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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该

组合物包含紫草提取物及紫苏籽提取物，具有抗

炎抗敏功效。通过与紫苏籽提取物进行组方，紫

草提取物的功效得以增强，且所得紫草组合物无

化妆品禁用成分，可应用于皮肤护理产品，所得

的产品抗炎抗敏功效较好，能够改善皮肤的不适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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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包含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所述的紫

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1-3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紫草提取物与紫苏

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紫草提取物的制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粗粉：将紫草粉碎，过筛，得到紫草粉末；

(2)提取：将步骤(1)得到的紫草粉末进行溶剂提取，机械搅拌得到混合物A；

(3)粗滤：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合物A经滤布过滤，弃去药渣，收集滤液，得到滤液A；

(4)精滤：将步骤(3)中得到的滤液A经滤板过滤至滤液澄清，得到澄清滤液，即为紫草

提取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溶剂提

取，其提取溶剂为辛酸/癸酸甘油三酯、氢化聚异丁烯、异硬脂醇异硬脂酸酯、葵花籽油、芝

麻油、橄榄油和澳洲坚果油中的一种或几种。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溶剂提

取，其提取温度为50-120℃，提取时间为0.5-2h。

6.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紫草粉末与所

述的提取溶剂的重量比为1:10-10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粉碎：将紫苏籽粉碎，过筛，得到紫苏籽粉末；

(2)萃取：对步骤(1)中得到的紫苏籽粉末进行萃取，得到萃取溶剂和紫苏籽提取物的

混合物；

(3)分离：步骤(2)中萃取溶剂和紫苏籽提取物的混合物进入到分离釜中进行分离，收

集分离釜中的料液，得到紫苏籽提取物。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萃取溶

剂为超临界CO2。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的萃取条件为：

萃取压力为20-40MPa，萃取温度为25-60℃，萃取溶剂流量为10-50L/h，萃取时间为1-6h。

10.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炎抗敏功效的化妆

品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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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炎抗敏功效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妆品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具有抗炎抗敏功效的化妆品用紫草组

合物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紫草在我国有悠久的药用历史，常用于治疗疮疡、湿疹、烧烫伤等各种皮肤疾病。

现代研究表明，紫草含有多种生理活性成分，具有抗菌、抗炎、抗变态反应、免疫调节、促进

创面愈合等多种功效，多用于制成紫草膏，治疗烧伤、烫伤等。紫草提取物是临床治疗湿疹、

烧烫伤等的常备外用药，一般以植物油(如芝麻油、菜籽油等)为溶媒，文火加热至沸腾后熬

炼至紫草变为深褐色，滤去药渣即得。该提取物具有抗癌、抗炎、抗菌等作用，通常作为制剂

用以治疗急、慢性肝炎，肝硬化，银屑病，烧伤以及促进伤口愈合等。同时，该紫草提取物也

可用于化妆品领域中。

[0003] 申请号为201610369730.8的专利公开了紫草提取物及其制备与应用。该紫草组合

物通过乙醇浸提、过滤以及滤液减压浓缩得到，对酪氨酸酶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可作为具有

美白功效的添加剂应用于皮肤外用剂中。

[0004] 与复方紫草制剂相比，单方紫草制剂功效相对较弱，因此为了进一步加速创面愈

合、防止感染发生、缩短治疗周期，目前临床使用的紫草制剂多为复方紫草制剂，由紫草与

白芷、冰片等配伍制成。然而，由于白芷是化妆品禁用成分，因此限制了复方紫草制剂在化

妆品中的应用。

[0005] 紫苏是一种利用价值极高的中草药，其茎、叶及种子皆可入药，具有抗衰老、抗氧

化、降低血脂及血糖等保健功能。而紫苏提取物则是从紫苏中提取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通

常应用于化妆品中，具有柔软润滑、营养皮肤细胞等作用。申请号为201610369704.5的专利

公开了一种包含紫苏提取物及紫草提取物的组合物，该组合物通过分别对紫草以及紫苏进

行浸提、过滤以及浓缩后混合得到，可应用于皮肤美白及抗衰老。但该复方紫草制剂在化妆

品中的应用仍局限于美白以及抗衰老等方面。

[0006] 本发明意外的发现，紫草以及紫苏籽提取物经由一定的方法制备，通过组方，具有

抗炎抗敏功效，能够达到修复皮肤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可用于化妆品中的紫草组合物，通过组方，增强了紫草抗炎抗

敏的功效，同时选用化妆品可用的原料，保证其在化妆品中的应用。本发明根据中药的“四

气五味”以及“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将紫草提取物及紫苏籽提取物进行科学配伍，君药紫

