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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金樱子提取物在美白保湿抗

衰老护肤品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金樱子

提取物为金樱子籽浸膏、金樱子果肉浸膏、金樱

子籽油、金樱子精多糖。本发明还公开了金樱子

提取物的制备方法。本发明还包括一种美白保湿

抗衰老护肤品，其特征在于，其有效成分为金樱

子提取物。本发明所述的金樱子提取物在美白保

湿抗衰老护肤品中的应用，金樱子提取物经实验

表明具有很强的美白保湿抗氧化防衰老的作用，

可将之与其他化妆品用辅料与添加剂混合制成

各种皮肤护理的化妆品组合物及各种剂型，具有

实际应用价值：是一种天然无污染的植物美白保

湿抗衰老提取物，对人体无副作用，在美白保湿

抗衰老化妆品领域中有广泛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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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樱子提取物在制备护肤品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金樱子提取物为金樱子籽

浸膏、金樱子果肉浸膏、金樱子籽油、金樱子精多糖，金樱子提取物在护肤方面具有美白保

湿抗衰老的作用；所述的金樱子提取物在护肤品中以质量百分数计为：金樱子籽浸膏0.2‑

2%，金樱子果肉浸膏0.2‑2%，金樱子籽油1‑4%，金樱子精多糖1‑2%；所述金樱子籽浸膏和金

樱子果肉浸膏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全果干燥，将果肉和籽分开，分别打粉过筛，然后在籽

和果肉中分别加入10‑20倍的60‑80%乙醇，采用水浴回流提取，最后真空干燥得到金樱子籽

浸膏和金樱子果肉浸膏；所述金樱子籽油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籽加入10倍的石油醚，放入

索氏提取器中提取，真空抽滤，回收溶剂，真空干燥至恒重得金樱子籽初榨油，最后金樱子

籽初榨油经水化脱胶、碱液脱酸、活性炭脱色、真空脱臭后得到金樱子籽油；所述金樱子精

多糖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果肉加入20倍去离子水，超声，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滤液，减压浓

缩，冷却后加入3倍量的无水乙醇，经醇沉，离心，沉淀干燥得到金樱子精多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樱子提取物在制备护肤品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

浴回流提取，温度为75‑79℃，时间为1‑2h，过滤，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至相

对密度1.3‑1.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樱子提取物在制备护肤品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放入

索氏提取器中提取的温度为70‑80℃，时间为3‑4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金樱子提取物在制备护肤品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声

的温度为70‑80℃，时间为90‑100min；减压浓缩至体积的1/10；醇沉时间为24‑28h，离心时

间为3‑8min，转速为6000‑7000r/min。

5.一种美白保湿抗衰老护肤品，其特征在于，其有效成分包括金樱子提取物，其中金樱

子提取物为金樱子籽浸膏、金樱子果肉浸膏、金樱子籽油、金樱子精多糖；所述的金樱子提

取物在护肤品中以质量百分数计为：金樱子籽浸膏0.2‑2%，金樱子果肉浸膏0.2‑2%，金樱子

籽油1‑4%，金樱子精多糖1‑2%；所述金樱子籽浸膏和金樱子果肉浸膏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

全果干燥，将果肉和籽分开，分别打粉过筛，然后在籽和果肉中分别加入10‑20倍的60‑80%

乙醇，采用水浴回流提取，最后真空干燥得到金樱子籽浸膏和金樱子果肉浸膏；所述金樱子

籽油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籽加入10倍的石油醚，放入索氏提取器中提取，真空抽滤，回收

溶剂，真空干燥至恒重得金樱子籽初榨油，最后金樱子籽初榨油经水化脱胶、碱液脱酸、活

性炭脱色、真空脱臭后得到金樱子籽油；所述金樱子精多糖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果肉加入

20倍去离子水，超声，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滤液，减压浓缩，冷却后加入3倍量的无水乙醇，经

醇沉，离心，沉淀干燥得到金樱子精多糖；所述金樱子精多糖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果肉加

入20倍去离子水，超声，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滤液，减压浓缩，冷却后加入3倍量的无水乙醇，

