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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微针装置具备基板、配置在基板上

的微针、和形成在微针上的涂层，微针的长度为

300～500μm，微针以28～80根/cm2的密度配置

在基板上，涂层具有生理活性物质。根据该微针

装置，可以减少因药剂施用而导致的皮肤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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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针装置，其具备基板、配置在基板上的微针、和形成在微针上的涂层，

微针的长度为300～500μm，

微针以28～80根/cm2的密度配置在基板上，

涂层具有生理活性物质。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微针装置，其与微针以156～640根/cm2的密度配置在基板上的微针

装置相比，皮肤刺激性较低。

3.权利要求2所述的微针装置，其中，皮肤刺激性以Draize法的一次刺激性指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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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针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微针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作为用于施用药剂的形态，已知有使用微针装置的施用(例如，专利文献1)。微针

装置将微针穿刺至位于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中而形成使药剂通过的微细孔，由此可经皮施

用药剂。

[0003] 现有技术文献

[0004] 专利文献

[0005] 专利文献1：日本特表2001-506904号公报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要解决的课题

[0007] 当使用以往的微针装置来施用药剂时，偶尔出现在皮肤上产生色素沉积等不良的

皮肤刺激的情况。

[0008] 解决课题的手段

[0009] 本发明人等进行了努力研究，结果惊奇地发现，即使是与以往的微针装置具有等

量的相同生理活性物质的微针装置，也可通过将微针的密度设定在规定范围而减少皮肤刺

激，至此完成了本发明。

[0010] 本发明涉及一种微针装置，其具备基板、配置在基板上的微针、和形成在微针上的

涂层，且微针的长度为300～500μm，微针以28～80根/cm2的密度配置在基板上，涂层具有生

理活性物质。

[0011] 该微针装置与微针以156～640根/cm2的密度配置在基板上的微针装置相比，可以

使皮肤刺激性较低，皮肤刺激性可以用Draize法的一次刺激性指数表示。

[0012] 发明效果

[0013] 根据本发明的微针装置，可减少因药剂施用而导致的皮肤刺激。

附图说明

[0014] [图1]表示微针装置的一实施方式的立体图。

[0015] [图2]是图1中的II-II剖视图。

[0016] [图3]是表示微针装置的一实施方式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本发明的微针装置具备基板、配置在基板上的微针、和形成在微针上的涂层。本发

明微针装置的一实施方式示于图1和图2。微针装置10包括基板2、配置在基板2的表面上的

多个微针4、和形成在微针4上的涂层6。在本说明书中，将在基板2上形成有多个微针4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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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称为微针阵列。以下，详细说明微针阵列。

