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292796.0

(22)申请日 2018.03.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27273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7.13

(73)专利权人 中寰健康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地址 214028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龙山路

2-18-206、211

(72)发明人 陆佳舟　李伟　李卫旗　何雯雯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高航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530

代理人 刘艳玲

(51)Int.Cl.

A61K 8/98(2006.01)

A61K 8/9789(2017.01)

A61K 8/9794(2017.01)

A61K 8/9728(2017.01)

A61K 8/365(2006.01)

A61Q 5/00(2006.01)

A61Q 5/02(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816371 A,2016.08.03

CN 104622782 A,2015.05.20

CN 105997836 A,2016.10.12

审查员 楚翠翠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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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由酵素发酵液改良制作洗发乳的生产

方法，其工艺流程为：1.酵素发酵培养基的配制；

2.菌种活化；3.菌种驯化；4.酵素发酵；5.将发酵

完成后的发酵液经板框压滤机过滤，弃去滤饼，

获得澄清的酵素过滤原液。6.加入香豆胶配制洗

发乳。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以木槿叶、鼠尾草、彩

色蚕丝茧、香菇、食糖、香蕉、无患子、茶籽饼、香

豆胶天然产物等为主体原料，采用一定的发酵和

配制工艺，生产出一种止屑、止痒、去油、杀菌、可

修复受损发质的、环境友好型的高效酵素洗发

乳。本发明产品富含天然表面活性剂、富含天然

杀菌消炎功能因子、具良好的乳化性和起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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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由酵素发酵液制作洗发乳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

1）酵素发酵培养基的配制：将新鲜的木槿叶、鼠尾草切成约1cm长的碎段，新鲜的去柄

香菇切成0.5-1cm见方的小块，无患子果去核后切成0.5-1cm见方的小块，茶籽饼用粉碎机

粉碎至50-200目的颗粒，彩色蚕丝茧剪切成0.5-1cm见方的小片，哈密瓜、香蕉分别去皮后

切成1-3cm见方的小块，普通蔗糖用紫外灭菌1-3ｈ备用；以上天然原料的质量配比为：木槿

叶3-10%，鼠尾草3-10%，香菇3-10%，无患子10-20%，茶籽饼3-8%，彩色蚕丝茧3-10%，哈密瓜

10-30%，香蕉10-30%；将以上天然原料混合后，再加入天然原料总质量0.5-1倍的蔗糖，3-5

倍的蒸馏水，充分搅拌均匀，以上为酵素发酵培养基配制过程；

2）菌种活化：取脱脂奶粉  50  g和无菌水100  g  调制成15%的乳液，以1/4 的灌装量装

入试管中，塞好棉塞，121℃杀菌10  min；迅速冷却至  35℃左右，在无菌条件下接：保加利亚

乳杆菌﹕嗜热链球菌=1﹕1的乳酸菌菌种，接种质量分数为  5%，40℃恒温培养15  h，取出，以

此法重复3次，使其充分活化；

3）菌种驯化：将乳酸菌种以接种质量分数量4%依次接入到含质量分数  50%、60%、70%和 

80%的质量比为1：1的哈密瓜及香蕉果浆和  15%脱脂乳的混合物中，40℃下培养至凝乳，经

过3次驯化后，混合菌种的生长良好且凝乳状，可作为乳酸菌发酵剂，保存在  4℃左右的冰

箱中备用；

4）酵素发酵：将酵素发酵培养基原料分装入体积为15-50L的干净玻璃容器中，接入凝

乳状的乳酸菌发酵剂，接种量为不含水发酵培养基原料的质量分数为1-5%；容器加上有单

向排气阀的盖子密封，放置室内避光处，室温控制在10-35℃之间，利用环境中及物料中微

生物以及接入的乳酸菌进行自然发酵，发酵时长45-70天；

5）将发酵完成后的发酵液经板框压滤机过滤，弃去滤饼，获得澄清的酵素过滤原液；

6）加入香豆胶配制洗发乳：称取食品级粉状香豆胶，加入蒸馏水，充分搅拌，置于70  ℃

恒温水浴锅中溶解2  h  ，使香豆胶溶液质量浓度达到10-15%；将该香豆胶溶液在室温下混

入酵素过滤原液中，充分搅拌，用NDJ－5S型旋转粘度仪检测混合液的粘度；在粘度仪转子

转速为30  r/min条件下，使混合液的粘度值达到2500—5100  mPa·s之间，配制成酵素洗发

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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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由酵素发酵液制作洗发乳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环保洗发乳的生产方法，特别是涉及以木槿叶、鼠尾草、彩色蚕丝

