④在22‑26℃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并以240‑360rpm的转速搅拌30‑

50min，同时用功率为380‑450w、频率为36‑45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

物；所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中无水乙醇的浓度为78‑81wt.%；

⑤在22‑26℃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为2.8‑

3.2，然后在2‑5℃中静置28‑34h，随后在2‑5℃以4800‑5500rpm的转速离心20‑27min，取沉

淀，并将所述沉淀在5‑7℃烘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⑥在22‑26℃用浓度为12‑18wt.%的乙醇水溶液浸泡FL‑2型大孔吸附树脂13‑18h，然后

用浓度为12‑18wt.%的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与水混合无白色浑浊，随

后将所述经过清洗的树脂按照树脂直径与柱高比1:（8‑10）的比例装柱；

⑦在22‑26℃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浓度为78‑82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量比

（0.8‑1.3）:（900‑1100）混合并以240‑360rpm的转速搅拌18‑22min，得到玫瑰粗提物‑乙醇

水溶液；

⑧在22‑26℃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上样量为所述树脂重量的

12‑16%，上样流速为（0.8‑0.95）mL/min，静置时间为22‑28min；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水、浓

度为72‑76wt.%的乙醇水溶液冲洗除杂；所述蒸馏水、树脂的质量比为（4‑6）:（0.8‑1.3）；所

述浓度为72‑76wt.%的乙醇水溶液、树脂的质量比为（4‑6）:（0.8‑1.2）；冲洗流速为（28‑32）

mL/min，洗脱流速为（36‑40）mL/min，收集高纯洗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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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在（‑52）‑（‑48）℃、气压9‑11kPa的条件下冷冻干燥直至

得到粉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物。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玫瑰美白保湿面膜，其特征在于：所述桃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

为：将30~60  g桃胶加入200~300  mL水中浸泡；在60~90℃下搅拌提取3~8h；冷却至室温后过

滤、离心，取上清液旋转蒸发浓缩至30~50mL；加入200~300mL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静置6~
18  h，取沉淀、洗涤、真空干燥，得到所述桃胶提取物。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玫瑰美白保湿面膜，其特征在于，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将

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混合

并均质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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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美白保湿面膜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面膜技术领域，具体涉及玫瑰美白保湿面膜。

背景技术

[0002] 玫瑰(Rose  rugosa  Thumb.)为蔷薇科蔷薇属的多年生常绿或落叶灌木，在世界范

围内广泛种植。玫瑰花具有食用和保健功能，2010年被国家正式批准为新资源食品。现代医

学表明，玫瑰花中含有3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就含有具有抗氧化活性，能减少和消除自由

基的黄酮类化合物。植物黄酮类化合物不仅可以清除人体内的游离自由基，而且能抑制自

由基的产生，起到预防衰老、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作用，是一类有效的抗氧化剂，因而广泛

应用于食品、医药保健品和化妆品等行业。《本草正文》中道：“玫瑰花，清而不浊，和而不猛，

柔肝醒胃，疏气活血，宣通窒滞而绝无辛温刚燥之弊，断推气分药之中，最有捷效而最驯良，

芳香诸品，殆无其匹”。玫瑰花中含有300多种化学成份，如芳香的醇、醛、脂肪酸、酚和含香

精的油和脂，常食玫瑰制品中以柔肝醒胃，舒气活血，美容养颜，令人神爽。玫瑰初开的花朵

及根可入药，有理气、活血、收敛等作用、主治月经不调，跌打损伤、肝气胃痛，乳臃肿痛等

症。玫瑰的果肉，可制成果酱，具有特殊风味，果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及维生素P，可预防

急、慢性传染病、冠心病、肝病和阻止致癌物质的产生和转移等。用玫瑰花瓣以蒸馏法提炼

而得的玫瑰精油(称玫瑰露)，还可以改善皮肤质地，促进血液循环及新陈代谢。当前对于玫

瑰的利用存在压滤时采集率过低、有效成分的活性保持不足等问题。不仅如此，现有技术将

玫瑰应用于面膜中仍然不具备祛痘功效。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玫瑰美白保湿面膜。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玫瑰美白保湿面膜，由面膜基质浸渍在玫瑰美白精华液中得到。所述面膜液

由玻尿酸、桃胶提取物、大豆多肽、虾青素、玫瑰美白精华液、水混合均匀而成。

[0006] 优选的，所述面膜液由玻尿酸1～10重量份、桃胶提取物5～15重量份、大豆多肽1

～10重量份、虾青素重量1～10份、玫瑰美白精华液30～60重量份、水20～40重量份混合均

匀而成。

[0007] 优选的，所述桃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将30～60g桃胶加入200～300mL水中浸

泡；在60～90℃下搅拌提取3～8h；冷却至室温后过滤、离心，取上清液旋转蒸发浓缩至30～

50mL；加入200～300mL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静置6～18h，取沉淀、洗涤、真空干燥，得到所

述桃胶提取物。

[0008] 优选的，玫瑰美白精华液，由水、助溶剂、增稠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

剂、防腐剂组成。将水、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混合并在18‑22℃

以14000‑16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4min得到混合液；所述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

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1 .8‑34 .5)wt .％、(10 .5‑12 .7)wt .％、(1 .5‑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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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0.9‑1.6)wt.％、(0.5‑0.8)wt.％、(0.4‑0.6)wt.％，余量为水；将所述混合液和增

稠剂按质量比(96.6‑97.0):(3.0‑3.4)混合并在18‑22℃以14000‑16000rpm的转速进行均

质处理2‑4min后，得到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0009] 优选的，所述助溶剂的制备方法为：在18‑22℃将无水乙醇、甘油、碳酸丙二醇酯、

1,3‑丁二醇按质量比(26.3‑28.9):(10.5‑14.6):(6.3‑8.2):(4.9‑6.2)混合并以14000‑

16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1.5‑3min，得到所述助溶剂。

[0010] 优选的，所述增稠剂的制备方法为：在18‑22℃将海藻糖、甜菜碱、亚油酸、无水乙

醇按质量比(10.3‑13.1):(4.6‑6.1):(3.1‑4.2):(17.9‑19.5)混合并以1000‑1500rpm的转

速搅拌12‑17min得到所述增稠剂。

[0011] 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取物、

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混合并均质处理得到所述美白剂。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美

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在18‑22℃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取物、苏丹可

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按质量比(65.6‑70.2):(15.7‑17.1):(13.9‑16.3):(5.2‑8.3):

(198.1‑219.3)混合并以14000‑16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1.5‑3min得到所述美白剂。

[0012] 优选的，所述柔润剂的制备方法为：在18‑22℃将环己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角

