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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布组合物及医疗器械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涂布组合物及医疗器械。本发明

提供一种用于药物释放性的医疗器械的涂布组

合物，其含有水不溶性药物和选自氨基酸侧链的

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中

的至少一种，在为了治疗再狭窄等血管患部而送

达靶组织的过程中，可以在药物不会容易地从医

疗器械上脱落的情况下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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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涂布组合物，其含有：

水不溶性药物、和

选自由甘氨酸、天冬氨酸或丝氨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组成的组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酯化合物及/或其盐合计以相对于所述水不溶性药物100质量份而言5～200质量

份的量被含有。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酯化合物如下式所示，

式中，R1为氢原子、羧基甲基、甲氧基羰基甲基、乙氧基羰基甲基或羟基甲基；R2为氢原

子；R3为氢原子、碳原子数5以下的烷基、苄基或苯甲酰基；R4为碳原子数5以下的烷基。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酯化合物为选自苄基甘氨酸乙酯、苄

基甘氨酸甲酯、甘氨酸乙酯、甘氨酸甲酯、天冬氨酸二乙酯、天冬氨酸甲酯、天冬氨酸二甲

酯、丝氨酸乙酯及丝氨酸甲酯中的至少一种。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水不溶性药物为选自紫杉醇、雷帕霉

素、多西他赛及依维莫司中的至少一种。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水不溶性药物为紫杉醇，所述酯化合

物为丝氨酸乙酯。

6.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涂布组合物，所述涂布组合物是溶解于选自由水、乙醇、丙酮、

四氢呋喃组成的组中的至少一种溶剂中而成的。

7.一种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其外表面涂布有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涂布组

合物。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医疗器械，所述医疗器械为在管腔内能沿径向扩张的球囊导管，

可扩张部的表面为选自下述(1)～(4)组成的组中的至少一种聚酰胺，

(1)选自聚四亚甲基己二酰胺(尼龙46)、聚己内酰胺(尼龙6)、聚己二酰己二胺(尼龙

66)、聚癸二酰己二胺(尼龙610)、聚十二烷二酰己二胺(尼龙612)、聚十一烷内酰胺(尼龙

11)、聚十二烷内酰胺(尼龙12)组成的组中的均聚物，

(2)选自己内酰胺/月桂内酰胺共聚物(尼龙6/12)、己内酰胺/氨基十一烷酸共聚物(尼

龙6/11)、己内酰胺/ω-氨基壬酸共聚物(尼龙6/9)、己内酰胺/己二酰己二胺共聚物(尼龙

6/66)组成的组中的共聚物，

(3)选自己二酸和间苯二甲胺的共聚物、六亚甲基二胺与间,对苯二甲酸的共聚物组成

的组中的芳香族聚酰胺，

(4)作为以尼龙6、尼龙66、尼龙11、尼龙12为硬链段、以聚亚烷基二醇、聚醚或脂肪族聚

酯为软链段而得到的嵌段共聚物的聚酰胺弹性体。

9.如权利要求7或8所述的医疗器械，所述医疗器械用于再狭窄血管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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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布组合物及医疗器械

[0001] 本申请是发明名称为“涂布组合物及医疗器械”、申请日为2013年3月15日的中国

发明专利申请No.201380015727.0(国际申请号为PCT/JP2013/057495)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用于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涂布组合物、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

药物涂层和/或涂布有该涂布组合物的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

背景技术

[0003] 作为局部给药治疗的一个例子，有药物溶出支架(DES)。DES以通过在局部长期持

续地释放药物来防止血管再狭窄的方式而设计。可通过聚乳酸(PLA)等高分子复合物来实

现DES的药物缓释，但由于该聚合物长期残留于生物体内，因此，病变患部的慢性炎症或延

迟性血栓等严重的并发症成为课题。

[0004] 目前，有报告称为了抑制再狭窄而需要长期的药物缓释。然而，近年来，逐渐明确

使药物快速转移到靶组织，即使是短期的药物持续效果也可以防止再狭窄。快速送达药物

的技术不需要用于缓释的PLA(聚乳酸)或PLGA(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等高分子基质，规

避了并发症，所以是有利的。

[0005] 另外，近年来，还在积极地进行在球囊导管上涂布有药物的药物溶出球囊(DEB：

Drug  Eluting  Balloon)的开发，有报告称可有效地治疗及预防再狭窄。球囊涂布有包含药

物及添加剂的涂层，在使血管扩张时，将球囊按压在血管壁上，使药物送达靶组织。

发明内容

[0006] 然而，在球囊被送达至靶组织的过程中，如果药物容易地从球囊上脱落，则在被送

达病变患部时已经处于球囊上没有残留有治疗效果充分的药物的状态，无法指望所期待的

治疗效果。另外，在送达过程中容易地脱落下来的药物多余地暴露在血中，因此，在安全性

方面也不优选。因而，期望一种药物涂层，其能使涂布有药物的球囊导管在药物不脱落的情

况下送达病变患部，在扩张的同时将球囊按压在血管壁上，使药物迅速地释放。

[0007] 另外，对于与药物一起涂布的低分子化合物，如果该化合物的疏水性过强，则与水

不溶性药物的疏水性相互作用变强，且这些疏水性区域与球囊表面具有较强的亲和性，因

此，即使球囊与患部(血管内表面)接触，药物也难以从球囊向患部释放(转移)。进而，如果

与疏水性药物一起混合的低分子化合物的疏水性强，则有时水不溶性药物彼此之间的疏水

性相互作用变强，容易在医疗器械表面凝聚，难以均匀地涂布。另外，以凝聚的状态涂布在

医疗器械表面的药物在操作期间易从球囊表面脱落，在安全性及功能方面不优选。另一方

面，如果低分子化合物的亲水性过强，则有时难以与水不溶性药物混合，难以制备稳定的药

物涂层溶液，或因其较强的亲水性而可能与药物一起容易地被血流冲走。因而，希望在与药

物一起涂布的低分子化合物上共存有：缓和水不溶性药物彼此之间的疏水性相互作用、能

够使药物均匀地分散的亲水性区域、和与水不溶性药物有亲和性的疏水性区域，它们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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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是重要的。

