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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蜂胶去黑头鼻膜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化妆品技术领域，公开一种蜂胶

去黑头鼻膜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该鼻膜包括重

量百分比的以下组分：水50％～60％、聚乙烯醇

15％～22％、乙醇15％～22％、膨润土5％～

10％、丙烯酸(酯)类共聚物1％～3％、蜂胶提取

物0.3％-0 .6％、牛蒡(ARCTIUM LAPPA)提取物

0.3％～0.7％、欧洲甜樱桃(PRUNUS AVIUM)果提

取物0 .3％～0 .7％、干草花提取物0 .3％～

0 .7％、蛋清提取物0 .3％～0 .7％、炭黑2％～

5％、三乙醇胺0.1％～0.5％、苯氧乙醇0.5％～

0.9％、香精0.1％～0.3％。本发明萃取天然植物

配方，温和不刺激，连根拔出黑头，肌肤零损伤；

调理油脂，瞬间收敛毛孔，保持肌肤清爽细腻。本

发明能够深度清洁受损毛孔，解决炎症；温和导

出角质、细菌；同时修复受伤毛孔凹洞，避免黑头

再生。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8页

CN 106176511 B

2019.11.08

CN
 1
06
17
65
11
 B



1.一种蜂胶去黑头鼻膜，其特征在于，包括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组分：

所述蜂胶去黑头鼻膜的应用，包括以下步骤：

(1)用洁面产品将T区清洁干净，用热毛巾捂住T区使毛孔扩张；

(2)在黑头所在皮肤处涂抹黑头导出液，3～5分钟后将其擦拭干净；

(3)取适量蜂胶去黑头鼻膜涂抹于黑头所在皮肤处，待10～15分钟干透，自上而下揭除

鼻膜，用清水清洁干净即可；

所述黑头导出液包括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组分：水56.95％、丁二醇19％、羟乙基脲15％、

乳酸2％、苹果酸2％、蜂胶提取物0.5％、杏(PRUNUS  ARMENIACA)仁提取物0.5％、木瓜

(CHAENOMELES  SINENSIS)提取物0.6％、北美金缕梅(HAMAMELIS  VIRGINIANA)提取物

0.6％、薄荷(MENTHA  ARVENSIS)提取物0.5％、透明质酸钠0.6％、尿囊素0.3％、苯氧乙醇

0.7％、氢化蓖麻油(PEG-40)0.5％、香精0.2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蜂胶去黑头鼻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聚乙烯醇和占配方总水量质量百分比80％～90％的水加入主锅中，边搅拌边加

热至85～90℃，当聚乙烯醇完全溶解，保温10分钟后开始降温；

(2)当降温至45℃时，将乙醇加入主锅中，抽真空，搅拌15分钟后，继续降温；

(3)当降温至40℃时，将丙烯酸(酯)类共聚物和余量的水混合均匀，过滤后加入主锅

中，搅拌均匀后分别加入膨润土、蜂胶提取物、牛蒡(ARCTIUM  LAPPA)提取物、欧洲甜樱桃

(PRUNUS  AVIUM)果提取物、干草花提取物、蛋清提取物、炭黑、三乙醇胺、苯氧乙醇和香精，

搅拌均匀即得蜂胶去黑头鼻膜。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蜂胶去黑头鼻膜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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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度为-0.05Pa.s，搅拌转速为60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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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蜂胶去黑头鼻膜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妆品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蜂胶去黑头鼻膜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

背景技术

[0002] 黑头，主要是由皮脂、细胞屑和细菌组成的一种“栓”样物，阻塞在毛囊开口处而形

成的，加上空气中的尘埃、污垢和氧化作用，使其接触空气的一头逐渐变黑，形成黑头。黑头

的出现是个人肤质与外界环境因素结合造成的，任何年龄的人不很好地护理肌肤，都有出

现黑头的可能。据著名Derma  Clinic调查研究表明：人群中，97％的成年人鼻头更易出油，

其中90％的存在黑头困扰，68％的人黑头比较严重！如果除开清洁因素，男性与女性出现黑

头的比例几乎是相同的！明显黑头的出现，直接影响个人形象的美观，还因为经常伴随着痤

疮的出现，使皮肤显得油腻而痒痛，让人感觉非常难受！

[0003] 目前，人们去除黑头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拔除法，借助粘力将黑头从毛孔