经醇沉，离心，沉淀干燥得到金樱子精多糖。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美白保湿抗衰老护肤品，其特征在于，其组分及以质量百

分数计为：金樱子籽油3.5%、凡士林2%、荷荷巴油1%、乳木果油5%、蜂蜡2%；聚山梨醇酯

801.5%、甘油2%、1，3－丁二醇3%、金樱子籽浸膏0.25%、金樱子果肉浸膏0.25%、金樱子精多

糖1%、纯净水77.5%；防腐剂0.5%、香精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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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樱子提取物在美白保湿抗衰老护肤品中的应用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植物的新用途，特别涉及金樱子提取物在美白保湿抗衰老护肤品中的

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越来越重视皮肤的保养，俗话说，一白遮百丑，美白

淡斑、保湿是女性对护肤的基本需求。

[0003] 对比过去具有安全隐患并逐渐被淘汰的含铅汞、氢醌、曲酸的化学美白保湿剂，现

代天然植物美白保湿剂有着更明显的优势。目前，针对临床及市场上使用的美白保湿成分

及产品存在的相关问题，国内外企业不断加大在天然植物化妆品领域的研究和投入，从而

顺应消费者对天然、健康、绿色产品的需求。

[0004] 金樱子是蔷薇科植物金樱子(Rasa  laevigata  Michx.)的干燥成熟果实。其在临

床上应用广泛，是卫生部颁布的保健食品之一。其味酸，甘，涩，性平，归肾，膀胱，大肠经，具

有固精缩尿，固崩止带，涩肠止泻的功效，富含维生素C，胡萝卜素，氨基酸，无机盐，微量元

素及多糖，黄酮，萜类，鞣质等多种物质，具有提高免疫力，降糖降脂，抗氧化，抗菌抗炎，抗

肿瘤等作用，主治神经衰弱、肾虚不固、遗精、慢性肾炎、自汗盗汗、脾虚泄泻等，是古汉养生

精、壮腰健肾丸、汇仁肾宝等常用中成药的主要原料之一。

[0005] 随着科技的发展，金樱子还在生物制药、保健品、饮料、果酒等的开发研究中得到

广泛应用。可用于生产各种保健饮料、制备果干、酸奶、酿酒、熬糖等。但目前市场上还未出

现金樱子的化妆品，关于金樱子美白保湿作用也尚未有人研究。

[0006] 黑色素是决定人体肤色的关键因素。皮肤受紫外线、遗传、内分泌、炎症介质、饮食

不当等因素的影响，黑素代谢异常，皮肤黑素过快增长和分布不均，就会造成局部皮肤过黑

及色素沉着，表现为黄褐斑、雀斑和炎症后色素沉着等。美白的核心是抑制皮肤黑色素的生

成。减少黑色素的形成可采用抑制酪氨酸酶活性和清除自由基抗氧化的方式来完成。文献

报道金樱子中含有VC、胡萝卜素、没食子酸、鞣花酸、儿茶素、槲皮素、芦丁等成分，这些成份

是已确定可抑制酪氨酸酶活性，具有美白作用的成份。金樱子提取物、金樱子鞣质、金樱子

多糖、金樱子黄酮类成份均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能。金樱子籽油也富含多种营养成分，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高达86%，主要为亚油酸和α－亚麻酸，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从天然产物中

提取的多糖具有营养和优异的保湿作用，如透明质酸、玉竹多糖、杏鲍菇多糖、红枣多糖、芦

荟多糖、细柱五加叶多糖、白及多糖、茯苓多糖等。而金樱子中亦富含丰富的多糖类成份，也

具有优异的保湿作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金樱子提取物在美白保湿抗衰老护肤品中的应用，金樱

子提取物为金樱子籽浸膏、金樱子果肉浸膏、金樱子籽油、金樱子精多糖。本发明的另一目

的在于提供金樱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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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金樱子提取物在美白保湿抗衰老护