[0008] 因此，本发明的课题在于提供一种用于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涂布组合物，该

涂布组合物在为了治疗再狭窄等血管患部而送达靶组织的过程中，可以在药物不会容易地

从医疗器械上脱落的情况下送达，送达后，在病变患部迅速地释放药物，可提高药物向靶组

织的转移性。

[0009] 本发明人等为了解决上述课题而反复进行了潜心研究，结果获知如果使用含有水

不溶性药物和选自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hydropathy  index；HI)为0以下的氨基酸的酯

化合物及其盐中的至少一种的涂布组合物，则可以在医疗器械的表面形成在为了治疗再狭

窄等血管患部而送达靶组织的过程中可以在药物不会容易地从医疗器械上脱落的情况下

送达的药物涂层，从而完成了本发明。

[0010] 即，本发明提供以下的(1)～(13)。

[0011] (1)一种用于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涂布组合物，其含有水不溶性药物和选自

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中的至少一种。

[0012] (2)如上述(1)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氨基酸为α氨基酸。

[0013] (3)如上述(1)或(2)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酯化合物为选自下述组中的至

少一种氨基酸和碳原子数5以下的一元醇的酯化合物，所述组由甘氨酸、丝氨酸、天冬酰胺、

天冬氨酸、谷氨酰胺、谷氨酸、精氨酸、苏氨酸、组氨酸、赖氨酸、酪氨酸、色氨酸及这些氨基

酸的α位的氨基的至少一个氢原子被碳原子数5以下的烷基、苄基或苯甲酰基取代的氨基

酸、以及脯氨酸及脯氨酸的亚氨基的氢原子被碳原子数5以下的烷基、苄基或苯甲酰基取代

的氨基酸构成。

[0014] (4)如上述(1)～(3)中任一项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酯化合物如下式所

示。

[0015]

[0016] [式中，R1为氢原子、胍基丙基、氨基甲酰基甲基、羧甲基、甲氧基羰基甲基、乙氧基

羰基甲基、2-氨基甲酰基-乙基、2-羧基乙基、2-甲氧基羰基乙基、2-乙氧基羰基乙基、(1H-

咪唑-4-基)甲基、4-氨基丁基、羟基甲基、1-羟基乙基、(1H-吲哚-3-基)甲基或者4-羟基苄

基，或R1与R2一起形成三亚甲基，R2为氢原子，或R2与R1一起形成三亚甲基，R3为氢原子、碳原

子数5以下的烷基、苄基或苯甲酰基，R4为碳原子数5以下的烷基。]

[0017] (5)如上述(1)～(4)中任一项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酯化合物为选自苄基

甘氨酸乙酯、苄基甘氨酸甲酯、精氨酸乙酯、精氨酸甲酯、苯甲酰基精氨酸乙酯、苯甲酰基精

氨酸甲酯、天冬氨酸二乙酯、天冬氨酸甲酯、天冬氨酸二甲酯、甘氨酸乙酯、甘氨酸甲酯、丝

氨酸乙酯及丝氨酸甲酯中的至少一种。

[0018] (6)如上述(1)～(5)中任一项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进一步含有低级醇。

[0019] (7)如上述(6)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低级醇为甘油。

[0020] (8)如上述(1)～(7)中任一项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水不溶性药物为选自

雷帕霉素、紫杉醇、多西他赛及依维莫司中的至少一种。

说　明　书 2/21 页

4

CN 105797218 B

4



[0021] (9)如上述(1)～(8)中任一项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医疗器械为在管腔内

能沿径向扩张的医疗器械。

[0022] (10)如上述(9)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其中，所述在管腔内能沿径向扩张的医疗器械

为球囊导管或支架。

[0023] (11)一种药物涂层，其利用上述(1)～(10)中任一项所述的涂布组合物形成于医

疗器械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

[0024] (12)一种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其外表面涂布有上述(1)～(10)中的任一项所

述的涂布组合物。

[0025] (13)一种治疗方法，其具备如下步骤：将上述(12)所述的医疗器械送达管腔内的

步骤；在所述管腔内使所述医疗器械沿径向扩张的步骤；和使药物从形成在所述医疗器械

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上的药物涂层溶出，使药物在所述管腔内发挥作用的步骤。

[0026] 根据本发明，可提供一种用于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涂布组合物，该涂布组合

物在为了治疗再狭窄等血管患部而送达靶组织的过程中，可以在药物不会容易地从医疗器

械上脱落的情况下送达，送达后，在病变患部迅速地释放药物，可提高药物向靶组织的转移

性。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在使用了模拟血管的药物涂层耐性评价试验中，在设置于模拟血管内的导

