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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皂香精调配难度不低于香水香精的调配，甚 

至有的洗涤类香精与香水香精属同一香型，香皂所 

用的香精香气非常广泛，各类花香、草香、果香、木 

香、麝香、幻想型、醛香等均可用于香皂。因香皂中 

含碱量较高，所以导致变色因素很多。特别是白色 

香皂要注意变色原料的使用 (如合成类香料 ：吲哚、 

大环类麝 香、香兰素／乙基香兰素 、橙 化素 、二 甲基 

苄基原醇 、桂醛 、大茴香醛 、羟基香茅醛 、紫罗兰酮、 

二苯 甲酮 、异 长叶烷酮 、柳酸 甲酯 、柳酸戊 酯、柳酸 

己酯、丁香酚、异丁香酚、 一萘甲醚， 一萘乙醚等；天 

然类香料 ：丁香罗勒油 、甘松 油、桂 叶油 、白兰花 油 

等；浸膏类香料：橡苔浸膏、茉莉浸膏、秘鲁浸膏、吐 

鲁浸膏、灵猫香膏等)，香皂要经受风干、潮湿、冷 

水、热水、高／低温储存过程，因此对香皂香精的要 

求非常高。能应用到香皂的香精调配是非常复杂 

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冷水，热水使用时香气要保 

持一样。而且香精要能遮盖皂基中的油脂气，香皂 

生产出来后存放较长时间香气依然如常，香精用在 

白色香皂里不会令 香皂变色 ，香皂使用时香气有很 

好的扩散性，在肌肤和毛 巾上应保留长时间的香 

气，这样的香精才能算合格的香皂香精。 

香皂香精的好坏取决于香精所使用的原料，目 

前市场上的普通香皂使用后的留香时间很少有超 

过 1小时的，主要原因生产商简化了配方，简化了所 

使用的原料，降低了成本，从而使香精低档化而适 

应低档香皂的需要 。在国内售价 20元／块 以上的高 

档香皂都是进 口货 。而香皂香精 中花香型一般需 

要 30种 以上的原料配制 ，而且花香型 的容易定 香， 

花香中比较容易令人接纳的如花香 +醛香(Fa牌 的 

1款香皂是有代表性的)，纯花香的首选薰衣草型。 

果香型的只需要 20种以内的原料就可配制 ，但果香 

型的香精不容易定香，而且香精价格便宜，配方简 

单，一定程度上是导致市场上的果香香皂流行的原 

因之一 。 

在 中国香皂发展 史上有一 款香皂是非常经 典 

的，在 70年代至 80年代使用量很大的“蜂花檀香 

皂”，在当时出口量也是最 大的。其香气华丽丰满、 

厚实、圆润、协调，而且留香时间很长，早期的“蜂花 

檀香皂”使用的香原料经过精心设计研配，达到完 

美的和谐 ，是花香与木香的完美组合，沐浴后肌肤 

的留香时间可持续 6～8小时以上，在毛巾上的留香 

时间就更长，早期“蜂花檀香皂”的香精在品香纸上 

的留香时间可达 3个月之久。90年代后经过改良 

的香精使“蜂花檀香皂”留香不如以前的配方，沐浴 

后留香不足 1～2小时，使原有的特色不复存在 ，原 

因是改 良的配方没有使用优质原料，使原料之间的 

配合性不够协调，玫瑰组合不够丰满华丽，檀香组 

合不够厚实圆润。 

“蜂花檀香皂”因其香精中使用了一些容易变 

色的原料，所以成品的颜色是淡褐色，但正好符合 

檀香型的要求。 

“蜂花檀香皂”的香气与原料使用有很大的关 

联性 ，原始的香精使用了近 50种香料，70 的原料 

是天然的，30 9／6是合成原料，通过精心设计与配比， 

使香精达到完美协调和组合。“蜂花檀香皂”突出 

的香气是玫瑰、檀香、木香、麝香、膏香。 

玫瑰所用的原料 ：结 晶玫瑰 、黄樟 油、桂醇、乙 

酸芳樟酯、芳樟醇、香叶醇、香叶油、苯乙醇、乙酸、 

香豆素、香叶酯、紫罗兰酮、乙酸苄酯、吲哚、玳玳叶 

油、丁香酚等。 

檀香所用的原料：檀香 803、檀香 208、印度檀 

香油 。 

木香所用的原料：乙酸柏木酯、柏木油、甲基柏 

木酮、甘松油等。 

麝香所用的原料 ：葵子麝香、麝香一T、酮麝香。 

膏香所用的原料：秘鲁香膏、吐鲁浸膏、赖伯当 

浸膏。 

粉香所用的原料：香兰素 、乙基香兰素。 

还有一些附和的原料起到修饰和衬托作用如： 

甜橙油、柠檬油、苯乙酸、薰衣草油、甲位己基 

桂醛、甲位戊基桂醛、松油醇 BP、香根油、藿香油等。 

在这里我们列举一个“蜂花檀香皂”的示例配 

方 以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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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料名称 质量／g 

1 麝香一T 2．0 

2 酮麝香 ()．6 

3 香豆素 2，6 

4 香兰素 0．9 

5 玫瑰醇 0．6 

6 苯乙酸 0。1 

7 赖柏当浸油 0．6 

8 橡苔浸膏 0．15 

9 乙酸柏木酯 1．5 

10 印度檀香油 2．0 

11 檀香 208 3．5 

12 檀香 803 4．5 

13 柏木油 6．0 

14 洋茉莉醛 0．5 

15 甲基柏木酮 3．3 

16 藿香油 3．0 

17 甘松油 2．6 

18 桂醇 2．0 

19 甜橙 油 4．0 

2() 柠檬醛 0．6 

21 薰衣草油 ．13．6 

22 乙酸芳樟酯 1．3 

序号 原料名称 质量／g 

23 芳樟醇 1．3 

24 香茅醇 3．5 

25 香叶油 2．5 

26 玫瑰醇 2．0 

27 乙酸香 叶酯 2．6 

28 甲基紫 罗兰酮 2．5 

29 二氢茉莉酮酸甲酯 2．O 

3() 甲位己基桂醛 0．6 

31 甲位戊基桂醛 0．6 

32 吲哚 O．()4 

33 玳玳叶油 1．3 

34 松油醇 2．0 

35 丁香酚 0．6 

36 秘鲁浸膏 0．3 

37 吐鲁浸膏 1．O 

38 香根油 1．5 

39 香茅油 O．5 

40 二缩 丙二醇 32．21 

合计 1O0 

我们相信，“蜂花檀香皂”如使用原始的香精， 

更换包装，完全可与国外的上等香皂媲美。 

(上 接 第 18页 ) 

醇作溶剂 。经试验 ，30 的乙醇就可较好地溶解香 

兰素达到 12 的浓度 。造成这一结果 的原 因一方 

面可能是香兰素在醇中比在水中更能充分溶解，另 

一 方面也可能是醇与香兰素的混合液对微生物有 

协同作用，使抑菌效果增强。 

4 结 论 

1)香兰素对真菌有抑制作用。 

2)香兰素对酿酒酵母的最小抑菌浓度(MIC)为 

0．118 ，对黑曲霉的最小抑菌浓度为 0．059％。 

3)香兰素对霉菌的抑制效果优于对酵母菌的 

抑制效果 。 

4)采用醇溶香兰素和水溶香兰素对微生物的 

最低抑菌浓度相同，但是同一浓度下醇溶菌落数明 

显少于水溶菌落数。 

5)稀释平板法适合 于香 兰素对真菌 的抑菌作 

用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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