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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源细菌纤维素的嫩肤法面膜及其

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植物源细菌纤维素的嫩

肤面膜，所述嫩肤面膜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细菌纤维素60-90份，天然植物活性部分10-20

份。本发明将天然植物活性成分与细菌纤维素有

机结合，利用细菌纤维素膜自然生长的成型任意

形状，天然地培养出任意形状和形态的细菌纤维

素面膜，无需后期加工形态，制备出含有多种天

然提取物和生物活性多肽的嫩肤抗衰老护肤水

凝胶面膜基质，使面膜更加服帖、接近皮肤。同时

使面膜中的营养成分缓慢释放而被皮肤有效吸

收并降低过敏，把嫩肤、保湿补水、抗氧化和修复

肌肤等多种功能结合起来，在改善皮肤营养代

谢、保持肌肤弹性的同时修复表皮组织，从而达

到更优的嫩肤、护肤和抗衰老的多重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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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植物源细菌纤维素的嫩肤面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嫩肤面膜包括以下重量份的

组分：细菌纤维素60-90份，天然植物活性部分10-2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嫩肤面膜，其特征在于，所述嫩肤面膜还包括其他组分，其他组

分的重量份为10-25份，其他组分包括多肽、保湿剂、螯合剂、分散剂、乳化剂、增稠剂、防腐

剂、缓冲剂和/或溶剂。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嫩肤面膜，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天然植物活性部分为葡萄籽

或其提取物，积雪草或其提取物，雨生红球藻或其提取物、雪莲或其提取物中的一种或几

种。

4.一种细菌纤维素的嫩肤面膜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1)植物提取液制备

将天然植物活性部分洗净后自然晾干后，将其粉碎成平均粒径为100目以上的原料粉

末，以50％的乙醇为浸提液与植物粉末按1:1～10的质量比混合后超声时间20～30min后转

移到浸提罐中，在50～100℃条件下浸提1～2h，然后进行过滤，滤液经减压蒸发分离掉提取

液后的溶液得到面膜所用的植物提取液；

(2)细菌纤维素的制备

将木糖葡糖酸醋杆菌接种于培养基中，25-30℃培养3-5天后，收集细菌纤维素，去离子

水浸泡2天后，用0.1mol/L  NaCl溶液煮沸40min，随后用去离子水浸泡清洗干净备用；

(3)面膜的制备

将步骤(2)所得的细菌纤维素进行高温高压灭菌后，浸泡在步骤(1)的植物提取液中，

并同时添加多肽、保湿剂、螯合剂、分散剂、乳化剂、增稠剂、防腐剂、缓冲剂和溶剂，20-30h，

得到具有植物源细菌纤维素嫩肤片状面膜。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嫩肤面膜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细菌纤维素通过培养木糖

葡糖酸醋杆菌(Gluconacetobacter  xylinum)获得。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嫩肤面膜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木糖葡糖酸醋杆菌为木糖

葡糖酸醋杆菌ATCC53582。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嫩肤面膜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细菌纤维素为含水的细菌

纤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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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源细菌纤维素的嫩肤法面膜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物医学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植物源细菌纤维素的嫩肤面膜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皮肤衰老是皮肤组织内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学过程，是所有内源性生理因素和外源

性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遗传因素以及相关老化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的影响，还

有长期大剂量的日光紫外线照射等均是导致皮肤衰老的重要因素。皮肤老化不仅影响正常

皮肤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也直接影响皮肤外层的外观和容貌。所以，抗衰老、抗氧化受到

求美者的高度重视。

[0003] 面膜是一种面部美容的护肤保养品，它作为用于面部清洁、护理及营养组分的一

种载体，敷在脸上以实现美容功能，例如补水、保湿、美白、抗衰老、平衡油脂等。一般面膜包

括以下几种类型：泥膏型、撕拉型、冻胶型、湿纸巾型。通常面膜的材料主要是混纺、全棉、蚕

丝、涤纶。常用的面膜常常将棉布和混纺浸泡在含有护肤精华的溶液中，得到吸附有精华的

面膜。但这种面膜持水量一般，水分也容易蒸发，存在贴面上时间过长会导致面膜倒吸脸部

水分的缺点。目前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价格高昂的水凝胶面膜，水凝胶面膜持水率高，可以吸

附大量的营养物质和水，并且这种面膜的亲肤性很好，可以长期贴附在脸上也不会倒吸皮

肤的水分。

[0004] 细菌纤维素(Bacterial  Cellulose,BC)是一种由木糖葡糖酸醋杆菌在生长运动

过程中分泌的具有细菌尺寸的纤维素。已有大量研究证明BC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对多