引导管中插入球囊导管的状态的实验装置的剖面示意图。

[0028] 图2是表示使用了模拟血管的药物涂层耐性评价中的实施例1～7及比较例C1～C4

的药物溶出球囊在传递操作后球囊上紫杉醇残留率的图表。

[0029] 图3是表示兔子髂骨动脉中的药物组织转移性评价中的实施例8、比较例C5及C6的

血管组织中紫杉醇量的图表。

[0030] 图4是表示兔子腹主动脉的组织中药物滞留性评价中的实施例9及10的血管内扩

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的血管组织中紫杉醇量的图表。

[0031] 图5是表示猪冠状动脉的有效性评价中的实施例9～11及比较例C6、C7的狭窄率的

图表。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1.涂布组合物

[0033] 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含有水不溶性药物和选自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

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中的至少一种，是用于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涂布组合物。

[0034] 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含有水不溶性药物和选自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

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中的至少一种，是这些成分混合而成的混合物(掺合物)，为非聚

合物敷层。这些各成分相互不以共价键键合。

[0035] 对于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期望均匀地涂布，抑制在送达患部之前的脱落，且在患

部高效地释放药物，因此，与水不溶性药物混合的低分子化合物优选可以与水及水混合性

有机溶剂混合且与疏水性的水不溶性药物也具有亲和性，从该方面考虑，优选具有亲水指

数为0以下的侧链的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和/或其盐。

说　明　书 3/21 页

5

CN 105797218 B

5



[0036] 另一方面，例如柠檬酸酯等虽然1分子中具有3个羧基，但推测其中的一部分被酯

化会导致极性大幅降低。结果，虽然与水不溶性药物的亲和性提高，但极性下降，与水不溶

性药物的疏水性相互作用变强，因此，推测药物彼此之间容易凝聚，且药物在患部不容易从

球囊表面释放，无法得到优选的涂布组合物。

[0037] (1)水不溶性药物

[0038] 所谓水不溶性药物是指不溶于水或难溶性的药物，具体而言，对水的溶解度在pH

为5～8时小于5mg/mL。其溶解度可以小于1mg/mL，进而可以小于0.1mg/mL。水不溶性药物包

含脂溶性药物。

[0039] 几种优选的水不溶性药物的例子包括：免疫抑制剂、例如包含环孢菌素的环孢菌

素类、雷帕霉素等免疫活性剂、紫杉醇等抗癌剂、抗病毒剂或抗菌剂、抗肿瘤剂、镇痛剂及抗

炎症剂、抗生素、抗癫痫剂、抗焦虑剂、抗麻痹剂、拮抗剂、神经元阻断剂、抗胆碱能剂及胆碱

能剂、抗蕈毒碱剂及蕈毒碱剂、抗肾上腺素能剂、抗心律失常剂、抗高血压剂、激素剂以及营

养剂。

[0040] 作为水不溶性药物，优选选自雷帕霉素、紫杉醇、多西他赛及依维莫司中的至少一

种。对于雷帕霉素、紫杉醇、多西他赛、依维莫司，只要具有同样的药效，就分别包含它们的

类似物和/或它们的衍生物。例如，紫杉醇和多西他赛是类似物的关系，雷帕霉素和依维莫

司是衍生物的关系。其中，进一步优选紫杉醇。

[0041] 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优选以5～60mg/mL的浓度、更优选以20～50mg/mL的浓度、进

一步优选以30～40mg/mL的浓度含有上述水不溶性药物。

[0042] (2)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

[0043] 2-1)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

[0044] 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hydropathy  index)表示氨基酸的侧链的疏水性、亲水

性，数字越大，氨基酸的疏水性越大。下面，有时简称为“亲水指数”。

[0045] 在本发明中，亲水指数是指通过“Kyte  and  Doolittle ,J .Mol.Biol.,157 ,105-

132(1982)”得到的亲水指数。

[0046] 亲水指数为0以下即可，没有特别限制。

[0047] 表1示出代表性的氨基酸的亲水指数。表1中，“Amino  acid”是指氨基酸，“CAS 

no.”是指CAS注册编号，“H.I.”是指亲水指数。

[0048]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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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0050] TABLE  1

[0051] 2-2)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

[0052] 上述氨基酸只要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即可，没有特别限制，优选α氨基酸。

[0053] 另外，上述酯化合物只要是具有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侧链的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即

可，没有特别限制，优选α氨基酸的酯化合物，更优选选自下述组中的至少一种氨基酸和碳

原子数5以下的一元醇的酯化合物，所述组由甘氨酸、丝氨酸、天冬酰胺、天冬氨酸、谷氨酰

胺、谷氨酸、精氨酸、苏氨酸、组氨酸、赖氨酸、酪氨酸、色氨酸及这些氨基酸的α位的氨基的

至少一个氢原子被碳原子数5以下的烷基、苄基或苯甲酰基取代的氨基酸、以及脯氨酸及脯

氨酸的亚氨基的氢原子被碳原子数5以下的烷基、苄基或苯甲酰基取代的氨基酸，进一步优

选下式所示的酯化合物，更进一步优选选自苄基甘氨酸乙酯、苄基甘氨酸甲酯、精氨酸乙

酯、精氨酸甲酯、苯甲酰基精氨酸乙酯、苯甲酰基精氨酸甲酯、天冬氨酸二乙酯、天冬氨酸甲

酯、天冬氨酸二甲酯、甘氨酸乙酯、甘氨酸甲酯、丝氨酸乙酯及丝氨酸甲酯中的至少一种。

[0054]

