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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蚕丝面膜的制备方法及产品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蚕丝面膜的制备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1）让蚕在支撑件表面均匀吐丝，得

到平面丝；（2）对平面丝进行软化处理；（3）将软

化后的平面丝浸泡于精华液中，使其充分吸收精

华液中的有效成分；（4）将充分吸收精华液后的

平面丝适当沥干，得到平面蚕丝面膜。相较于普

通蚕丝，本发明采用平面丝材料作为面膜基底，

一方面省去了缫丝纺织再处理的复杂过程，又最

大程度保有了蚕丝蛋白的天然成分和功能，大幅

度降低制造成本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面膜本身

的天然亲肤、温和无刺激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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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蚕丝眼部面膜、脸部面膜、手部面膜、脚部面膜或颈部面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让蚕在支撑件表面均匀吐丝，得到平面丝；

（2）对平面丝进行软化处理；

（3）将软化后的平面丝浸泡于精华液中，使其充分吸收精华液中的有效成分；

（4）将充分吸收精华液后的平面丝适当沥干，得到平面蚕丝眼部面膜、脸部面膜、手部

面膜、脚部面膜或颈部面膜；

步骤（2）中，将平面丝置于水或碳酸氢钠溶液中浸泡，进行所述软化；所述碳酸氢钠溶

液为质量百分比浓度不超过0.1%的碳酸氢钠水溶液；

步骤（2）中，当采用水作为软化试剂时，浸泡温度为4~10℃，浸泡时间为5~15小时；当采

用碳酸氢钠水溶液作为软化试剂时，浸泡温度为20~30℃，浸泡时间为5~20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丝眼部面膜、脸部面膜、手部面膜、脚部面膜或颈部面膜的

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得到的平面丝的厚度为0.1‑1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丝眼部面膜、脸部面膜、手部面膜、脚部面膜或颈部面膜的

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软化前、软化后或者步骤（3）吸收精华液后或者步骤（4）

适当沥干后中的任意一个阶段，进行灭菌，或进行裁剪，或灭菌和裁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丝眼部面膜、脸部面膜、手部面膜、脚部面膜或颈部面膜的

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精华液为含有1~10%丝胶蛋白的精华液或者为含有

1~10%丝素蛋白的精华液。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丝眼部面膜、脸部面膜、手部面膜、脚部面膜或颈部面膜的

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在精华液中浸泡次数为2~10次，每次浸泡时间为1~8小

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蚕丝眼部面膜、脸部面膜、手部面膜、脚部面膜或颈部面膜的

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的蚕选自普通家蚕、天然彩色蚕、柞蚕中的一种或多

种。

7.一种眼部面膜、脸部面膜、手部面膜、脚部面膜或颈部面膜，其特征在于，由权利要求

1~6中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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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蚕丝面膜的制备方法及产品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护肤品制备领域，具体是涉及一种蚕丝面膜的制备方法及产品。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使用面膜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改善面部皮肤状况，追求精致生活的重要体

现。作为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护肤品类之一，面膜通过使用纤维材料作为载体（即面膜基布），

搭载功能性物质作用于肌肤，实现保湿、美白、营养、抗氧化等功效。然而市场上的面膜多使

用化学纤维作为基底，易导致皮肤过敏等问题；而纯蚕丝面膜往往成本极高，且用作面膜仍

避免不了加工过程中化学物质的使用。

[0003] 目前制作蚕丝面膜时，一般是将加工得到的蚕丝蛋白成品添加到面膜精华液中。

而蚕丝蛋白一般是由成品蚕丝加热、加碱水解或直接粉碎得到。蚕丝制备时一般采用传统

的工艺对蚕茧进行选茧、剥茧、烘茧、煮茧、缫丝等得到，工艺复杂，质量收率低（比如煮茧步

骤中，其本身是一个脱脂的过程，最后表层的大部分丝胶脱落，蚕丝的重量就会减少一半），

所以蚕丝本身成本较高。从蚕丝到蚕丝蛋白，质量收率进一步降低，进而导致蚕丝蛋白成本

高，所以目前市售的蚕丝面膜相对价格较高。且面膜中真正的蚕丝尤其是可吸收蚕丝成分

偏低。

[0004] 同时，蚕丝或者蚕丝蛋白在制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碱液等废液，也进一步增加

了企业生产成本。再加上，蚕丝制备过程中，将大量的丝胶蛋白脱除，导致这部分丝胶蛋白

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在面膜制备时，有些厂家会采用在面膜精华中掺入丝胶蛋白以提高面

