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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了海洋活性肽在洗发香波中的应用。结果表明，烫发前经活性肽洗发香波处理的头发跟对照组 

相 比，平均最大载荷增加 0．26 N；烫发后经活性肽洗发香波处理的头发跟对照组相比，平均最大载荷增加 

0．14 N。并得出海洋活性肽在洗发香波中的最佳添加质量分数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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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发香波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13用品，其主要功 

能是将头发上的油污和灰尘洗去，同时赋予头发柔 

软、光亮和健康的外观。除了添加用于清洁和保持头 

发柔软等成分外，为了更好地保护和营养头发，洗发 

香波中还需加入营养添加剂 51。针对人们13益严重 

的脱发问题及染、烫发给头发带来的伤害，洗发香 

波中营养物质的加入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发 

现 ，活性肽可带动氨基酸进入毛囊，刺激头皮血管 

增生，加速头发代谢，能有效帮助头发生长、减少 

脱发[61。 

2l世纪是海洋世纪 ，海洋生物蛋 白源品质高 ， 

氨基酸含量均衡丰富，比陆源蛋白源显示出了更多的 

优势 。许多蛋白质酶解产物是具有多种生理活性的 

短肽，因此人们开始研究以来源丰富、质优价廉的海 

洋蛋白为原料的活性短肽开发 砌。从海洋贝类中提 

取出活性肽也已取得了相关的进展和成功 ，如 ：牡 

蛎、扇贝、文蛤和贻贝等。 

选用来源广泛和价格低廉的波纹巴非蛤作为原料 

提取活性肽。将活性肽作为营养添加剂，考察其对香 

波性能的影响，并验证其对头发的保护作用以及对受 

损头发的修复能力。本研究对充分利用贝类的经济价 

值，实现贝类的深加工和高值化利用，具有理论指导 

和技术支持作用，有利于带动我国海水养殖业支柱之 
一 的贝类养殖业的发展和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具有 

广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材料和仪器 

1．1．1 材料 

新鲜波纹巴非蛤去壳取肉一 取 60 g肉洗净搅拌 

匀浆 (料水质量比1：3)一加入占蛤肉质量分数为 

l％的木瓜蛋白酶，充分搅拌，再平均分为6份于pH 

= 6．3条件下分别恒温酶解 1 h、2 h、3 h、4 h、5 h、 

6 h一 水浴加热灭酶 一 离心分离提取上层清液 ，制 

得海洋活性肽液，4℃保存备用。 

CuSO ·5H O(AR)(上海市浦明师范化工厂)；紫 

脲酸铵(AR)(上海三思试剂有限公司)；冷烫精 (广 

州市比倩13用化妆品有限公司)； 

1．1．2 主要仪器 

精密电动搅拌器 (常州 国华 电器有限公司)、 

pHS一3C型酸度计 (上海雷磁仪器厂)、电热鼓风恒 

温干燥箱 (上海迅能电热设备有限公司)、722s可见 

分光光度计 (上海棱光技术有限公司)、万能制样机 

(承德试验机有限公 司)和扫描电子显微镜 SU—l500 

(日本 HITACHI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实验试样 - 

根据文献[11】选取头发实验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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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实验配方 (见表 1) 1．3．2 海洋活性肽对头发的修复作用测试 