种细胞无短期或长期毒性，另外，BC结构上丰富的羟基可为其化学改性提供大量的活性官

能团，并且其纤维互相交织形成的精细三维网络结构使其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使得BC在

生物医学方面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如创面修复、人造血管、药物缓释载体、人工椎间盘、神

经界面研究等。

[0005] 综上所述，如何找到一种嫩肤、提亮面膜及其载体是目前本领域技术人员急需解

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植物源细菌纤维素的嫩肤面膜液及其制备方法。

[0007]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本发明首先提供了一种植物源细菌纤维素的嫩肤面膜，

所述嫩肤面膜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细菌纤维素60-90份，天然植物活性部分10-20份。

[0008] 优选的，所述嫩肤面膜还包括其他组分，其他组分的重量份为10-25份，其他组分

包括多肽、保湿剂、螯合剂、分散剂、乳化剂、增稠剂、防腐剂、缓冲剂和/或溶剂。

[0009] 所述多肽为：胶原、棕榈酰三肽-1和棕榈酰四肽-7；所述保湿剂为：聚谷氨酸、透明

质酸钠和四氢甲基嘧啶羧酸；所述所述螯合剂为EDTA二钠，所述分散剂为甘油，所述乳化剂

为聚山梨醇酯-20，所述增稠剂为皱波角叉菜(Chondrus  crispus)粉、长角豆(Cerat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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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iqua)胶、羟乙基纤维素和卡波姆，所述防腐剂为羟苯甲酯、苯氧乙醇和氯苯甘醚，所述

缓冲剂为氯化钾，所述溶剂为去离子水、丙二醇和丁二醇。

[0010] 优选的，所述的天然植物活性部分为葡萄籽或其提取物，积雪草或其提取物，雨生

红球藻或其提取物、雪莲或其提取物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1] 本发明的天然植物活性部分中的各组分及其提取物都为市售产品，优选雨生红球

藻、雪莲、葡萄籽、积雪草。

[0012] 雨生红球藻：雨生红球藻属于团藻目，红球藻科。雨生红球藻被公认为自然界中生

产天然虾青素的最好生物。雨生红球藻中虾青素含量为1.5％～3.0％，被看作是天然虾青

素的“浓缩品”。天然虾青素世界上最强的天然抗氧化剂之一，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

增强细胞再生能力，维持机体平衡和减少衰老细胞的堆积，由内而外保护细胞和DNA健康，

从而保护皮肤健康。雨生红球藻萃取物能够渗透到每一个皮肤细胞，重建胶原蛋白及蛋白

基质，重塑肌肤弹性；坚固皮肤“保温屏障”，充分保持皮肤水分，从而起到保湿、抗皱的功

效。

[0013] 雪莲花生于海拔2400-4000米高山雪线附近的岩缝、石壁和冰磺砾石滩中。雪莲花

生长的环境极其恶劣，其生长的环境一般的植物根本无法存活，雪莲花却能在零下几十度

的严寒中和空气稀薄的缺氧环境中傲霜斗雪、顽强生长。也正是雪莲却这种独有的生存习

性和独特的生长环境使其天然而稀有，并造就了它独特的药理作用和药用价值。雪莲花应

用在护肤品中可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减少皱纹，使皮肤保持光泽、丰满，延缓衰老。

[0014] 葡萄籽中提取分离得到的多酚类物质，是迄今发现的植物来源最高效的抗氧化剂

之一，主要由原花青素、儿茶素、表儿茶素、没食子酸、表儿茶素没食子酸酯等多酚类物质组

成。其中原花青素是一种新型高效抗氧化剂，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强效的自由基清除剂，有

非常强的体内活性，并且吸收迅速完全；原花青素还能降低心脏病、癌症、早衰和关节炎等

的发病危险，具有增强皮肤弹性和柔滑性，预防太阳光线对皮肤的辐射损伤等功效。

[0015] 积雪草富含为积雪草苷、羟基积雪草苷，其中积雪草苷对瘢痕成纤维细胞活力有

促进作用，所以有祛疤的作用，与磷脂物质聚合效果很好，对消除青春痘有较明显的作用。

积雪草提取物可以促进真皮层中胶原蛋白形成，有令肌肤紧致、柔软的效果，其还能促进血

液循环，改善痤疮性皮肤，并防止色素沉淀。

[0016] 进一步地，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细菌纤维素的嫩肤面膜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7] (1)植物提取液制备

