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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其特征在

于由下列质量比的原料制成：大麻二酚CBD2%-

20%，矿物质浓缩液2%-10%，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

醚-40 2%-8%，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1%-5%，

中链甘油三酸酯2%-15%，葡萄籽精油1%-10%，茶

树子精油1%-5%，玫瑰精油1%-5%，白薇提取物

0.2%-1%，厚朴花提取物1%-5%，山梨酸0.02%-

0.1%，水余量，上述各组分的总和为100%。通过大

麻二酚CBD、白薇提取物、厚朴花提取物的协同作

用，以及植物精油的强渗透力，让断裂的皮肤组

织纤维再生，加速色素分解代谢，有效去除修复

产后妊娠纹，淡化皮肤纹路，加上矿物浓缩液的

配入，使其富含大量的矿物质，持久保湿，皮肤弹

性、光滑度明显改善，且对皮肤无刺激，具有独特

的去除妊娠纹、修复皮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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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其特征在于由下列质量比的原料制成：

大麻二酚CBD                         2%-20%

矿物质浓缩液                        2%-10%

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             2%-8%

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             1%-5%

中链甘油三酸酯                      2%-15%

葡萄籽精油                          1%-10%

茶树子精油                          1%-5%

玫瑰精油                            1%-5%

白薇提取物                          0.2%-1%

厚朴花提取物                        1%-5%

山梨酸：                             0.02%-0.1%

水                                 余量

上述各组分的总和为100%。

2.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经过下列各步骤：

（1）按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备料：

大麻二酚CBD                         2%-20%

矿物质浓缩液                        2%-10%

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             2%-8%

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             1%-5%

中链甘油三酸酯                      2%-15%

甘油                                1%-5%

葡萄籽精油                          1%-10%

茶树子精油                          1%-5%

玫瑰精油                            1%-5%

白薇提取物                          0.2%-1%

厚朴提取物                          1%-5%

山梨酸：                             0.02%-0.1%

水                                 余量

上述各组分的总和为100%；

（2）取葡萄籽精油、茶树子精油、玫瑰精油在40-60℃条件下，以20-40r/s的速度搅拌混

合均匀，再加入甘油及水，以40-80r/s的速度搅拌混合均匀，得精油物料；

（3）取大麻二酚CBD放入中链甘油三酸酯中，在搅拌速度为10-20r/s下,加热至中链甘

油三酸酯温度达到50-80℃后，使大麻二酚完全溶解后，放置至室温，得油溶物；

（4）将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白薇提取物、厚朴花提

取物加入到步骤（2）的精油物料中混合均匀，加入用水稀释成体积浓度为10%-50%的矿物质

浓缩液，于10-40r/s的速度搅拌至物料完全溶解，得基料；

（5）在步骤（4）的基料中滴加步骤（3）得到的油溶物，再加入山梨酸调节pH值至6-7，即

得去除妊娠纹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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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妊娠纹精油，其特征在于所述白薇提取物经过下列操作制

得：白薇干燥根粉碎过50-100目，加入95v/v%乙醇、于50-75℃减压蒸馏提取，收集提取液，

浓缩成浸膏，即得白薇提取物。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去除妊娠纹精油，其特征在于所述厚朴花提取物经过下列操作

制得：取干燥厚朴花，按料液比1:5-10加入水，浸提20-40min，料液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超声

处理：超声温度40-60℃、超声时间20-40min、超声功率80-120W，然后回流提取3次，收集提

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厚朴花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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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化妆品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妊娠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妊娠期荷尔蒙的影响，加之腹部膨隆使皮肤的弹力纤维

与胶原纤维损伤或断裂，腹部皮肤变薄变细，出现一些宽窄不同、长短不一的粉红色或紫红

色的波浪状花纹。孕三月后，子宫的增大使得腹部皮肤的弹性纤维开始拉伸，腹部的肌肉也

开始扩张。孕六个月左右的时候，腹部的皮肤弹性纤维无法承受来自子宫的压力而断裂，腹

直肌腱也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分离，由此便在腹部留下了颜色深浅不一的纵形裂纹，分娩

