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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提供一种毛发色素增强剂，其作用于与毛发

色素形成相关的细胞而促进毛发色素的生成，可

防止/改善白发。其是包含没食子酸和没食子酸

衍生物中的至少一种作为有效成分的单剂型毛

发色素增强剂。所述没食子酸衍生物优选为塔拉

单宁及五倍子单宁等水解型单宁，进一步，优选

包含糖类、氨基酸类、维生素类、辅酶类、矿物质

类、或皂树皂苷等皂苷类、蝶形花亚科油麻藤属

植物种子提取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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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塔拉单宁在毛发色素增强剂的制造中的应用。

2.单宁酸在毛发色素增强剂的制造中的应用。

3.塔拉单宁和单宁酸在毛发色素增强剂的制造中的应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发色素增强剂还含有选自栗木

单宁、诃子单宁、橡木单宁及茶单宁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水解型单宁。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发色素增强剂包含皂苷类中的

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发色素增强剂包含选自糖类、氨

基酸类、维生素类、辅酶类及矿物质类所组成的组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毛发色素增强剂包含蝶形花亚科

油麻藤属植物的植物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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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发色素增强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毛发色素增强剂，其活化与毛发色素形成相关的细胞而促进毛发

色素的形成。

背景技术

[0002] 以往，对于伴随着衰老(年龄增长)的头发变白，主要将染发作为使头发变黑的方

法。然而，近年来，已了解头发变白是因头皮的毛囊中的毛发色素细胞由于衰老、压力而功

能降低所引起。而且，针对头发变白，已经发现了毛发色素细胞中的促进黑色素生成的成

分，并提出了使用该种成分的白发防止用组合物(参照专利文献1～5)。

[0003] 例如，在专利文献1中，记载了以选自人参、三七、丹参、丝兰、枇杷、以及金银花等

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植物提取物作为主要成分的黑色素生成促进剂以及由该黑色素生

成促进剂组成的白发改善剂。

[0004] 此外，在专利文献2中，记载了包含植物提取物作为有效成分而制成的酪氨酸酶活

性促进用组合物或白发防止用组合物，其有效成分为由源自属于选自鼠尾草属(Salvia)、

知母属(Anemarrhena)以及番薯属(Ipomoea)所组成的组的属的植物的提取物中的至少一

种所组成。

[0005] 此外，在专利文献3中，记载了6‑苄基氨基嘌呤和包含该物质的玉米须提取物作为

白发防止用外用剂的有效成分有用的内容。

[0006] 此外，在专利文献4中，记载了7‑O‑甲基圣草酚和包含该物质的北美圣草及茵陈蒿

提取物对于白发的预防/改善有用的内容。

[0007] 在专利文献5中，记载了丹皮酚和包含该物质的牡丹皮提取物具有黑色素生成能

力，且通过将其掺和而提供一种白发防止改善效果优异的外用剂。

[0008] 现有技术文献

[0009] 专利文献

[0010] 专利文献1：日本特开2001‑288098号公报

[0011] 专利文献2：日本特开平9‑263540号公报

[0012] 专利文献3：日本特开2013‑159592号公报

[0013] 专利文献4：日本特开2013‑147491号公报

[0014] 专利文献5：日本特开2005‑015472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15] 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16] 然而，仅管如上述专利文献所记载的黑色素生成促进剂、白发防止组合物具有黑

色素生成促进效果等一定的效果，但对于防止/改善白发仍不够充分，期望出现具有更优异

的白发防止/改善效果的原材料。

[0017] 本发明是鉴于上述情况而完成的，其课题在于提供一种毛发色素增强剂，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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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毛发色素形成相关的细胞而促进毛发色素的生成，与以往的黑色素生成促进剂、白发