肤品中的应用。

[0009] 优选的，所述的金樱子是蔷薇科植物金樱子Rasa  laevigata  Michx的干燥成熟果

实。

[0010] 优选的，所述的金樱子提取物在护肤品中以质量百分数计为：金樱子籽浸膏0.2‑

2%，金樱子果肉浸膏0.2‑2%，金樱子籽油1‑4%，金樱子精多糖1‑2%。

[0011] 进一步，所述的金樱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金樱子籽浸膏和金樱子果肉浸膏的制

备方法：取金樱子全果干燥，将果肉和籽分开，分别打粉过筛  ，然后在籽和果肉中分别加入

10‑20倍的60‑80%乙醇，采用水浴回流提取，最后真空干燥得到金樱子籽浸膏和金樱子果肉

浸膏；金樱子籽油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籽加入10倍的石油醚，放入索氏提取器中提取，真

空抽滤，回收溶剂，真空干燥至恒重得金樱子籽初榨油，最后金樱子籽初榨油经水化脱胶、

碱液脱酸、活性炭脱色、真空脱臭后得到金樱子籽油；金樱子精多糖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

果肉加入20倍去离子水，超声，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滤液，减压浓缩，冷却后加入3倍量的无水

乙醇，经醇沉，离心，沉淀干燥得到金樱子精多糖。

[0012] 所述的水浴回流提取，温度为75‑79℃，时间为1‑2h，过滤，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提

取液减压浓缩至相对密度1.3‑1.5。

[0013] 所述放入索氏提取器中提取的温度为70‑80℃，时间为3‑4h。

[0014] 所述超声的温度为70‑80℃，时间为90‑100min；减压浓缩至体积的1/10；醇沉时间

为24‑28h，离心时间为3‑8min，转速为6000‑7000r/min。

[0015] 本发明还包括一种美白保湿抗衰老护肤品，其特征在于，其有效成分包括金樱子

提取物，其中金樱子提取物为金樱子籽浸膏、金樱子果肉浸膏、金樱子籽油、金樱子精多糖。

[0016] 优选的，所述的美白保湿抗衰老护肤品，其组分及以质量百分数计为：金樱子籽油

3.5%、凡士林2%、荷荷巴油1%、乳木果油5%、蜂蜡2%；聚山梨醇酯801.5%、甘油2%、1，3－丁二

醇3%、金樱子籽浸膏0.5%、金樱子精多糖1%、纯净水77.5%；防腐剂0.5%、香精0.5%。

[0017] 所述制备的美白保湿抗衰老护肤品包括但不限于爽肤水、乳液、精华素、面霜。

[0018]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的金樱子提取物在美白保湿抗衰老护肤品中的应

用，金樱子提取物经试验表明具有很强的美白保湿抗氧化防衰老的作用；可将之与其他化

妆品用辅料与添加剂混合制成各种皮肤护理的化妆品组合物及各种剂型，具有实际应用价

值：是一种天然无污染的植物美白保湿抗衰老提取物，对人体无副作用，在美白保湿抗衰老

化妆品领域中有广泛应用前景。

[001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金樱子籽浸膏和金樱子果肉浸膏可有效抑制酪氨酸酶的

活性及黑色素的合成，可以用于制备皮肤美白的外用化妆品组合物；（2）金樱子籽油不饱和

脂肪酸含量高达86%，主要为亚油酸和α‑亚麻酸，具有很强的抗氧化防衰老美白保湿的作

用，可作为油相制备外用化妆品组合物；（3）金樱子精多糖具有优良的保湿作用，可以用于

制备皮肤保湿的外用化妆品组合物；（4）在制备金樱子籽浸膏和金樱子果肉浸膏的过程中

采用的水浴回流法，提取效率高，原料利用率高；（5）在制备金樱子籽油的过程中采用的索

氏提取法，完成一次溶剂提取后，溶剂被加热，挥发的溶剂经过冷凝管冷凝，重新进入提取

的环境，开始新的一次提取，这样能节省溶剂；且提取的完成度高，原料的利用率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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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在不同乙醇浓度下制备的金樱子籽提取物和金樱子果肉提取物对酪氨酸酶