后，这些花纹会逐渐消失，留下白色或银白色的有光泽的瘢痕线纹，即妊娠纹。现有对妊娠

纹、疤痕修复或去除技术主要还是在对皮肤胶原蛋白、营养补充类，中药抗菌、修复类，药效

不佳且单一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皮肤组织断裂、受损造成的妊娠纹，大麻二酚(CBD)其是从工

业大麻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在化妆品领域，主要能修复人体神经纤维，受损等药理活性。但

因大麻二酚(CBD)为脂溶性难溶于水的物质，现在对大麻二酚的价值开发应用受到了一定

的限制。妊娠纹缺少有效的去除方法。市场上有采用外敷保健品例如按摩精油、果酸、水杨

酸等，还有使用脉冲光或染料雷射照射、激光，再有是内服药物的方法，多因效果不够显著

或伴有明显副作用等原因，不为多数人接受。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

[0004]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提供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通过下列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其特征在于

由下列质量比的原料制成：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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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0008] 上述各组分的总和为100％。

[0009] 所述大麻二酚CBD为市购产品，具有修复人体神经纤维，并具有抗炎、抗过敏、抗衰

老、抗菌等作用。

[0010] 所述葡萄籽精油是由葡萄种子经由最高级的冷压方式精制而成，具有营养脑细

胞、调节植物神经的作用。

[0011] 所述葡萄籽精油经过下列操作制得：将葡萄籽于-10℃—-30℃冷冻20-60min，放

入压榨机中压榨，收集精油，即得葡萄籽精油。

[0012] 所述茶树子精油为茶树的提取物。具有杀菌消炎、改善痛经、月经不调等功效。

[0013] 所述茶树子精油经过下列操作制得：将茶树子于60-85℃烤干粉碎，加入10-30倍

质量的水，浸泡4-8h，冷凝回流，收集精油，即得茶树子精油。

[0014] 所述玫瑰精油为玫瑰花提炼得到的精油，具有很好的美容护肤作用，能以内养外

淡化斑点，促进黑色素分解，改善皮肤干燥，恢复皮肤弹性作用。

[0015] 所述玫瑰精油采用下列操作制得：将新鲜玫瑰花花瓣粉碎，放置冷冻干燥机中50-

80h除去水分，然后放入二氧化碳超临界中，在下列条件下萃取；时间1-3h，流量20-80kg/h，

提取温度30-50℃，压力10-50MPa，收集精油，即得玫瑰精油。

[0016] 所述白薇提取物为白薇根提取得到的醇提物，有清热散肿、生肌止痛之效，可治产

后小便淋沥，肾炎，尿路感染等。

[0017] 所述白薇提取物经过下列操作制得：白薇干燥根粉碎过50-100目，加入95v/v％乙

醇、于50-75℃减压蒸馏提取，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白薇提取物。

[0018] 所述厚朴花提取物为厚朴花提取得到的醇提物，棕褐色或棕红。

[0019] 所述厚朴花提取物经过下列操作制得：取干燥厚朴花，按料液比1:5-10加入水，浸

提20-40min，料液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超声处理：超声温度40-60℃、超声时间20-40min、超声

功率80-120W，然后回流提取3次，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厚朴花提取物。

[0020] 所述矿物质浓缩液为市购产品，为绿色健康的原料型成分。其特点在于低温性、稳

定性、富营养性、成熟性和清洁性，其成分接近人体体液，蕴含均衡矿物质，极易被肌肤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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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可促进表皮细胞分化及增殖，使角质层变得结实且促进细胞新陈代谢，提高肌肤自然愈

合力。

[0021] 所述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为市购化妆品级乳化剂，用做精油的表面活性剂

