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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药面膜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中药面膜及其制备方法，所

述中药面膜由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

组成，所述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之

间的重量比为0.8‑1.2:0.4‑0.6:1.2‑1.8；所述

中药提取液采用以下原料提取得到：白蔹10‑13

重量份、菟丝子20‑25重量份、地肤子10‑13重量

份、白术6‑8重量份、玫瑰花6‑8重量份、白茯苓

20‑25重量份、白芍10‑13重量份；所述保湿剂为

透明质酸原液或蚕丝蛋白原液。本发明所述中药

面膜具有较强的祛除皮肤积热以及消除皮肤炎

症的作用，因而针对晒后红肿、热痛效果显著，此

外，本发明还具有均匀肤色以及补水的作用。本

发明采用纯天然成分，不添加化学制剂，对人体

无害，不会刺激皮肤。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CN 110051589 B

2022.03.08

CN
 1
10
05
15
89
 B



1.一种中药面膜，其特征在于，由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组成，所述中药提

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之间的重量比为0.8‑1.2:0.4‑0.6:1.2‑1.8；

所述中药提取液采用以下原料提取得到：白蔹10‑13重量份、菟丝子20‑25重量份、地肤

子10‑13重量份、白术6‑8重量份、玫瑰花6‑8重量份、白茯苓20‑25重量份、白芍10‑13重量

份；

所述中药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

（1）分别称取白蔹、菟丝子、地肤子、白术、玫瑰花、白茯苓、白芍，经分别净制、50‑80℃

干燥2‑6h干燥后，备用；

（2）将步骤（1）处理过的各原料混合，先加入7‑9倍质量水，然后加热进行第一次提取，

所述加热的温度为90‑100℃，所述加热的时间为50‑70min，完毕后过滤，得到第一滤渣和第

一滤液；

（3）向第一滤渣中加入2‑5倍质量水，然后加热进行第二次提取，所述加热的温度为90‑

100℃，所述加热的时间为50‑70min，完毕后过滤，得到第二滤渣和第二滤液；

（4）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至密度为1.0‑1 .3，2‑8℃静置40‑60h使分层，上清

液即所述中药提取液；

所述保湿剂为透明质酸原液或蚕丝蛋白原液；

所述中药面膜的制备方法，具体步骤包括：将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混合搅

拌均匀，灭菌，然后加入2%的复合菌剂，32‑38℃发酵24‑48h，发酵液即为所述中药面膜；所

述复合菌剂由干酪乳杆菌、汉氏葡糖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组成，所述干酪乳杆菌、汉氏

葡糖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之间的重量比为2‑5:1‑2:1‑4；

所述银耳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银耳净制后，加入20‑30倍质量水浸泡1‑3h，然后于

110‑130℃条件下加热提取20‑40min至成为粘稠状液体，即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中药面膜，其特征在于，所述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

剂之间的重量比为1:0.5:1.5；

所述中药提取液采用以下原料提取得到：白蔹11.11重量份、菟丝子22.22重量份、地肤

子11.11重量份、白术7.4重量份、玫瑰花7.4重量份、白茯苓22.22重量份、白芍11.11重量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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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中药面膜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日化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中药面膜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面膜是美容保养品的一种载体，目前粉末调和、高岭土、无纺布、蚕丝面膜、生物纤

维面膜、不织布面膜材质的面膜使用十分广泛。

[0003] 中药面膜，因为其中含有的中药成分具有一定的皮肤治疗作用，且相对以化学成

分为主的面膜有更高的安全性，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而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

但是，目前的中药面膜，大多数只是中药成分的简单混合，有效成分提取不充分，因此效果

并不明显，另有一些添加中药提取成分的中药面膜，但是提取方法复杂，大多还停留在实验

室阶段，不适宜推广应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中药面膜，以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