[0055] [式中，R1为氢原子、胍基丙基、氨基甲酰基甲基、羧基甲基、甲氧基羰基甲基、乙氧

基羰基甲基、2-氨基甲酰基-乙基、2-羧基乙基、2-甲氧基羰基乙基、2-乙氧基羰基乙基、

(1H-咪唑-4-基)甲基、4-氨基丁基、羟基甲基、1-羟基乙基、(1H-吲哚-3-基)甲基或者4-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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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苄基，或R1与R2一起形成三亚甲基，R2为氢原子，或R2与R1一起形成三亚甲基，R3为氢原子、

碳原子数5以下的烷基、苄基或苯甲酰基，R4为碳原子数5以下的烷基。]

[0056] 对上述酯化合物的盐没有特别限制，优选盐酸盐或乙酸盐，更优选盐酸盐。另外，

在存在未成为酯键的一部分的游离羧基时，也可以为碱金属盐，作为碱金属，优选钠。

[0057] 氨基酸的酯化合物的盐的极性(水溶性)因氨基的盐、例如盐酸盐而提高。另外，根

据氨基酸的侧链的特性，可以显示出亲水性/疏水性、碱性/酸性等不同的性质。在本发明

中，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只要是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侧链即可，没有特别限制，优选为

极性，从抑制它们自身和/或共存的水不溶性药物的水解等分解方面考虑，进一步优选为极

性且中性。这样一来，在本发明中，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可以根据侧链的特性及氨基的

极性而具有极性，另外，它们根据氨基酸的侧链的种类而具有不同的极性，可提供良好的涂

布组合物。

[0058] 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相对于上述水不溶性药物100质量份，合计含有优选5～200

质量份、更优选8～150质量份、进一步优选12～120质量份的上述酯化合物和/或其盐。

[0059] (3)其它优选的含有成分

[0060] 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优选进一步含有低级醇。如果含有低级醇，则可以增强水不

溶性药物的血管渗透性，而且可以提高药物涂层的均匀性。低级醇只要是碳原子数为5以下

的醇即可，没有特别限制，优选碳原子数为5以下的三醇或四醇，更优选甘油(也称为“丙三

醇”或“丙烷-1,2,3-三醇”。)、1,2,4-丁烷三醇(也称为“丁烷-1,2,4-三醇”。)或赤藓醇(也

称为“(2R,3S)-丁烷-1,2,3,4-四醇”。)，进一步优选甘油。

[0061] 在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含有上述低级醇的情况下，对其含量没有特别限制，相对

于上述水不溶性药物100质量份，优选为10～500质量份，更优选为30～300质量份，进一步

优选为50～200质量份。

[0062] (4)其它可以含有的成分

[0063] 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除了上述成分以外，还可以含有水、乙醇、丙酮、四氢呋喃等

上述成分的溶剂，进而，在不妨碍本发明的效果的条件下，也可以含有其它添加剂。

[0064] 2.药物涂层

[0065] 本发明的药物涂层是通过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形成于医疗器械的表面的至少一

部分的层，是含有水不溶性药物和选自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的酯化合

物及其盐中的至少一种的层。

[0066] 上述药物涂层可以通过将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涂布在医疗器械的表面并使其干

燥来形成，但并不限定于该方法。

[0067] 在上述药物涂层中，对药物量没有特别限制，以0.1μg/mm2～10μg/mm2的密度、优选

以0.5μg/mm2～5μg/mm2的密度、更优选以0.5μg/mm2～3.5μg/mm2的密度、进一步优选以1.0μ

g/mm2～3.0μg/mm2的密度含有药物。

[0068] 3.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

[0069] 本发明的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在其表面上直接、或通过有机溶剂或等离子体照

射、UV照射等前处理而具有上述药物涂层。作为医疗器械，优选在血管等管腔内能沿径向

(圆周方向)扩张的医疗器械，更优选球囊导管或支架。

[0070] 在本发明的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形成有含有水不溶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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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选自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的酯化合物及其盐中的至少一种的药物

涂层。该药物涂层与医疗器械的表面的亲和性高，在该医疗器械的送达过程中不容易剥离

或脱落，进而，与病变患部组织的亲和性也高，因此，可期待在靶组织中迅速地溶出药物。在

为球囊导管的情况下，在扩张部(球囊)的外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形成药物涂层。另外，在为支

架的情况下，在扩张部的外表面的至少一部分形成药物涂层。

[0071] 对于医疗器械的扩张部的材质，优选具有某种程度的柔软性和使其到达血管或组

织等时扩张而能从其表面具有的药物涂层中释放药物的某种程度的硬度的材质。具体而

言，设有药物涂层的扩张部的表面由树脂构成。作为构成扩张部的表面的树脂，没有特别限

制，优选举出聚酰胺类。即，涂布药物的医疗器械的扩张部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为聚酰胺

