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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用产品强韧功效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发用产品强韧功效评价方法，包括基本原则、术语和定义、原理、仪器、试剂与材料、

实验环境及条件、离体法、人体法、结果计算、计算公式、结果判定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规定了发用产品的强韧功效测试方法，适用于发用淋洗型及驻留型发用产品的强韧功效测

试。

注：头发用品原料强韧功效测试可参照本方法。

2 基本原则

2.1 本标准分离体法和人体法两种评价方式，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种评价方法。

2.2 人体试验应遵守伦理学原则，试验前应完成产品安全性评价，保证产品使用安全。试验前受试者

应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采取必要的医学防护措施，最大程度地保护受试者的权益。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强韧（Hair Strength）

发丝抵抗拉伸或拉断的能力。

3.2

强韧功效（Strength and Toughness Efficacy）

通过修护头发达到防断发、强韧发丝功效。

3.3

拉断功（Total work）

拉伸力（载荷）-位移曲线中，以发丝开始被拉伸为零点至发丝发生断裂的曲线段线下面积。

3.4

抗拉强度（Tensile Strength）

发丝断裂时的拉伸力（载荷）除以发丝原始截面积所得到的商，即断裂时对应的拉伸应力。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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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根拉伸测试（Single Hair Fiber Tensile Test）

在拉伸测试仪器上匀速拉伸发丝直至发丝断裂。根据曲线，计算抗拉强度和拉断功，用于评价头发

的强韧情况。

4 原理

发丝的强韧情况由拉伸性能决定，难以拉伸或拉断的发丝，较为强韧。通常以断裂点、屈服点或指

定点的拉伸力（载荷）、应力、伸长率，以及全程做功等参数表示。本方法是在拉伸测试仪器上匀速拉

伸等长单根发丝直至发丝发生断裂，根据曲线计算抗拉强度和拉断功。由于环境温度和湿度影响头发的

拉伸性能，测试过程应恒温恒湿。

5 仪器、试剂与材料

本标准所需仪器、试剂与材料如下：

a) 拉伸测试仪器：可等速拉伸，具有发丝固定装置

b) 无屑纸巾；

c) 75%无水乙醇：无水乙醇根据体积分数与去离子水配制而成；

d) 损伤离体真人发束，发束长度不小于 15cm；

e) 发丝固定件。

6 试验环境及条件

6.1 实验室具备数显恒温恒湿控制系统；测试环境温度（26±2）℃、相对湿度（60±10）%

6.2 测试过程中，任何一个测试时间点的测试条件应保持一致，如测试者、场所、仪器等。

7 离体法

7.1 测试前准备

选定符合条件离体真人发丝，并测量其使用前直径，留待计算抗拉强度使用。建议选取直径范围相

差不大于±5μm的发丝进行测试。若不能满足，均需确保每组发丝直径不应出现显著性差异。测试分

为两组，分别为对照组、样品组，确保每组有效根数为 30 根。

7.2 测定

按仪器使用说明校正仪器后进行测试，并根据仪器使用说明进行参数设定。

样品使用前把受损离体发丝清洁干净[用流动恒温清水（32-33℃）]用柔软干净面巾纸印干发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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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水分。每克头发涂抹 0.2 克测试样品，均匀涂抹于全新损伤发束表面，并轻轻揉搓 3-5 秒后，用流动

恒温清水（32-33℃）进行冲洗（若是免洗或驻留型产品及可免去冲洗步骤）。冲洗干净测试产品后，

用柔软干净面巾纸印干发丝表面水分，并悬挂在恒温恒湿实验室自然晾干后进行单根拉伸测定

注: 根据测试产品使用要求进行样品使用操作。

对照组的选择，可选择空白对照亦可选阳性/阴性对照。空白对照组不需要进行任何产品使用操作。

阳性/阴性对照组使用选定对照的产品同步进行产品使用后进行单根拉伸测定

8 人体法

8.1 受试者要求

8.1.1 受试者人数：

确保人数设定有效例数不低于30例。

8.1.2 受试者纳入标准

受试者纳入标准如下：

a) 年龄介于 18 至 60 周岁，身体健康；

b) 受试者无严重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情况(如哮喘, 糖尿病等)；

c) 能很好按试验方案的要求配合研究者；

d) 近一个月未参加其它临床试验者；

e) 目前没有同时参加其他的临床测试项目；

f) 头发及肩及以上长度；

g) 受试者头发有染烫史且留有染烫部分或头发轻度以上受损问题（如脆弱易断、干枯毛躁等症

状）。

8.1.3 排除标准

受试者排除标准如下：

a) 怀孕或哺乳期妇女 (女性受试者) ；

b) 近一周使用抗组胺或近一个月内使用免疫抑制剂者；

c) 近两个月内受试部位应用任何抗炎药物者；

d) 头皮患有脂溢性皮炎或其他炎症临床未愈者；

e) 头部皮肤高度敏感者；

f) 病理性头部问题者（如斑秃、病理性脱发）；

g) 头部近两年严重创伤或手术史；



T/GDCDC 0xx-20xx

4

h) 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患者或免疫缺陷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i) 不能配合试验者。