膜的功能性，这些丝胶蛋白往往是从碱液中回收得到，含有一部分的化学物质，容易导致皮

肤等过敏。

[0005] 平面丝是打破蚕吐丝结茧的传统生理习性，让蚕不经过作茧自缚，直接将丝吐于

平面物体中，形成一定厚度和形状的平面丝纤维材料。

[0006] 天然绿色蚕茧含有较高的类黄酮，而天然黄色茧和红色茧有较高的类胡萝卜素，

抗氧化能力强。现有的研究已经证实类黄酮和类胡萝卜素具有多种生理调节功能，其中类

黄酮具有抗疲劳、调节血糖和抗自由基等功能，而类胡萝卜素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提高免

疫力等作用。SOD作为生物体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天然抗氧化物，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和微生

物中，具有生命体消除新陈代谢过程中有害物质的重要功能，可以有效清除自由基，提高免

疫力和抗衰老。目前，以SOD为主要护肤成分的化妆品和以蚕丝蛋白为主要护肤成分的化妆

品层出不穷，以天然彩色茧原料开发出含有天然色素和抗氧化物质的蚕丝蛋白化妆品由于

其天然环保的特点将会受到市场的更加青睐（丁农. 天然彩色蚕茧茧层中色素含量及抗氧

化物活性的测定[J]. 安徽农业科学,  v.43;No.480(11):139‑141.）。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平面丝面膜的制备方法，本发明中的制备方法制得的面

膜，制作过程简单，对精华物质具有高吸收性，加工过程无污染，在使用过程中对皮肤无害，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1939085 B

3



且具有优异的保湿美白功效。

[0008] 一种蚕丝面膜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  将吐丝前的蚕置于支撑件让蚕在其表面均匀吐丝，得到平面丝；

[0010] （2）对得到的平面丝进行软化处理；

[0011] （3）将软化后的平面丝在精华液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精华液中的有效成分；