鲨烷、1,3‑丁二醇按质量比(16.8‑22.9):(11.9‑17.6):(8.7‑12.2):(59.2‑75.3)混合并以

14000‑16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1.5‑3min得到所述柔润剂。

[0013] 优选的，所述乳化剂的制备方法为：在18‑22℃将异鲸蜡醇聚醚‑10、PPG‑6‑癸基十

四醇聚醚‑20、无水乙醇按质量比(11.9‑19.7):(2.3‑7.1):(41 .2‑53.7)混合并以14000‑

16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1.5‑3min得到所述乳化剂。

[0014] 优选的，所述pH调节剂的制备方法为：在18‑22℃将磷酸氢二钾、碳酸氢钠、氢氧化

钾、水按质量比(7.8‑12.6):(3.1‑5.2):(1.8‑4.5):(28.8‑40.3)混合并以1000‑1500rpm的

转速搅拌8‑12min得到所述pH调节剂。

[0015] 优选的，所述防腐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山梨酸钾、焦亚硫酸钠、水按质量比(1.6‑

4.6):(0.1‑1.7):(8.2‑20.3)混合并以1000‑1500rpm的转速搅拌6‑9min得到所述防腐剂。

[0016] 最优选的，所述防腐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山梨酸钾、焦亚硫酸钠、水按质量比1.7:

1.2:10.3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8min得到所述防腐剂。

[0017] 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18] ①将玫瑰花瓣、乙醇水溶液、促渗剂混合搅拌、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泡物；

[0019] ②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离心，收集上清液；

[0020]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浓缩，得到浓缩液；

[0021] ④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搅拌、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

醇混合物；

[0022] ⑤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静置、离心、取

沉淀后烘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0023] ⑥用乙醇水溶液浸泡吸附树脂，然后用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

与水混合无白色浑浊，随后将所述经过清洗的树脂装柱；

[0024] ⑦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乙醇水溶液混合并搅拌，得到玫瑰粗提物‑乙醇

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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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⑧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水、乙醇

水溶液冲洗除杂；收集高纯洗脱液；

[0026] 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冷冻干燥直至得到粉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

物。

[0027]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28] ①在22‑26℃将玫瑰花瓣、浓度为72‑76wt.％乙醇水溶液、促渗剂按质量比(4‑6):

(4‑6):(0.8‑1.3)混合并以240‑360rpm的转速搅拌18‑22h，同时使用功率为380‑450w、频率

为36‑45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泡物；所述促渗剂为山苍子油、柠檬草油按质量比

(1‑4):(1‑4)的混合物；

[0029] ②采用0.9‑1.2MPa的压力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40‑60min后得

到滤液，将所述滤液以4800‑5500rpm的转速离心18‑26min，收集上清液；

[0030]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在(‑55)‑(‑48)℃、气压为8‑11kPa的条件下浓缩至原上

清液体积的(48‑53)％，得到浓缩液；

[0031] ④在22‑26℃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并以240‑360rpm的转速搅拌

30‑50min，同时用功率为380‑450w、频率为36‑45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醇

混合物；所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中无水乙醇的浓度为78‑81wt.％；

[0032] ⑤在22‑26℃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为

2.8‑3.2，然后在2‑5℃中静置28‑34h，随后在2‑5℃以4800‑5500rpm的转速离心20‑27min，

取沉淀，并将所述沉淀在5‑7℃烘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0033] ⑥在22‑26℃用浓度为12‑18wt .％的乙醇水溶液浸泡FL‑2型大孔吸附树脂13‑

18h，然后用浓度为12‑18wt.％的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与水混合无白

色浑浊，随后将所述经过清洗的树脂按照树脂直径与柱高比1:(8‑10)的比例装柱；

[0034] ⑦在22‑26℃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浓度为78‑82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

量比(0.8‑1.3):(900‑1100)混合并以240‑360rpm的转速搅拌18‑22min，得到玫瑰粗提物‑

乙醇水溶液；

[0035] ⑧在22‑26℃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上样量为所述树脂重

量的12‑16％，上样流速为(0.8‑0.95)mL/min，静置时间为22‑28min；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

水、浓度为72‑76wt.％的乙醇水溶液冲洗除杂；所述蒸馏水、树脂的质量比为(4‑6):(0.8‑

1.3)；所述浓度为72‑76wt.％的乙醇水溶液、树脂的质量比为(4‑6):(0.8‑1.2)；冲洗流速

为(28‑32)mL/min，洗脱流速为(36‑40)mL/min，收集高纯洗脱液；

[0036] 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在(‑52)‑(‑48)℃、气压9‑11kPa的条件下冷冻干燥

直至得到粉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物。

[0037] 玫瑰提取物中含有大量的玫瑰总黄酮，这是一种具有清除自由基、抗炎、抗氧化、

去黄提亮、抗皱淡斑等诸多美容功效的活性成分，长期使用可改善皮肤状态，呈现水嫩白皙

光彩。山苍子油和柠檬草油富含α‑蛇麻烯、α‑蒎烯等化学性质活泼的溶剂，可以有效促进玫

瑰总黄酮从玫瑰的细胞当中渗出，提高从所述玫瑰浸泡液中压滤获得所述滤液的采集率；

二者在复配使用时可以在促进彼此对于玫瑰总黄酮渗出的同时起到抗氧化保护的作用，可

以获得玫瑰总黄酮含量更高、有效成分活性更强的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

草提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角鲨烷、海藻糖、亚油酸、聚二甲基硅氧烷等活性成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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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肌肤免疫力，减少炎症和敏感现象发生，因而减少了红色素含量，使得肌肤整体外观通

透明亮、白皙闪亮。采用本发明特定方法制得的玫瑰提取物中的总黄酮等活性抗氧化成分

可以有效清除自由基，促进对于已经生成的黑色素的新陈代谢，并且对酪氨酸酶具有较强

抑制作用，在黑色素的“源头”和“去路”两端同时起效，进一步减少皮肤中黑色素的含量，使

得皮肤的白度和亮度进一度提升。

[003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9] 本发明的玫瑰美白保湿面膜中添加有植物天然的玫瑰提取物、大豆多肽、玻尿酸、

虾青素、桃胶提取物能够有效抑制痤疮丙酸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仅具有美白、保湿的

功效，还具有良好的祛痘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上述发明内容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但不应将

此理解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下述实施例。

[0041] 本申请中部分原料的介绍：

[0042] 无水乙醇，CAS：64‑1 7‑5，购于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商品编号：

C0692035010，规格：EP，分子量：46.07。作用：溶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大于

14.61wt.％。

[0043] 甘油，CAS：56‑81‑5，购于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商品编号：C0690510224，规

格：AR，分子量：92 .09。作用：溶剂、保湿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5.996‑