中拔出，但是该方法对皮肤有拉扯，会导致毛孔松弛变大，如果不及时收敛，黑头会更快出

现，毛孔会变大；(2)溶解法，通过涂抹加熏蒸让黑头乳化变软容易出毛孔排出，但该方法使

用比较麻烦，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用完皮肤会发干；(3)挤压法，通过物理挤压的方法将黑

头挤出，但该方法花费较长时间，容易造成发炎，或留下红印子。

[0004] 针对上述情况，亟需开发一种蜂胶去黑头鼻膜，能够深度清洁受损毛孔，解决炎

症；温和导出角质、细菌；同时修复受伤毛孔凹洞，避免黑头再生。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蜂胶去黑头鼻膜。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蜂胶去黑头鼻膜的制备方法。

[0007]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蜂胶去黑头鼻膜的应用。

[0008]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采取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9] 一种蜂胶去黑头鼻膜，包括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组分：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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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之一，该蜂胶去黑头鼻膜包括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组分：

[0013]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之二，该蜂胶去黑头鼻膜包括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组分：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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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优选方案之三，该蜂胶去黑头鼻膜包括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组分：

[0018]

[0019]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公开上述蜂胶去黑头鼻膜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将聚乙烯醇和占配方总水量质量百分比80％～90％的水加入主锅中，边搅拌

边加热至85-90℃，当聚乙烯醇完全溶解，保温10分钟后开始降温；

[0021] (2)当降温至45℃时，将乙醇加入主锅中，抽真空，搅拌15分钟后，继续降温；

[0022] (3)当降温至40℃时，将丙烯酸(酯)类共聚物和余量的水混合均匀，过滤后加入主

锅中，搅拌均匀后分别加入膨润土、蜂胶提取物、牛蒡(ARCTIUM  LAPPA)提取物、欧洲甜樱桃

(PRUNUS  AVIUM)果提取物、干草花提取物、蛋清提取物、炭黑、三乙醇胺、苯氧乙醇和香精，

搅拌均匀即得蜂胶去黑头鼻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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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真空度为-0.05Pa.s，搅拌转速为60转/分。

[0024] 本发明制得的蜂胶去黑头鼻膜为膏体，无气泡。

[0025] 本发明的又一目的在于公开上述蜂胶去黑头鼻膜的应用，包括以下步骤：

[0026] (1)用洁面产品将T区清洁干净，用热毛巾捂住T区使毛孔扩张；

[0027] (2)取适量蜂胶去黑头鼻膜涂抹于黑头所在皮肤处，待10～15分钟干透，自上而下

揭除鼻膜，用清水清洁干净即可。

[0028]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1)之后与步骤(2)之前增设以下步骤：在黑头所在皮肤处涂

抹黑头导出液，3～5分钟后将其擦拭干净。

[0029] 优选地，所述黑头导出液包括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组分：水56.95％、丁二醇19％、羟

乙基脲15％、乳酸2％、苹果酸2％、蜂胶提取物0.5％、杏(PRUNUS  ARMENIACA)仁提取物

0.5％、木瓜(CHAENOMELES  SINENSIS)提取物0.6％、北美金缕梅(HAMAMELIS  VIRGINIANA)