8.1.4 受试者其他注意事项：

受试者应同时注意以下事项：

a) 受试者测试期间禁止使用其他类型洗发产品，其他如护发素、发膜或其他护理品可按以往习惯

照常使用；

b) 受试者禁止摄入影响测试结果制剂（如抗炎药、感冒药、注射针剂）；

c) 禁止在测试期间进行头发护理、剪发或其他染烫操作；

d）受试者在测试期间不能更换洗护发用产品。

8.2 样品使用要求

样品使用要求如下：

a) 提供样品量满足受试者累积使用量；

b) 提供样品使用方法、使用手法、每次用量、使用频次、使用注意事项、使用记录表格；

c) 受试者按要求按量使用样品。

8.3 测定前准备

8.3.1. 仔细询问受试者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筛选受试者，确保最终 30 例以上有效数据；

8.3.2. 确认受试者对测试内容、回访日期、样品使用方法已全部知悉后，签署知情同意书，开始进行

测试。

8.3.3. 同一试验，所有受试者的受试部位统一为头部四个区域（头发额前区，头发左侧区，头发右侧

区，头发靠后区）。

8.3.4. 每次测试前，受试者应有两周脱洗期，测试发丝应在(23±1)℃、(60±5)% 湿度环境保存 24

小时；

8.3.5. 每次测试时，均需采集同一部位头发，且每个测试时间点采集发丝应尽量直径较为接近。

8.4 测定

8.4.1. 按照仪器使用说明校正仪器后进行测试。

8.4.2. 样品使用前，在预设受试区域采集测试样本；用经 75%无水乙醇消毒的剪刀。在各测试区域中

分别随机选择发丝，分别完整剪下 5根头发/部位/人/次 (共 20 根/次)，并立刻保存，有必要时对采集

样品进行标记。

8.4.3. 样品组与对照组随机分布。受试者按照《样品使用说明》使用样品，样品的使用应完全覆盖受

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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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受试者在设定的测量时间点返回实验室，采集使用产品后发丝。每个测量时间点操作均需一致，

包括试验环境、人员及操作步骤。

8.4.5. 根据产品特点设定多个测量时间点、时间间隔及测试周期。

8.4.6. 样品使用期间如受试者皮肤出现不良反应，应立即终止测试，并对受试者 进行适当医治。对

不良反应事件应予以记录。

8.4.7. 把所需的测量时间点的样品均采集后。可进行样本分析操作。使用先对发丝进行直径测量与记

录；按照测试仪器操作要求、对头发进行单根拉伸测试，导出分析得到完整数据，并分析拉断功（Total

work）跟抗拉强度，记录数据。

9 结果计算

9.1.对测试区域测量参数进行描述性统计、包括均值、标准差、中位数等

9.2.计算测量参数的初始值/空白组与其他测量时间点/其他组间的数值，使用专业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9.3.如数据呈正态分布，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统计；如数据呈非正态分布，采用秩

和检验方法进行统计

9.4.统计方法均采用双尾检验，检验水平α=0.05

10 计算公式

发用产品强韧功效评价以抗拉强度作为评价指标。计算方式见式（1）。

抗拉强度MPa=（Break Load*g）/截面积………………………… (1)

11 结果判定

11.1 阳性结果

测试组（侧）使用产品前后拉断功、抗拉强度任一变化结果相比对照组（侧）发丝有显著性改善

（P<0.05），则说明产品具有改善发丝的强韧性的效果，具有强韧功效。

11.2 阴性结果

测试组（侧）使用产品前后拉断功、抗拉强度任一变化结果相比对照组（侧）发丝不具显著性改善

（P>0.05），则说明产品不具有改善发丝的强韧性的效果，不具有强韧功效。

12 试验报告



T/GDCDC 0xx-20xx

6

试验报告至少应给一下几方面的内容：

a)识别被测样品及对照样品所需全部信息；

b)试验整体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产品信息、评价项目、评价依据、材料和方法、结果

和结论、评价日期等。受试者（或消费者）信息描述（筛选条件及完成和失访人数等）、不良反应等相

关信息。

c) 试验结果：包括每位受试者每个测量时间点的测试结果、数据处理情况等。

d)试验结论：根据统计结果得出被测样品是否具有强韧功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