或乳化剂。

[0022] 所述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为化妆品级乳化剂，用做精油的表面活性剂或乳

化剂。

[0023] 所述中链甘油三酸酯为市购化妆品级产品，用做精油主要基液油相。

[0024] 所述甘油为市购化妆品级产品，用做精油保湿剂。

[0025] 所述山梨酸为市购化妆品级产品，用做精油防腐剂、保鲜剂。

[0026]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通过下列技术方案实现：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经过下列各步骤：

[0027] 1)按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备料：

[0028]

[0029]

[0030] 上述各组分的总和为100％；

[0031] (1)取葡萄籽精油、茶树子精油、玫瑰精油在40-60℃条件下，以20-40r/s的速度搅

拌混合均匀，再加入甘油及水，以40-80r/s的速度搅拌混合均匀，得精油物料；

[0032] (2)取大麻二酚CBD放入中链甘油三酸酯中，在搅拌速度为10-20r/s下,加热至中

链甘油三酸酯温度达到50-80℃后，使大麻二酚完全溶解后，放置至室温，得油溶物；

[0033] (3)将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白薇提取物、厚朴

花提取物加入到步骤(1)的精油物料中混合均匀，加入用水稀释成体积浓度为10％-50％的

矿物质浓缩液，于10-40r/s的速度搅拌至物料完全溶解，得基料；

[0034] (4)在步骤(3)的基料中滴加步骤(2)得到的油溶物，再加入山梨酸调节pH值至6-

7，即得去除妊娠纹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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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本发明具有下列优点和效果：采用上述方案，通过大麻二酚(CBD)、白薇提取物、厚

朴花提取物的协同作用，以及葡萄籽精油、茶树子精油、玫瑰精油的强渗透力，渗入皮下组

织细胞，又经体液交换进入血液和淋巴，促进皮下血管形成，活化纤维细胞，让断裂的皮肤

组织纤维再生，加速色素分解代谢，有效去除修复产后妊娠纹，淡化皮肤纹路，加上矿物浓

缩液的配入，使其富含大量的矿物质，持久保湿，皮肤弹性明显提高，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

皮肤光滑度得到明显改善，且对皮肤无刺激，涂抹后，不仅易被皮肤组织所吸收，而且有效

预防和解决妊娠纹、疤痕断裂的再生链接和修复困难的问题。

[0036] 具体实施方法

[003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8] 实施例1

[0039] 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的制备方法，经过下列各步骤：

[0040] 1)按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备料：

[0041]

[0042] (2)称取葡萄籽精油、茶树子精油、玫瑰精油在50℃条件下，以20r/s的速度搅拌混

合均匀，再加入甘油及水，以40r/s的速度搅拌混合均匀，得精油物料；

[0043] (3)取大麻二酚(CBD)放入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中，在搅拌速度为10r/s下,加

热至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温度达到50℃，使大麻二酚完全溶解后，放置至室温，得油溶

物；

[0044] (4)将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白薇提取物、厚朴

花提取物加入到步骤(1)的精油物料中混合均匀，加入用水稀释成体积浓度为10％的矿物

质浓缩液，以10r/s的速度搅拌至物料完全溶解，得基料；

[0045] (5)在步骤(4)的基料中滴加步骤(3)的油溶物，再加入山梨酸调节pH值至7，即得

含有大麻二酚CBD活性成分的去除妊娠纹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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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所述葡萄籽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葡萄籽于-10℃冷冻20min，放入压榨

机中压榨，收集精油，即得葡萄籽精油。

[0047] 所述茶树子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茶树子于60℃烤干粉碎，加入10倍质

量的水，浸泡4h、冷凝回流，收集精油，即得茶树子精油。

[0048] 所述玫瑰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新鲜玫瑰花花瓣粉碎，放置冷冻干燥机