9.378wt.％。

[0044] 碳酸丙二醇酯，CAS：51260‑39‑0，购于萨恩化学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商品编号：

A020006‑100g，纯度：99.0％，分子量：102.09。作用：溶剂、粘度控制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

华液中的含量为3.456‑5.499wt.％。

[0045] 1 ,3‑丁二醇，CAS：107‑88‑0，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

B15109‑500g，规格：99.0％，分子量：90.12。作用：溶剂、保湿剂、增加产品顺滑度、抑菌。在

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大于2.659wt.％。

[0046] 海藻糖，CAS：99‑20‑7，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A14775‑

500g，规格：99.0％，分子量：342.30。作用：增稠剂、保湿剂、稳定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中的含量为0.7705‑1.1509wt.％。

[0047] 甜菜碱，CAS：107‑43‑7，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B11244‑

500g，规格：99.0％，分子量：117.15。作用：增稠剂、保湿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

量为0.3333‑0.5545wt.％。

[0048] 亚油酸，CAS：60‑33‑3，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A16095‑

500ml，规格：95.0％，分子量：280.46。作用：增稠剂、保湿剂、修复皮肤损伤、保持皮肤弹性。

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0.2225‑0.3859wt.％。

[0049] 香根鸢尾根提取物，CAS：90045‑89‑9，购于甘肃益生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纯度：

98.0％，提取物来源：香根鸢尾(IRIS  FLORENTINA)。作用：增强皮肤细胞的新陈代谢、抗衰、

抗炎、美白。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0.4829‑0.7024wt.％。

[0050] 药鼠尾草提取物，CAS：8022‑56‑8，购于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纯度：98.0％，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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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来源：鼠尾草(SALVIA  OFFICINALIS)。作用：镇静、舒缓、抗炎、减少油脂分泌、紧致肌肤。

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0.4288‑0.6673wt.％。

[0051] 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CAS：89997‑82‑0，购于宁夏香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纯度：

98.0％，提取物来源：苏丹可乐果(COLA  ACUMINATA)。作用：提高皮肤细胞活性、美白、抑菌。

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0.1608‑0.3390wt.％。

[0052] 环己硅氧烷，CAS：540‑97‑6，购于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商品编号：9687.12‑10MG，

纯度：97.0％，分子量：445。作用：顺滑剂、改善产品延展性、提升肤感、保湿剂。在所述玫瑰

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0.2005‑0.4542wt.％。

[0053] 聚二甲基硅氧烷，CAS：9006‑65‑9，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

A15581‑100g，规格：AR。作用：促进渗透、改善皮肤柔软度。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

为0.1420‑0.3505wt.％。

[0054] 角鲨烷，CAS：111‑01‑3，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B14680‑

500ml，规格：98.0％，分子量：422.81。作用：润滑剂、改善皮肤柔软度、促进渗透。在所述玫

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0.1013‑0.2483wt.％。

[0055] 异鲸蜡醇聚醚‑10，CAS：69364‑63‑2，购于南通辰润化工有限公司，纯度：98.0％。

作用：乳化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0.1423‑0.4838wt.％。

[0056] PPG‑6‑癸基十四醇聚醚‑20，CAS：72484‑69‑6，购于南通辰润化工有限公司，纯度：

98.0％。作用：乳化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0.0264‑0.1516wt.％。

[0057] 磷酸氢二钾，CAS：7758‑11‑4，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

B62544‑500g，规格：GR，分子量：174.18。作用：缓冲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

0.0652‑0.2112wt.％。

[0058] 碳酸氢钠，CAS：144‑55‑8，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C10227‑

500g，规格：AR，分子量：84.01。作用：缓冲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0.0398‑

0.0926wt.％。

[0059] 氢氧化钾，CAS：1310‑58‑3，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

B10105‑500g，规格：95.0％，分子量：56.11。作用：缓冲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

为0.0145‑0.0790wt.％。

[0060] 山梨酸钾，CAS：24634‑61‑5，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

A12216‑500g，规格：AR，分子量：150.21。作用：防腐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

0.0262‑0.2075wt.％。

[0061] 焦亚硫酸钠，CAS：7681‑57‑4，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

B12071‑500g，规格：AR，分子量：190.11。作用：防腐剂、抗油脂氧化剂。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

液中的含量为0.0023‑0.0860wt.％。

[0062] 玫瑰，品种：大马士革玫瑰，购于青州市坤盛花卉苗木有限公司。

[0063] 山苍子油，CAS：68855‑99‑2，购于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品编号：S25515‑

500ml。作用：促渗。

[0064] 柠檬草油，CAS：8007‑02‑1，购于湖北诺纳科技有限公司，纯度：98.0％。作用：促

渗。

[0065] 羟基丁二酸，CAS：97‑67‑6，购于西亚化学科技(山东)有限公司，商品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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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100‑500g，纯度：99.0％，分子量：134.09。作用：在制备玫瑰提取物时调节pH。

[0066] FL‑2型大孔吸附树脂，购于天津允开树脂科技有限公司。作用：吸附、洗涤、除杂。

[0067] 由本发明特定方法所制得的玫瑰提取物在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中的含量为

2.037‑2.853wt.％。

[0068] 玻尿酸，CAS：9004‑61‑9，具有肌肤调理，保湿等作用。

[0069] 桃胶，为蔷薇科植物桃Prunus  persica(L .)Batsch或山桃Prunus  davidiana

(Carr.)Franch等树皮中分泌出的树胶物质，原产地：云南。

[0070] 大豆多肽，相对分子质量300～1000，购于西安普瑞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0071] 虾青素，化学名3,3′‑二羟基‑4,4′‑二酮基‑β,β′‑胡萝卜素，CAS号：472‑61‑7。

[0072] 实施例1

[0073] 一种玫瑰美白精华液，由去离子水、助溶剂、增稠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

节剂、防腐剂组成。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所述去离子水、助溶剂、美白剂、

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3min得到混合

液；所述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3 .2wt .％、

11.3wt.％、1.7wt.％、1.2wt.％、0.7wt.％、0.5wt.％，余量为去离子水；将所述混合液和所

述增稠剂按质量比96.8:3.2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3min后得到所

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0074] 所述助溶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无水乙醇、甘油、碳酸丙二醇酯、1,3‑丁二醇

按质量比27.2:13.1:7.6:5.8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助溶

剂。

[0075] 所述增稠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海藻糖、甜菜碱、亚油酸、无水乙醇按质量比

11.7:5.3:3.8:18.1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5min得到所述增稠剂。

[0076] 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

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按质量比67.3:16 .3:15 .7:7 .1:201 .2混合并以

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美白剂。

[0077] 所述柔润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环己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角鲨烷、1,3‑