的抑制作用；

[0021] 图2为金樱子果肉、金樱子全果提取物、金樱子精多糖和甘油在RH42%的环境中的

吸湿效果；

[0022] 图3为金樱子果肉、金樱子全果提取物、金樱子精多糖和甘油在RH80%的环境中的

吸湿效果；

[0023] 图4为金樱子果肉、金樱子全果提取物和金樱子精多糖在温度20℃的环境中的保

湿效果；

[0024] 图5为金樱子护肤品对人体皮肤的安全性实验。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

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对本发明进行详细描述，本部分的描述仅是示范性和

解释性，不应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有任何的限制作用。

[0026] 1、金樱子提取物抑制酪氨酸酶活性研究

[0027] 取金樱子全果干燥，将果肉和籽分开，分别打粉过40目筛。

[0028] 籽分别加20倍纯水、20%乙醇、40%乙醇、60%乙醇、80%乙醇、纯乙醇水浴回流提取

2h，过滤，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真空干燥得6种金樱子籽提取物。

[0029] 果肉分别加20倍纯水、20%乙醇、40%乙醇、60%乙醇、80%乙醇、纯乙醇水浴回流提取

2h，过滤，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真空干燥得6种金樱子果肉提取物。

[0030] 分别称取金樱子提取物各0.1000g，分别溶于20ml二甲基亚砜，得到5mg/ml母液，

再对倍稀释到2.500、1.250、0.625、0.312、和0.156mg/ml。按下表配制总反应体系为5ml。

[0031] 表1  5ml试验体系

[0032]

[0033] 依次加入Ph=6.8的磷酸盐缓冲液，不同浓度梯度的样品液和酪氨酸酶，在37℃水

浴10min，加入底物L‑酪氨酸，计时，20min时测定在475nm波长下的吸光值。

[0034] 测定时以相应的阴性液做参照，酪氨酸酶抑制率公式如下：

[0035] 抑制率＝（A－B）/A*100

[0036] 其中A为标准对照的吸光值，B为样品液的吸光值。

[0037] 由图1可知，金樱子籽提取物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高于金樱子果肉提取物，醇提物

抑制酪氨酸酶活性高于水提物，60%醇提金樱子籽提取物体抑制酪氨酸酶活性最高。

[0038] 2、金樱子提取物保湿活性研究

[0039] 金樱子果肉提取物制备：果肉加20倍去离子水70℃超声90min，重复操作三次合并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09157447 B

5



滤液，减压浓缩，干燥即得。

[0040] 金樱子全果提取物制备：金樱子全果加20倍去离子水70℃超声90min，重复操作三

次合并滤液，减压浓缩，干燥即得。

[0041] 金樱子精多糖制备：果肉加20倍去离子水70℃超声90min，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滤

液，减压浓缩至体积的1/10，冷却后加入3倍量的无水乙醇，醇沉24h，于6000r/min离心

3min，沉淀干燥得金樱子多糖。

[0042] 在20℃恒温条件下，分别测定金樱子果肉和金樱子全果提取物、金樱子精多糖、甘

油在RH42%和RH80%的环境中48h的吸湿率，吸收率的公式如下：

[0043] 吸湿率（%）＝（A－B）/A*100

[0044] 其中A为样品实始质量，B为放置n小时后的样品质量。

[0045] 从图2，3中可以看出，金樱子精多糖的吸湿效果优于金樱子果肉和全果提取物，且

在低湿度环境下，吸湿性能更好。

[0046] 将吸湿达到饱和的金樱子果肉和金樱子全果提取物、金樱子精多糖在温度为20 

℃，在放置了干硅胶的恒温恒湿箱内继续放置，24h后精确称取各试样质量，由试样前后的

质量差求保湿率，保湿率的公式如下：

[0047] 保湿率=Hn/Ho×100%

[0048] 式中Ho为试样含水量，Hn为放置24h后试样含水量。

[0049] 48h后保湿率见下表：

[0050] 表2

[0051]   保湿率（%）

金樱子果肉 13.2

金樱子全果 9.8

金樱子精多糖 15.2

[0052] 从上表可知，金樱子精多糖保湿率在第24h时是最高的。

[0053] 3、安全性实验

[0054] 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版）中人体封闭式斑贴实验方法测试产品的安全性。