[0012] （4）将充分吸取吸收精华液的平面丝适当沥干，得到平面蚕丝面膜。

[0013] 在步骤（2）软化前、软化后或者步骤（3）吸收精华液后或者步骤（4）适当沥干后中

的任意一个阶段，可以进行灭菌，或进行裁剪，或灭菌和裁剪。

[0014] 步骤（1）中，所述支撑件可以选择较大尺寸的表面平整的材料或者也可以采用与

面膜尺寸相当的支撑件（此时可以省去后续的裁剪操作），将吐丝前的蚕放置于材料上，让

蚕在其表面均匀吐丝。待蚕吐丝完全，可获得厚度为0.1‑1mm的平面丝。作为优选，步骤（1）

得到的平面丝的厚度为0.1‑1mm。采用该厚度的平面丝，既方便控制，同时也能满足面膜产

品的需要，提高亲肤感。

[0015] 所述步骤（1）中的蚕包括普通家蚕、天然彩色蚕、柞蚕等各种蚕品种，不同蚕品种

的蚕所吐的平面丝制成面膜具有不同的突出效果，如天然黄色茧蚕品种的黄色丝中含有大

量叶黄素和β‑胡萝卜素，具有优良的抗氧化作用；而天然绿色茧蚕品种的绿色丝中含有大

量黄酮类物质，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等作用。

[0016] 所述步骤（1）中面膜形状包括眼膜（即专为眼部敷贴的眼部面膜）、脸膜（除去眼部

周围部分的脸部面膜）和脚膜（脚部使用的脚膜面膜）、手部面膜、颈部面膜等各种市售形

状；以满足眼部、脸部、脚部、手部或者颈部敷贴面膜的需求。

[0017] 步骤（2）中，将平面丝在水（优选去离子水）或碳酸氢钠水溶液浸泡进行所述软化。

作为优选，可在软化前，预先进行灭菌（可以采用物理方法杀菌，比如可以采用紫外线灭菌、

辐射灭菌等）和裁剪，可以节省后续的软化成本和精华液成本。作为一种具体的实施方案，

对所得的平面丝进行灭菌，后使用专业模具将其裁剪成合适大小的面膜形状后浸泡在水或

碳酸氢钠溶液中适当时间软化处理，使其可以充分膨润。

[0018] 作为进一步优选，所述碳酸氢钠水溶液为不超过0.1%质量浓度的碳酸氢钠水溶

液。采用水或碳酸氢钠溶液进行浸泡软化，既能实现软化功能，又能使得丝胶蛋白充分膨润

的同时得以保留在平面丝的表面，且不破坏蚕丝蛋白的结构和功能；进一步增强了面膜的

护肤功能。软化后的液体物料可以套用，且可以实现对其中丝胶蛋白的回用。

[0019] 作为优选，步骤（2）中，浸泡温度为3~40℃，时间为5min~15小时。作为具体的实施

方案，当采用水作为软化试剂时，浸泡温度为4~10℃，浸泡时间为5~15小时。当采用碳酸氢

钠水溶液作为软化试剂时，浸泡温度为5~40℃，浸泡时间为5~100min；作为进一步优选，浸

泡温度为20~30℃，浸泡时间为5~20min；浸泡后，可以用水洗去附在面膜上的碳酸氢钠残

留。

[0020] 所述步骤（2）中精华液包括市面上各种护肤精华液以及配制的丝素精华液和丝胶

精华液，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精华液中各主要成分的浓度和浸泡次数。

[0021] 步骤（3）中，可以将软化后的平面丝取出沥干，再浸入无菌精华液中浸泡一定时间

和次数，使其充分吸收精华液中的有效成分。

[0022]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步骤（3）中，所述精华液为含有1~10%丝胶蛋白的精华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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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含有1~10%丝素蛋白的精华液；进一步优选为含有1~6%丝胶蛋白的精华液或者为含有1

~6%丝素蛋白的精华液；其中除丝胶蛋白或丝素蛋白外，可以是单纯的水溶剂，也可以是添

加了其它护肤成分的混合液。

[0023] 本发明由于采用平面丝作为基底材料，基于相似相溶原理，其对丝素蛋白或者丝

胶蛋白具有更好的相容性，能够吸收更多的丝素蛋白或者丝胶蛋白。

[0024] 作为一种优选的方案，步骤（3）中，在精华液中浸泡次数为2~10次，每次浸泡时间

为1~8小时。作为进一步优选，在精华液中浸泡次数为2~5次，每次浸泡时间为1~5小时。

[0025] 可以根据精华液中成分吸收难易程度进行浸泡次数和浸泡时间的选择，比如当精

华液选择含有1~10%丝胶蛋白的精华液（或者水溶液）时，浸泡次数一般为3~5次；每次浸泡

条件为：温度为2~10℃的条件下浸泡3~6h；每次浸泡完成后，取出沥去液体后置于温度20~
30℃、湿度30~50%的环境中干燥0.5~2h。

[0026] 当精华液选择含有1~10%丝素蛋白的精华液时，浸泡次数一般为3~6。次；每次浸泡

条件为：温度为20~30℃的条件下浸泡1~3h；每次浸泡完成后，取出沥去液体后置于温度20~
30℃、湿度30~50%的环境中干燥0.5~2h。作为进一步优选，多次浸泡时精华液中丝素蛋白的

浓度逐渐增强。比如第一次为1~3%的无菌丝素精华液浸泡1~3小时；第二次为2~4%的无菌丝

素精华液浸泡1~3小时；第三次为3~5%的无菌丝素精华液浸泡1~3小时；第四次为4~6%的无

菌丝素精华液浸泡1~3小时；第五次为5~7%的无菌丝素精华液浸泡1~3小时等等。

[0027] 相较于普通蚕丝，本发明采用平面丝材料作为面膜基底，一方面省去了缫丝纺织

再处理的复杂过程，又最大程度保有了蚕丝蛋白的天然成分和功能，大幅度降低制造成本

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面膜本身的天然亲肤、温和无刺激的优点。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0029] （1）本发明在整个处理过程中具有耗能低，生物安全性高，价格低廉，操作简单方

便，对环境无污染等优势。

[0030] （2）通过该发明制得的平面丝面膜具有美白保湿和抗衰老的功能特性（含有更高

的黄铜、SOD等护肤活性成分）和温和亲肤的体验感。

[0031] （3）通过该发明制得平面丝面膜具有更高的微孔隙率，具有更好的柔韧性、吸放湿

性和通气性。

[0032] （3）通过该发明制得的平面丝面膜，单独使用即具有优良的护肤功效。

[0033] （4）通过该发明制得的平面丝面膜，可根据具体需求使用不同成分精华液以强化

某些功能特性。特别地，使用丝素蛋白精华液和丝胶蛋白精华液将促进平面丝基材的蛋白

分子与精华液中活性成分的相互作用，美白和保湿效果更佳。

[0034] （5）通过该发明制得的平面丝面膜，具有更好的膨润特性。

[0035] （6）通过该发明制得的平面丝面膜，对精华物质具有更好的保有和释放性能。

[0036] （7）通过该发明制得的平面丝面膜，使用天然彩色茧蚕品种所得平面丝，可显著提

高面膜在抗氧化、美白防晒方面的功效。

[0037] 总之，本发明采用平面蚕丝制备面膜，制作过程简单，对精华物质具有高吸收性，

加工过程无污染，在使用过程中对皮肤无害，且具有优异的保湿美白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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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普通面膜（取普通面膜烘干检测）的SEM扫描电镜图。