丁二醇按质量比19.1:13.5:9.8:68.6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柔

润剂。

[0078] 所述乳化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异鲸蜡醇聚醚‑10、PPG‑6‑癸基十四醇聚醚‑

20、无水乙醇按质量比13.8:4.7:43.2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乳

化剂。

[0079] 所述pH调节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磷酸氢二钾、碳酸氢钠、氢氧化钾、去离子

水按质量比9.1:3.3:2.7:31.9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0min得到所述pH调节剂。

[0080] 所述防腐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山梨酸钾、焦亚硫酸钠、去离子水按质量比1.7:1.2:

10.3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8min得到所述防腐剂。

[0081] 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082] ①在25℃将玫瑰花瓣、浓度为75wt.％的乙醇水溶液、促渗剂按质量比5:5:1混合

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h，同时使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

泡物；所述促渗剂为山苍子油、柠檬草油按质量比1:1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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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②采用1MPa的压力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45min后得到滤液，将

所述滤液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收集上清液；

[0084]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在‑50℃、气压为10kPa的条件下浓缩至原上清液体积的

50％，得到浓缩液；

[0085] ④在25℃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40min，

同时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所述浓缩

液‑无水乙醇混合物中无水乙醇的浓度为80wt.％；

[0086] ⑤在25℃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为3，然后

在3℃中静置30h，随后在3℃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取沉淀，并将所述沉淀在65℃烘

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0087] ⑥在25℃用浓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浸泡FL‑2型大孔吸附树脂15h，然后用浓

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与水混合无白色浑浊，随后将所

述经过清洗的树脂按照树脂直径与柱高比1:9的比例装柱；

[0088] ⑦在25℃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浓度为80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量比1:

1000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min，得到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

[0089] ⑧在25℃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上样量为所述树脂重量

的15％，上样流速为0.85mL/min，静置时间为25min；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水、浓度为

75wt.％的乙醇水溶液冲洗除杂；所述蒸馏水、树脂的质量比为5:1；所述浓度为75wt.％的

乙醇水溶液、树脂的质量比为5:1；冲洗流速为30mL/min，洗脱流速为38mL/min，收集高纯洗

脱液；

[0090] 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在‑50℃、气压10kPa的条件下冷冻干燥直至得到粉

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物。

[0091] 实施例2

[0092] 一种玫瑰美白精华液，由去离子水、助溶剂、增稠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

节剂、防腐剂组成。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所述去离子水、助溶剂、美白剂、

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3min得到混合

液；所述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3 .2wt .％、

11.3wt.％、1.7wt.％、1.2wt.％、0.7wt.％、0.5wt.％，余量为去离子水；将所述混合液和所

述增稠剂按质量比96.8:3.2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3min后得到所

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0093] 所述助溶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无水乙醇、甘油、碳酸丙二醇酯、1,3‑丁二醇

按质量比27.2:13.1:7.6:5.8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助溶

剂。

[0094] 所述增稠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海藻糖、甜菜碱、亚油酸、无水乙醇按质量比

11.7:5.3:3.8:18.1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5min得到所述增稠剂。

[0095] 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

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按质量比67.3:16 .3:15 .7:7 .1:201 .2混合并以

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美白剂。

[0096] 所述柔润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环己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角鲨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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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醇按质量比19.1:13.5:9.8:68.6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柔

润剂。

[0097] 所述乳化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异鲸蜡醇聚醚‑10、PPG‑6‑癸基十四醇聚醚‑

20、无水乙醇按质量比13.8:4.7:43.2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乳

化剂。

[0098] 所述pH调节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磷酸氢二钾、碳酸氢钠、氢氧化钾、去离子

水按质量比9.1:3.3:2.7:31.9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0min得到所述pH调节剂。

[0099] 所述防腐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山梨酸钾、焦亚硫酸钠、去离子水按质量比1.7:1.2:

10.3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8min得到所述防腐剂。

[0100] 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101] ①在25℃将玫瑰花瓣、浓度为75wt.％的乙醇水溶液、促渗剂按质量比5:5:1混合

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h，同时使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

泡物；所述促渗剂为山苍子油；

[0102] ②采用1MPa的压力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45min后得到滤液，将

所述滤液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收集上清液；

[0103]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在‑50℃、气压为10kPa的条件下浓缩至原上清液体积的

50％，得到浓缩液；

[0104] ④在25℃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40min，

同时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所述浓缩

液‑无水乙醇混合物中无水乙醇的浓度为80wt.％；

[0105] ⑤在25℃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为3，然后

在3℃中静置30h，随后在3℃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取沉淀，并将所述沉淀在65℃烘

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0106] ⑥在25℃用浓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浸泡FL‑2型大孔吸附树脂15h，然后用浓

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与水混合无白色浑浊，随后将所

述经过清洗的树脂按照树脂直径与柱高比1:9的比例装柱；

[0107] ⑦在25℃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浓度为80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量比1:

1000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min，得到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

[0108] ⑧在25℃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上样量为所述树脂重量

的15％，上样流速为0.85mL/min，静置时间为25min；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水、浓度为

75wt.％的乙醇水溶液冲洗除杂；所述蒸馏水、树脂的质量比为5:1；所述浓度为75wt.％的

乙醇水溶液、树脂的质量比为5:1；冲洗流速为30mL/min，洗脱流速为38mL/min，收集高纯洗

脱液；

[0109] 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在‑50℃、气压10kPa的条件下冷冻干燥直至得到粉

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物。

[0110] 实施例3

[0111] 一种玫瑰美白精华液，由去离子水、助溶剂、增稠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

节剂、防腐剂组成。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所述去离子水、助溶剂、美白剂、

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3min得到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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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所述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3 .2wt .％、

11.3wt.％、1.7wt.％、1.2wt.％、0.7wt.％、0.5wt.％，余量为去离子水；将所述混合液和所

述增稠剂按质量比96.8:3.2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3min后得到所

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0112] 所述助溶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无水乙醇、甘油、碳酸丙二醇酯、1,3‑丁二醇

按质量比27.2:13.1:7.6:5.8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助溶

剂。

[0113] 所述增稠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海藻糖、甜菜碱、亚油酸、无水乙醇按质量比

11.7:5.3:3.8:18.1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5min得到所述增稠剂。

[0114] 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

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按质量比67.3:16 .3:15 .7:7 .1:201 .2混合并以

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美白剂。

[0115] 所述柔润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环己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角鲨烷、1,3‑

丁二醇按质量比19.1:13.5:9.8:68.6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柔

润剂。

[0116] 所述乳化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异鲸蜡醇聚醚‑10、PPG‑6‑癸基十四醇聚醚‑