草提取物，性寒，味苦，凉血清热祛湿；臣药紫苏籽提取物，性温，味辛，主疏泄，解表润燥；君

臣药物相须相使，协同作用，通过清热祛湿，解表润燥，能够达到修复皮肤的效果。

[0008] 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案：

[0009] 所述的紫草组合物包含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所述的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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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1-30；

[0010] 优选地，所述的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1-6。

[0011] 紫草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2] (1)粗粉：将紫草粉碎，过20-60目筛，得到紫草粉末；

[0013] (2)提取：将步骤(1)得到的紫草粉末进行溶剂提取，其中，紫草粉末与提取溶剂的

重量比为1:10-100，提取温度为50-120℃，提取时间为0.5-2h，机械搅拌得到混合物A；

[0014] (3)粗滤：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合物A经60-100目滤布过滤，弃去药渣，收集滤液，

得到滤液A；

[0015] (4)精滤：将步骤(3)中得到的滤液A经滤板过滤至滤液澄清，滤板孔径为0.2-10μ

m，得到澄清滤液，即为紫草提取物。

[0016] 步骤(2)中所述的提取溶剂为辛酸/癸酸甘油三酯、氢化聚异丁烯、异硬脂醇异硬

脂酸酯、葵花籽油、芝麻油、橄榄油和澳洲坚果油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7] 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8] (1)粉碎：将紫苏籽粉碎，过40-100目筛，得到紫苏籽粉末；

[0019] (2)萃取：对步骤(1)中得到的紫苏籽粉末进行萃取，萃取压力为20-40MPa，萃取温

度为25-60℃，萃取时间为1-6h，萃取溶剂为超临界CO2，其流量为10-50L/h，得到超临界CO2

和紫苏籽提取物的混合物；

[0020] (3)分离：步骤(2)中超临界CO2和紫苏籽提取物的混合物进入到分离釜中进行分

离，分离压力为5-10MPa，分离温度为20-45℃，CO2由超临界态变为气态，与液态的紫苏籽提

取物分离，收集分离釜中料液，得到紫苏籽提取物。

[0021] 所述的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在制备具有抗炎抗敏功效的化妆品中的应用。

[0022] 在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中，所述的具有抗炎抗敏功效的化妆品，其配方如表1所

示。

[0023] 表1化妆品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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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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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取得的有益效果为：

[0027] (1)本发明中的紫草组合物采用植物配方，其效果优于单方紫草制剂或紫草提取

物；

[0028] (2)本发明中的紫草组合物具有良好的抗炎抗敏功效；

[0029] (3)本发明中的紫草组合物无化妆品禁用成分，如白芷等，主要应用于皮肤护理产

品，能够改善皮肤的不适症状。

具体实施方案

[0030] 实施例1

[0031] 紫草组合物中，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1。

[0032] 所述的紫草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将紫草粉粹，过40目筛，得到紫草粉末；

[0034] (2)对步骤(1)得到的紫草粉末进行溶剂提取，其中，紫草粉末与辛酸/癸酸甘油三

酯的重量比为1:30，提取温度为90℃，提取时间为1h，机械搅拌得到混合物1；

[0035]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合物1冷却后，经60目滤布过滤，弃去药渣，收集滤液，得

到滤液1；

[0036]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滤液1经滤板过滤至滤液澄清，滤板孔径为2μm，得到澄清

滤液，即为紫草提取物。

[0037] 所述的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将紫苏籽粉碎，过60目筛，得到紫苏籽粉末；

[0039] (2)对步骤(1)中得到的紫苏籽粉末进行萃取，萃取压力为30MPa，萃取温度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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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溶剂为超临界CO2，其流量为50L/h，萃取时间为3h，得到超临界CO2和紫苏籽提取物的混

合物；

[0040] (3)步骤(2)中超临界CO2和紫苏籽提取物的混合物进入到分离釜中进行分离，分

离压力为7MPa，分离温度为30℃，收集分离釜中料液，得到紫苏籽提取物。

[0041] 制备化妆品，配方见表1。

[0042] 实施例2

[0043] 紫草组合物中，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6。

[0044] 紫草提取物以及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45] 化妆品配方同实施例1。

[0046] 实施例3：

[0047] 紫草组合物中，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30。

[0048] 紫草提取物以及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49] 化妆品配方同实施例1。

[0050] 实施例4

[0051] 紫草组合物中，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15。

[0052] 所述的紫草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3] (1)将紫草粉粹，过20目筛，得到紫草粉末；

[0054] (2)对步骤(1)得到的紫草粉末进行溶剂提取，其中，紫草粉末与辛酸/癸酸甘油三

酯的重量比为1:10，提取温度为50℃，提取时间为2h，机械搅拌得到混合物2；

[0055] (3)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合物2冷却后，经60目滤布过滤，弃去药渣，收集滤液，得