防止组合物相比，能够发挥更优异的白发防止/改善能力。

[0018] 用于解决技术问题的手段

[0019] 以往，报告了没食子酸及其衍生物作为与铁盐等形成黑色的络合物来进行染发的

药剂的使用(参照日本特开2001‑270812号)、作为养发剂的使用(日本特开平7‑206644号、

同2003‑321330号)、或作为抗斑(美白)剂的使用(日本特公平5‑28203号、同2004‑175688

号)，但并没有针对仅由没食子酸及其衍生物产生的白发防止效果具体叙述的报告。在所述

的日本特开2003‑321330号中，虽然在本文中有白发改善效果的一般记载，但在实施例等中

并没有证明其效果的记载。

[0020] 本发明人等以利用人体皮肤三维培养模型的试验系统，对包含没食子酸类的多酚

化合物类进行了深入研究，作为本次探索具有较高的毛发色素增强能力的药剂的一环，得

到了没食子酸或其衍生物是活化与毛发色素形成相关的细胞而促进毛发色素形成的药剂

的试验结果。并且，进行人体试验之后，得到了其具有白发防止/改善效果的见解，从而完成

了本发明。

[0021] 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的特征在于，其是包含没食子酸和没食子酸衍生物中的

至少一种作为有效成分的单剂型毛发色素增强剂。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由于包含上述

有效成分，可通过将其赋予至头皮而得到白发防止/改善效果。

[0022] 作为所述没食子酸衍生物，更具体地，优选为下述通式(I)所示的化合物、或水解

型单宁。作为该水解型单宁，优选为选自塔拉单宁、栗木单宁、诃子单宁、五倍子单宁(单宁

酸)、橡木单宁、及茶单宁所组成的组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水解型单宁。

[0023] 【化1】

[0024]

[0025] 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优选还包含皂苷类中的至少一种。通过包含皂苷类，可

以进一步提高白发防止/改善效果。

[0026] 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优选还包含糖类和/或氨基酸类的至少一种。通过包含

这些糖类或氨基酸类，可以进一步提高白发防止/改善效果。

[0027] 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优选还包含维生素类和/或辅酶类的至少一种。通过包

含这些维生素类或辅酶类，可以进一步提高白发防止/改善效果。

[0028] 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优选还包含矿物质类的至少一种。通过包含矿物质类，

可以进一步提高白发防止/改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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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优选还包含蝶形花亚科油麻藤属植物的植物提取物。通

过包含蝶形花亚科油麻藤属植物的植物提取物，可以进一步增强白发防止/改善效果。

[0030] 在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中，没食子酸、没食子酸衍生物作用于与黑色素形成

相关的色素干细胞、毛囊干细胞、黑色素细胞、毛母细胞、毛乳头细胞、黑素体等细胞，促进

毛发色素的生成，可以提供一种含有其的溶液、凝胶、摩丝、乳霜等单剂型形态下的优异的

白发防止/改善用组合物。

附图说明

[0031] 图1是实施例4、6、7、8、11和比较例1、3中的MatTek公司制造的人体皮肤三维培养

模型MEL‑300A杯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针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不受以下的实施方式

的任何限定，在本发明的目的的范围内，可以加以适当变更来实施。

[0033] 首先，针对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所起到的作用效果进行说明。在毛发色素中，

主要有黑褐色的真黑素(真黑色素)和黄橙色的类黑色素(褐黑色素)这两种黑色素。以其比

例和量成为黑发、栗毛、金发、红发。与两种黑色素形成相关的细胞是色素干细胞、毛囊干细

胞、黑色素细胞、毛母细胞、毛乳头细胞、黑素体等细胞，根据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能

够作用于这些细胞而促进毛发色素的生成，即促进毛发色素的增强。由此，既可防止白发，

又可改善白发的状态。另外，在本说明书中，白发的防止、改善与本领域技术人员所理解的

无异，具体地，防止是指预防性地应用于，例如黑发、栗毛、金发、红发等状态的毛发、其头皮

部，而防止接受该应用的毛发成为白发、进一步退色的状态等，改善是指应用于，例如，已成

为白发、退色的状态的毛发、其头皮部，而使其成为原来的黑发、栗毛、金发、红发等的状态，

或成为有色地着色的状态等。

[0034] 因此，本发明中的有效成分是指，能够发挥上述毛发色素增强的功能性的成分，是

作用于色素干细胞、毛囊干细胞、黑色素细胞、毛母细胞、毛乳头细胞、黑素体等与毛发色素

相关的任何细胞，而促进该毛发色素的产生的成分。

[0035] 在本发明中，毛发色素增强剂呈溶液、凝胶、摩丝、乳霜等中任一种且以单剂型的

形态使用，但优选以溶液(包含分散液)的单剂型的形态(例如滋补剂或洗剂)使用。另外，单

剂型的形态是指，以溶液、凝胶、摩丝、乳霜等形态使用包含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的单