明所述中药面膜由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组成，通过这几种组分的协同作用，使

得本发明中药面膜能够有效祛除皮肤积热、消除皮肤炎症、均匀肤色以及具有补水的作用。

[0005]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所述中药面膜的制备方法，本发明所述制备方法

制备过程简单、适宜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应用，且制得的中药面膜吸收性好、有效成分利用率

高。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中药面膜，由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组成，所述中药提取液、银耳

提取液和保湿剂之间的重量比为0.8‑1.2:0.4‑0.6:1.2‑1.8；

[0008] 所述中药提取液采用以下原料提取得到：白蔹10‑13重量份、菟丝子20‑25重量份、

地肤子10‑13重量份、白术6‑8重量份、玫瑰花6‑8重量份、白茯苓20‑25重量份、白芍10‑13重

量份；

[0009] 所述保湿剂为透明质酸原液或蚕丝蛋白原液。

[0010] 进一步地，所述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之间的重量比为1:0.5:1.5；

[0011] 所述中药提取液采用以下原料提取得到：白蔹11.11重量份、菟丝子22.22重量份、

地肤子11.11重量份、白术7.4重量份、玫瑰花7.4重量份、白茯苓22.22重量份、白芍11.11重

量份。

[0012] 进一步地，所述中药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

[0013] (1)分别称取白蔹、菟丝子、地肤子、白术、玫瑰花、白茯苓、白芍，经分别净制、干燥

后，备用；

[0014] (2)将步骤(1)处理过的各原料混合，先加入7‑9倍质量水，然后加热进行第一次提

取，完毕后过滤，得到第一滤渣和第一滤液；

[0015] (3)向第一滤渣中加入2‑5倍质量水，然后加热进行第二次提取，完毕后过滤，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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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滤渣和第二滤液；

[0016] (4)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后，静置使分层，上清液即所述中药提取液。

[0017] 进一步地，步骤(1)中，所述干燥的温度为50‑80℃，所述干燥的时间为2‑6h。

[0018] 进一步地，步骤(2)中，所述加热的温度为90‑100℃，所述加热的时间为50‑70min。

[0019] 进一步地，步骤(3)中，所述加热的温度为90‑100℃，所述加热的时间为50‑70min。

[0020] 进一步地，步骤(4)中，所述浓缩至密度为1.0‑1.3，所述静置的温度为2‑8℃，所述

静置的时间为40‑60h。

[0021] 进一步地，所述银耳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银耳净制后，加入20‑30倍质量水浸泡

1‑3h，然后于110‑130℃条件下加热提取20‑40min至成为粘稠状液体，即得。

[0022] 一种制备所述中药面膜的方法，具体步骤包括：将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

剂混合搅拌均匀，灭菌，然后加入复合菌剂进行发酵，发酵液即为所述中药面膜。

[0023] 进一步地，所述复合菌剂由干酪乳杆菌、汉氏葡糖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组成，

所述干酪乳杆菌、汉氏葡糖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之间的重量比为2‑5:1‑2:1‑4。

[0024]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现对本发明中的原料药及药效作进一步阐述。

[0025] 白蔹，又名山地瓜、山葡萄秧、白根、五爪藤等，为葡萄科植物白蔹的干燥块根。味

苦、辛，性微寒。外用于皮肤有清热解毒、消痈散结、生肌敛痛、镇静和舒缓肌肤的作用。

[0026] 菟丝子，为旋花科一年生寄生缠绕性草本菟丝子Cuscuta  chinensis  Lam.的干燥

成熟种子。味辛、甘，性平。补益肝肾，外用于皮肤能够促进皮肤黑色素代谢，均匀肤色，因而

具有祛斑驻颜的作用。

[0027] 地肤子，为藜科植物地肤Kochia  scoparia(L.)Schrad .的成熟果实。味辛、苦，性

寒。清热利湿，祛风止痒。善于清利湿热、祛风止痒。

[0028] 白术，菊科植物白术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Koidz.的干燥根茎，味苦、甘，