茧、食糖、香蕉、哈密瓜、香菇、无患子、茶籽饼、香豆胶等天然产物为主体原料生产高效安全

洗发乳的工艺，属洗涤用品生产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酵素在我国主要是指以各种蔬菜水果和食糖为原料、通过微生物天然发酵得到的

综合产物，多以液体形态出现，已不等同于原有的“酶”的含义。酵素中主要含有酶、维生素、

矿物质和有机酸等次生代谢产物，目前作为保健饮料较为普遍。

[0003] 由于酵素中有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等组份，对各自的底物能分别消化分解，同

时其中的多种有机酸也有去污功能，还具有一定的抑菌消炎、保护头发及皮肤等功效，加上

天然发酵的酵素不含人工添加的化学成分，对皮肤、毛发的刺激性小，因此可以作为洗发乳

的替代用品。

[0004] 但是目前作为洗发乳的酵素的制作方式基本上沿用了食用酵素的生产方式，原料

的选择局限于水果和蔬菜，底物氮源不足，产酶量少，其中有机酸虽然有去污能力，但没有

特定的疏水基团，不具备起泡性、乳化性、悬浮性、分散性，缺乏养发护发的特定功能，这些

缺陷都制约了酵素作为洗发用品的功效。因此，寻找合理而有针对性的天然原料并研究特

定的生产工艺，制作安全高效的酵素类洗发乳产品很有必要。

[0005] 目前市场上出售的各种洗发乳多是以化工合成的化合物为原料，主要成分是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磺酸盐、硫酸盐或盐酸盐等，这类产品对人的皮肤和黏膜有刺激性，可引起

化学性眼结膜炎，如误服可引起消化道及黏膜刺激症状，洗涤后废水流入江河湖泊，引起水

体污染。因此，开发以天然产物为主要原料、用微生物发酵方式生产酵素类洗发护发产品，

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以木槿叶、鼠尾草、彩色蚕丝茧、香菇、食糖、香蕉、无患子、茶

籽饼、香豆胶天然产物等为主体原料，采用一定的发酵和配制工艺，生产出一种止屑、止痒、

去油、杀菌、可修复受损发质的、环境友好型的高效酵素洗发乳。

[0007] 木槿属锦葵科植物，是常见花灌木，我国民间妇女常摘木槿叶洗净后，用清水浸

泡，揉出所含胶汁用来洗发，可去油腻污垢，使头发轻柔光亮，并可去头屑、止痒。这是因木

槿叶含有  41种天然表面活性剂，有长链脂肪醇、脂肪酸类等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也有酮、胺

类等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它们的总含量为干物质的40%以上。它们是具有多功能型的纯天然

表面活性剂。

[0008] 鼠尾草是常用的香辛料和中草药，不仅可以调味，使食物具有特殊香气，还具有抗

菌、消炎、抗衰老等生物活性。近些年，鼠尾草较高的抑菌和抗氧化性能逐渐受到人们的关

注，并作为天然的抗氧化剂和抑菌剂应用在化妆品和洗涤剂中，因其拥有舒适、持久香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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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还可作为天然香料。