一的药剂，而不是将多种药剂施用于头皮而使其发挥效果。

[0036] 本发明中的有效成分为没食子酸和没食子酸衍生物中的至少一种，针对它们进行

说明。没食子酸为3，4，5‑三羟基苯甲酸或其盐，为具有下述(1)的结构的化合物。氢阳离子

(H+)以外的X+为有机或无机的阳离子。代表性的离子为铵根离子或碱金属离子。

[0037] 【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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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没食子酸衍生物是指由没食子酸衍生的化合物，它们可以是通过化学合成的衍生

物，也可以是从天然物质中分离的衍生物。本发明的没食子酸衍生物优选为通过水解能够

游离出没食子酸的化合物。可通过化学合成而衍生的本发明的优选化合物由下述通式(I)

表示。

[0040] 【化3】

[0041]

[0042] 通式(I)中的Ar表示取代、未取代的芳基，优选为取代、未取代的苯基。在为取代的

芳基的情况下，对可以具有的取代基没有特别限制，但优选为水解产生的苯酚不会对生物

体造成不良影响的取代的芳基。如果列举可以具有的取代基的优选的具体例，则为烷基、芳

基、羟基、羧酸基或酯基，特别优选的基团为羟基或羧酸基。取代基可以为同一种或不同种

在芳基上进行多个取代。

[0043] 以下示出通式(I)所表示的优选化合物的具体例，但并不限定于这些。【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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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在从天然物质中分离的没食子酸衍生物中，本发明中特别优选的化合物为水解型

单宁。单宁的语源来自于“鞣制(tanning)”。由生皮成为皮革的鞣制效果是基于生皮的胶原

蛋白与单宁的相互作用(在表面形成难溶性复合体被膜)。单宁是对蛋白质、多糖体等高分

子化合物、生物碱等碱性化合物、重金属等显示出强亲和性，保有容易形成与之复合的复合

体的性质的天然多酚组。该单宁有中有缩合型单宁和水解型单宁。其中，水解型单宁通过水

解而游离出没食子酸，是本发明中优选的单宁。(参照：有机合成化学协会志，2004，62，94‑

101)

[0046] 在本发明中优选的水解型单宁是塔拉单宁、栗木单宁、诃子单宁、五倍子单宁(单

宁酸)、橡木单宁、茶单宁等，特别优选的水解型单宁是塔拉单宁和五倍子单宁(单宁酸)。塔

拉单宁是从在南美秘鲁生长的、被称为刺云实(学名：Caesalpinia  spinosa  Kuntze.英语：

Tara西班牙语：Tara)的豆科植物的果荚(荚)中提取的水解型单宁，五倍子单宁酸是从对虫

瘿进行干燥而得的物质中得到的水解型单宁，该虫瘿是因蚜科昆虫(盐肤木耳五倍子虫)在

漆树科的落叶小乔木盐肤木、及同属植物上形成刺伤所产生的。两者均为多种化合物的混

合物(概略结构如下所示)，其特征在于均含有以芳基酯的形式键合的没食子酸部位。

[0047] 【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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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0049] 在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中，对没食子酸和没食子酸衍生物(塔拉单宁或单宁

酸等)的含量没有特别限制，在呈溶液(例如滋补剂、洗剂)的形态的情况下，优选为0.01～

20质量％，特别优选为0.1～10质量％。在呈凝胶或乳霜的形态的情况下，由于没有沉淀等

问题，可以实现更高的含量，但优选为0.05～50质量％，特别优选为0.1～30质量％。

[0050] 在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以单剂型溶液(包含分散液)、凝胶、摩丝、乳霜等形态