提取物0.6％、薄荷(MENTHA  ARVENSIS)提取物0.5％、透明质酸钠0.6％、尿囊素0.3％、苯氧

乙醇0.7％、氢化蓖麻油(PEG-40)0.5％、香精0.25％。

[0030] 蜂胶是一种极为稀少的天然资源，素有“紫色黄金”之称，从化学成分角度来看，蜂

胶化学成分比较复杂，随着采集的树木和季节不同，其产品也有差异。其主要成分有黄酮

类、萜烯类、有机酸类、芳香性醛、醇类、脂类、多种氨基酸、酶、维生素、矿物资等。有研究表

明：服用蜂胶不仅可以排毒养颜，净化色素沉着、改善微循环，还能阻止脂质过氧化，减少色

素沉着，抗菌消炎，排除病毒；抗氧化，增强SOD活性，阻止脂质过氧化；强化免疫，提高自愈

力。净化血管，软化血管，改善微循环。

[0031] 牛蒡含菊糖、纤维素、蛋白质、钙、磷、铁等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及矿物质，其中

胡萝卜素含量比胡萝卜高150倍，蛋白质和钙的含量为根茎类之首。牛蒡根含有菊糖及挥发

油、牛蒡酸、多种多酚物质及醛类，并富含纤维素和氨基酸，抗菌作用，抗衰老作用，抗氧化

作用。

[0032] 樱桃含VC是柠檬35倍，是草莓的17倍，是番石榴高11倍，被誉为“维生素之王”，同

时含有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P、维生素B群，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类黄酮，蛋白质，铁，钙

等，是一种复合抗氧化物，具有强效抗氧化性。15.干草花提取物：消炎，溶解角质作用。具有

明显的抑制黑色素形成、抗过敏、抗菌、抑菌、抗氧化、抗衰落、抗粉刺等功效。

[0033] 鸡蛋清不但可以使皮肤变白，而且能使皮肤细嫩、去除死皮。这是因为它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和少量醋酸，蛋白质可以增强皮肤的润滑作用，醋酸可以保护皮肤的微酸性，以防

细菌感染。此外，鸡蛋清还具有清热解毒和增强皮肤免疫功能的作用。舒缓肌肤，瞬间补充

肌肤水分，提升肌肤补水能力，强化保湿能力使肌肤再现光泽与靓丽，保持肌肤的年轻水

嫩。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5] 本发明萃取天然植物配方，温和不刺激，连根拔出黑头，肌肤零损伤；调理油脂，瞬

间收敛毛孔，保持肌肤清爽细腻。

[0036] 本发明的天然植物配方，能够调理油脂，通过控油、收敛，减轻毛孔扩张压力，修复

U形毛孔，重塑细腻嫩滑肌肤。。

[0037] 本发明的天然植物配方，能够提升肌肤防御力。瞬间达到毛孔根部，3D拉网式紧致

修复毛孔细胞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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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本发明的天然植物配方，能够温和去黑头，渗入毛囊根部，激活并松动毛孔深层黑