20、无水乙醇按质量比13.8:4.7:43.2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乳

化剂。

[0117] 所述pH调节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磷酸氢二钾、碳酸氢钠、氢氧化钾、去离子

水按质量比9.1:3.3:2.7:31.9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0min得到所述pH调节剂。

[0118] 所述防腐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山梨酸钾、焦亚硫酸钠、去离子水按质量比1.7:1.2:

10.3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8min得到所述防腐剂。

[0119] 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120] ①在25℃将玫瑰花瓣、浓度为75wt.％的乙醇水溶液、促渗剂按质量比5:5:1混合

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h，同时使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

泡物；所述促渗剂为柠檬草油；

[0121] ②采用1MPa的压力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45min后得到滤液，将

所述滤液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收集上清液；

[0122]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在‑50℃、气压为10kPa的条件下浓缩至原上清液体积的

50％，得到浓缩液；

[0123] ④在25℃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40min，

同时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所述浓缩

液‑无水乙醇混合物中无水乙醇的浓度为80wt.％；

[0124] ⑤在25℃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为3，然后

在3℃中静置30h，随后在3℃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取沉淀，并将所述沉淀在65℃烘

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0125] ⑥在25℃用浓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浸泡FL‑2型大孔吸附树脂15h，然后用浓

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与水混合无白色浑浊，随后将所

述经过清洗的树脂按照树脂直径与柱高比1:9的比例装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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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⑦在25℃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浓度为80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量比1:

1000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min，得到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

[0127] ⑧在25℃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上样量为所述树脂重量

的15％，上样流速为0.85mL/min，静置时间为25min；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水、浓度为

75wt.％的乙醇水溶液冲洗除杂；所述蒸馏水、树脂的质量比为5:1；所述浓度为75wt.％的

乙醇水溶液、树脂的质量比为5:1；冲洗流速为30mL/min，洗脱流速为38mL/min，收集高纯洗

脱液；

[0128] 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在‑50℃、气压10kPa的条件下冷冻干燥直至得到粉

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物。

[0129] 对比例1

[0130] 一种玫瑰美白精华液，由去离子水、助溶剂、增稠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

节剂、防腐剂组成。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所述去离子水、助溶剂、美白剂、

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3min得到混合

液；所述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3 .2wt .％、

11.3wt.％、1.7wt.％、1.2wt.％、0.7wt.％、0.5wt.％，余量为去离子水；将所述混合液和所

述增稠剂按质量比96.8:3.2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3min后得到所

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0131] 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所述去离子水、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

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3min得到混合液；所述助

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3 .2wt .％、11 .3wt .％、

1.7wt.％、1.2wt.％、0.7wt.％、0.5wt.％，余量为去离子水；将所述混合液和所述增稠剂按

质量比96.8:3.2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3min后得到所述玫瑰美白

精华液。

[0132] 所述助溶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无水乙醇、甘油、碳酸丙二醇酯、1,3‑丁二醇

按质量比27.2:13.1:7.6:5.8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助溶

剂。

[0133] 所述增稠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海藻糖、甜菜碱、亚油酸、无水乙醇按质量比

11.7:5.3:3.8:18.1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5min得到所述增稠剂。

[0134] 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

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按质量比67.3:16 .3:15 .7:7 .1:201 .2混合并以

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美白剂。

[0135] 所述柔润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环己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角鲨烷、1,3‑

丁二醇按质量比19.1:13.5:9.8:68.6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柔

润剂。

[0136] 所述乳化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异鲸蜡醇聚醚‑10、PPG‑6‑癸基十四醇聚醚‑

20、无水乙醇按质量比13.8:4.7:43.2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乳

化剂。

[0137] 所述pH调节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磷酸氢二钾、碳酸氢钠、氢氧化钾、去离子

水按质量比9.1:3.3:2.7:31.9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0min得到所述pH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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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8] 所述防腐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山梨酸钾、焦亚硫酸钠、去离子水按质量比1.7:1.2:

10.3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8min得到所述防腐剂。

[0139] 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140] ①在25℃将玫瑰花瓣、浓度为75wt.％的乙醇水溶液、促渗剂按质量比5:5:1混合

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h，同时使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

泡物；所述促渗剂为薄荷油按质量比1:1的混合物；

[0141] ②采用1MPa的压力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45min后得到滤液，将

所述滤液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收集上清液；

[0142]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在‑50℃、气压为10kPa的条件下浓缩至原上清液体积的

50％，得到浓缩液；

[0143] ④在25℃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40min，

同时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所述浓缩

液‑无水乙醇混合物中无水乙醇的浓度为80wt.％；

[0144] ⑤在25℃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为3，然后

在3℃中静置30h，随后在3℃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取沉淀，并将所述沉淀在65℃烘

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0145] ⑥在25℃用浓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浸泡FL‑2型大孔吸附树脂15h，然后用浓

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与水混合无白色浑浊，随后将所

述经过清洗的树脂按照树脂直径与柱高比1:9的比例装柱；

[0146] ⑦在25℃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浓度为80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量比1:

1000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min，得到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

[0147] ⑧在25℃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上样量为所述树脂重量

的15％，上样流速为0.85mL/min，静置时间为25min；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水、浓度为

75wt.％的乙醇水溶液冲洗除杂；所述蒸馏水、树脂的质量比为5:1；所述浓度为75wt.％的

乙醇水溶液、树脂的质量比为5:1；冲洗流速为30mL/min，洗脱流速为38mL/min，收集高纯洗

脱液；

[0148] 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在‑50℃、气压10kPa的条件下冷冻干燥直至得到粉

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物。

[0149] 对比例2

[0150] 一种玫瑰美白精华液，由去离子水、助溶剂、增稠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

节剂、防腐剂组成。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所述去离子水、助溶剂、美白剂、

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3min得到混合

液；所述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3 .2wt .％、

11.3wt.％、1.7wt.％、1.2wt.％、0.7wt.％、0.5wt.％，余量为去离子水；将所述混合液和所

述增稠剂按质量比96.8:3.2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3min后得到所

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0151] 所述助溶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无水乙醇、甘油、碳酸丙二醇酯、1,3‑丁二醇

按质量比27.2:13.1:7.6:5.8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助溶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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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2] 所述增稠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海藻糖、甜菜碱、亚油酸、无水乙醇按质量比

11.7:5.3:3.8:18.1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5min得到所述增稠剂。

[0153] 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

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按质量比67.3:16 .3:15 .7:7 .1:201 .2混合并以

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美白剂。

[0154] 所述柔润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环己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角鲨烷、1,3‑

丁二醇按质量比19.1:13.5:9.8:68.6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柔

润剂。

[0155] 所述乳化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异鲸蜡醇聚醚‑10、PPG‑6‑癸基十四醇聚醚‑