到滤液2；

[0056] (4)将步骤(3)中得到的滤液2经滤板过滤至滤液澄清，滤板孔径为10μm，得到澄清

滤液，即为紫草提取物。

[0057] 所述的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8] (1)将紫苏籽粉碎，过100目筛，得到紫苏籽粉末；

[0059] (2)对步骤(1)中得到的紫苏籽粉末进行萃取，萃取压力为40MPa，萃取温度60℃，

萃取溶剂为超临界CO2，其流量为30L/h，萃取时间为1h，得到超临界CO2和紫苏籽提取物的混

合物；

[0060] (3)步骤(2)中超临界CO2和紫苏籽提取物的混合物进入到分离釜中进行分离，分

离压力为10MPa，分离温度为20℃，收集分离釜中料液，得到紫苏籽提取物。

[0061] 化妆品配方同实施例1。

[0062] 实施例5

[0063] 紫草组合物的配制同实施例4。

[0064] 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4，紫草提取物制备中，紫草粉末与辛酸/癸酸

甘油三酯的重量比为1:50。

[0065] 化妆品配方同实施例1。

[0066] 实施例6

[0067] 紫草组合物的配制同实施例4。

[0068] 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4，紫草提取物制备中，紫草粉末与辛酸/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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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油三酯的重量比为1:100。

[0069] 化妆品配方同实施例1。

[0070] 对比例1

[0071] 紫草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72] 制备化妆品时，除将化妆品配方的E相替换为5g紫草提取物外，其余同实施例1。

[0073] 对比例2

[0074] 紫草组合物中，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20:1。

[0075] 紫草提取物以及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76] 化妆品配方同实施例1。

[0077] 对比例3

[0078] 紫草组合物中，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40。

[0079] 紫草提取物以及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80] 化妆品配方同实施例1。

[0081] 对比例4

[0082] 紫草组合物的配制同实施例4。

[0083] 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4，紫草提取物制备中，紫草粉末与辛酸/癸酸

甘油三酯的重量比为1:4。

[0084] 化妆品配方同实施例1。

[0085] 对比例5

[0086] 紫草组合物的配制同实施例4。

[0087] 紫苏籽提取物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4，紫草提取物制备中，紫草粉末与辛酸/癸酸

甘油三酯的重量比为1:150。

[0088] 化妆品配方同实施例1。

[0089] 对比试验

[0090] 1.小鼠耳抗炎试验

[0091] (1)试验试剂与方法

[0092] 试验试剂：致炎剂，100％二甲苯。

[0093] 试验方法：将试验或对照样品溶解于致炎剂中，二者的体积比为1:1。将小鼠随机

分为13组，每组10只，分成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及样品组。在试验小鼠的右耳的前后两

面涂布致炎剂(对照组)或含有样品的致炎剂(试验组)。致炎剂的体积为0.02mL/只。左耳不

作任何处理。1h后，将动物麻醉处死，剪下双耳，用9mm直径打孔器分别将同一部位打下圆耳

片，称重。每鼠右耳片重量减去左耳片重即为肿胀度，将样品组、阳性对照组与空白对照组

的肿胀程度进行统计学处理并求出肿胀抑制率(％)。

[0094] (2)试验结论：如表2所示。

[0095] 表2样品对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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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6]

[0097]

[0098] 结果表明，实施例1-6均能有效降低小鼠耳肿胀度，具有抗炎功效，实施例1-6的抑

制率均与阳性对照相接近，表明本发明中的紫草组合物具有抗炎功效。实施例1-3的抑制率

分别比对比例1(抑制率为63.2％)高6.9％、7.6％及2.4％，表明本发明中紫草组合物的抗

炎功效优于紫草提取物。

[0099] 实施例2的抑制率为70.8％，优于实施例1(抑制率为70.1％)及实施例3(抑制率为

65.6％)，表明当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6时，其抗炎功效优于二者的

重量比为100:1及100:30时。

[0100] 实施例1-3的抑制率高于对比例2及对比例3，表明当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

的重量比为100:1、100:6或100:30时，其抗炎功效优于当二者的重量比为120:1及100:40

时。

[0101] 实施例4-6的抑制率高于对比例4及对比例5，表明紫草组合物中的紫草提取物在

制备时，紫草粉末与辛酸/癸酸甘油三酯的重量比为1:10、1:50及1:100时，其抗炎功效优于

当二者的重量比为1:4及1:150时。

[0102] 2.磷酸致痒阈试验

[0103] (1)试验方法：将豚鼠随机分为13组，每组10只，分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及样品