使用的情况下，为了提高白发防止/改善效果，优选含有皂苷类的至少一种。皂苷是指由皂

苷元和糖构成的配糖体的总称，大致分为齐墩果烷系、达玛烷系、及类固醇系皂苷。

[0051] 作为齐墩果烷系皂苷，有远志、木通、桔梗、柴胡、美远志、甘草、牛膝、竹节人参V、

以及皂树等皂苷，作为达玛烷系皂苷，有人参、大枣、竹节人参III、黄芪胶、及黄芪等皂苷，

作为类固醇系皂苷，有山药、知母、麦门东、毛地黄、及菝葜等皂苷。

[0052] 在本发明中，优选的皂苷是柴胡皂苷、皂树皂苷、竹节人参皂苷及菝葜皂苷，特别

优选皂树皂苷和菝葜皂苷。这些皂苷的添加量优选为0.05～10质量％，特别优选为0.1～8

质量％。

[0053]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的效果，优选含有糖类、氨基酸类、维生

素及辅酶类、矿物质类、或丙酮酸等。在此，在糖类中，有单糖类、二糖类以及多糖类，但优选

为单糖类和二糖类，作为特别优选的糖类，可列举葡萄糖、乳糖、半乳糖、甘露糖、蔗糖、麦芽

糖等。此外，作为氨基酸类，有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作为优选的氨基酸，可列举甘氨

酸、L‑组氨酸、L‑异亮氨酸、L‑赖氨酸、L‑蛋氨酸、L‑苯丙氨酸，L‑苏氨酸、L‑色氨酸、L‑缬氨

酸、L‑精氨酸、L‑胱氨酸、L‑谷氨酰胺，L‑丝氨酸、L‑酪氨酸等。这些物质的添加量优选为

0.05～20质量％，特别优选为0.1～10质量％。

[0054] 作为维生素和辅酶类，可列举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E、维生素B1(硫胺素)、B2

(核黄素)、B3(烟酸)、B5(泛酸)、B6(吡哆醇)、B8(叶酸)、B12(钴胺素)、生物素、胆碱、硫辛

酸、肌醇等，作为优选的维生素和辅酶类，可列举维生素B1(硫胺素)、B2(核黄素)、B3(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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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B5(泛酸)、B6(吡哆醇)、B8(叶酸)、生物素、胆碱、硫辛酸、肌醇、內消旋肌醇等。这些物

质的添加量优选为0.01～2质量％，特别优选为0.05～1质量％。

[0055] 作为矿物质类，可列举钙、钠、钾、镁、锌、铝等的氯化物、盐酸盐、碳酸盐、碳酸氢

盐、硝酸盐、硫酸盐、磷酸一氢盐、磷酸二氢盐等。在这些矿物质中，钙特别重要，优选为

50ppm以上，更优选为100～500ppm。此外，作为矿物质类的总含量，优选为0.3～12质量％，

特别优选为0.5～8质量％。

[0056]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的效果，优选含有蝶形花亚科血藤属植

物的植物提取物。作为蝶形花亚科血藤属植物，其中优选为油麻藤属，特别是，优选为例如

刺毛藜豆(学名：mucuna  pruriens，日本名：ビロード豆)、黄毛藜豆(学名：Stizolobium 

hassjoo)、猫豆(学名：Mucuna  cochinchinensis)、常春油麻藤(学名：Mucuna  japonica)

等。植物提取物可利用花、叶、茎、根等所有部位的提取物，但种子的提取物最有效。用于制

备植物提取物的提取可适当按照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的方法进行，可列举例如将未干燥或

已干燥的种子粉碎，向其加入水、醇类(甲醇、乙醇、异丙醇等)、二醇类(丙二醇、丁二醇等)

或它们的混合溶剂，并在提取处理后，蒸馏除去溶剂等方法。这些油麻藤属植物的植物提取

物的添加量也根据该提取物中的有效成分量而变动，优选为0.05～10质量％，特别优选为

0.1～3质量％。

[0057] 在本发明中根据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添加其它成分，例如表面活性剂、渗透促进剂、

