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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基洗面奶配方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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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皂基型洗面奶因起泡力佳，泡沫丰富细腻，除污干净彻底，容易冲洗干净，用后能给予皮肤洁净清爽感，为消费者喜爱洁面产品之

一。本文分析了皂基型洗面奶的配方结构，阐述了各种组分对皂基体系的作用，进而对皂基洗面奶进行配方工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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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ap-based cleansing cream because of good foam, foam rich and delicate, clean and thorough clean, easy to rinse, after the skin can give clean and 
refreshing, for consumers like one of the cleansing products . In this paper, the formulation of soap-based cleansing cream was analyzed, and the effects of various 
components on the soap-based system were describe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oap-based cleansing cream was also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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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皂基洗面奶概况 
洗面奶大致分为普通表面活性剂型、氨基酸型和皂基型。普

通表面活性剂型是以 AES 等为主制作的产品，起泡性和去污能力
较弱，不易冲洗干净；氨基酸型是以氨基酸表面活性剂为主的产
品，性能温和，洗后肌肤清爽不紧绷，但不易增稠且原料昂贵；
皂基型是脂肪酸和碱皂化反应得到的脂肪酸皂，具有容易增稠，
泡沫丰富细腻、清洁力强、易冲洗干净、用后能赋予皮肤洁净清
爽感等特点，因此很受消费者青睐[1]。但皂基体系 pH 高，脱脂力
强，洗后皮肤易干燥紧绷，且高温稳定性不好，往往在 40~45 ℃
就会变稀、变透，放置 2~3d 甚至会分层，且成品容易出现软管管
口部分的料体变稀、出水，而管内料体变粗的现象[2]。因此，化
妆品配方工程师在皂基洗面奶配方设计过程中必须要解决这些问
题。 

2 皂基洗面奶组成结构 
皂基洗面奶的配方体系应包含以下主要组分：混合脂肪酸+

碱、多元醇、乳化剂、表面活性剂、其他添加剂[3]。下面针对各
主要组分进行分析和研究。 
2.1 脂肪酸+碱 

脂肪酸+碱组成了皂基洗面奶体系的骨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产品的清洁力、稳定性、刺激性、泡沫性质以及珠光效果等。脂
肪酸和碱本身的搭配比例不同，制作出来的皂基洗面奶使用效果
也会有所差异。 
2.1.1 脂肪酸 

在皂基洗面奶配方中，常用的脂肪酸有月桂酸、肉豆蔻酸、
棕榈酸以及硬脂酸。这 4 种脂肪酸的性质存在一定的差异，脂肪
酸分子量越大，产生的泡沫越细小且越稳定，但泡沫也越来越难
生成，其中月桂酸产生的泡沫最大，也最容易消失，而硬脂酸产
生的泡沫较为细小，但稳定持久。另外，硬脂酸和肉豆蔻酸影响
珠光效果最为明显，前者所产生的珠光主要是强烈的白色闪光状，
而后者主要是形成了微透明型的类似陶瓷表面釉层乳白色珠光。
皂基型洁面化妆品配方之中，通常需要这几种酸混合搭配使用，
它们的搭配比例应该以一种为主体，另外几种为辅助成分少量使
用。在皂基洗面奶配方体系中通常采用硬脂酸或肉豆蔻酸为主体、
其他酸为辅助成分的搭配方式，酸总量应控制在 26 %~35 %，因
为中和度一定时，酸的总量能够直接影响产品的结膏温度和硬度，
酸越多，得到的皂也越多，产品的结膏温度相应提高，膏体硬度
也增加，若脂肪酸过多则会造成皂化不完全就结膏的情况，将会
影响到下一步工艺[4]。 
2.1.2 碱 

碱在皂基洗面奶中起到的作用较大，能够和脂肪酸进行良好
的中和，从而有效提升皂基洗面奶本身的实际使用效果。在皂基

洗面奶中能起到中和作用的碱主要有 NaOH、KOH 及 TEA 等。
其中，NaOH 制作的皂偏硬，TEA 生产的皂易变色，故皂基体系
通常采用 KOH，其用量由配方体系中和度和脂肪酸的用量而定。
皂基洗面奶的中和度控制在 75 %~90 %之间为宜，因为中和度太
低，体系会不稳定，中和度太高，会增加产品的刺激性，且会导
致体系在皂化时皂液的黏度过高，同时提高产品的结膏点，不利
于生产。中和度的计算公式： 