组。试验前一天，给各组豚鼠右后足背涂样品一次。试验当天，用粗砂纸擦伤动物右后足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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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毛处，约1cm2范围左右，再在该处涂抹样品一次，空白对照组给予等量蒸馏水。待10分钟

后，开始在创伤面处滴0.01％磷酸组织胺0.05mL/只，此后每隔3分钟依0.01％，0.02％，

0.03％，0.04％……递增浓度，每次均为0.05mL/只。直至出现豚鼠回头舔右后足，以最后出

现豚鼠回头舔右后足时所给予的磷酸组胺总量为致痒阈。记录并比较各组的致痒阈。

[0104] (2)试验结论：如表3所示。

[0105] 表3样品对磷酸组胺致痒反应的影响

[0106]

[0107]

[0108] 注：P*值均为样品组与空白对照比较

[0109] 当皮肤受损或是发生炎症、过敏反应时，会释放组胺。组胺具有强烈的血管舒张作

用，使毛细血管壁通透性增加，导致局部组织水肿。

[0110] 由表3可知，实施例1-6均能提高豚鼠的磷酸组胺致痒阈值，即提高豚鼠对组胺的

耐受能力。与空白对照相比，实施例1-3中豚鼠的磷酸组胺致痒阈值分别提高了39％、44％

及26％，实施例1及实施例2明显优于对比例1(25％)，说明本发明可有效增强紫草提取物的

功效，提升机体对组胺的耐受能力。

[0111] 实施例2的磷酸组胺致痒阈值优于实施例1及实施例3，表明当紫草提取物与紫苏

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6时，机体对组胺的耐受能力优于当二者的重量比为100:1及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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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时。

[0112] 实施例1-3的磷酸组胺致痒阈值高于对比例2及对比例3，表明当紫草提取物与紫

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1、100:6或100:30时，机体对组胺的耐受能力优于当二者的重

量比为120:1及100:40时。

[0113] 实施例4-6的磷酸组胺致痒阈值高于对比例4及对比例5，表明紫草组合物中的紫

草提取物在制备时，紫草粉末与辛酸/癸酸甘油三酯的重量比为1:10、1:50及1:100时，机体

对组胺的耐受能力优于当二者的重量比为1:4及1:150时。

[0114] 3.抗变态反应试验

[0115] (1)试验方法

[0116] 选取健康白色豚鼠130只，剃去脊柱二侧8cm×4cm范围的试验皮肤被毛备用，将动

物分为试验样品组、阳性对照组及空白对照组共13个组，每组10只豚鼠。

[0117] 诱导接触：将1％DNCB(2,4-二硝基氯苯)凡士林油膏0.2g左右，涂在试验样品组和

阳性对照组动物的左侧，再在第7d和第14d以同样方法重复一次。

[0118] 涂抹试验品：在诱导接触涂抹同时，用同样方法，将试验样品涂抹在样品组动物的

右侧，每天一次，连续涂抹28天。

[0119] 激发接触：末次诱导后14d，将约0.2g的0.5％DNCB(2,4-二硝基氯苯)凡士林油膏，

涂于各组的动物的右侧试验区，观察接触24h后试验区皮肤的反应。

[0120] (2)试验结论

[0121] 试验结论如表4所示。

[0122] 表4样品对皮肤变态反应的影响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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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4]

[0125] 注：

[0126] 1.0：无红斑；1：轻微红斑；2：明显红斑；3：中-重度红斑。

[0127] 2.1即判定为阳性反应。

[0128] 根据表4数据可知，实施例1-6中动物多数无红斑或出现轻微红斑，少量出现明显

红斑，未出现中-重度红斑，与空白对照相比(轻微红斑2例，明显红斑8例)，实施例1-6均能

降低豚鼠的皮肤变态反应值，具有抗变态反应的效果。

[0129] 实施例2的致敏率降低至50％，优于实施例1(60％)及实施例3(70％)，表明当紫草

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的重量比为100:6时，机体抗变态反应能力优于当二者的重量比为

100:1及100:30时。

[0130] 实施例1-3的致敏率低于对比例2及对比例3，表明当紫草提取物与紫苏籽提取物

的重量比为100:1、100:6或100:30时，机体抗变态反应能力优于当二者的重量比为120:1及

100:40时。

[0131] 实施例4-6的致敏率低于对比例4及对比例5，表明紫草组合物中的紫草提取物在

制备时，紫草粉末与辛酸/癸酸甘油三酯的重量比为1:10、1:50及1:100时，机体抗变态反应

能力优于当二者的重量比为1:4及1:150时。

[0132] 综上可知，本发明中化妆品用紫草组合物具有良好的抗炎抗敏功效，其效果优于

紫草提取物。

[0133] 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内容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护范围

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的简单修改或者等同替换，均不

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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