保湿剂、血液循环促进剂、抗炎症剂、抗氧化剂、紫外线防止剂、抗菌剂、细胞增殖促进剂、细

胞分化诱导剂、香料、油脂、油、酶、清凉剂等。例如为胡椒碱和辣椒素等血液循环促进剂、柚

皮素等细胞增殖促进剂、毛喉素等细胞分化诱导剂、山茶油和角鲨烷等油、酪氨酸酶等酶

等。优选的其他成分的添加量为0.01～10质量％。优选为0.1～5质量％。

[0058] 在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为溶液(包含分散液)的情况下，所使用的主要溶剂为

水，但在所述添加物难以溶解于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被准许添加到化妆品中的有机溶剂。

可以使用例如乙醇、异丙醇、丙二醇、丁二醇或甘油等有机溶剂，其使用量优选为小于20质

量％。

[0059] 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的效果会因重金属离子、特别是铁离子的存在而受到阻

碍。一般认为这是由于当存在重金属离子时，主要是该铁离子会形成着色络合物而使没食

子酸、没食子酸衍生物不溶化，阻碍其经由毛孔的吸收所致。在本发明的溶液(包含分散

液)、凝胶、摩丝、乳霜等形态中，优选为基本上不含重金属离子。

[0060] 在添加至本发明的毛发色素增强剂的添加物为极难溶解于水中的化合物的情况

下，需要在水中进行纳米分散而制成溶液。当纳米分散成体积平均粒径为200nm以下时，经

由头皮至毛根的渗透性提高，可适当地使用其功能。从浸透性提高的观点来看，体积平均粒

径更优选为100nm以下。

[0061] 实施例

[0062] 以下，通过实施例进一步具体地说明本发明，但本发明并不限定于以下的实施例。

[0063] 【实施例1～14、比较例1～4】～使用人体皮肤三维培养模型的黑色素色素生成试

验～

[0064] (1)黑色素色素生成用皮肤外用剂的制备

[0065] 按下述组成制备各实施例及各比较例的试样溶液(参照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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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有效成分表1所记载的添加量

[0067] ·丙二醇5质量％

[0068] ·水以总量成为100质量％的方式进行调整

[0069] 塔拉单宁使用川村通商公司制造的塔拉单宁。

[0070] 皂树皂苷使用丸善制药公司制造的Quillajanin  D‑100，此外，菝葜皂苷使用丸善

制药公司制造的Sarakeep  ALS。另外，Quillajanin  D‑100是由皂树皂苷：25质量％、丙二

醇：15质量％，及水：60质量％组成，Sarakeep  ALS是由菝葜皂苷：7.5质量％、水：42.5质

量％、乙醇：50质量％组成，因此进行纯度换算。

[0071] 此外，其他有效成分使用市售试剂。

[0072] 【人体皮肤三维培养模型的培养】

[0073] 使用MatTek公司制造的人体皮肤三维培养模型MEL‑300A(8mm)和作为培养基的

EPI‑100NMM113，在5％二氧化碳气氛下，于37℃培养3周。其间，从第1天起每隔1天每次添加

50μl试样溶液，同时更换培养基。

[0074] 【吸光度的测定】

[0075] 将人体皮肤三维培养模型培养3周后，打穿培养杯中的膜，加入1N‑氢氧化钠水溶

液0.5ml，于90℃的热水浴中剧烈振荡3小时而将细胞分解。通过0.45μ的过滤器进行过滤，

用酶标仪对滤液进行吸光度测定(波长：405nm)。

[0076] 【表1】

[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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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0079] 结果如表1所示，可知塔拉单宁、单宁酸显示出较高的吸光度，并高浓度地显色。特

别是，一并使用塔拉单宁和皂树皂苷的实施例显示出更高的吸光度。此外，没食子酸与没食

子酸苯酯也显示出比较高的吸光度。

[0080] 另一方面，如图1所示，根据实施例4、6、7、8、11和比较例1、3中的人体皮肤三维培

养模型MEL‑300A杯照片的结果可知，实施例4、6、7、8、11与比较例1、3相比显色浓度极高。

[0081] 【实施例15～18、比较例5～6】～人体试验～

[0082] “护发素的制备”