[0018] 将天然植物活性部分洗净后自然晾干后，将其粉碎成平均粒径为100目以上的原

料粉末，以50％的乙醇为浸提液与植物粉末按1:1～10的质量比混合后超声时间20～30min

后转移到浸提罐中，在50～100℃条件下浸提1～2h，然后进行过滤，滤液经减压蒸发分离掉

提取液后的溶液得到面膜所用的植物提取液；

[0019] (2)细菌纤维素的制备

[0020] 将木糖葡糖酸醋杆菌接种于培养基中，25-30℃培养3-5天后，收集细菌纤维素，去

离子水浸泡2天后，用0.1mol/L  NaCl溶液煮沸40min，随后用去离子水浸泡清洗干净备用；

[0021] (3)面膜的制备

[0022] 将步骤(2)所得的细菌纤维素进行高温高压灭菌后，浸泡在步骤(1)的植物提取液

中，并同时添加多肽、保湿剂、螯合剂、分散剂、乳化剂、增稠剂、防腐剂、缓冲剂和溶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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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h，得到具有植物源细菌纤维素嫩肤片状面膜。

[0023] 在本发明上述面膜的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细菌纤维素通过培养木糖葡糖酸醋杆

菌(Gluconacetobacter  xylinum)获得。进一步地，所述木糖葡糖酸醋杆菌为木糖葡糖酸醋

杆菌ATCC53582。

[0024] 在本发明上述面膜的一些实施方案中，所述细菌纤维素为含水的细菌纤维素。

[0025] 有益效果

[0026] 本发明将天然植物活性成分与细菌纤维素有机结合，利用细菌纤维素膜自然生长

的成型任意形状，天然地培养出任意形状和形态的细菌纤维素面膜，无需后期加工形态，制

备出含有多种天然提取物和生物活性多肽的嫩肤抗衰老护肤水凝胶面膜基质，使面膜更加

服帖、接近皮肤；该面膜的机械性能好且持水性能高，长期贴敷于脸上也不会倒吸皮肤上的

水分，不会造成皮肤损伤。同时使面膜中的营养成分缓慢释放而被皮肤有效吸收并降低过

敏，把嫩肤、保湿补水、抗氧化和修复肌肤等多种功能结合起来，在改善皮肤营养代谢、保持

肌肤弹性的同时修复表皮组织，从而达到更优的嫩肤、护肤和抗衰老的多重功效。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若未特别指明，实施例

中所用的技术手段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常规手段。

[0028] 实施例1：雨生红球藻面膜

[0029] 各组分如下：细菌纤维素60份，雨生红球藻活性部分12份；2份胶原、2份棕榈酰三

肽-1和1份棕榈酰四肽-7；2份甘草酸二钾和0.01份尿囊素；1份聚谷氨酸、0.01份透明质酸

钠和1份四氢甲基嘧啶羧酸；0.01份EDTA二钠、1份甘油、0.01份聚山梨醇酯-20、0.1份皱波

角叉菜粉、5份长角豆胶、1份羟乙基纤维素、0.1份卡波姆、0.05份羟苯甲酯、0.5份苯氧乙

醇、0.1份氯苯甘醚、0.1份氯化钾、0.5份丙二醇和0.3份丁二醇。

[0030] 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0031] (1)植物提取液制备

[0032] 将雨生红球藻活性部分洗净后自然晾干后，将其粉碎成平均粒径为100目以上的

原料粉末，以50％的乙醇为浸提液与植物粉末按1:1～10的质量比混合后超声时间20～

30min后转移到浸提罐中，在50～100℃条件下浸提1～2h，然后进行过滤，滤液经减压蒸发

分离掉提取液后的溶液得到面膜所用的植物提取液；

[0033] (2)细菌纤维素的制备

[0034] 将木糖葡糖酸醋杆菌接种于培养基中，25-30℃培养3-5天后，收集细菌纤维素，去

离子水浸泡2天后，用0.1mol/L  NaCl溶液煮沸40min，随后用去离子水浸泡清洗干净备用；

[0035] (3)面膜的制备

[0036] 将步骤(2)所得的细菌纤维素进行高温高压灭菌后，浸泡在步骤(1)的植物提取液

中，并同时添加多肽、保湿剂、螯合剂、分散剂、乳化剂、增稠剂、防腐剂、缓冲剂和溶剂，20-

30h，得到具有植物源细菌纤维素嫩肤片状面膜。

[0037] 实施例2：雪莲面膜

[0038] 各组分如下：细菌纤维素80份，雪莲活性部分18份；1份胶原、1份棕榈酰三肽-1和

0.01份棕榈酰四肽-7；1份甘草酸二钾和1份尿囊素；0.5份聚谷氨酸、0.01份透明质酸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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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份四氢甲基嘧啶羧酸；0.5份EDTA二钠、2份甘油、0.5份聚山梨醇酯-20、1份皱波角叉菜