类。作为聚酰胺类，只要是具有酰胺键的聚合物即可，没有特别限制，例如，可举出：聚四亚

甲基己二酰胺(尼龙46)、聚己内酰胺(尼龙6)、聚己二酰己二胺(尼龙66)、聚癸二酰己二胺

(尼龙610)、聚十二烷二酰己二胺(尼龙612)、聚十一烷内酰胺(尼龙11)、聚十二烷内酰胺

(尼龙12)等均聚物、己内酰胺/月桂内酰胺共聚物(尼龙6/12)、己内酰胺/氨基十一烷酸共

聚物(尼龙6/11)、己内酰胺/ω-氨基壬酸共聚物(尼龙6/9)、己内酰胺/己二酰己二胺共聚

物(尼龙6/66)等共聚物、己二酸和间苯二甲胺的共聚物、或六亚甲基二胺与间,对苯二甲酸

的共聚物等芳香族聚酰胺等。进而，作为以尼龙6、尼龙66、尼龙11、尼龙12等为硬链段、以聚

亚烷基二醇、聚醚或脂肪族聚酯等为软链段的嵌段共聚物的聚酰胺弹性体也可以用作本发

明的医疗器械的基材。上述聚酰胺类可以单独使用1种，也可以并用2种以上。

[0072] 另外，在医疗器械的扩张部的其它部分，可以使用例如：聚乙烯、聚丙烯、乙烯-丙

烯共聚物等聚烯烃、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等聚酯、聚氯乙烯、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交

联型乙烯-乙酸乙烯酯共聚物、聚氨酯等热塑性树脂、聚酰胺、聚酰胺弹性体、硅橡胶、胶乳

橡胶等。

[0073] 4.使用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治疗方法

[0074] 本发明的使用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治疗方法具备使药物从形成于该医疗器

械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的药物涂层中溶出的步骤。更详细而言，本发明的使用药物溶出性

的医疗器械的治疗方法优选具备如下步骤：将该医疗器械送达管腔内的步骤；在所述管腔

内使所述医疗器械沿径向扩张的步骤；使药物从形成于所述医疗器械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

的药物涂层中溶出，并使药物在所述管腔发挥作用的步骤。

[0075] 上述将本发明的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送达管腔内的步骤可以与目前公知的球

囊或支架同样地进行。例如，在将本发明的药物溶出性的球囊或支架送达冠状动脉的狭窄

部的情况下，从患者的手腕或大腿的动脉将呈筒状的导引导管插入至心脏冠状动脉的入口

部，在导引导管中插入导丝，并沿导丝插入球囊导管，由此可以将球囊或支架送达狭窄部。

[0076] 使本发明的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在管腔内沿径向扩张的步骤可以与目前公知

的球囊或支架同样地进行。

[0077] 使药物从形成于本发明的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表面的至少一部分的药物涂

层中溶出、并使药物在所述管腔发挥作用的步骤可以通过如下操作进行：将在管腔内扩张

了的医疗器械在使药物溶出球囊扩张的情况下保持数十秒～数分钟，或留置药物溶出支

架。由此，管腔被扩张，药物涂层的药物在管腔组织发挥作用。

[0078] 使用本发明的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的治疗方法例如可以应用于血管狭窄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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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通过作为药物利用紫杉醇等抗癌剂或免疫抑制剂等抑制细胞增殖的药物，可以防止

再狭窄。

[0079] 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含有的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的酯化合物

及其盐不会引起诱导血栓形成等生物体适合性高，能迅速地生物降解，因此，可以提供在安

全性方面也优选的药物溶出性的医疗器械。

[0080] 实施例

[0081] 下面示出实施例更详细地说明本发明，但本发明并不限定于以下的实施例。

[0082] [药物溶出球囊的制作或市售的球囊的准备]

[0083] 〈氨基酸酯溶液的制备例〉

[0084] (30mg/mL的精氨酸乙酯溶液)

[0085] 量取L-精氨酸乙酯二盐酸盐(CAS  No.36589-29-4)(6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

(1mL)及RO水(1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30mg/mL的L-精氨酸乙酯溶液。

[0086] (30mg/mL的Nα-苯甲酰基-L-精氨酸乙酯溶液)

[0087] 量取Nα-苯甲酰基-L-精氨酸乙酯盐酸盐(CAS  No.2645-08-1)(60mg)，加入到包含

无水乙醇(1mL)及RO水(1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30mg/mL的Nα-苯甲酰基-

L-精氨酸乙酯溶液。

[0088] (30mg/mL的L-天冬氨酸二甲酯溶液)

[0089] 量取L-天冬氨酸二甲酯盐酸盐(CAS  No.32213-95-9)(6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

醇(1mL)及RO水(1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30mg/mL的L-天冬氨酸二甲酯溶

液。

[0090] (50mg/mL的L-天冬氨酸二甲酯溶液)

[0091] 量取L-天冬氨酸二甲酯盐酸盐(5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0 .5mL)及RO水

(0.5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50mg/mL的L-天冬氨酸二甲酯溶液。

[0092] (3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

[0093] 量取L-丝氨酸乙酯盐酸盐(CAS  No .26348-61-8)(6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

(1mL)及RO水(1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3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

[0094] (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1)

[0095] 量取L-丝氨酸乙酯盐酸盐(14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1mL)及RO水(1mL)的乙

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

[0096] (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2)

[0097] 量取L-丝氨酸乙酯盐酸盐(140mg)，加入到包含RO水(1.5mL)及无水乙醇(0.5mL)

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

[0098] (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3)

[0099] 量取L-丝氨酸乙酯盐酸盐(140mg)，加入到RO水(2mL)中，进行溶解，制备70mg/mL

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

[0100] (30mg/mL的甘氨酸乙酯溶液)

[0101] 量取甘氨酸乙酯盐酸盐(CAS  No.623-33-6)(6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1mL)及