[0009] 鼠尾草包含了多种特效活性物，其中一种重要的成分是18-甲基二十酸（18-MEA），

它能够补充角质层鳞片间的天然脂质，恢复角质层的水分，18-M  EA还能在头发纤维表面留

下一种生物膜，保护头发纤维和皮层的完整性，免受自然损伤，使头发变得有光泽。更重要

的是，18-MEA在头发纤维上具备疏水作用，无论是干发还是湿发，都能够降低由摩擦所产生

的头发梳理力，使头发变得整齐，从而有助于修复因外界环境以及热造成的头发损伤，对于

紫外线、氧化物及染发造成的损害，也有非常重要的修护作用。

[0010] 无患子别名木患子、油患子、洗手果，是一种落叶乔木，其果皮中含有的皂苷及苷

元具很强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去污性能强，是天然洗涤剂，无患子厚肉质状的果皮中含有皂

素，只要用水搓揉便会产生泡沫，是古代的主要清洁剂之一，对皮肤、毛发有很好的洗涤作

用，但又没有任何伤害。无患子的假种皮中富含皂苷，具有良好的起泡性和去污性能，可作

为天然活性物质用于美容护肤肥皂、洗发香波及各种洁肤护肤化妆品中。无患子还具有抗

菌和止痒等生理功效，可用于脚癣和手癣的治疗。无患子提取液具有很强的表面活性，它的

渗透、乳化分散、增溶、起泡等多种综合表现突出，为天然的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  其去污

能力优于市购洗涤剂，  而且无患子皂苷易降解，无有害残留物,  使用后不造成水体污染问

题。此外,  无患子皂苷对重金属具有广谱的洗脱作用，对铅、锰、铬、砷、汞等的洗脱率都在

90%以上。

[0011] 天然彩色茧是蚕茧产业中一类令人瞩目的新兴品种，织物无印染污染，环保健康，

且茧丝中含有的黄酮、类胡萝卜素等色素物质具备抗菌、防紫外线、抗氧化等人体保健的功

能，彩色茧在加热水解后形成的丝胶多肽一部分可作为酵素发酵过程的优质氮源，另一部

分可与基质中其它生物多糖物质共同形成天然胶质，改善产品的乳化性与悬浮性。

[0012] 在日常食品中，香菇是富含维生素B3最高的，每100克的香菇含有维生素B3  22毫

克。维生素B3又称尼克酸、烟酰胺、烟酸，它能溶于水，能促进血液循环，作为辅酶的维生素B3

可以有效地促进头皮细胞的新陈代谢，可深入毛囊下部的血管，促进血管扩张和血液循环，

并促进氧分进入毛囊，改善毛囊健康和头发外观。维生素B3又称抗癞皮因子，对头皮还有抵

抗炎症作用。

[0013] 香蕉与哈密瓜是两种含糖量较高的水果，适用于酵素的发酵制作，更为重要的是，

它们都富含B6。维生素B6对于提高头发的长效保湿有显著的作用，同时可以防止头发脆裂，

加强头发的强度，减少分叉，提供光泽并改善梳理效果，修复受损发质，是洗发护发用产品

配方中重要的营养成分。维生素B6可以减少荷尔蒙催乳素从而减少毛囊的萎缩，维护头发

的健康，使头部皮肤的蛋白质和氨基酸代谢正常化，有效调整头部皮肤皮脂腺的活力，还可

以治疗脂溢性皮炎，改善油性头发的状况，维护毛囊和头发的健康。

[0014] 茶籽饼是油茶籽、山茶籽制油后的剩余物，是我国南方常见农副产品，富含蛋白

质、多糖、茶皂素，其中的蛋白质是酵素发酵时很好的氮源，而茶皂素具有良好的表面活性，

具有去污、起泡、湿润、分散和乳化作用，是日化行业难得的天然表面活性剂。茶皂素还有去

污、杀菌、消炎、止痒等功能，可用于配制高档洗涤护理产品。茶皂素洗发后可使头发光泽、

手感良好，且安全无毒。

[0015] 香豆又名葫芦巴、香草、苦巴，系豆科葫芦巴属一年生植物，在我国安徽、江苏、河

北、新疆、内蒙、黑龙江等地均可种植。香豆的种子中含有大量的香豆胶，为半乳甘露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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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豆胶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天然高分子植物胶，具有亲水性，其分子链能够与水建立氢键，