20、无水乙醇按质量比13.8:4.7:43.2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乳

化剂。

[0156] 所述pH调节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磷酸氢二钾、碳酸氢钠、氢氧化钾、去离子

水按质量比9.1:3.3:2.7:31.9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0min得到所述pH调节剂。

[0157] 所述防腐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山梨酸钾、焦亚硫酸钠、去离子水按质量比1.7:1.2:

10.3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8min得到所述防腐剂。

[0158] 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159] ①在25℃将玫瑰花瓣、浓度为75wt.％的乙醇水溶液、促渗剂按质量比5:5:1混合

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h，同时使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

泡物；所述促渗剂为山苍子油、薄荷油按质量比1:1的混合物；

[0160] ②采用1MPa的压力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45min后得到滤液，将

所述滤液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收集上清液；

[0161]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在‑50℃、气压为10kPa的条件下浓缩至原上清液体积的

50％，得到浓缩液；

[0162] ④在25℃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40min，

同时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所述浓缩

液‑无水乙醇混合物中无水乙醇的浓度为80wt.％；

[0163] ⑤在25℃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为3，然后

在3℃中静置30h，随后在3℃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取沉淀，并将所述沉淀在65℃烘

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0164] ⑥在25℃用浓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浸泡FL‑2型大孔吸附树脂15h，然后用浓

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与水混合无白色浑浊，随后将所

述经过清洗的树脂按照树脂直径与柱高比1:9的比例装柱；

[0165] ⑦在25℃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浓度为80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量比1:

1000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min，得到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

[0166] ⑧在25℃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上样量为所述树脂重量

的15％，上样流速为0.85mL/min，静置时间为25min；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水、浓度为

75wt.％的乙醇水溶液冲洗除杂；所述蒸馏水、树脂的质量比为5:1；所述浓度为75wt.％的

乙醇水溶液、树脂的质量比为5:1；冲洗流速为30mL/min，洗脱流速为38mL/min，收集高纯洗

脱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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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7] 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在‑50℃、气压10kPa的条件下冷冻干燥直至得到粉

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物。

[0168] 对比例3

[0169] 一种玫瑰美白精华液，由去离子水、助溶剂、增稠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

节剂、防腐剂组成。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所述去离子水、助溶剂、美白剂、

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3min得到混合

液；所述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3 .2wt .％、

11.3wt.％、1.7wt.％、1.2wt.％、0.7wt.％、0.5wt.％，余量为去离子水；将所述混合液和所

述增稠剂按质量比96.8:3.2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3min后得到所

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0170] 所述助溶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无水乙醇、甘油、碳酸丙二醇酯、1,3‑丁二醇

按质量比27.2:13.1:7.6:5.8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助溶

剂。

[0171] 所述增稠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海藻糖、甜菜碱、亚油酸、无水乙醇按质量比

11.7:5.3:3.8:18.1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5min得到所述增稠剂。

[0172] 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

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按质量比67.3:16 .3:15 .7:7 .1:201 .2混合并以

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美白剂。

[0173] 所述柔润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环己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角鲨烷、1,3‑

丁二醇按质量比19.1:13.5:9.8:68.6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柔

润剂。

[0174] 所述乳化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异鲸蜡醇聚醚‑10、PPG‑6‑癸基十四醇聚醚‑

20、无水乙醇按质量比13.8:4.7:43.2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乳

化剂。

[0175] 所述pH调节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磷酸氢二钾、碳酸氢钠、氢氧化钾、去离子

水按质量比9.1:3.3:2.7:31.9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0min得到所述pH调节剂。

[0176] 所述防腐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山梨酸钾、焦亚硫酸钠、去离子水按质量比1.7:1.2:

10.3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8min得到所述防腐剂。

[0177] 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178] ①在25℃将玫瑰花瓣、浓度为75wt.％的乙醇水溶液、促渗剂按质量比5:5:1混合

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h，同时使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

泡物；所述促渗剂为薄荷油、柠檬草油按质量比1:1的混合物；

[0179] ②采用1MPa的压力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45min后得到滤液，将

所述滤液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收集上清液；

[0180]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在‑50℃、气压为10kPa的条件下浓缩至原上清液体积的

50％，得到浓缩液；

[0181] ④在25℃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40min，

同时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所述浓缩

液‑无水乙醇混合物中无水乙醇的浓度为80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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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2] ⑤在25℃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为3，然后

在3℃中静置30h，随后在3℃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取沉淀，并将所述沉淀在65℃烘

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0183] ⑥在25℃用浓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浸泡FL‑2型大孔吸附树脂15h，然后用浓

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与水混合无白色浑浊，随后将所

述经过清洗的树脂按照树脂直径与柱高比1:9的比例装柱；

[0184] ⑦在25℃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浓度为80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量比1:

1000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min，得到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

[0185] ⑧在25℃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上样量为所述树脂重量

的15％，上样流速为0.85mL/min，静置时间为25min；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水、浓度为

75wt.％的乙醇水溶液冲洗除杂；所述蒸馏水、树脂的质量比为5:1；所述浓度为75wt.％的

乙醇水溶液、树脂的质量比为5:1；冲洗流速为30mL/min，洗脱流速为38mL/min，收集高纯洗

脱液；

[0186] 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在‑50℃、气压10kPa的条件下冷冻干燥直至得到粉

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物。

[0187] 对比例4

[0188] 一种玫瑰美白精华液，由去离子水、助溶剂、增稠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

节剂、防腐剂组成。所述玫瑰美白精华液的制备方法为：将所述去离子水、助溶剂、美白剂、

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3min得到混合

液；所述助溶剂、美白剂、柔润剂、乳化剂、pH调节剂、防腐剂的浓度分别为33 .2wt .％、

11.3wt.％、1.7wt.％、1.2wt.％、0.7wt.％、0.5wt.％，余量为去离子水；将所述混合液和所

述增稠剂按质量比96.8:3.2混合并在20℃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3min后得到所

述玫瑰美白精华液。

[0189] 所述助溶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无水乙醇、甘油、碳酸丙二醇酯、1,3‑丁二醇

按质量比27.2:13.1:7.6:5.8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进行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助溶

剂。

[0190] 所述增稠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海藻糖、甜菜碱、亚油酸、无水乙醇按质量比

11.7:5.3:3.8:18.1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5min得到所述增稠剂。

[0191] 所述美白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玫瑰提取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药鼠尾草提

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1,3‑丁二醇按质量比67.3:16 .3:15 .7:7 .1:201 .2混合并以

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美白剂。

[0192] 所述柔润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环己硅氧烷、聚二甲基硅氧烷、角鲨烷、1,3‑