[0083] (1)用200ml水将2g塔拉单宁稀释而制备护发素A(以塔拉单宁计1质量％溶液)。

[0084] (2)用200ml水将2g塔拉单宁及8g  Quillajanin  D‑100溶液(丸善制药公司制造的

皂树皂苷25％、水60％、丙二醇15％水溶液)稀释而制备护发素B(以塔拉单宁和皂树皂苷计

1质量％溶液)。

[0085] (3)使用未采用有效成分的水溶液制备护发素C。

[0086] 【人体试验】

[0087] 将头发的1/5～1/4已经变白的40～60岁的男女各15名分成3组，每组10名(每组由

男性5名和女性5名组成)。在实施例15中对5名男性使用所述护发素A，在实施例16中对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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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使用所述护发素A。此外，在实施例17中对5名男性使用所述护发素B，在实施例18中对5

名女性使用所述护发素B。进而，在比较例5中对5名男性使用所述护发素C，在比较例6中对5

名女性使用所述护发素C。

[0088] 在各实施例/比较例中，每天在洗澡后就寝前和起床后2次/日，将各护发素1ml/次

涂布于头顶部3个月，并对涂布部进行按摩而使其浸透至头皮。

[0089] 效果的判定为在试验前后，进行接近毛根的部分(从头皮起3cm的范围)的照片拍

摄，测定白发变黑的比例，并在80％以上变黑时记为◎，在30～80％变黑时记为○，低于

30％时的情况记为×。

[0090] 【表2】

[0091]   护发素 有效成分 受试者的性别 效果

实施例15 A 塔拉单宁 男性 ◎4名、○1名

实施例16 A 塔拉单宁 女性 ◎5名

实施例17 B 塔拉单宁/皂树皂苷 男性 ◎5名

实施例18 B 塔拉单宁/皂树皂苷 女性 ◎5名

比较例5 C 无 男性 ×5名

比较例6 C 无 女性 ×5名

[0092] 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本发明的塔拉单宁和塔拉单宁/皂树皂苷的有无可看出明确

的差异，可看出本发明的塔拉单宁具有白发改善效果。特别是，在塔拉单宁中一并使用皂树

皂苷的情况下，可看出明显的白发改善效果。此外，在男女间未看出显著的差异。

[0093] 【实施例19】毛发色素增强剂分散液的制备及人体试验

[0094] 将0.1g的塔拉单宁和极难溶解于水的毛喉素(细胞分化诱导剂)0.1g溶解于5g乙

醇中，然后使其通过0.45μm的微滤器(Sartorius公司制造)而去除灰尘等杂质，制备Ia液

(6.1g)。接着，将为非离子系表面活性剂的1.0g的皂树皂苷(使用东京化成公司制造的皂

苷)溶解于蒸馏水(92.9g)中后，使其通过0.45μm的微滤器(Sartorius公司制造)去除灰尘

等杂质，制成Ib液(93.9g)。使用T字型微混合器依下述顺序对Ia液和Ib液进行纳米分散。

即，在等效直径为250μm的T字型微混合器的两个入口连接1/16英寸的特氟隆(注册商标)

管，在此之前先连接分别装入了Ia液和Ib液的注射器，并设置于注射泵。在出口连接1/16英

寸的特氟隆管，并在该出口设置捕集用的样品瓶。将Ia液以0.20g/min、Ib液以3.12g/min的

送液速度送出20分钟。将样品瓶所捕集的透明的分散液作为试样15。试样15中的塔拉单宁

的浓度为1.0质量％，毛喉素的浓度为0.1质量％，皂树皂苷的浓度为1.0质量％，并且乙醇

的浓度为5.0质量％。进行试样15的粒径测定时，体积平均粒径Mv为28nm，作为单分散性的

指标的体积平均粒径Mv/个数平均粒径Mn之比为1.25。

[0095] 【比较例7】

[0096] 除了从上述Ia液中去除塔拉单宁以外，依同样的方式制备作为包含毛喉素的乙醇

溶液的Ia’液(5.1g)。进而，除了将水增量1g以外，依同样的方式制备包含皂树皂苷的Ib’液

(94 .9g)。将它们与上述同样地设置于T字型微混合器，并将Ia’液以0.17g/min、Ib’液以

3.15g/min的送液速度送出20分钟。将样品瓶所捕集的透明的分散液作为比较试样5。比较

试样5中的毛喉素的浓度为0.1质量％，皂树皂苷的浓度为1.0质量％，并且乙醇的浓度为

5.0质量％。进行比较试样5的粒径测定时，体积平均粒径Mv为27nm，作为单分散性的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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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平均粒径Mv/个数平均粒径Mn之比为1.26。