[0055] 1）实验材料与受试者

[0056] 受试物是金樱子护肤品终产品。阴性对照为空白对照。受试者共30人，男0人，女30

人，年龄19‑51岁，符合受试者志愿者人选标准。

[0057] 2）实验方法

[0058] 选用合格的斑试器，以封闭式斑贴试验方法，将受试物0.03g涂于斑器内，外用胶

带贴敷于受试者背部，24h去除受试者，分别于斑贴试验0.5、24、48h观察皮肤反应，根据《化

妆品卫生规范》中皮肤反应分级标准记录其结果：

[0059]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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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人体斑贴试验检验受试物引起人体皮肤不良反应的可能性。30例受试者中出现2

级皮肤不良反应的人数多于2例或出现任何1例3级或3级以上皮肤不良反应时，判定受试物

对人体有不良反应，从表3中可以看出，本实验结果显示30人中1例出现2级反应，根据《化妆

品卫生规范》中规范，该受试物对人体皮肤未引起不良反应。通过本试验结果可以得出金樱

子护肤品的人体安全性很高，对人体皮肤未引起不良反应。

[0062] 实施例1：

[0063] 一种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乳液，其组分及以质量百分数计为：A相：金樱子籽油

3.5%、凡士林2%、荷荷巴油1%、乳木果油5%、蜂蜡2%；B相：聚山梨醇酯801.5%、甘油2%、1，3－

丁二醇3%、金樱子籽浸膏0.  5%、金樱子精多糖1%、纯净水77 .5%；C相：防腐剂0.5%、香精

0.5%。

[0064] 金樱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籽干燥，打粉过筛，然后在籽中分别加入20倍

的60%乙醇，采用75℃水浴回流提取1h，过滤，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至相对密

度1.5，最后真空干燥得金樱子籽浸膏；取金樱子籽加入10倍石油醚，放入索氏提取器中提

取，在80℃温度下提取3h，真空抽滤，回收溶剂，真空干燥至恒重得金樱子籽初榨油，最后金

樱子初榨油经水化脱胶、碱液脱酸、活性炭脱色、真空脱臭后得到金樱子籽油；取金樱子果

肉加20倍去离子水，在70℃温度下超声90min，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滤液，减压浓缩至体积的

1/10，冷却后加入3倍量的无水乙醇，经醇沉24h，离心3min，转速为6000r/min，沉淀干燥得

金樱子精多糖。

[0065] 一种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乳液的制备方法，其工艺过程是：将A相混合并加热至

85℃，搅拌均匀，再将B相混合并加热至75℃，搅拌均匀；将A相加入B相并搅拌至乳化完全，

降温至45℃，最后加入C相并搅拌均匀，得到了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乳液。

[0066] 通过实施例1得到的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乳液是一种无污染纯天然，具有美白

保湿抗衰老功能，对人体无副作用的乳液护肤品。

[0067] 实施例2：

[0068] 一种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爽肤水，其组分及以质量百分数计为：黄瓜提取液4%、

芦荟汁25%、金樱子籽浸膏2%、金樱子精多糖2%、矿泉水67%。

[0069] 金樱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籽干燥，打粉过筛，然后在籽中分别加入10倍

的80%乙醇，采用79℃水浴回流提取2h，过滤，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至相对密

度1.3，最后真空干燥得金樱子籽浸膏；取金樱子果肉加20倍去离子水，在80℃温度下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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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in，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滤液，减压浓缩至体积的1/10，冷却后加入3倍量的无水乙醇，醇

沉28h，离心8min，转速为7000r/min，沉淀干燥得金樱子精多糖。

[0070] 一种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爽肤水的制备方法，其工艺过程是：先将矿泉水煮沸，