丁二醇按质量比19.1:13.5:9.8:68.6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柔

润剂。

[0193] 所述乳化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异鲸蜡醇聚醚‑10、PPG‑6‑癸基十四醇聚醚‑

20、无水乙醇按质量比13.8:4.7:43.2混合并以15000rpm的转速均质处理2min得到所述乳

化剂。

[0194] 所述pH调节剂的制备方法为：在20℃将磷酸氢二钾、碳酸氢钠、氢氧化钾、去离子

水按质量比9.1:3.3:2.7:31.9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10min得到所述pH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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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5] 所述防腐剂的制备方法为：将山梨酸钾、焦亚硫酸钠、去离子水按质量比1.7:1.2:

10.3混合并以1200rpm的转速搅拌8min得到所述防腐剂。

[0196] 所述玫瑰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

[0197] ①在25℃将玫瑰花瓣、浓度为75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量比1:1混合并以300rpm

的转速搅拌20h，同时使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玫瑰浸泡物；

[0198] ②采用1MPa的压力对由步骤①得到的玫瑰浸泡物进行压滤45min后得到滤液，将

所述滤液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收集上清液；

[0199] ③将由步骤②所得上清液在‑50℃、气压为10kPa的条件下浓缩至原上清液体积的

50％，得到浓缩液；

[0200] ④在25℃将由步骤③所得浓缩液和无水乙醇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40min，

同时用功率为400w、频率为42kHz的超声波处理，得到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所述浓缩

液‑无水乙醇混合物中无水乙醇的浓度为80wt.％；

[0201] ⑤在25℃用羟基丁二酸调节由步骤④所得浓缩液‑无水乙醇混合物的pH为3，然后

在3℃中静置30h，随后在3℃以5000rpm的转速离心25min，取沉淀，并将所述沉淀在65℃烘

干，得到玫瑰粗提物；

[0202] ⑥在25℃用浓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浸泡FL‑2型大孔吸附树脂15h，然后用浓

度为15wt.％的乙醇水溶液清洗所述树脂直至乙醇洗脱液与水混合无白色浑浊，随后将所

述经过清洗的树脂按照树脂直径与柱高比1:9的比例装柱；

[0203] ⑦在25℃将由步骤⑤所得玫瑰粗提物和浓度为80wt.％的乙醇水溶液按质量比1:

1000混合并以300rpm的转速搅拌20min，得到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

[0204] ⑧在25℃将由步骤⑦所得玫瑰粗提物‑乙醇水溶液上样，上样量为所述树脂重量

的15％，上样流速为0.85mL/min，静置时间为25min；然后，先后分别用蒸馏水、浓度为

75wt.％的乙醇水溶液冲洗除杂；所述蒸馏水、树脂的质量比为5:1；所述浓度为75wt.％的

乙醇水溶液、树脂的质量比为5:1；冲洗流速为30mL/min，洗脱流速为38mL/min，收集高纯洗

脱液；

[0205] ⑨将由步骤⑧所得高纯洗脱液在‑50℃、气压10kPa的条件下冷冻干燥直至得到粉

末状固体，即为所述玫瑰提取物。

[0206] 测试例1

[0207] 美白效果测试：选取112名被试者，年龄在22至35岁之间，将所有被试者分成7个比

较小组，每个比较小组由男女各占一半总共16人组成。每个比较小组各使用由实施例1‑3和

对比例1‑4所制备的玫瑰美白液，测试周期总共为28天，每天使用3次，洁面后均匀涂抹在两

侧双颊，每次用量1mL。测试期间不使用其他美白类产品。在使用前(0d)、第14天(14d)和第

28天(28d)，使用多探头皮肤检测仪(MPA10，来自德国CK公司)测试皮肤的红色素含量和皮

肤的亮度(L值)。上述两项指标均取各个比较小组内测试结果的平均值。测试结果如表1、表

2所示。

[0208] 表1由本发明各实施例和对比例所得玫瑰美白液使用前后皮肤的红色素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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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

[0210] 表2由本发明各实施例和对比例所得玫瑰美白液使用前后的皮肤亮度

[0211]

[0212]

[0213] 测试例2

[0214] 黄酮含量测试：根据Al(NO3)3显色法，以芦丁标准品测定其梯度浓度溶液的吸光度

值；溶液浓度(c)与吸光度值(A)关系曲线的回归方程式为：c＝10.24A+0.012，R2＝0.9993。

将由本发明各实施例和对比例所得玫瑰提取物稀释成合适的浓度，测定各例所得玫瑰提取

物中的黄酮含量，根据上述回归方程式得到稀释后黄酮提取液的质量浓度，再根据稀释倍

数计算得到原始玫瑰提取物的质量浓度，最后计算玫瑰花中总黄酮的质量浓度。测试结果

如表3所示。

[0215] 表3由本发明各实施例和对比例所得玫瑰提取物中的黄酮含量

[0216]

[0217] 测试例3

说　明　书 16/19 页

19

CN 112716864 B

19



[0218] 自由基清除能力测试：⑴配制DPPH自由基标准溶液：称取0.0256gDPPH自由基试

剂，以无水乙醇作溶剂配制出质量浓度为0.0256g/L的DPPH自由基标准溶液；⑵在试管中分

别吸入1.0、2.0、3.0、4.0、5.0、6.0、7.0、8.0、9.0、10.0mL的所述DPPH自由基标准溶液，不足

10mL的用无水乙醇补齐；⑶以无水乙醇为空白，测定各溶液在波长517nm处的吸光度，得到

的所述DPPH自由基溶液吸光度与质量浓度关系曲线的回归方程：y＝0.0259x+0.0018(R2＝

0.9996)，由所述关系曲线知，在2.56～25.60mg/L的范围内，所述DPPH自由基溶液的质量浓

度与吸光度之间呈较强的线性关系，说明所述DPPH自由基溶液的吸光度在上述范围内可以

作为衡量溶液中DPPH自由基质量浓度高低的指标；⑷以无水乙醇作溶剂，分别配制出质量

浓度为0.004、0.012、0.016、0.024、0.050、0.100、0.150mg/mL和0.300mg/mL由本发明各实

施例和对比例所得玫瑰花提取物作为待测液；⑸吸取5mL所述待测液，加入5mL所述DPPH自

由基标准溶液，混匀后反应30min，测定吸光度；⑹经待测样品与DPPH自由基作用后，DPPH自

由基的剩余量可由下式得到：DPPH自由基剩余量/％＝(DPPH自由基t/DPPH自由基0)×l00，

式中：DPPH自由基0为DPPH自由基起始质量浓度；DPPH自由基t为t时刻体系中DPPH自由基的

质量浓度，以100％减去DPPH自由基剩余量，即得各例所得玫瑰提取物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