RO水(1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30mg/mL的甘氨酸乙酯溶液。

[0102] (40mg/mL的N-苄基甘氨酸乙酯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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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量取N-苄基甘氨酸乙酯盐酸盐(CAS  No.6344-42-9)(8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

(1mL)及RO水(1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40mg/mL的N-苄基甘氨酸乙酯溶液。

[0104] (40mg/mL的L-丙氨酸乙酯溶液)

[0105] 量取L-丙氨酸乙酯盐酸盐(CAS  No .1115-59-9)(8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

(1mL)及RO水(1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40mg/mL的L-丙氨酸乙酯溶液。

[0106] (30mg/mL的L-缬氨酸甲酯溶液)

[0107] 量取L-缬氨酸甲酯盐酸盐(CAS  No .6306-52-1)(54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

(1.5mL)及RO水(0.3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30mg/mL的L-缬氨酸甲酯溶液。

[0108] (50mg/mL的L-缬氨酸甲酯溶液)

[0109] 量取L-缬氨酸甲酯盐酸盐(CAS  No .6306-52-1)(9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

(1.5mL)及RO水(0.3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50mg/mL的L-缬氨酸甲酯溶液。

[0110] 〈氨基酸溶液的制备例〉

[0111] (40mg/mL的L-精氨酸溶液)

[0112] 量取L-精氨酸盐酸盐(CAS  No.1119-34-2)(8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1mL)及

RO水(1mL)的乙醇/水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40mg/mL的L-精氨酸溶液。

[0113] (70mg/mL的L-丝氨酸溶液)

[0114] 量取L-丝氨酸(CAS  No .56-45-1)(70mg)，加入到RO水(1mL)中，进行溶解，制备

70mg/mL的L-丝氨酸溶液。

[0115] 〈紫杉醇溶液的制备例〉

[0116] (20mg/mL的紫杉醇溶液)

[0117] 量取紫杉醇(CAS  No .33069-62-4)(4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1mL)及丙酮

(1mL)的乙醇/丙酮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20mg/mL的紫杉醇溶液。

[0118] (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

[0119] 量取紫杉醇(CAS  No .33069-62-4)(80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1mL)及丙酮

(1mL)的乙醇/丙酮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

[0120] (40mg/mL的紫杉醇溶液2)

[0121] 量取紫杉醇(160mg)，加入到四氢呋喃(CAS  No.109-99-9)(4mL)中，进行溶解，制

备40mg/mL的紫杉醇溶液2。

[0122] (56mg/mL的紫杉醇溶液1)

[0123] 量取紫杉醇(336mg)，加入到四氢呋喃(6mL)中，进行溶解，制备56mg/mL的紫杉醇

溶液1。

[0124] (56mg/mL的紫杉醇溶液2)

[0125] 量取紫杉醇(224mg)，加入到包含四氢呋喃(2.66mL)及无水乙醇(1.34mL)的THF/

乙醇混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56mg/mL的紫杉醇溶液2。

[0126] (56mg/mL的紫杉醇溶液3)

[0127] 量取紫杉醇(336mg)，加入到包含四氢呋喃(4mL)及无水乙醇(2mL)的THF/乙醇混

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56mg/mL的紫杉醇溶液3。

[0128] (56mg/mL的紫杉醇溶液4)

[0129] 量取紫杉醇(224mg)，加入到包含四氢呋喃(2mL)及无水乙醇(2mL)的THF/乙醇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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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液中，进行溶解，制备56mg/mL的紫杉醇溶液4。

[0130] (56mg/mL的紫杉醇溶液5)

[0131] 量取紫杉醇(448mg)，加入到包含无水乙醇(4mL)及丙酮(4mL)的乙醇/丙酮混合液

中，进行溶解，制备56mg/mL的紫杉醇溶液5。

[0132] 〈甘油溶液的制备例〉

[0133] (50％的甘油溶液1)

[0134] 将甘油(CAS  No.56-81-5)(100μL)与无水乙醇(100μL)混合，制备50％的甘油溶液

1。

[0135] (50％的甘油溶液2)

[0136] 将甘油(500μL)和无水乙醇(500μL)混合，制备50％的甘油溶液2。

[0137] 〈实施例1〉

[0138] (1)涂布溶液1的制备

[0139] 将40mg/mL的N-苄基甘氨酸乙酯溶液(25μL)、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150μL)和无

水乙醇(25μL)混合，制备涂布溶液1。涂布溶液1中的苄基甘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

比(BnGly-OEt/PTX)为0.50。

[0140]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41] 准备扩张时尺寸为直径3.0×长度20mm(扩张部)的球囊导管(TERUMO公司制、球囊

(扩张部)的材料为尼龙弹性体)。以使紫杉醇量为约2μg/mm2的方式用移液管在扩张了的球

囊上涂布涂布溶液1，使球囊干燥，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142] 〈实施例2〉

[0143] (1)涂布溶液2的制备

[0144] 将30mg/mL的L-精氨酸乙酯溶液(50μL)与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60μL)混合，制

备涂布溶液2。涂布溶液2中的L-精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Arg-OEt/PTX)为0.63。

[0145]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46]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2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

出球囊。

[0147] 〈实施例3〉

[0148] (1)涂布溶液3的制备

[0149] 将30mg/mL的Nα-苯甲酰基-L-精氨酸乙酯溶液(50μL)与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

(50μL)混合，制备涂布溶液3。涂布溶液3中的Nα-苯甲酰基-L-精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