放至温度为35℃，再将黄瓜提取液、芦荟汁、金樱子籽浸膏、金樱子精多糖混合，搅拌均匀，

过滤，最后加入矿泉水得到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爽肤水。

[0071] 通过实施例2得到的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爽肤水是一种无污染纯天然，具有美

白保湿功能，对人体无副作用的爽肤水护肤品。

[0072] 实施例3：

[0073] 一种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精华素，其组分及以质量百分数计为：肌肽1%、乙酰基

六肽‑8液体1%、葡聚糖0.5%、透明质酸钠0.5%、增稠剂1%、精氨酸0.5%、金樱子籽浸膏0.2%、

金樱子果肉浸膏0.2%、金樱子精多糖1.5%、金樱子籽油1%、防腐剂1%、香精0.05%、去离子水

91.55%。

[0074] 金樱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全果干燥，将果肉和籽分开，分别打粉过筛，

然后在籽和果肉中分别加入15倍的70%乙醇，采用77℃水浴回流提取1.5h，过滤，重复操作

三次，合并提取液减压浓缩至相对密度1.4，最后真空干燥得金樱子籽浸膏和金樱子果肉浸

膏；取金樱子籽加入10倍石油醚，放入索氏提取器中提取，在75℃温度下提取3.5h，真空抽

滤，回收溶剂，真空干燥至恒重得金樱子籽初榨油，最后金樱子初榨油经水化脱胶、碱液脱

酸、活性炭脱色、真空脱臭后得到金樱子籽油；取金樱子果肉加20倍去离子水，在75℃温度

下超声95min，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滤液，减压浓缩至体积的1/10，冷却后加入3倍量的无水乙

醇，经醇沉26h，离心5min，转速为6500r/min，沉淀干燥得金樱子精多糖。

[0075] 一种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精华素的制备方法，其工艺过程是：将葡聚糖、透明质

酸钠增稠剂溶于去离子水中，升温至75℃，分散后作为A相备用；将肌肽、乙酰基六肽、精氨

酸、金樱子籽浸膏0.2%、金樱子果肉浸膏0.2%、金樱子精多糖1.5%、金樱子籽油4%、防腐剂

1%、香精0.05%作为B相备用；开启搅拌器，搅拌速度250r/min，温度控制在75℃，将B相加入A

相中，均质2000r/min，保持3‑5min，之后再持续搅拌15min，开始冷却，冷却速度控制在1℃/

min，冷却至40℃时，停止搅拌，即可得到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精华素。

[0076] 通过实施例3得到的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精华素是一种无污染纯天然，具有美

白保湿抗衰老功能，对人体无副作用的精华素护肤品。

[0077] 实施例4：

[0078] 一种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面霜，其组分及以质量百分数计为：金樱子籽油4%，金

樱子精多糖2%，简易乳化剂1%，甘油10%，化妆品抗菌剂0.5%，去离子水82.5%。

[0079] 金樱子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取金樱子籽加入10倍石油醚，放入索氏提取器中提取，

在76℃温度下提取3h，真空抽滤，回收溶剂，真空干燥至恒重得金樱子籽初榨油，最后金樱

子初榨油经水化脱胶、碱液脱酸、活性炭脱色、真空脱臭后得到金樱子籽油；取金樱子果肉

加20倍去离子水，在76℃温度下超声98min，重复操作三次合并滤液，减压浓缩至体积的1/

10，冷却后加入3倍量的无水乙醇，经醇沉25h，离心3min，转速为6000r/min，沉淀干燥得金

樱子精多糖。

[0080] 一种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面霜的制备方法，其工艺工程是：将金樱子籽油、金樱

子精多糖、简易乳化剂、甘油和去离子水混合在一起，在35℃温度下搅拌，时间为30min，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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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完成，最后加入化妆品抗菌剂，再搅拌10min，即可得到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面霜。

[0081] 通过实施例4得到的金樱子美白保湿抗衰老面霜是一种无污染纯天然，具有美白

保湿抗衰老功能，对人体无副作用的面霜护肤品。

[0082]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

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

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

的要素。

[0083]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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