率。测试结果如表4所示。

[0219] 表4由本发明各实施例和对比例所得玫瑰提取物对DPPH自由基的清除率

[0220]

[0221] 实施例1(采用山苍子油、柠檬草油复配作为所述促渗剂)的红色素(14d)＝

58 .22E .U .、红色素(28d)＝52 .02E .U .、L值(14d)＝59 .73、L值(28d)＝65 .42、黄酮＝

728.6mg/g、DPPH自由基清除率＝96.8％明显优于实施例2‑3(采用山苍子油、柠檬草油中的

一种作为所述促渗剂)、对比例1‑3(采用薄荷油和/或山苍子油、柠檬草油中的一种作为所

述促渗剂)、对比例4(无所述促渗剂)的红色素(14d)＝59.89‑68.11E.U.、红色素(28d)＝

52 .86‑57 .99E .U .、L值(14d)＝53 .40‑57 .62、L值(28d)＝60 .51‑64 .19、黄酮＝512 .7‑

709.1mg/g、DPPH自由基清除率＝82.0‑95.1％，这是因为：山苍子油和柠檬草油富含α‑蛇麻

烯、α‑蒎烯等化学性质活泼的溶剂，可以有效促进玫瑰总黄酮从玫瑰的细胞当中渗出，提高

从所述玫瑰浸泡液中压滤获得所述滤液的采集率；二者在复配使用时可以在促进彼此对于

玫瑰总黄酮渗出的同时起到抗氧化保护的作用，可以获得玫瑰总黄酮含量更高、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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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更强的玫瑰提取物；而薄荷油中含有较多薄荷醇、乙酸薄荷酯等成分，对于从所述玫瑰

浸泡物中获得玫瑰总黄酮的采集率的提升效果不如山苍子油和柠檬草油。玫瑰提取物中含

有大量的玫瑰总黄酮，这是一种具有清除自由基、抗炎、抗氧化、去黄提亮、抗皱淡斑等诸多

美容功效的活性成分，长期使用可改善皮肤状态，呈现水嫩白皙光彩。香根鸢尾根提取物、

药鼠尾草提取物、苏丹可乐果籽提取物、角鲨烷、海藻糖、亚油酸、聚二甲基硅氧烷等活性成

分可以有效清除自由基，提高肌肤免疫力，减少炎症和敏感现象发生，因而减少了红色素含

量，使得肌肤整体外观通透明亮、白皙闪亮。采用本发明特定方法制得的玫瑰提取物中的总

黄酮等活性抗氧化成分可以促进对于已经生成的黑色素的新陈代谢，并且对酪氨酸酶具有

较强抑制作用，在黑色素的“源头”和“去路”两端同时起效，进一步减少皮肤中黑色素的含

量，使得皮肤的白度和亮度进一度提升。

[0222] 实施例4

[0223] 一种玫瑰美白保湿面膜，由纯棉面膜纸浸渍在面膜液中得到，控制面膜的带液率

900％。

[0224] 所述面膜液由玻尿酸5重量份、桃胶提取物10重量份、大豆多肽5重量份、虾青素5

重量份、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玫瑰美白精华液50重量份、去离子水25重量份在200rpm的条件

下搅拌混合30min得到。

[0225] 所述桃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如下：取50g桃胶加入250ml水中浸泡24h；加入料机理

中在10000rpm的条件下搅拌3min，然后在80℃、100rpm的条件下搅拌提取6h；冷却至室温后

用100目网纱过滤；得到的滤液在8000rpm的条件下离心15min，取上清液旋转蒸发浓缩至

50mL；加入250mL无水乙醇，搅拌均匀后静置12h，取沉淀，在减压抽滤的条件下依次用无水

乙醇、丙酮、石油醚洗涤，得到的滤饼在50℃的条件下真空干燥24h得到所述桃胶提取物。

[0226] 实施例5

[0227] 一种玫瑰美白保湿面膜，由纯棉面膜纸浸渍在面膜液中得到，控制面膜的带液率

900％。

[0228] 所述面膜液由玻尿酸5重量份、桃胶提取物10重量份、大豆多肽5重量份、虾青素5

重量份、实施例2制备得到的玫瑰美白精华液50重量份、去离子水25重量份在200rpm的条件

下搅拌混合30min得到。

[0229] 所述桃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4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0230] 实施例6

[0231] 一种玫瑰美白保湿面膜，由纯棉面膜纸浸渍在面膜液中得到，控制面膜的带液率

900％。

[0232] 所述面膜液由玻尿酸5重量份、桃胶提取物10重量份、大豆多肽5重量份、虾青素5

重量份、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玫瑰美白精华液50重量份、去离子水25重量份在200rpm的条件

下搅拌混合30min得到。

[0233] 所述桃胶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4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0234] 测试例4

[0235] 痤疮(Acne)又名青年痤疮(Acne  Juvenile)，是一种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一

般发于皮肤多脂区，如额头、鼻梁以及胸背部等。有自限性，皮损多形，如粉刺、丘疹、脓疱、

结节，常伴有皮脂溢出。痤疮是一种多因素皮肤性疾病。主要与皮脂产生增加，毛囊口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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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化亢进及毛囊内痤疮丙酸杆菌增殖有关。

[0236] 痤疮丙酸杆菌是一种厌氧菌，主要寄生在毛囊内，以油脂为食，为痤疮的主要特征

菌。随着游离的脂肪酸增加，堆积的脂肪酸使毛囊周围产生非特异性炎症反应。另外痤疮的

主要致病菌还包括糠秕孢子菌及表皮葡萄球菌等。痤疮丙酸杆菌还可分泌低分子多肤，吸

引中性粒细胞进入毛囊，导致其水解酶释放，使毛囊上皮渗漏破裂，导致毛囊内容物进入周

围真皮组织，造成了从单纯炎症到丘疹、脓肿、结节、囊肿的一系列临床表现。

[0237] 参考“GB15979‑2002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附录C4溶出性抗(抑)菌产品

抑菌性能试验方法，对实施例4～6的面膜液进行痤疮丙酸杆菌(ATCC  6919)和金黄色葡萄

球菌(ATCC  12228)的抑制率进行测试。

[0238] 评价标准：

[0239] 抑菌率≥50～90％，有抑菌作用；

[0240] 抑菌率≥90％，有强烈抑菌作用。

[0241] 实施例4～6的面膜液对痤疮丙酸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制率

[0242]

[0243]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发明的玫瑰美白保湿面膜的面膜液对痤疮丙酸杆菌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有良好的抑制作用。本发明的玫瑰美白保湿面膜具备良好的美白、保湿、祛痘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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