性温。有美白肌肤、除痘、消斑、清热燥湿、杀菌等特效；对人体皮肤中的致病菌如雾状表皮

癣菌等病菌具有非常强效的抑制作用。

[0029] 玫瑰花，为蔷范科植物玫瑰初放的花，味甘、微苦，性微温。外用于皮肤具有芳香行

散、促进血液循环、红润肌肤的作用。

[0030] 白茯苓，为多孔菌科真菌茯苓Poria  cocos(Schw.)Wolf的干燥菌核。味甘、淡，性

平。具有利水渗湿、益脾和胃、宁心安神之功用，外用具有美白肌肤的作用。

[0031] 白芍，为毛茛科植物芍药Paeonia  tacti  lora  Pall.的干燥根。味苦、酸，性微寒。

外用具有改善皮肤粗糙、萎黄、黄褐斑、色素沉着等作用。

[0032] 银耳，又称作白木耳、雪耳、银耳子等，属于真菌类银耳科银耳属，是门担子菌门真

菌银耳的子实体，有“菌中之冠”的美称。银耳富含天然植物性胶质，外用于皮肤，具有补水、

提亮、祛皱等多种护肤的作用。

[0033] 透明质酸原液，又称玻尿酸原液，是含一定透明质酸，有一定粘度的液体，可以从

市面直接购得。透明质酸原液中含有的玻尿酸是天然保湿因子，能够加强肌肤保湿度，同时

调节皮肤结合水的能力，改善粗糙、干燥，使皮肤柔软、亮泽。

[0034] 蚕丝蛋白原液，为含有蚕丝蛋白，具有一定粘度的液体，可以从市面直接购得。蚕

丝蛋白原液中含有的蚕丝蛋白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能够渗透到皮肤真皮层，使皮

肤吸收，并参与体内酶的活动，因而能达到护肤、美肤的功效，具有较好的保湿、嫩肤、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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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作用。

[003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36] 1、本发明所述中药面膜，由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组成，所述中药提取

液具有清热、利湿、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以及均匀肤色的作用，所述银耳提取液和保湿剂可

以提高皮肤保湿度，进而促进皮肤对中药提取液的吸收和利用。通过这几种组分的协同作

用，使得最终制备得到的中药面膜具有较强的祛除皮肤积热以及消除皮肤炎症的作用，因

而本发明针对晒后红肿、热痛效果显著，此外，本发明还具有均匀肤色以及补水的作用。本

发明采用纯天然成分，不添加化学制剂，对人体无害，不会刺激皮肤。

[0037] 2、本发明所述中药面膜，含有特定配比的中药提取液，所述中药提取液采用白蔹、

菟丝子、地肤子、白术、玫瑰花、白茯苓、白芍七种原料组成并进行了合理配比，其中，白蔹性

微寒，擅清热；菟丝子性平，擅皮肤黑色素代谢；地肤子性寒，擅利湿；白术性温，擅消炎；玫

瑰花性微温，擅行血；白茯苓性平，白芍性微寒，擅美白。采用以上七种原料进行组合，使得

不同寒热属性、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相互作用，药效互补而协同起效，因而药效显著、药性

缓和而适宜人群广。

[0038] 3、本发明所述中药面膜的制备方法，采用了发酵的步骤，通过采用特定的发酵菌

种以及对发酵条件的控制，使得本发明方法制得的中药面膜吸收性好，有效成分利用率高，

因而进一步提升了本发明的使用效果。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0] 以下实施例中以1重量份代表1g。所述干酪乳杆菌购自上海北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型号为ATCC393，所述汉氏葡糖酸醋杆菌购自北京北纳创联生物技术研究院，型号为

BNCC137623，所述乳酸片球菌购自洛阳欧科拜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0041] 实施例1

[004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中药面膜，由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透明质酸原液组成，所