中50h除去水分，然后放入二氧化碳超临界设备中，在下列条件下萃取；时间1h，流量20kg/

h，温度30℃，压力10MPa收集精油，即得玫瑰精油。

[0049] 所述白薇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白薇干燥根粉碎过50目，加入95v/v％乙醇、

于50℃减压蒸馏提取，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白薇提取物。

[0050] 所述厚朴花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取干燥厚朴花，按料液比1:5加入水，浸提

20min后，料液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超声处理：超声温度40℃、超声时间20min、超声功率80W，

然后回流提取3次，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厚朴花提取物。

[0051] 实施例2

[0052] 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的制备方法，经过下列各步骤：

[0053] 1)按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备料：

[0054]

[0055] (2)称取葡萄籽精油、茶树子精油、玫瑰精油在40℃条件下，以30r/s的速度搅拌混

合均匀，再加入甘油及水，以50r/s的速度搅拌混合均匀，得精油物料；

[0056] (3)取大麻二酚(CBD)放入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中，在搅拌速度为15r/s下,加

热至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温度达到60℃，使大麻二酚完全溶解后，放置至室温，得油溶

物；

[0057] (4)将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白薇提取物、厚朴

花提取物加入到步骤(1)的精油物料中混合均匀，加入用水稀释成体积浓度为20％的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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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浓缩液，以15r/s的速度搅拌至物料完全溶解，得基料；

[0058] (5)在步骤(4)的基料中滴加步骤(3)的油溶物，再加入山梨酸调节pH值至6，即得

含有大麻二酚CBD活性成分的去除妊娠纹精油。

[0059] 所述葡萄籽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葡萄籽于-12℃冷冻30min，放入压榨

机中压榨，收集精油，即得葡萄籽精油。

[0060] 所述茶树子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茶树子于65℃烤干粉碎，加入15倍质

量的水，浸泡5h、冷凝回流，收集精油，即得茶树子精油。

[0061] 所述玫瑰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新鲜玫瑰花花瓣粉碎，放置冷冻干燥机

中60h除去水分，然后放入二氧化碳超临界设备中，在下列条件下萃取；时间1h，流量30kg/

h，温度35℃，压力20MPa收集精油，即得玫瑰精油。

[0062] 所述白薇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白薇干燥根粉碎过60目，加入95v/v％乙醇、

于55℃减压蒸馏提取，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白薇提取物。

[0063] 所述厚朴花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取干燥厚朴花，按料液比1:6加入水，浸提

25min后，料液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超声处理：超声温度45℃、超声时间25min、超声功率90W，

然后回流提取3次，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厚朴花提取物。

[0064] 实施例3

[0065] 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的制备方法，经过下列各步骤：

[0066] (1)按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备料：

[0067]

[0068]

[0069] (2)称取葡萄籽精油、茶树子精油、玫瑰精油在65℃条件下，以35r/s的速度搅拌混

合均匀，再加入甘油及水，以60r/s的速度搅拌混合均匀，得精油物料；

[0070] (3)取大麻二酚(CBD)放入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中，在搅拌速度为25r/s下,加

热至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温度达到65℃，使大麻二酚完全溶解后，放置至室温，得油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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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0071] (4)将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白薇提取物、厚朴

花提取物加入到步骤(1)的精油物料中混合均匀，加入用水稀释成体积浓度为35％的矿物

质浓缩液，以40r/s的速度搅拌至物料完全溶解，得基料；

[0072] (5)在步骤(4)的基料中滴加步骤(3)的油溶物，再加入山梨酸调节pH值至7，即得

含有大麻二酚CBD活性成分的去除妊娠纹精油。

[0073] 所述葡萄籽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葡萄籽于-15℃冷冻40min，放入压榨

机中压榨，收集精油，即得葡萄籽精油。

[0074] 所述茶树子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茶树子于70℃烤干粉碎，加入20倍质