粉、4份长角豆胶、2份羟乙基纤维素、0.5份卡波姆、0.1份羟苯甲酯、0.3份苯氧乙醇、0.2份

氯苯甘醚、1份氯化钾、1份丙二醇和1份丁二醇，余量为去离子水。

[0039] 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0040] (1)将雪莲活性部分洗净后自然晾干后，将其粉碎成平均粒径为100目以上的原料

粉末，以50％的乙醇为浸提液与植物粉末按1:1～10的质量比混合后超声时间20～30min后

转移到浸提罐中，在50～100℃条件下浸提1～2h，然后进行过滤，滤液经减压蒸发分离掉提

取液后的溶液得到面膜所用的植物提取液；

[0041] (2)细菌纤维素的制备

[0042] 将木糖葡糖酸醋杆菌接种于培养基中，25-30℃培养3-5天后，收集细菌纤维素，去

离子水浸泡2天后，用0.1mol/L  NaCl溶液煮沸40min，随后用去离子水浸泡清洗干净备用；

[0043] (3)面膜的制备

[0044] 将步骤(2)所得的细菌纤维素进行高温高压灭菌后，浸泡在步骤(1)的植物提取液

中，并同时添加多肽、保湿剂、螯合剂、分散剂、乳化剂、增稠剂、防腐剂、缓冲剂和溶剂，20-

30h，得到具有植物源细菌纤维素嫩肤片状面膜。

[0045] 实施例3：葡萄籽面膜

[0046] 各组分如下：细菌纤维素90份，葡萄籽活性部分15份；0.5份胶原、2份棕榈酰三肽-

1和1份棕榈酰四肽-7；1份甘草酸二钾和1份尿囊素；1份聚谷氨酸、1份透明质酸钠和1份四

氢甲基嘧啶羧酸；1份EDTA二钠、4份甘油、1份聚山梨醇酯-20、4份皱波角叉菜粉、1份长角豆

胶、0.5份羟乙基纤维素、1份卡波姆、0.1份羟苯甲酯、0.5份苯氧乙醇、0.1份氯苯甘醚、0.5

份氯化钾、1份丙二醇和5份丁二醇，余量为去离子水。

[0047] 具体制备步骤如下：

[0048] (1)将葡萄籽活性部分洗净后自然晾干后，将其粉碎成平均粒径为100目以上的原

料粉末，以50％的乙醇为浸提液与植物粉末按1:1～10的质量比混合后超声时间20～30min

后转移到浸提罐中，在50～100℃条件下浸提1～2h，然后进行过滤，滤液经减压蒸发分离掉

提取液后的溶液得到面膜所用的植物提取液；

[0049] (2)细菌纤维素的制备

[0050] 将木糖葡糖酸醋杆菌接种于培养基中，25-30℃培养3-5天后，收集细菌纤维素，去

离子水浸泡2天后，用0.1mol/L  NaCl溶液煮沸40min，随后用去离子水浸泡清洗干净备用；

[0051] (3)面膜的制备

[0052] 将步骤(2)所得的细菌纤维素进行高温高压灭菌后，浸泡在步骤(1)的植物提取液

中，并同时添加多肽、保湿剂、螯合剂、分散剂、乳化剂、增稠剂、防腐剂、缓冲剂和溶剂，20-

30h，得到具有植物源细菌纤维素嫩肤片状面膜。

[0053] 实施例4：纤维素面膜浸提液的生物相容性实验

[0054] 考虑到面膜贴在脸部表皮，我们选择人永生化角质细胞HaCAT细胞作为实验细胞。

将上述三种植物源细菌纤维素面膜与细胞培养基按照0.1g/mL比例混匀，37℃浸提24h，

10000rpm、5min离心取上清，得浸提液，取浸提液进行细胞生物相容性实验。96孔板接种细

胞，10000/孔，24h后，细胞培养液换成浸提液，用CCK-8测定1、3、5天细胞活性(n≥4)，测试

结果。结果表明，在长达5天的培养过程中，与阳性结果(PS)相比，三种纤维素面膜浸提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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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说明面膜无毒副作用。

[0055]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及具体实施方案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述，但在

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

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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