述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透明质酸原液之间的重量比为0.8:0.4:1.2；

[0043] 所述中药提取液采用以下原料提取得到：白蔹10重量份、菟丝子20重量份、地肤子

10重量份、白术6重量份、玫瑰花6重量份、白茯苓20重量份、白芍10重量份；

[0044] 所述中药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

[0045] (1)分别称取白蔹、菟丝子、地肤子、白术、玫瑰花、白茯苓、白芍，经分别净制、50℃

干燥6h后，备用；

[0046] (2)将步骤(1)处理过的各原料混合，先加入7倍质量水，然后于90℃条件下加热提

取70min，完毕后过滤，得到第一滤渣和第一滤液；

[0047] (3)向第一滤渣中加入2倍质量水，然后于90℃条件下加热提取70min，完毕后过

滤，得到第二滤渣和第二滤液；

[0048] (4)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至密度为1.0，2℃静置40h使分层，上清液即所

述中药提取液。

[0049] 所述银耳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银耳净制后，加入20倍质量水浸泡1h，然后在高压

锅内，于110℃条件下加热提取40min至成为粘稠状液体，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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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所述中药面膜的的制备方法为：将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

透明质酸原液混合搅拌均匀，灭菌，然后加入2％的复合菌剂，于32℃条件下发酵30h，得发

酵液，将面膜纸置于面膜袋中，然后加入所述发酵液，30ml/每袋，封装后灭菌，即得。所述复

合菌剂由干酪乳杆菌、汉氏葡糖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组成，所述干酪乳杆菌、汉氏葡糖

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之间的重量比为2:1:1。

[0051] 实施例2

[005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中药面膜，由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蚕丝蛋白原液组成，所

述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蚕丝蛋白原液之间的重量比为1.2:0.6:1.8；

[0053] 所述中药提取液采用以下原料提取得到：白蔹13重量份、菟丝子25重量份、地肤子

13重量份、白术8重量份、玫瑰花8重量份、白茯苓25重量份、白芍13重量份；

[0054] 所述中药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

[0055] (1)分别称取白蔹、菟丝子、地肤子、白术、玫瑰花、白茯苓、白芍，经分别净制、80℃

干燥2h后，备用；

[0056] (2)将步骤(1)处理过的各原料混合，先加入9倍质量水，然后于100℃条件下加热

提取50min，完毕后过滤，得到第一滤渣和第一滤液；

[0057] (3)向第一滤渣中加入5倍质量水，然后于100℃条件下加热提取50min，完毕后过

滤，得到第二滤渣和第二滤液；

[0058] (4)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至密度为1.3，8℃静置60h使分层，上清液即所

述中药提取液。

[0059] 所述银耳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银耳净制后，加入30倍质量水浸泡3h，然后在高压

锅内，于130℃条件下加热提取20min至成为粘稠状液体，即得。

[0060]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所述中药面膜的的制备方法为：将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

透明质酸原液混合搅拌均匀，灭菌，然后加入2％的复合菌剂，于38℃条件下发酵24h，得发

酵液，将面膜纸置于面膜袋中，然后加入所述发酵液，30ml/每袋，封装后灭菌，即得。所述复

合菌剂由干酪乳杆菌、汉氏葡糖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组成，所述干酪乳杆菌、汉氏葡糖

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之间的重量比为5:2:4。

[0061] 实施例3

[006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中药面膜，由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透明质酸原液组成，所

述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透明质酸原液之间的重量比为1:0.5:1.5；

[0063] 所述中药提取液采用以下原料提取得到：白蔹11.11重量份、菟丝子22.22重量份、

地肤子11.11重量份、白术7.4重量份、玫瑰花7.4重量份、白茯苓22.22重量份、白芍11.11重

量份；

[0064] 所述中药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

[0065] (1)分别称取白蔹、菟丝子、地肤子、白术、玫瑰花、白茯苓、白芍，经分别净制、70℃

干燥4h后，备用；

[0066] (2)将步骤(1)处理过的各原料混合，先加入8倍质量水，然后于100℃条件下加热

提取60min，完毕后过滤，得到第一滤渣和第一滤液；

[0067] (3)向第一滤渣中加入3倍质量水，然后于100℃条件下加热提取60min，完毕后过

滤，得到第二滤渣和第二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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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4)合并第一滤液和第二滤液，浓缩至密度为1.1，4℃静置48h使分层，上清液即所

