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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能：

α-熊果苷可强力抑制酪氨酸酶活性，抑制黑

色素的生成和过度沉积，从而达到美白袪斑

的目的。相关文献记载： α-熊果苷的美白效

果是β-熊果苷的10倍左右，同时，相对β-熊

果苷来说，α- 熊果苷更加高效稳定。

生物活性美白祛斑因子

α-熊果苷



产品基本信息

• INCI名称： α-熊果苷(Alpha-Arbutin) 

• 应用产品： 美白、祛斑类产品

• 溶解性： 溶于水，151g/L(20℃)。在和温热 （<70℃）

或者冷的状态下，易于不配方中其他成分融。

• 稳定性 : 当pH 4 - 6.5 时，在水剂、乳剂、 膏剂、凝胶

剂、膜剂以及气雾等 多个剂型，相对其他美白原料更稳定。

• 包装规格:  10kg/箱；20kg/箱

• 建议添加量： 化妆品安全使用量 ≤5%；

推荐添加剂量为0.2%~2%；

非处方OTC和药用烧烫伤等外用制≤10%。

• 储存和保质期 ： 密闭保存，遮光，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温度控制在5~25 ℃之间。 在严格服从储存要求的条件下，

可保质2 年。



乐尔康α-熊果苷

与同行相比，乐尔康α-熊果苷品质更优，含量最高，对苯二酚未检出，产量国内最大。

2014年3月投入规模生产，公司致力于国外市场的开发，出口销量已占该产品整体出口量的50%。

含量 对苯二酚 外观 稳定性 年产量

乐尔康 99.95% - 白色粉末
经加速测试

未见变色
150吨

X 99.5% 10ppm 白色粉末
经加速测试

未见变色
5吨

Y 99.5% 60+ppm 淡黄色粉末 颜色变黄 5吨

Z 99.5% 10ppm 白色粉末
经加速测试

未见变色
360公斤



α-熊果苷的美白机理

1、预防： 减少紫外线的吸收

2、保护： 抗自由基、抗炎症

3、黑色素的活化： 减少黑色素细胞的产生和活动

4、黑色素的生成过程：抑制促使黑色素生成的酶的活动

5、已生成的黑色素：减少已生成的黑色素和淡化褐黑色素

6、辅助步骤： 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使黑色素从肌肤表

面顺畅排

美白六步走

α-熊果苷作用点



α-熊果苷的美白机理

a-熊果苷分子中含两种结构性功能基团： 

• 葡萄糖残基-具有亲水性 

• 酚基-黑色素合成酶抑制作用

因此a-熊果苷具有保湿美白的作用。

a-熊果苷对酪氨酸酶产生竞争性及可逆性抑制,从而

阻断多巴及多巴醌的合成,进而抑制黑色素的生成,从

而达到美白效果。

a-熊果苷不影响酪氨酸酶的表达和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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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PHA-熊果苷

产品优势

• 全球顶级生物酶技术
• 高纯度99.95%

• 欧盟EFFCI认证标准
• 中国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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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CS(消费者安全科学委员会) opinion on α-arbutin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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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熊果苷的化妆品：含
量2%的面部护理产品和
0.5%身体护理产品是绝
对安全的。



Page 16

ALPHA-熊果苷

• 科学证明低浓度（IC50=1.8~2.1mM) 的alpha-熊果苷有效
• 确保一个均匀，年轻的肤色
• 比β-熊果苷更有效
• 与紫外吸收剂组合减轻紫外线照射后皮肤粗糙
• 抗紫外线照射后变黑
• 改善皮肤的平滑度和光泽度
• 有助于减少肝斑点的外观颜色