质量比(BzArg-OEt/PTX)为0.75。

[0150]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51]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3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

出球囊。

[0152] 〈实施例4〉

[0153] (1)涂布溶液4的制备

[0154] 将30mg/mL的L-天冬氨酸二甲酯溶液(50μL)与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75μL)混

合，制备涂布溶液4。涂布溶液4中的L-天冬氨酸二甲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Asp-DiOMe/

PTX)为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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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5]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56]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4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

出球囊。

[0157] 〈实施例5〉

[0158] (1)涂布溶液5的制备

[0159] 将30mg/mL的甘氨酸乙酯溶液(50μL)与40mg/mL紫杉醇溶液1(110μL)混合，制备涂

布溶液5。涂布溶液5中的甘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Gly-OEt/PTX)为0.63。

[0160]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61]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5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

出球囊。

[0162] 〈实施例6〉

[0163] (1)涂布溶液6的制备

[0164] 将3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50μL)与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90μL)混合，制

备涂布溶液6。涂布溶液6中的L-丝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Ser-OEt/PTX)为0.42。

[0165]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66]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6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

出球囊。

[0167] 〈实施例7〉

[0168] (1)涂布溶液7的制备

[0169] 将30mg/mL的L-精氨酸乙酯溶液(160μL)、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200μL)和50％

甘油溶液1(20μL)混合，制备涂布溶液7。涂布溶液7中的L-精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

比(Arg-OEt/PTX)为0.60。

[0170] 涂布溶液7是除了含有L-精氨酸乙酯(Arg-OEt、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4.5)及

紫杉醇(PTX)以外还含有甘油的涂布溶液。

[0171]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72]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7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

出球囊。

[0173] 〈实施例8〉

[0174] (1)涂布溶液8的制备

[0175] 将50mg/mL的L-天冬氨酸二甲酯溶液(90μL)与40mg/mL的紫杉醇溶液2(240μL)混

合，制备涂布溶液8。涂布溶液8中的L-天冬氨酸二甲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Asp-DiOMe/

PTX)为0.47。

[0176]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77]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8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及以使紫杉醇量为约3μg/mm2的方式进

行涂布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178] 〈实施例9〉

[0179] (1)涂布溶液9的制备

[0180] 将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1(80μL)、56mg/mL的紫杉醇溶液1(240μL)和50％

的甘油溶液2(16μL)混合，制备涂布溶液9。涂布溶液9中的L-丝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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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Ser-OEt/PTX)为0.42。

[0181]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82]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9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及以使紫杉醇量为约3μg/mm2的方式进

行涂布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183] 〈实施例10〉

[0184] (1)涂布溶液10的制备

[0185] 将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1(80μL)与56mg/mL的紫杉醇溶液1(240μL)混合，

制备涂布溶液10。涂布溶液10中的L-丝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Ser-OEt/PTX)为

0.42。

[0186]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87]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10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及以使紫杉醇量为约3μg/mm2的方式

进行涂布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188] 〈实施例11〉

[0189] (1)涂布溶液11的制备

[0190] 将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1(800μL)与56mg/mL的紫杉醇溶液2(2400μL)混

合，制备涂布溶液11。涂布溶液11中的L-丝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Ser-OEt/PTX)

为0.42。

[0191]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92]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11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及以使紫杉醇量为约3μg/mm2的方式

进行涂布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193] 〈实施例12〉

[0194] (1)涂布溶液12的制备

[0195] 将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1(600μL)与56mg/mL的紫杉醇溶液5(1800μL)混

合，制备涂布溶液12。涂布溶液12中的L-丝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Ser-OEt/PTX)

为0.42。

[0196]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197]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12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及以使紫杉醇量为约3μg/mm2的方式

进行涂布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198] 〈实施例13〉

[0199] (1)涂布溶液13的制备

[0200] 将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1(600μL)与56mg/mL的紫杉醇溶液3(1800μL)混

合，制备涂布溶液13。涂布溶液13中的L-丝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Ser-OEt/PTX)

为0.42。

[0201]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202]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13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及以使紫杉醇量为约3μg/mm2的方式

进行涂布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203] 〈实施例14〉

[0204] (1)涂布溶液14的制备

[0205] 将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2(500μL)与56mg/mL的紫杉醇溶液4(1500μL)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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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制备涂布溶液14。涂布溶液14中的L-丝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Ser-OEt/PTX)

为0.42。

[0206]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207]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14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及以使紫杉醇量为约3μg/mm2的方式

进行涂布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208] 〈实施例15〉

[0209] (1)涂布溶液15的制备

[0210] 将70mg/mL的L-丝氨酸乙酯溶液3(500μL)与56mg/mL的紫杉醇溶液4(1500μL)混

合，制备涂布溶液15。涂布溶液15中的L-丝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Ser-OEt/PTX)

为0.42。

[0211]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212] 除了使用涂布溶液15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及以使紫杉醇量为约3μg/mm2的方式

进行涂布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213] 〈比较例C1〉

[0214] (1)紫杉醇溶液16的制备

[0215] 将40mg/mL的L-丙氨酸乙酯溶液(60μL)与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50μL)混合，制

备紫杉醇溶液16。紫杉醇溶液16中的L-丙氨酸乙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Ala-OEt/PTX)

为1.20。

[0216]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217] 除了使用紫杉醇溶液16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