述中药提取液。

[0069] 所述银耳提取液的提取方法为：银耳净制后，加入25倍质量水浸泡3h，然后在高压

锅内，于120℃条件下加热提取30min至成为粘稠状液体，即得。

[0070]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所述中药面膜的的制备方法为：将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

透明质酸原液混合搅拌均匀，灭菌，然后加入2％的复合菌剂，于38℃条件下发酵48h，得发

酵液，将面膜纸置于面膜袋中，然后加入所述发酵液，30ml/每袋，封装后灭菌，即得。所述复

合菌剂由干酪乳杆菌、汉氏葡糖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组成，所述干酪乳杆菌、汉氏葡糖

酸醋杆菌以及乳酸片球菌之间的重量比为3:1:2。

[0071] 按照QB/T  2872‑2007以及《化妆品卫生规范》2007版对本发明实施例1～3样品进

行了感官指标、理化指标以及卫生指标的检测，检测结果见表1。

[0072] 表1质量检测结果

[0073]

[0074]

[0075] 对比例1

[0076] 与实施例3的区别仅在于中药提取液的原料组分不同，本对比例去掉中药提取液

组分中的地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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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7] 对比例2

[0078] 与实施例3的区别仅在于中药提取液的原料组分不同，本对比例去掉中药提取液

组分中的菟丝子。

[0079] 对比例3

[0080] 与实施例3的区别仅在于中药面膜的制备方法不同，本对比例去掉中药面膜制备

方法中发酵的步骤，具体制备方法为：将中药提取液、银耳提取液和透明质酸原液混合搅拌

均匀，灭菌，得中药面膜原液，将面膜纸置于面膜袋中，然后加入所述中药面膜原液，30ml/

每袋，封装后灭菌，即得。

[0081] 对比例4

[0082] 与实施例3的区别仅在于发酵用的菌种不同，本对比例采用单一菌种干酪乳杆菌

进行发酵。

[0083] 对比例5

[0084] 与实施例3的区别仅在于发酵用的菌种不同，本对比例采用单一菌种汉氏葡糖酸

醋杆菌进行发酵。

[0085] 对比例6

[0086] 与实施例3的区别仅在于发酵用的菌种不同，本对比例采用单一菌种乳酸片球菌

进行发酵。

[0087] 为了验证本发明中药面膜的使用效果，随机选取210名20‑35岁的女性进行试验，

选入标准为面部皮肤因暴露于日光下引起的红肿、热痛，排除化妆品或护肤品刺激以及食

用过敏性物质引起的上述皮肤问题。试验者随机分为6组，每组30人，各组分别给予本发明

实施例3、对比例1～6面膜进行贴敷，每日早晚洁面后各使用一次，每次20min，然后揭掉面

膜后洗净，连续使用3日，观察使用后皮肤的变化，结果见表2。

[0088] 表2有效率统计

[0089] 样品 试验人数 有效人数 有效率％

实施例3样品 30 29 96.67

对比例1 30 24 80.00

对比例2 30 25 83.33

对比例3 30 22 73.33

对比例4 30 25 83.33

对比例5 30 23 76.67

对比例6 30 23 76.67

[0090] 其中，有效标准为：皮肤红肿消退，皮肤颜色恢复正常。

[0091] 结果表明，本发明针对晒后红肿、热痛的有效率达到96.67％，明显优于各对比例。

对比例结果表明，去掉中药提取液中的地肤子和菟丝子组分后，使用效果均有所下降；发酵

对本发明使用效果影响较大，且特定复合菌剂发酵比单一菌剂效果更好。此外，本次试验

中，贴敷本发明中药面膜的90％试验者反应贴敷后10min左右热痛感有明显缓解，说明本发

明对热痛效果显著。

[009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

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或替换，都应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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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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