                    (1) 
2.2 乳化剂 

乳化剂能乳化体系中剩余的混合脂肪酸，降低产品的 pH，稳
定皂基体系和降低产品的刺激性，且可以避免体系在恢复常温后
出现泛粗现象。另外，乳化剂还能影响产品的珠光效果，体系中
过多的乳化剂会导致珠光无法析出；因此，在选择乳化剂种类时
要注意乳化剂的用量，在保证体系稳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乳化
剂的用量[6]。 
2.3 多元醇 

在皂基洗面奶中，常用的多元醇有丙三醇、丙二醇、1,3-丁二
醇等[7]。多元醇能够有效分散或者溶解皂基洗面奶生产过程中的
脂肪酸皂，保证皂化过程的顺利进行。丙三醇在分散皂基时不会
影响珠光效果，体系如果只用一种多元醇丙三醇，用量应不低于
20 %，而丙二醇、丁二醇可以溶解皂基，因此会破坏析出的珠光，
导致产品的珠光效果很差甚至于没有珠光。 
2.4 表面活性剂 

应用于皂基洗面奶中的表面活性剂，主要有阴离子和非离子
型两种。表面活性剂能有效缓冲皂基的高 pH 所带来的刺激性、
改善皂基的泡沫性质、改善肤感、增加洗面奶的拉丝感，进而增
强皂基稳定性，还具有分散皂基、降低黏度等作用[7]。氨基酸类
表面活性剂性能温和、稳定，洗涤力和发泡稳泡能力非常好，对
皮肤毛发有很好的亲和及修护作用，且泡沫丰富细腻，洗后能带
来柔软光滑湿润感，还能改善粗糙干燥的皮肤，是皂基洗面奶比
较常用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2.5 其他添加剂 

为了降低产品的脱脂力，除了应该加入温和型的表面活性剂
之外，还应加入赋脂剂滋润皮肤，有些还可以根据需求添加一些
天然提取物、抗氧化剂，增稠稳定剂、流动调节剂、清凉剂、保
湿剂等等，另外操作过程中会损耗一部分水，在配方设计时要考
虑进去，多加 3 %~4 %的去离子水。 

3 皂基洗面奶配方实例 
下面是根据皂基洗面奶的配方组成结构设计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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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皂基洗面奶配方 1 

Tab 1  soap base cleansing cream formula 1 

相名 原料名称 质量分数/% 工艺流程 

A 

月桂酸 6 

将 A 加热至 80~85 ℃；将 B 加热至 80~85 ℃；将 A 缓慢加入到 B
中，搅拌速度由慢到快，保持 80~85 ℃皂化 40 min；皂化结束加入