头与白头，效果更精准。

[0039] 本发明能够深度清洁受损毛孔，解决炎症；温和导出角质、细菌；同时修复受伤毛

孔凹洞，避免黑头再生。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41] 实施例1

[0042] 按重量分数计：水57.45％、聚乙烯醇19％、乙醇15％、膨润土9％、、丙烯酸(酯)类

共聚物2％、蜂胶提取物0.5％、牛蒡(ARCTIUM  LAPPA)提取物0.5％、欧洲甜樱桃(PRUNUS 

AVIUM)果提取物0.6％、草花提取物0.6％、蛋清提取物0.5％、CI  77266  3.00％、三乙醇胺

0.3％、苯氧乙醇0.7％、香精0.25％。按100ml的规格制备。

[0043] 按照上述配方，依以下步骤进行制备：

[0044] (1)将聚乙烯醇、占配方总水量质量百分比80％～90％的水加入主锅中，边搅拌边

加热至85～90℃，至聚乙烯醇完全溶解，保温10分钟后开始降温；

[0045] (2)当降温至45℃时，将乙醇加入主锅中，抽真空(真空度为-0.05Pa.s)，搅拌15分

钟后(转速为60转/分)，继续降温；

[0046] (3)当降温至40℃时，将丙烯酸(酯)类共聚物和余量的水混合均匀，过滤后加入主

锅中，搅拌均匀后分别加入膨润土、蜂胶提取物、牛蒡(ARCTIUM  LAPPA)提取物、欧洲甜樱桃

(PRUNUS  AVIUM)果提取物、干草花提取物、蛋清提取物、CI  77266、三乙醇胺、苯氧乙醇、香

精，搅拌均匀，保持膏体无气泡，即可得到本产品。

[0047] 步骤(3)中，因为丙烯酸(酯)类共聚物在储存过程中会集聚成膜形成极少颗粒，因

此，过滤后再加入主锅中。过滤采用滤布过滤即可。

[0048] 实施例2

[0049] 按重量分数计：水55.25％、聚乙烯醇20％、乙醇15％、膨润土8％、丙烯酸(酯)类共

聚物2％、蜂胶提取物0.8％、牛蒡(ARCTIUM  LAPPA)提取物0.7％、欧洲甜樱桃(PRUNUS 

AVIUM)果提取物0.6％、干草花提取物1％、蛋清提取物0.7％、CI  77266  3.00％、三乙醇胺

0.4％、苯氧乙醇0.7％、香精0.25％。按100ml的规格制备。

[0050] 制备方法如实施例1

[0051] 实施例3

[0052] 按重量分数计：水64.15％、聚乙烯醇15％、乙醇13％、膨润土7％、丙烯酸(酯)类共

聚物2％、蜂胶提取物0.3％、牛蒡(ARCTIUM  LAPPA)提取物0.4％、欧洲甜樱桃(PRUNUS 

AVIUM)果提取物0.5％、干草花提取物0.5％、蛋清提取物0.4％、CI  77266  3.00％、三乙醇

胺0.2％、苯氧乙醇0.5％、香精0.25％。按100ml的规格制备。

[0053] 制备方法如实施例1

[0054] 实施例4

[0055] 本实施例公开的是实施例1～3制得的产品的应用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56] (1)用洁面产品将T区清洁干净，用热毛巾捂住T区使毛孔扩张；

[0057] (2)取适量蜂胶去黑头鼻膜涂抹于黑头所在皮肤处，待10～15分钟干透，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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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除鼻膜，用清水清洁干净即可。