分子链之间也存在相互缠结，大分子在自然状态下呈缠绕的网状结构，在冷水中即可溶解，

分散在冷水中形成半透明粘稠液，具有增稠、调理、粘结等作用，同时还可以提供较好的抗

静电及定型等效果，使头发湿梳和干梳更容易，赋予易断发质和受损发质亲油性，起到修护

作用，香豆胶作为低浓度的添加剂使用时可降低洗涤剂对皮肤的刺激性和保护角蛋白不受

损伤。

[0016] 在众多的有机酸中，乳酸在滋润头皮、促进头皮微血管循环、调节油脂分泌、缓解

瘙痒、减少头皮屑方面效果最为明显。乳酸常作为皮肤天然保湿因子被用于护肤护发产品

中，使头发表面光泽亮丽，因此乳酸常作为护发产品的的滋润剂、  pH  调节剂。一般的酵素

发酵都采用天然发酵，不人工接入特定菌种，最终的产品中有机酸与酶的量有限，乳酸含量

也很少。本发明在天然发酵的基础上，人工接入乳酸菌种，使发酵产物中除了具有醋酸、柠

檬酸、苹果酸的有机酸外，还富含乳酸。

[0017] 用以上几种原料为主要基质成分生产酵素发酵液的洗发乳的工艺流程为：

[0018] 1.  酵素发酵培养基的配制：将新鲜的木槿叶、鼠尾草切成约1cm长的碎段，新鲜的

去柄香菇切成0.5-1cm见方的小块，无患子果去核后切成0.5-1cm见方的小块，茶籽饼用粉

碎机粉碎至50-200目的颗粒，彩色蚕丝茧剪切成0.5-1cm见方的小片，哈密瓜、香蕉分别去

皮后切成1-3cm见方的小块，普通蔗糖用紫外灭1-3ｈ备用。

[0019] 以上天然原料的质量配比为（w/w）：木槿叶3-10%，鼠尾草3-10%，香菇3-10%，无患

子10-20%，茶籽饼3-8%，彩色蚕丝茧3-10%，哈密瓜10-30%，香蕉10-30%。

[0020] 将以上天然原料混合后，再加入天然原料总质量0.5-1倍的蔗糖，3-5倍的蒸馏水，

充分搅拌均匀。以上为酵素发酵培养基配制过程。

[0021] 2.  菌种活化。

[0022] 取脱脂奶粉  50  g和无菌水100  g  调制成15%的乳液，以1/4  的灌装量装入试管

中，塞好棉塞，121℃杀菌10  min。迅速冷却至  35℃左右，在无菌条件下接乳酸菌菌种（保加

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1﹕1），接种量为  5%（质量分数），40℃恒温培养15  h，取出，以此法

重复3次，使其充分活化。

[0023] 3.  菌种驯化。

[0024] 将乳酸菌种（接种量  4%）依次接入到含  50%、60%、70%和  80%（质量分数）哈密瓜及

香蕉（两种水果质量比为1：1）果浆和  15%脱脂乳的混合物中，40℃下培养至凝乳，经过3次

驯化后，混合菌种的生长良好且凝乳状，可作为乳酸菌发酵剂，保存在  4℃左右的冰箱中备

用。

[0025] 4. 酵素发酵。

[0026] 将酵素发酵培养基原料分装入体积为15-50L的干净玻璃容器中，接入凝乳状的乳

酸菌发酵剂，接种量为发酵培养基原料（不含水）的1-5%（质量分数）。容器加上有单向排气

阀的盖子密封，放置室内避光处，室温控制在10-35℃之间，利用环境中及物料中微生物以

及接入的乳酸菌进行自然发酵，发酵时长45-70天。

[0027] 5.将发酵完成后的发酵液经板框压滤机过滤，弃去滤饼，获得澄清的酵素过滤原

液。

[0028] 6.加入香豆胶配制洗发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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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称取食品级粉状香豆胶，加入蒸馏水，充分搅拌，置于70  ℃恒温水浴锅中溶解2  h 