C，继续搅拌降温；降温至 60℃时，加入 D，降温至 48℃时，加入

E，持续搅拌 30 min 以上，出料。 

肉豆蔻酸 5 

棕榈酸 6 

硬脂酸 15 

羟苯丙酯 0.12 

 单甘脂 3 

B 

氢氧化钾(90%) 6 

甘油 20 

去离子水 余量 

EDTA 二纳 0.1 

羟苯甲酯 0.13 

C 

羟丙基淀粉磷酸酯 3 

丙二醇 3 

椰油酰胺丙基羟基磺基甜菜碱 5 

D 

椰油酰甘氨酸钠 5 

PEG-7 甘油椰油酸酯 1 

活性提取物 0.8 

E 
苯氧乙醇 0.5 

香精 0.2 
 

表 2  皂基洗面奶配方 2 
Tab 2  soap base cleansing cream formula 2 

相名 原料名称 质量分数/% 工艺流程 

A 

月桂酸 3 

将 A 加热至 80~85 ℃；将 B 加热至 80~85 ℃；将 A 缓慢加入到 B 中，搅

拌速度由慢到快，保持 80~85 ℃皂化 40 min；皂化结束加入 C，继续搅拌

降温；降温至 50 ℃时，加入 D，继续搅拌至珠光出现后加入 E,持续保温搅

拌 30 min 以上，出料。 

肉豆蔻酸 8 

棕榈酸 9 

硬脂酸 10 

单甘脂 1 

CMEA 0.2 

B 

氢氧化钾 5.9 

甘油 25 

丁二醇 5 

水 余量 

尿囊素 0.1 

EDTA 二纳 0.1 

C 

椰油酰基甜菜碱 5 

PEG-7 甘油椰油酸酯 1 

月桂酰谷氨酸钠 5 

D 活性提取物 0.8 

E 
杰马 BP 0.5 

香精 0.2 
 

4 皂基洗面奶批量生产工艺 
皂基洗面奶在配方设计合理的情况下，生产制造工艺是比较

简单的，但是也有一些工艺控制点需要注意。下面就来分析一下
皂基洗面奶的工艺设计。 
4.1 工艺流程 

采用批量生产的工艺来生产皂基洗面奶是当前的一种重要手
段。皂基洗面奶配方设计经小试实验及稳定性测试合格后，通过
中试生产确定批量生产的工艺及批次生产量，生产工艺如下：首
先，将脂肪酸、乳化剂、抗氧化剂及其他油脂和一些油溶物如防
腐剂羟苯丙酯等投入油相锅进行加热至 80 ℃搅拌溶解后加入乳
化锅，开始搅拌；其次将氢氧化钾投入水相锅，加入去离子水溶
解，然后投入多元醇(此时可以加入 ETDA、尿囊素等一些水溶性
物质)，加热搅拌至 80 ℃后快速加入乳化锅，保温搅拌，注意控
制搅拌速度，不要太快，以免产生气泡，皂化 40~60 min，结束
皂化再加入表面活性剂(此时注意控制气泡)，搅拌均匀；冷却降
温至 50 ℃以下加入余料，继续降温搅拌至珠光出现再保温搅拌
30 min 以上，出料。 
4.2 工艺控制点 

气泡：皂基型洗面奶生产过程中容易产生气泡，且会混在黏
稠的皂液中不易消除，最终会使产品含有大量气泡。为了避免产

生气泡，在皂化过程中应该注意控制搅拌速度，由慢而快；开始
皂化后如果发现体系有气泡，不允许抽真空，否则不仅消除不了
体系中已有的气泡，还会产生更多的气泡；皂化结束后投料也要
注意方式，应该沿着锅壁慢慢加入，特别是表面活性剂不能在皂
化结束前加入，否则皂化过程的剧烈放热，会使表面活性剂产生
大量气泡。 

结膏点控制：控制产品结膏点在洗面奶配方工艺设计中也是
相当重要的，结膏点太低会影响产品的稳定性，结膏点太高又不
利于生产，结膏点控制在 40~45 ℃之间为宜。通常可以通过体系
中皂含量和中和度调控合适的结膏点，体系中皂越多则结膏点越
高，若要控制结膏点在 45 ℃以下，中和度应低于 80 %，否则结
膏点会高于 50 ℃。另外在料体达到结膏点时继续搅拌 30 min 以
上有助于降低产品的硬度，还有利于析出珠光，在珠光析出后继
续搅拌越久，珠光效果越明显。 
5 结果分析 
5.1 初步结果 

上述两个配方生产的皂基洗面奶样品的颜色、泡沫、铺展性
等指标结果如表 3： 

 
(下转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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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分析 
3.1 海通叶挥发油的抑菌活性 

海通叶挥发油对供试菌抑菌圈直径测定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海通叶挥发油对供试菌的抑菌圈直径 
Tab.1  The bacteriostasis diameters of Clerodendrum mandarinorum 