[0018] 基板2为用于支持微针4的基台。基板2的形状没有特殊限定，例如为矩形或圆形，

且为平坦状或曲面状。基板2的面积例如为0.5cm2～10cm2或1cm2～3cm2。

[0019] 微针4为凸状构造物，其意指广义上的针状、或包括针状的构造物。微针4不限定于

具有尖锐顶端的针状，也可以为顶端不尖锐的形状。微针4例如为四棱锥形等多棱锥形或圆

锥形。微针4的长度(高度)HM为300～500μm，更优选为400～500μm。微针4的长度HM是指以基

板2的表面为基准面，自基板2的表面沿垂直方向测定的微针4的高度。

[0020] 微针4可以被配置成例如正方格子状、长方格子状、斜方格子状、45°交错排列状、

或60°交错排列状，但不限于此。微针4既可以配置在基板2的整体上，也可以如图3所示那样

配置在基板2的部分区域上。

[0021] 微针4以28～80根/cm2的密度配置在基板2上。从减少皮肤刺激且施用有效量的生

理活性物质的观点考虑，基板2上的微针4的密度优选为28～76根/cm2，更优选为50～76根/

cm2。具有这样的针密度的微针装置10与除了针密度为156～640根/cm2以外具有相同构成的

微针装置相比，皮肤刺激性低。所谓具有相同构成的微针装置是指至少具备具有等量的相

同生理活性物质的涂层，且微针长度为300～500μm的微针装置。

[0022] 微针4配置在基板2上的密度(针密度)是基本上具备微针4的区域的每单位面积的

微针4的根数，其单位例如为根/cm2。所谓基本上具备微针4的区域是指在配置于微针装置

10上的多根微针4中，连结最外部的微针4所获得的区域。例如，在图3所示的微针装置10中，

基本上具备微针4的区域是由虚线包围的区域R。

[0023] 作为基板2或微针4的材质，例如可举出：硅、二氧化硅、陶瓷、金属、多糖类、以及合

成或天然的树脂材料。更具体地，优选为聚乳酸、聚乙交酯、聚丙交酯-乙交酯、支链淀粉、己

内酯、聚氨酯、聚酸酐等生物降解性聚合物、或聚碳酸酯、聚甲基丙烯酸、乙烯-乙酸乙烯酯、

聚四氟乙烯、聚甲醛等树脂材料。

[0024] 涂层6可形成在多个存在的全部微针4上，也可以形成在仅部分微针4上。涂层6可

形成在微针4的仅顶端部分，也可以以覆盖微针4整体的方式形成。涂层6的平均厚度可以小

于50μm，可以为1μm～30μm。

[0025] 涂层6具有1种以上的生理活性物质。生理活性物质可以为低分子化合物，也可以

为高分子，例如可以为疫苗或其他蛋白质、激素、肽、或核酸。生理活性物质的具体例为日本

脑炎疫苗、卡介苗(BCG)疫苗、卵清蛋白(OVA)、甲状旁腺激素(PTH)、和利塞膦酸盐、以及它

们的药学上可接受的盐。尤其是当施用的生理活性物质为日本脑炎疫苗时，由于可减少由

日本脑炎疫苗带来的色素沉积，因而本发明的微针装置10的使用更加有效。

[0026] 涂层6的量取决于生理活性物质的量，每1cm2的基板2，例如可以为0.1～400μg，可

以为1～300μg。涂层6中的生理活性物质的量取决于治疗的目的和生理活性物质的有效量，

例如为0.1～100μg。作为一例，当生理活性物质为日本脑炎疫苗时，从充分获得日本脑炎疫

苗所具有的效果的观点考虑，每1cm2基板2的日本脑炎疫苗的量可以为0.01～10μg，优选为

0.05～5μg。每1cm2基板2的日本脑炎疫苗的量例如为0.2～1.2μg，从减少色素沉积的观点

考虑，优选为0.2～0.4μg。色素沉积的程度例如可以通过将微针装置10贴附于狗的皮肤，然

后剥离，在经过规定期间(例如40天)后使用色素计测量皮肤的亮度(L*值)来判断。将具有

色素沉积的皮肤的亮度与没有色素沉积的正常皮肤的亮度比较，计算其差(ΔL*值)，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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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由此评价色素沉积的程度。

[0027] 涂层6还可以具有生理非活性成分(生理活性物质以外的成分)。生理非活性成分

在涂层6的总量中所占的合计量例如为0质量％～70质量％。作为生理非活性成分，例如可

举出：基剂、稳定剂、pH值调节剂、及其他成分(促进药物向血中转移的成分、表面活性剂、油

脂、无机物等)。

[0028] 本发明的微针装置10例如可通过在微针阵列的微针4上涂敷含有生理活性物质的

涂布组合物，使之干燥而在微针4上形成涂层6来制备。涂布组合物例如通过向形成有多个

凹处的贮存器中填充涂布组合物，在其中浸渍微针4来涂敷。

[0029] 涂布组合物可以含有使生理活性物质和涂层6中含有的其他成分溶解的溶剂(水、

多元醇、低级醇、三醋精等)。溶剂的全部或部分在干燥涂布组合物的工序中被去除。

[0030] 在微针4的长度HM为300～500μm、涂层6具有生理活性物质的微针装置10的制作

中，微针装置10的针密度可通过以下方法确定。即，确定微针装置10的针密度的方法可包括

以下工序：准备以156～640根/cm2的密度使微针配置在基板上的微针装置的工序；准备以

28～80根/cm2的密度使微针配置在基板上的微针装置的工序；和测定所准备的各微针装置

的皮肤刺激性的工序。在具有28～80根/cm2的针密度的微针装置的皮肤刺激性低于具有

156～640根/cm2的针密度的微针装置的皮肤刺激性的情况下，可将微针装置10的密度确定

为28～80根/cm2。通过利用这种方法确定针密度，可获得本发明的微针装置10。

[0031] 具有28～80根/cm2的针密度的微针装置与具有156～640根/cm2的针密度的微针装

置优选具有等量的相同生理活性物质。更优选两者装置除针密度以外的构成相同。所谓针

密度以外的构成相同是指具有等量的相同生理活性物质，且具备长度为300～500μm的微

针。

[0032] 微针装置的皮肤刺激性例如可以以人以外的动物为对象来测定，但不限定于此。

[0033] 在本说明书中，皮肤刺激性例如可以用Draize法的一次刺激性指数(Primary 

Irritation  Index，P.I.I.值)表示。P.I.I.值是表示刺激物的刺激性的程度的指标，用于

根据Draize法的皮肤刺激性试验中。根据Draize法的微针装置的皮肤刺激性试验的详情如

下所述。

[0034] 首先，在剃毛的兔子的背部皮肤上贴附微针装置规定时间。自剥离微针装置起1、

24和48小时后，观察皮肤的刺激性变化(红斑、痂皮或浮肿的形成)，基于表1的评分基准，对

皮肤的状态进行评分。

[0035]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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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0037] 计算从红斑和痂皮形成的方面进行评分的分数与从浮肿形成的方面进行评分的