市售含有α-熊果苷的产品

FOR BELOVED ONE 熊果素肌因美白系列 The Ordinary 2%熊果苷透明质酸精华

城野医生美白防晒乳液 麦吉丽青春浓缩精华素



市售产品简介

Civant-Meladerm特效祛斑霜

美国销量第一的药妆品牌

Civant-Meladerm特效祛斑霜

产品添加三个尖端美白成份：

Alpha Arbutin，Tego Cosmo C250，Gigawhite

Meladerm可以应付多种雀斑问题，比如说色素斑，黑斑，雀斑，黄褐斑，

陈旧疤痕，暴晒留下的斑，青春豆留下的疤痕，胎记，颜色过深的肘部，

膝部，腋窝和指关节，甚至纯粹的肤色丌均。



市售产品简介

DHC美白保湿面膜

拥有15倍美白力，含21mL美容液的高贴合面贴膜。 肌肤更白皙、更水润！

 高浓度添加高科技美白成分α-熊果苷，从源头阻断黑色素 α-熊果苷是

一种能够使肌肤焕发透明感的美肌成分，今年来 备受瞩目。

α-熊果苷能直接作用于制造黑色素的酪氨酸酶，从源头抑制 黑色素生成。

而丏它还具有难以在肌肤表面分解、稳定性高，能持久作用于肌肤的特点。

DHC美白保湿面膜中高浓 度添加了这一美肌成分。

α-熊果苷稳定的美肌力量，配合面贴膜特有的密封效果，可 从角质层深处

引导出肌肤的透明感，使肌肤由内焕发光彩。

DHC美白保湿面膜



市售产品简介

美白双天后双管齐下 启动肌底断黑净白机制

宠爱之名研发之肌因美白断黑科技，肌因美白ACTI-WHITE™ 

和肌因净白胜肽12 β-White™自肌源阻断黑色素之形成；再

辅 以α-熊果素复合物阻断黑化之过程、维他命B3切断黑色移

转 路径，斑点橡皮擦Melaclear2™代谢角质，四层关卡严密

把关， 让黑色素无机可趁，守护肌肤白净光采。

FOR BELOVED ONE 熊果素肌因美白系列

α-熊果素复合物 × 肌因美白科技

1.根源阻断 2.抑制生成 3.切断转移 4.角质代谢 启动肌肤焕白机制



市售产品简介

熊果素肌因美白化妆水

软化角质、建立肌肤根源保水屏障

 精粹高浓度α-熊果素复合物加上肌因美白断黑 与利，连手瓦

解黑色素  焕肤与利配方Exo-T™软化角质、保湿肌肤

高机能美白化妆水，能深度保湿净化肌肤。

FOR BELOVED ONE 熊果素肌因美白系列

熊果素肌因美白乳液

提供润泽滋养，净白亮化肌肤

 双重美白科技加上小分子角鲨烷，维持皮脂平 衡，呵护肌肤

抵御外界伤害  精粹Biowhite™复方植物精华阻绝黑色素生成，

润泽净化为各类肌肤皆适用之美白乳液。



市售产品简介

熊果素肌因美白精华

黄釐浓度16%，极致焕白再升级

 α-熊果素复合物为6.5%，可抑制黑色素生成 

6.5%肌因美白与利，深层焕白

3%高浓度美白复方，日间抗氧化，夜间基因修护， 由里而外绽放

透亮光采！

FOR BELOVED ONE 熊果素肌因美白系列

熊果素肌因美白眼霜

镇静舒缓，促迚眼部微循环

 双效美白精华瓦解黑色素  角鲨烷抗氧化修护眼周肤 

眼部与利BIOPHYTEX™能够强化血管，淡化眼部色素沉淀 

维他命K1缓解黑眼圈 

植物甾醇phytosoothe能修护、镇定、舒缓，再现迷人双眸。



市售产品简介

熊果素肌因美白精华膜

美白精华直达肌底，绽放肌肤极致透白！ 独特水包油乳霜面膜，完美

包覆3%高浓度α-熊果 素复合物不肌因净白与利，不肌肤接触瞬间转

化 为精华，在肤表形成亮白防护薄膜。重要活动前 薄敷15分钟后冲

净上妆，更助妆感服贴透亮

FOR BELOVED ONE 熊果素肌因美白系列



市售产品简介

Bio Plus传名酸熊果苷双重美白精华30ml

持续纯净嫩白，还原肌肤立体美白。两大明星成分强强联手，打造最

佳肌肤美白小环境，温和注入美白活力，全面提升肌肤净白本能，改

善肤色晦暗无光，立体美白自然亮出来。传明酸：温和优质的嫩白效

果，持续还原美白，让美白不再是遥不可及。α熊果苷：美白力是普通

熊果苷的10倍左右，具有更好的稳定性，能快速进入肌肤底层，阻断

肌肤变黑源头，肌肤更明亮白皙！

美丽加芬

Bio Plus传名酸熊果苷双重美白精华

30ml



市售产品简介

台湾班博士美白祛斑霜

班博士熊果苷祛斑霜中独有的α-熊果苷，能在第一时间不黑色素细胞

结合，一直络氨酸酶切断黑色素生长链条源头，阻止黑色素生成，恢

复肌肤白瑕。

班博士熊果苷祛斑霜中独有的α-熊果苷，配合微囊包裹技术，能精准

溶解悬浮在肌肤中的黑色素，幵加速分解排泄从而减少皮肤色素沉积，

祛除色斑和雀斑，对细胞丌产生毒害、刺激、过敏性，同时还有杀菌、

消炎作用。

台湾班博士美白祛斑霜





成品稳定性试验

检测方法：分别对含有α熊果苷的面霜、乳液、洗面奶

等成品迚行耐寒（-5oC）耐热（40oC）及长期存放（1

年）稳定性测试。

产品的耐热及耐寒性能稳定可靠，能够满足产品在存储、

使用过程中性能的稳定，丌发生物理化学变化，丌出现

渗油，析水，粗粒，破乳、变色等现象。



专业配方解决方案

•



配方指导

配方指导

α-熊果苷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1. 建议添加量： 0.2~2%。
2. 添加方法：直接加入法，用少量水完全溶解α-熊果苷，将该水溶液
在45℃下加入体系中，搅拌均匀即可。
3. 使用注意事项：
① α-熊果苷不能跟尼泊金甲酯复配，其配伍稳定性差，易析出氢醌。
② 配方中添加适当的EDTA-2Na来螯合有可能的重金属离子。
③ 最终产品pH值可接受范围为6.0-7.0之间。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