[0058] 实施例5

[0059] 实施例4的步骤(1)之后与步骤(2)之前增设以下步骤：在黑头所在皮肤处涂抹黑

头导出液，3～5分钟后将其擦拭干净。其他同实施例4。

[0060] 黑头导出液包括重量百分比的以下组分：水56.95％、丁二醇19％、羟乙基脲15％、

乳酸2％、苹果酸2％、蜂胶提取物0.5％、杏(PRUNUS  ARMENIACA)仁提取物0.5％、木瓜

(CHAENOMELES  SINENSIS)提取物0.6％、北美金缕梅(HAMAMELIS  VIRGINIANA)提取物

0.6％、薄荷(MENTHA  ARVENSIS)提取物0.5％、透明质酸钠0.6％、尿囊素0.3％、苯氧乙醇

0.7％、氢化蓖麻油(PEG-40)0.5％、香精0.25％。

[0061] 本实施例5与实施例4相比，去黑头效果更佳。

[0062] 对比例1

[0063] 配方中不添加蜂胶提取物、牛蒡(ARCTIUM  LAPPA)提取物，其它同实施例1，制得对

照品1。

[0064] 对比例2

[0065] 配方中不添加欧洲甜樱桃(PRUNUS  AVIUM)果提取物、干草花提取物、蛋清提取物，

其它同实施例1，制得对照品2。

[0066] 对比例3

[0067] 配方中不添加乙醇、三乙醇胺，其它同实施例1，制得对照品3。

[0068] 针对上述实施例1～3，对比例1～3分别进行产品安全性评价(人体皮肤斑贴实

验)，具体如下：

[0069] 一、受试物：本发明制得的蜂胶去黑头鼻膜(实施例1～3)、对照品(对比例1～3)。

[0070] 二、受试人群

[0071] 数目：30人

[0072] 年龄：在20～50岁之间

[0073] 性别：女23人，男7人

[0074] 健康状况：受试者皮肤健康，无皮肤病过敏史，符合受试者志愿入选标准。

[0075] 三、斑贴方法：选用合格的斑试器，以封闭式斑贴实验方式，将0.020ml～0.025ml

受试物滴于斑试器内，用外用专用胶带贴覆于受试者背部，24小时后去除受试物，分别去除

后0.5、6、12、24、48小时观察皮肤反应，按照《化妆品卫生规范》中皮肤反应分级标准记录其

结果。

[0076] 四、实验结果

[0077] 人体皮肤斑贴试验结果显示：30名受试者通过本发明制得的蜂胶去黑头鼻膜(实

施例1～3)、对照品(对比例1～3)斑贴试验，在0.5、6、12、24、48小时观察皮肤反应，其中0例

出现皮肤不良反应，说明本发明制得的蜂胶去黑头鼻膜使用安全。

[0078] 针对上述实施例1～3，对比例1～3分别进行使用结果测试，具体如下：

[0079] 一、受试物：本发明制得的蜂胶去黑头鼻膜(实施例1～3)、对照品(对比例1～3)。

[0080] 二、受试人群

[0081] 受试人群

[0082] 性别数目：女、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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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年龄：在20～40岁之间

[0084] 健康状况：受试者皮肤健康，无皮肤病过敏史，符合受试者志愿入选标准。

[0085] 测试方法：受试者清洁脸部后，分别将实施例1～3、对比例1～3所制备的蜂胶去黑

头鼻膜用涂抹T区，观察和感受使用效果。

[0086] 三、测试评估结果如下表1～3所示：

[0087] 表1 实施例1制备产品的试用(8天)反馈总结表

[0088]

[0089] 表2 实施例2～3制备产品的试用(7天)反馈总结表

[0090]

[0091] 表3  对比例1～3制备产品的试用(7天)反馈总结表

[0092]

[0093] 测试者均表示，实施例1制备产品在各方面优于实施例2、3所制备的产品，并且均

优于对比例1～3所制备的产品，其渗透能力极强，吸取毛孔内的黑头及顽固污垢，快速收敛

毛孔，有限改善暗哑粗糙肤质，调理油脂分泌，减少痘痘产生及修复受损肌肤。同时使用者

的问卷中未有人有过敏现象。

[0094] 针对上述实施例1～3，市售相似蜂胶去黑头鼻膜分别进行使用结果测试，具体如

下：

[0095] 一、受试物：本发明制得的蜂胶去黑头鼻膜(实施例1～3)、市售相似蜂胶去黑头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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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

[0096] 二、受试人群

[0097] 性别数目：女、50人

[0098] 年龄：在20～40岁之间

[0099] 健康状况：受试者皮肤健康，无皮肤病过敏史，符合受试者志愿入选标准。

[0100] 测试方法：受试者清洁脸部后，分别将实施例1～3蜂胶去黑头鼻膜、市售相似蜂胶

去黑头鼻膜涂抹T区，观察和感受使用效果。

[0101] 三、测试评估结果如下表4所示：

[0102] 表4  去黑头能力的对比统计表格

[0103]

[0104] 测试者均表示，在蜂胶去黑头能力方面，实施例1制备产品在各方面优于实施例2、

3所制备的产品，均优于市售相似蜂胶去黑头鼻膜，测试者均对实施例1制备产品尤为认可。

[0105]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

对本发明实施例的原理以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说明只适用于帮助理解本

发明实施例的原理；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据本发明实施例，在具体实施方

式以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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