分数的合计值，求出自剥离微针装置起1、24和48小时后算出的分数的平均值(一次刺激性

指数)。即，P.I.I.值是指将微针装置贴附于兔子，自剥离微针装置起1、24和48小时后基于

Draize法的评分基准给出的评分的平均值。

[0038] 予以说明，通常使用P.I.I.值的刺激性的评价基于下述的Draize基准进行，但微

针装置的皮肤刺激性的评价不局限于该基准的框架。即，微针装置的皮肤刺激性可通过比

较不同微针装置的P.I.I.值彼此来评价。可以说微针装置的P.I.I.值越低，该装置的皮肤

刺激性越低。本发明的微针装置10可具有微针以156～640根/cm2的密度配置在基板上的微

针装置的P.I.I.值的一半以下的P.I.I.值。微针装置的P.I.I.值可用于确定微针装置10的

针密度的方法。

[0039] ＜Draize基准＞

[0040] P.I.I.＝0：无刺激物

[0041] 0＜P.I.I.＜2：轻度刺激物

[0042] 2≤P.I.I.＜5：中等度刺激物

[0043] 5≤P.I.I.：强度刺激物

[0044] 本发明的微针装置10通常贴附于患者等治疗对象的皮肤规定时间来使用。微针装

置10的贴附时间根据生理活性物质的不同而不同。当生理活性物质为日本脑炎疫苗时，微

针装置10的贴附时间例如为10秒～5分钟。

[0045] 实施例

[0046] 制作具有表2～表7所示构成的微针装置。在各微针上形成含有药剂的涂层。使用

这些微针装置，进行根据Draize法的皮肤刺激性试验。详情如下所述。将微针装置贴附于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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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动物的经剃毛的背部皮肤5分钟。根据自剥离微针装置起1、24和48小时后的皮肤的状态，

计算各微针装置的P.I.I.值。予以说明，试验动物的详情如下所示。

[0047] ＜试验动物＞

[0048] 动物品种(系统)/性：兔子(日本白兔(JW)，无特定病原体(SPF))/雌

[0049] 搬入时的周龄：17～22周龄(使用时：19～24周龄)

[0050] 使用例数/进货例数：6例/10例

[0051] 供给源：北山实验室公司

[0052] [表2]

[0053]

[0054] [表3]

[0055]

[0056] [表4]

[0057]

[0058]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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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表6]

[0061]

[0062] [表7]

[0063]

[0064] 将刺激性试验的结果示于表2～表7。在使用任一种药剂的情况下，具有28～80根/

cm2的针密度的微针装置的P.I.I.值低于具有更高针密度的微针装置的P.I.I.值。这意味

着通过使用具有28～80根/cm2的针密度的微针装置，可减少因各种药剂的施用而导致的皮

肤刺激。

[0065] 接着，使用雌性比格狗6例以按如下所述确认微针装置的皮肤刺激性。制作具有表

8所示构成的微针装置。在各微针中形成含有日本脑炎疫苗的涂层。将这些微针装置贴附于

经剃毛的狗的背部皮肤5分钟。对自剥离微针装置起1、2、3、6、9和15天后的皮肤状态，基于

Draize法的评分基准进行评分。计算分数的平均值，将该值视为各微针装置的基于Dra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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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P.I.I.值。另外，在自剥离微针装置起40天后，对确认色素沉积的例，使用色素计测量

皮肤的亮度(L*值)。通过将具有色素沉积的皮肤的亮度与没有色素沉积的正常皮肤的亮度

进行比较，计算其差(ΔL*值)，取其平均值，由此评价色素沉积的程度。作为色素计，使用便

携式色素计TCD100(Beijing  TIME  High  Technology公司制)。

[0066] [表8]

[0067]

[0068] 将刺激性试验的结果示于表8。与使用兔子的皮肤刺激性试验同样地，具有28～80

根/cm2的针密度的微针装置的P.I.I.值低于具有更高针密度的微针装置的P.I.I.值。色素

沉积的发生频率和程度与微针装置的皮肤刺激性(P.I.I.值)相关。在使用具有28～80根/

cm2的针密度的微针装置的实施例子中，色素沉积的发生频率低，并且色素沉积的程度弱。

[0069] 符号说明

[0070] 2     基板

[0071] 4    微针

[0072] 6     涂层

[0073] 10   微针装置

[0074] HM    微针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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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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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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