，使香豆胶溶液质量浓度达到10-15%。将该香豆胶溶液在室温下混入酵素过滤原液中，充分

搅拌，用NDJ－5S型旋转粘度仪检测混合液的粘度。在粘度仪转子转速为30  r/min条件下，

使混合液的粘度值达到2500—5100  mPa·s之间，配制成酵素洗发乳液。此时的酵素洗发乳

液中香豆胶与酵素过滤原液里的香菇多糖、蚕茧丝胶形成最佳多糖—多肽—多糖复配体，

形成稳定的溶胶状，受溶液的酸性pH环境影响最小，稳定性与悬浮性达到最适状态，具有特

殊的黏度特性，起到增稠  、悬浮、保湿和助乳化的作用。

[0030] 本发明的主要创新点为：

[0031] 1.在发酵原料中加入了彩色蚕丝茧和茶籽饼作为氮源。目前社会上流行的环保酵

素的制作方式模仿了食用酵素的粗放工艺，仅仅将各种水果、蔬菜加糖后自然发酵后产生，

未加蛋白原料，致使氮源严重不足，微生物生长和代谢缓慢，生产周期长，代谢产物少。本发

明在培养基质中加入丰富的蛋白原料，使得发酵底物的碳氮比适中，多种微生物发酵旺盛，

缩短了发酵周期，提高了酶活力和有机酸水平。

[0032] 2.酵素液中的有机酸组成有明显变化。一般的果蔬酵素是依靠天然菌群发酵完成

的，酵素中的有机酸种类众多，但乳酸只占很少部分。本发明专门接种了乳酸菌进行发酵，

使发酵产物中乳酸成分大幅度提高。而乳酸在营养头皮、促进头皮微血管循环、调节油脂分

泌、缓解瘙痒、减少头皮屑方面效果最为明显，可使头发表面光泽亮丽，是护发产品的的滋

润剂、  pH  调节剂。

[0033] 3.产品富含天然表面活性剂。高性能的洗涤用品都有很强的表面活性，从而有较

强的去污能力。普通酵素仅靠酸性和少量酶产生洗涤去污作用，洗发功能有限，化学洗发乳

中的表面活性剂对皮肤有一定伤害，而且不环保。本发明多种原料含各类天然表面活性剂，

在酵素发酵后充分释放出来，协同作用，效果倍增。如前所述，木槿叶中含有  41种天然表面

活性剂，无患子果皮中含有的皂苷及苷元具很强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去污性能强。木槿叶、

鼠尾草也富含多种天然表面活性剂，可在发酵进入酵素原液中发挥协同作用。

[0034] 4.产品富含天然天然护发因子。维生素B族成分是毛发护理重要因子，本发明原料

里香菇中的B3、香蕉与哈密瓜中的B6是其它普通果蔬的数十倍之多。维生素B3可促进头皮细

胞的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使氧分进入毛囊。维生素B6对提高头发的保湿有显著作用，防止

头发脆裂，修复受损发质，还可减少毛囊的萎缩，调整头部皮脂腺的活力，治疗脂溢性皮炎，

改善油性头发的状况。

[0035] 鼠尾草中的重要成分18-甲基二十酸（18-MEA）能够补充角质层鳞片间的天然脂

质，恢复角质层的水分，在头发纤维表面留下一种生物膜，保护头发纤维和皮层的完整性。

18-MEA在头发纤维上具备疏水作用，能够降低由摩擦所产生的头发梳理力，并有助于修复

因外界环境、化学物质以及热过程所造成的头发损伤。

[0036] 以彩色丝茧水解得到的丝胶肽液是头发天然调理剂，它与表面活性剂复配后形成

的复合物，能改善头皮层血液循环，有明显的止痒、去头屑、乌发、易梳、防脱发的功效。

[0037] 5.富含天然杀菌消炎功能因子。无患子果皮中的皂苷及苷元、茶籽饼中的茶皂素、

鼠尾草中的芳香类成分都具有抗菌和止痒功效，对头癣和毛囊炎有辅助治疗作用，香菇中

的维生素B3又称抗癞皮因子，对头皮有抵抗炎症作用。彩色茧丝中含有的黄酮、类胡萝卜素

等色素物质具备抗菌、防紫外线、抗氧化等人体保健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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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6.良好的乳化性和起泡性。香豆胶中的植物多糖与香菇多糖、蚕茧丝胶形成最佳