[0039] 图2为图1局部放大图。

[0040]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平面丝面膜的SEM扫描电镜图。

[0041] 图4为图3局部放大图。

[0042] 图5为将实施例1制备得到的平面丝浸泡丝素精华水之后的SEM扫描电镜图。

[0043] 图6为采用市售面膜和本发明制得的平面丝面膜的保湿性能检测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45] 实施例1

[0046] 一种天然黄色平面丝面膜，由以下步骤制成：

[0047] （1）将即将吐丝的天然黄色茧蚕品种“金秋×初月”蚕放置于玻璃平板上，吐丝结

束后移去蚕，得到天然黄色平面丝，厚度为0.5mm左右，采用物理方法（紫外线灭菌）灭菌后

裁剪成普通面膜形状。

[0048] （2）将裁减好的平面丝浸泡在100ml灭菌水中，在温度为4℃的条件下浸泡12h，使

其充分软化。

[0049] （3）将浸泡软化后的黄色平面丝，在湿态（沥干至不会滴水）下转移到浓度为2%的

丝胶精华液（2%丝胶蛋白的水溶液）中，在温度为4℃的条件下浸泡5h，取出沥去液体后置于

温度25℃、湿度40%的环境中干燥1h，再置入新的2%丝胶精华液中浸泡，重复4次。

[0050] （4）沥去多余液体后封装，所得平面丝面膜具有优良的保湿美白性能和抗氧化性

能。

[0051] 实施例2

[0052] 一种家蚕平面丝面膜，由以下步骤制成：

[0053] （1）将即将吐丝的普通品种家蚕放置于平整的木板上，吐丝结束后移去蚕，得到白

色平面丝，厚度为0.3mm左右，灭菌后裁剪成眼膜形状。

[0054] （2）室温下在质量浓度0.05%的碳酸氢钠溶液中浸泡10分钟，使得丝胶蛋白充分膨

润，取出沥干后置于去离子水溶液中浸泡洗涤多次，除去残留的碳酸氢钠。

[0055] （3）将软化后的平面丝放置于2%的无菌丝素精华液（2%丝素蛋白的水溶液）浸泡2

小时，在40%的湿度，25℃的条件下取出沥干10分钟后（第一次），放置于3%的无菌丝素精华

液浸泡2小时，在40%的湿度，25℃的条件下取出沥干10分钟后（第二次），放置于4%的无菌丝

素精华液浸泡2小时（第三次），反复5次，浓度逐级递增（2%~6%）。

[0056] （4）将平面丝从精华液中取出并适当沥干，在无菌环境下进行封装，得到平面丝眼

膜。所得眼膜温和亲肤无刺激，具有提拉紧致效果和美白保湿效果。

[0057] 将实施例1得到的平面丝面膜与普通面膜（采用市购的名为夏皇后角鲨烷嫩颜修

护蚕丝面膜）烘干检测，进行SEM扫描电镜检测，得到的SEM扫描电镜图如图1~图4所示。由图

1可知，普通蚕丝面膜中纤维为无序排列，孔隙不均匀，纤维粗细不均匀，有的细，有的粗，常

见断裂纤维缠绕。图2为图1进一步放大后的电镜图，由图2可以观察到纤维外表面光滑，没

有吸附粘连精华液。而图3为实施例1得到的平面丝面膜，由该图可知其中纤维排列更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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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可以观察到多层的网状结构，该网状结构有利于更好地锁住精华水分。图4为图3进一步

放大的电镜图，对本发明得到的平面丝面膜进行细节处放大观察，可知在丝纤维表面可以

看到明显的丝胶粘连，说明平面丝本身可黏附并释放丝胶蛋白，面膜基底就自带保湿护肤

效果。

[0058] 另外，将实施例1得到的吸收了精华的平面丝面膜直接进行电镜检测，结果如图5

所示，通过电镜可以明显看到丝素蛋白分子被吸附在丝纤维的空隙中，证明平面丝面膜对

于精华液具有优异的吸附能力。

[0059] 对实施例1得到的平面丝面膜与市售普通面膜进行保湿性检测：

[0060] 检测方法：采用Real  Bubee皮肤水分测试仪进行肌肤水分含量的测定，先检测志

愿者在使用产品前的初始肌肤含水量，再涂敷面膜（15分钟），取下面膜轻轻拍干，测肌肤含

水量，后续隔15分钟、30分钟、60分钟再进行检测。选取50名志愿者进行保湿率检测，计算出

平均值。

[0061] 检测结构见图6所示，平面丝面膜组的肌肤水分含量明显高于普通市售面膜，同时

随着时间延长平面丝面膜组的肌肤含水量较稳定，说明平面丝面膜具有较高的保湿效果。

[0062]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仅是本发明的几个具体实施例。显然，本发明

不限于以上实施例，还可以有许多变形。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从本发明公开的内容直

接导出或联想到的所有变形，均应认为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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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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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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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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