[0097] 【人体试验】

[0098] 使用实施例19的试样15和比较例7的比较试样5，依与实施例15～18所记载的方法

同样的方式进行人体试验。其结果，使用试样15的情况下观测到90％变黑，效果的评估为◎

等级，使用比较试样5的情况下则停留在65％变黑，效果的评估为○等级。由此结果可知，通

过添加塔拉单宁可增强白发防止能力。

[0099] 【实施例20～32、比较例8】～中规模人体试验(试验期3个月)～

[0100] (1)护发素的制备

[0101] 适当选择表3所示的各种有效成分，以成为该表所示的各成分的含量的方式，使其

溶解于150ml纯化水及50ml丁二醇中，而制备后述表4所示的护发素A’、B’、D～N。另外，在表

3、4中，将塔拉单宁标记为TT，将皂树皂苷标记为QS，将糖类标记为S，将氨基酸类标记为AA，

将维生素和辅酶类标记为V，将矿物质类标记为M，将刺毛藜豆种子提取物标记为MP。

[0102] (2)比较溶液的制备

[0103] 制备150ml纯化水和50ml丁二醇的混合物作为护发素C’。

[0104] 【表3】

[0105]

[0106] 【人体试验】

[0107] 将头发的1/3～2/3已经变白的50～65岁的女性140名分成14组，每组10名。在实施

例20～32中，使用表4的护发素A’、B’、D～N，在比较例8中，使用不含有效成分的护发素C’。

[0108] 在各实施例/比较例中，每天在洗澡后就寝前和起床后2次/日，将各护发素1ml/次

涂布于白发部分3个月，并对涂布部进行按摩而使其浸透至头皮。

[0109] 效果的判定为在试验前后，进行接近毛根的部分(从头皮起3cm的范围)的照片拍

摄，测定白发变黑的比例，并在50％以上变黑时记为◎，在20～50％变黑时记为○，低于

20％时的情况记为×。

[0110] 【表4】

[0111]   护发素 有效成分 效果

实施例20 A’ TT ◎2名、○5名、×3名

实施例21 B’ TT/QS ◎4名、○4名、×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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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2 D TT/QS/S ◎4名、○5名、×1名

实施例23 E TT/QS/AA ◎4名、○5名、×1名

实施例24 F TT/QS/S/AA ◎5名、○4名、×1名

实施例25 G TT/QS/S/AA/V ◎6名、○3名、×1名

实施例26 H TT/QS/S/AA/M ◎7名、○2名、×1名

实施例27 I TT/QS/S/AA/V/M ◎7名、○2名、×1名

实施例28 J TT/QS/S/AA/ME ◎6名、○3名、×1名

实施例29 K TT/QS/AA/V/M ◎6名、○3名、×1名

实施例30 L TT/QS/AA/M ◎5名、○4名、×1名

实施例31 M TT/QS/AA/M/ME ◎7名、○2名、×1名

实施例32 N TT/QS/AA/V/M/ME ◎8名、○1名、×1名

比较例8 C’ 无 ◎0名、○0名、×10名

[0112] 结果如表4所示，可看出即使在白发率较高的高龄女性中，本发明的塔拉单宁也具

有明确的白发改善效果。此外，可看出通过添加皂树皂苷、糖类、氨基酸类、维生素类、辅酶

类、矿物质类等，白发改善效果提高。进而，如果一并使用作为蝶形花亚科油麻藤属植物的

刺毛藜豆的种子提取物，则发现白发改善效果进一步增强。

说　明　书 12/12 页

14

CN 109069385 B

14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15

CN 109069385 B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DES00011
	DES00012
	DES00013
	DES00014

	DRA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