量的水，浸泡6h、冷凝回流，收集精油，即得茶树子精油。

[0075] 所述玫瑰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新鲜玫瑰花花瓣粉碎，放置冷冻干燥机

中65h除去水分，然后放入二氧化碳超临界设备中，在下列条件下萃取；时间2h，流量60kg/

h，温度40℃，压力30MPa收集精油，即得玫瑰精油。

[0076] 所述白薇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白薇干燥根粉碎过70目，加入95v/v％乙醇、

于60℃减压蒸馏提取，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白薇提取物。

[0077] 所述厚朴花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取干燥厚朴花，按料液比1:7加入水，浸提

30min后，料液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超声处理：超声温度50℃、超声时间35min、超声功率100W，

然后回流提取3次，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厚朴花提取物。

[0078] 实施例4

[0079] 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的制备方法，经过下列各步骤：

[0080] (1)按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备料：

[0081]

[0082] (2)称取葡萄籽精油、茶树子精油、玫瑰精油在55℃条件下，以25r/s的速度搅拌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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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均匀，再加入甘油及水，以50r/s的速度搅拌混合均匀，得精油物料；

[0083] (3)取大麻二酚(CBD)放入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中，在搅拌速度为15r/s下,加

热至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温度达到75℃，使大麻二酚完全溶解后，放置至室温，得油溶

物；

[0084] (4)将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白薇提取物、厚朴

花提取物加入到步骤(1)的精油物料中混合均匀，加入用水稀释成体积浓度为40％的矿物

质浓缩液，以30r/s的速度搅拌至物料完全溶解，得基料；

[0085] (5)在步骤(4)的基料中滴加步骤(3)的油溶物，再加入山梨酸调节pH值至6，即得

含有大麻二酚CBD活性成分的去除妊娠纹精油。

[0086] 所述葡萄籽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葡萄籽于-25℃冷冻50min，放入压榨

机中压榨，收集精油，即得葡萄籽精油。

[0087] 所述茶树子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茶树子于80℃烤干粉碎，加入25倍质

量的水，浸泡7h、冷凝回流，收集精油，即得茶树子精油。

[0088] 所述玫瑰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新鲜玫瑰花花瓣粉碎，放置冷冻干燥机

中75h除去水分，然后放入二氧化碳超临界设备中，在下列条件下萃取；时间2h，流量70kg/

h，温度45℃，压力40MPa收集精油，即得玫瑰精油。

[0089] 所述白薇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白薇干燥根粉碎过80目，加入95v/v％乙醇、

于70℃减压蒸馏提取，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白薇提取物。

[0090] 所述厚朴花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取干燥厚朴花，按料液比1:8加入水，浸提

35min后，料液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超声处理：超声温度55℃、超声时间35min、超声功率110W，

然后回流提取3次，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厚朴花提取物。

[0091] 实施例5

[0092] 一种去除妊娠纹精油的制备方法，经过下列各步骤：

[0093] (1)按下列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备料：

[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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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2)称取葡萄籽精油、茶树子精油、玫瑰精油在60℃条件下，以40r/s的速度搅拌混

合均匀，再加入甘油及水，以80r/s的速度搅拌混合均匀，得精油物料；

[0097] (3)取大麻二酚(CBD)放入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中，在搅拌速度为20r/s下,加

热至中链甘油三酸酯(MCT油)温度达到80℃，使大麻二酚完全溶解后，放置至室温，得油溶

物；

[0098] (4)将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20、氢化蓖麻油聚氧乙烯醚-40、白薇提取物、厚朴

花提取物加入到步骤(1)的精油物料中混合均匀，加入用水稀释成体积浓度为50％的矿物

质浓缩液，以10r/s的速度搅拌至物料完全溶解，得基料；

[0099] (5)在步骤(4)的基料中滴加步骤(3)的油溶物，再加入山梨酸调节pH值至7，即得

含有大麻二酚CBD活性成分的去除妊娠纹精油。

[0100] 所述葡萄籽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葡萄籽于-30℃冷冻60min，放入压榨