表 1 实验配方 

Tab．1 Formulation 

1．2．3 制备海洋活性肽洗发香波方法 

1)将 EDTA一2Na加入去离子水搅拌溶解后 ，边 

搅拌边加入聚季铵盐分散溶解。然后加热升温，将第 

4项 ～第 8项逐一加入溶解。温度升至 85 cc后，保 

持此温度至物料完全溶解。降温至45℃以下，加入 

剩余各项充分搅拌均匀。小分子肽可抽取少量去离子 

水溶解好再加入。 

2)用相同的生产工艺，改变海洋多肽的添加量 

(分别取质量分数为 0、0．2％、0．4％、0．6％、0．8％、 

1．O％、2．0％、3．0％、4．0％及 5．O％)，制备一系列不 

同多肽含量的洗发香波。 

1．3 评价方法 

1．3．1 海洋活性肽对头发的保护作用测试 

1)头发样本的处理 

取5组头发样本，分别浸泡在蒸馏水、肽液、洗 

发香波空白基质、含肽质量分数为 l％的洗发香波以 

及市面名牌洗发香波产品这 5种不同浸泡液中，每次 

浸泡 0．5 h，以相同的洗涤程序进行洗涤，用滤纸吸 

去表面多余水分，自然晾干。每隔4 h浸泡一次，浸 

泡 3次后用冷烫精 (主要成分是巯基乙酸铵，是一种 

很易损伤头发发质的碱性物质)和直发夹进行模拟烫 

发。 

2)观察头发表面形态的变化 

使用电镜扫描仪 ，头发经固定、喷金处理后观察 

头发表面形态的变化。 

3)头发抗拉强度测定 

根据文献『13 4]，测试每根头发的抗拉能力。 

1) 头发样本的处理 

取 5组头发样本，先用冷烫精和电发夹进行模拟 

烫发。再分别浸泡在蒸馏水、肽液、洗发香波空白基 

质、含肽洗发香波以及市售名牌洗发香波等 5种不同 

浸泡液中，每次浸泡 0．5 h，以相同的洗涤程序进行 

洗涤，用滤纸吸去表面多余水分，自然晾干。每隔4 

h浸泡一次。 

2) 观察头发表面形态的变化 

使用电镜扫描仪，头发经固定和喷金处理后观察 

头发表面形态的变化。 

3) 头发抗拉强度测定 (注 ：与 1．2．1的头发来 

源不同) 

根据文献ll3 4]的实验方法对经 1．2．1处理过的头 

发样本进行头发最大载荷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海洋活性肽对洗发香波性能的影响 

2．1．1 洗发香波的理化指标评价 

根据 QB／T 1974--2004对所制配的洗发香波的 

性能指标进行测试 ，将测试结果与标准中指标进行对 

比发现，在感观指标的外观、色泽和香气方面以及理 

化指标的有效物含量、耐热 (48℃，24 h)和耐寒程 

度 (一l5℃，24 h)方面均达到优级标准。在 25℃ 

时的黏度为 9．0 Pa ，pH为 6．11(一级产品范围为 

4．0～8．0)，也达到标准规定指标要求。 

2．1．2 海洋活性肽对洗发香波配方性能的影响 

不同海洋活性肽添加量对洗发香波配方性能的影 

响，实验结果见表 2。 

由表 2可知，随着海洋活性肽用量的增加，洗发 

香波的稳定性变化不大，pH值逐渐减小，黏度先增 

后减，颜色加深显著，当添加量超过 1．0％时开始有 

异味，质量分数为 0～1．0％时海洋活性肽对洗发香 

波没有明显的不良影响，与其他组分的相容性也好。 

2．2 海洋活性肽对头发的保护作用结果 

2．2．1 电镜扫描结果 

按照 1．3．1实验方法进行扫描电镜 (SEM)观察， 

得出的结果见图 l～图6。 

原发的毛护膜瓦样鳞片紧密整齐地排列 (图 1)。 

烫发前的头发经水和洗发香波空白基质分别处理后 

(图 2和图3)，仍可看到大范围出现鳞片翘起、残缺 

不齐。经肽液和含肽洗发香波处理后 (见图 4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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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3可知，当洗发香波中活性肽的质量分数 

在 1％～2％时，在烫发前对头发的抗拉强度提高最为 

明显，即护发作用最大。 

按照 1．3．2实验方法测得在烫发后经不同含量活 

性肽的洗发香波处理过的头发相应的最大载荷如图 

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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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抗拉强度与肽添加量的关系——修复作用 

Fig，14 Relationship of hagr stretching and additive 

amount of peptides for repairing 

由图 l4可知，当洗发香波中活性肽的质量分数 

在 2％～3％时，在烫发后对头发的抗拉强度提高最为 

明显，即对头发的修复作用最大。 

3 结论 

研究表明，海洋生物活性肽在降血压、抗氧化、 

抗凝血及抗菌等方面效果显著，对治疗和预防疾病具 

有巨大潜力 ，但在头发修复作用方面的研究比较少。 

本研究中主要体现为在头发的SEM中观察到头发表 

面鳞片翘起、脱落情况得到改善和头发抗拉强度的提 

高这几方面。当添加活性肽的质量分数在 1％～3％ 

时，对头发的保护和修复作用达到最佳，考虑到其添 

加量对洗发香波理化性能的影响，故海洋活性肽在洗 

发香波中的最佳添加质量分数为l％，但对于活性肽 

对头发修复的功效成分分析将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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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marine bioactive peptides in shampoo 

HE Zhong—dong ，PANG Xiu-ping ，CHEN Xin2，SUN Hui-li。，LIU Dong-long ，CHEN Zhi—gang 

(1．Foshan Anan Beauty&Health Produc~Co．，Ltd．，Foshan，Guangdong 528000，China； 

2．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Foshan University，Foshan，Guangdong 528000，China； 

3．South China Sea Institute of Ocean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Guangzhou，Guangdong 510301，China) 

Abstract： Marine bioactive peptides was introduced into elementary formulations for producing shampoo．Results showed that hair which was 

deMt with bioactive peptides before perming，the quantity of average maximum load increased by 0．26 N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and hair 

dealt after penning．the quantity of average maximum load increased by 0．14 N compared to control group．The optimum content of marine 

bioactive peptides was 1．0％． 

Key words：mat ine bioactive peptides；shampoo；perform ance；re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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