Diels on several test organisms 

菌种 
抑菌圈直径/mm 

海通叶挥发油 青霉素钠 酮康唑 丙酮 

金黄色葡萄球菌 17.2 36.02 × 0 

大肠杆菌 19.58 32.4 × 0 

木霉 21.78 × 31.16 0 

注：×表示没有测定。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木霉的抑菌圈均有较好的抑

菌效果，属较敏感。结果表明海通叶挥发油对各供试的细菌、真
菌均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3.2 海通叶挥发油的最低抑菌浓度(MIC) 

海通叶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木霉各受试菌
的最小抑制浓度(MIC)分别是 2.5 %、5 %、1.25 %。 
3.3 pH 对海通叶挥发油抑菌活性的影响 

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对象菌，在 pH 为 4、5、6、7、8、9 条
件下海通叶挥发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圈直径分别为无菌生
长、22.21、12.54、13.48、8.46、7.12 mm。 
3.4 海通叶挥发油热稳定性测定结果 

海通叶挥发油分别经过 80、100、121 ℃热处理 15 min，测
定其对木霉的抑菌圈大小别为 15.64、16.10、15.72 mm，实验结
果可知，海通叶挥发油对木霉的抑菌圈直径相互间没有明显差异。
这一结果表明海通叶挥发油在不同温度的条件下，对其抗菌成分
影响不明显，说明其中的抗菌成分具备良好的热稳定性。 
3.5 海通叶挥发油抑菌效果的紫外稳定性 

海通叶挥发油在 5、10、15、20、25 min 紫外光下处理由，
测定其对大肠杆菌抑菌圈直径依次为 13.05、14.32、13.50、13.44、

13.10 mm，实验结果表明，在不同时间紫外光处理条件下，随着
时间的变化海通叶挥发油对大肠杆菌的抑菌活性基本保持不变，
结果表明：海通叶挥发油对紫外光照射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4 讨论 
海通叶挥发油对 3 种受试菌的抑菌效果有较大差异，对霉菌

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强，对革兰阳性菌和革兰氏阴性菌的抑制作用
相对较弱；挥发油对温度和紫外照射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在不同
的 pH 条件下其抑菌活性不稳定，酸性环境下其抑菌活性较弱，
pH＜5 琼脂培养基不易凝固成型[10]，对菌液的均匀涂布有一定的
影响；因此，pH 的改变对抑菌活性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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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洗面奶指标 
Tab.3  cleansing cream indicators 

配方号 颜色 硬度 结膏点/℃ 泡沫效果 珠光效果 铺展性 pH 

1 乳白 适中 45 丰富持久 细腻闪光 良好 9.69 

2 乳白 适中 44 丰富持久 细腻闪光 良好 9.57 

 
5.2 稳定性测试 

将两种洗面奶分别装软管置于 4 ℃ 48 h后膏体都只是稍稍变
硬，易于管中挤出，软管管口部分的料体没有变稀、出水现象，
而管内料体也不变粗，批量生产重现性好；对两个配方生产的洗
面奶进行稳定性测试：用 4 个 60 g 样品瓶各取 50 g 洗面奶，分别
放入-10 ℃、40 ℃、45 ℃、48 ℃的恒温箱内，另取两个样品瓶装
50 g 样品，一个置于常温测试，一个在 45 ℃和-10 ℃之间循环测
试，时间分别是 24 h、72 h，1 周、2 周、3 周、4 周、8 周、12
周后取出，待降至室温后，观察膏体是否出现变稀、变透、泛粗、
变色等现象，3 个月后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稳定性测试结果 
Tab 4  Stability test results 

 
配方 1 配方 2 

泛粗 变稀变透 变色 泛粗 变稀变透 变色

48 ℃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45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40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10 ℃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热、寒循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6 结束语 
本文配方生产的产品泡沫丰富，高温稳定性良好，洗面时肤

感清爽柔滑，洗后不紧绷干燥，不刺激面部肌肤，当然，这不是
最佳配方，因为保密性做了一些调整，但可以作为一个参考配方。
虽然皂基洗面奶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但是解决其体系高温稳定
性问题及降低产品的紧绷、干燥、刺激性等依然是工程师设计配
方时必须要面对的难点，每一款皂基洗面奶的诞生都是工程师不
懈努力的结果，希望本文能够有助于工程师开发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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