多糖—多肽—多糖复配体，形成稳定的溶胶是理性的假塑性流体，其稳定性与悬浮性达到

最适状态，具有特殊的粘度特性，起到增稠  、悬浮、发泡保湿和乳化的作用，与前述的生物

乳化剂协同作用后，乳化性和起泡性可产生倍增效应。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1 .酵素发酵培养基的配制：将新鲜的木槿叶、鼠尾草切成约1cm长的碎段，新鲜去

柄香菇切成0.5-1cm见方的小块，无患子果去核后切成0.5-1cm见方的小块，茶籽饼用粉碎

机粉碎至100目的颗粒，彩色蚕丝茧剪切成0.5-1cm见方的小片，哈密瓜、香蕉分别去皮后切

成2cm见方的小块，普通蔗糖用紫外灭2ｈ备用；天然原料的质量配比为：木槿叶5%，鼠尾草

5%，香菇15%，无患子20%，茶籽饼5%，彩色蚕丝茧5%，哈密瓜25%，香蕉20%。

[0040] 在以上天然原料中加入天然原料总质量的1倍的蔗糖，4倍的蒸馏水，充分混合搅

拌均匀。以上为酵素发酵培养基配制过程。

[0041] 2.  菌种活化：取脱脂奶粉  50  g  和无菌水  100  g  调制成  15%的乳液，以  1/4 的

灌装量装入试管中，塞好棉塞，121℃杀菌  10  min。迅速冷却至  35℃左右，在无菌条件下接

乳酸菌菌种（保加利亚乳杆菌﹕嗜热链球菌=1﹕1），接种量为  5%（v/w），40℃恒温培养  15  h，

取出，以此法重复  3 次，使其充分活化。

[0042] 3.菌种驯化：将乳酸菌种（接种量  4%）依次接入到含  50%、60%、70%和  80%（质量分

数）哈密瓜及香蕉（两种水果质量比为1：1）果浆和  15%脱脂乳的混合物中，40℃下培养至凝

乳，经过  3 次驯化后，混合菌种的生长良好且凝乳状，可作为乳酸菌发酵剂，保存在  4℃左

右的冰箱中备用。

[0043] 4.酵素发酵。将酵素发酵培养基原料分装入体积为30L的干净玻璃容器中，接入凝

乳状乳酸菌发酵剂，接种量为发酵培养基原料（不含水）的3%。容器加上有单向排气阀的盖

子密封，放置室内避光处，室温控制在30℃，利用环境中及物料中微生物以及接入的乳酸菌

进行自然发酵，发酵时长60天。

[0044] 5.将发酵完成后的发酵液经板框压滤机过滤，弃去滤饼，获得澄清的酵素过滤原

液。

[0045] 6.加入香豆胶配制洗发乳。称取食品级粉状香豆胶，加入蒸馏水，充分搅拌，置于

70  ℃恒温水浴锅中溶解，2  h  后取，使香豆胶溶液质量浓度达到12%。将该香豆胶溶液在室

温下混入酵素过滤原液中，充分搅拌，用NDJ－5S型旋转粘度仪检测混合液的粘度。在粘度

仪转子转速为30  r/min条件下，使混合液的粘度值达到5000  mPa·s，配制成酵素洗发乳

液。此时的酵素洗发乳液中香豆胶与酵素过滤原液里的香菇多糖、蚕茧丝胶形成最佳多

糖—多肽—多糖复配体，形成稳定的溶胶状，受溶液的酸性pH环境影响最小，稳定性与悬浮

性达到最适状态，具有特殊的黏度特性，起到增稠  、悬浮、保湿和助乳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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