机中压榨，收集精油，即得葡萄籽精油。

[0101] 所述茶树子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茶树子于85℃烤干粉碎，加入30倍质

量的水，浸泡8h、冷凝回流，收集精油，即得茶树子精油。

[0102] 所述玫瑰精油采用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将新鲜玫瑰花花瓣粉碎，放置冷冻干燥机

中80h除去水分，然后放入二氧化碳超临界设备中，在下列条件下萃取；时间3h，流量80kg/

h，温度50℃，压力50MPa收集精油，即得玫瑰精油。

[0103] 所述白薇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白薇干燥根粉碎过100目，加入95v/v％乙醇、

于75℃减压蒸馏提取，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白薇提取物。

[0104] 所述厚朴花提取物经过下列步骤制得：取干燥厚朴花，按料液比1:10加入水，浸提

40min后，料液在下列条件下进行超声处理：超声温度60℃、超声时间40min、超声功率120W，

然后回流提取3次，收集提取液，浓缩成浸膏，即得厚朴花提取物。

[0105] 实验例

[0106] 本发明经下列实验例做产品的安全性测试实验

[0107] 实验例一、修复妊娠纹效果实验

[0108] 1.实验对象

[0109] 选取年龄为25-35岁的已生育女性120名，要求生育后1-2年内，在腹部、大腿内侧

出现明显的妊娠纹，妊娠纹分布面积在40-60cm2之间，随机分成6组，每组20名，每组上述五

个年龄段的人数相等；其年龄，性别差异(P>0.05)无统计学意义。

[0110] 2.测试仪器

[0111] 采用皮肤皱纹测试仪，本仪器的测试过程是将一块从皮肤上取下的硅胶皱纹膜片

放于主机的平台上,一束倾斜的平行光照在硅胶皱纹膜片上,有皱纹的地方就会形成皱纹

状的阴影；在硅胶膜片的上方有一个高分辨率的摄像头用于图像拍摄,通过专用软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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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阴影部分的面积,长度和图像灰度值的变化分析皮肤皱纹的变化；

[0112] 3.受试样品

[0113] 六组受试者分别采用上述实施例1-5制备得到除妊娠纹精油及市售普通除妊娠纹

精油。

[0114] 4.使用方法

[0115] 每天早晚清洁妊娠纹所在部位皮肤后各涂抹一次，每次涂抹时按摩至少5分钟以

保证充分吸收；

[0116] 5.测试方法

[0117] 分析受试者样品使用前0天、连续使用15天、30天和90天皮肤妊娠纹硅胶复制品的

皱纹变化，让受试者平躺，放松，将定位胶贴在标记点，倒入一定量硅胶于塑料小盒内，加入

催化促凝剂，快速搅拌均匀，将硅胶均匀涂于定位胶圈定的区域，10min后揭下硅胶于VL650

皱纹分析系统专用定位板上，将贴有硅胶的纸板置于VL650的平台上，调节好焦距及光线，

光线与皱纹线条垂直，拍照分析，结果用总皱纹面积(cm2)、平均皱纹长度(cm)，平均皱纹深

度(μm)表示，后续分析时以第一次拍摄的照片作为定位参照。

[0118] 6.实验数据处理：将每组25人每次测量后的数据取平均值；

[0119] 7.实验结果：见表1-3

[0120] 表1总妊娠纹面积(cm2)变化表

[0121]

[0122] 表2平均妊娠纹长度(cm)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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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

[0124] 表3平均妊娠纹深度(μm)变化表

[0125]

[0126]

[0127] 结果表示，以总皱纹面积(cm2)、平均皱纹长度(cm)，平均皱纹深度(μm)为指标，在

涂抹本发明实施例1-5的精油后，妊娠纹的修复情况，与市售精油相比，腹部妊娠纹修复时

间快速，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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