物溶出球囊。

[0218] 〈比较例C2〉

[0219] (1)紫杉醇溶液17的制备

[0220] 将30mg/mL的L-缬氨酸甲酯溶液(70μL)与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50μL)混合，制

备紫杉醇溶液17。紫杉醇溶液17中的L-缬氨酸甲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Val-OME/PTX)

为1.05。

[0221]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222] 除了使用紫杉醇溶液17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

物溶出球囊。

[0223] 〈比较例C3〉

[0224] (1)紫杉醇溶液18的制备

[0225] 将40mg/mL的精氨酸溶液(60μL)与40mg/mL的紫杉醇溶液1(50μL)混合，制备紫杉

醇溶液18。紫杉醇溶液18中的L-精氨酸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Arg/PTX)为1.05。

[0226]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227] 除了使用紫杉醇溶液18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

物溶出球囊。

[0228] 〈比较例C4〉

[0229] (1)紫杉醇溶液19的制备

[0230] 将20mg/mL的紫杉醇溶液设为紫杉醇溶液19。紫杉醇溶液19为不含氨基酸酯或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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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酸的紫杉醇(PTX)溶液。

[0231]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232] 除了使用紫杉醇溶液19代替涂布溶液1这一点及以使紫杉醇量为约3μg/mm2的方

式进行涂布这一点以外，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233] 〈比较例C5〉

[0234] (1)紫杉醇溶液20的制备

[0235] 将50mg/mL的L-缬氨酸甲酯溶液(80μL)与40mg/mL的紫杉醇溶液2(240μL)混合，制

备紫杉醇溶液20。紫杉醇溶液20中的L-缬氨酸甲酯相对于紫杉醇的质量比(Val-OMe/PTX)

为0.42。

[0236]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237] 使用制备的紫杉醇溶液20，与实施例1同样操作，制作药物溶出球囊。

[0238] 〈比较例C6〉

[0239] 准备作为市售品的球囊导管的IN.PACT(Invatec公司)。比较例C6的球囊为表面涂

布有紫杉醇的药物溶出球囊。

[0240] 〈比较例C7〉

[0241] 准备扩张时尺寸为直径3.0×长度20mm(扩张部)的球囊导管(TERUMO公司制、尼龙

弹性体材料)。比较例C7的球囊是没有涂布药物的未涂布药物球囊。

[0242] 〈比较例C8〉

[0243] (1)涂布溶液21的制备

[0244] 将70mg/mL的L-丝氨酸溶液(300μL)与56mg/mL的紫杉醇溶液3(900μL)混合，制备

涂布溶液20。涂布溶液出现白色混浊。

[0245] (2)向球囊上涂布药物

[0246] 由于涂布溶液21出现白色混浊，因此，无法涂布于球囊。因而，表明L-丝氨酸溶液

无法制备药物涂布溶液。

[0247] 对于实施例1～15、比较例C1～C5及C8，将制备的涂布溶液、该涂布溶液中所含的

药物、氨基酸酯盐酸盐/氨基酸、该氨基酸酯盐酸盐或氨基酸的亲水指数、低级醇(限于使用

的情况)及溶剂记载于表2。表2中，实施例/比较例列的1～15为实施例，C1～C5及C8为比较

例。另外，药物列的“PTX”是指紫杉醇，氨基酸酯/氨基酸列的“Bn-Gly-Et”是指N-苄基甘氨

酸乙酯，“L-Arg-Et”是指L-精氨酸乙酯，“Bnz-Arg-Et”是指Nα-苯甲酰基-L-精氨酸乙酯，

“L-Asp-2Me”是指L-天冬氨酸二甲酯，“Gly-Et”是指甘氨酸乙酯，“L-Ser-Et”是指L-丝氨酸

乙酯，“L-Ala-Et”是指L-丙氨酸乙酯，“L-Val-Me”是指L-缬氨酸甲酯，“L-Arg”是指L-精氨

酸，“L-Ser”是指L-丝氨酸。另外，低级醇列的“Glycerine”是指甘油。另外，溶剂列的“EtOH”

是指乙醇，“RO-W”是指RO水，“THF”是指四氢呋喃，“AC”是指丙酮。

[0248]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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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9]

[0250] TABLE  2

[0251] [涂布于球囊的紫杉醇量的测定]

[0252] 对于实施例1～15及比较例C1～C5的药物溶出球囊，通过以下的顺序测定涂布于

球囊的紫杉醇量。

[0253] 1.方法

[0254] 将制作的药物溶出球囊浸于甲醇溶液中，其后，使用振荡机振荡10分钟，提取涂布

于球囊的紫杉醇。使用紫外可见吸光光度计并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测定提取有紫杉醇的甲醇

溶液在227nm处的吸光度，求出每个球囊的紫杉醇量([μg/balloon])。进而，由求出的紫杉

醇量和球囊表面积，计算出球囊的每单位面积的紫杉醇量([μg/mm2])。

[0255] 2.结果

[0256] 得到表3所示的结果。表3中，实施例/比较例列的1～15为实施例，C1～C5为比较

例。另外，表3中，“球囊表面积”表示球囊的扩张时表面积(单位：mm2)，“球囊上的PTX量”的

“每个球囊”表示每一个球囊的紫杉醇量(单位：μg/球囊)，“球囊上的PTX量”的“每单位面

积”表示球囊的每1mm2表面积的紫杉醇量(单位：μg/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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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7] [表3]

[0258]

[0259] TABLE  3

[0260] 如表3所示，实施例1～15及比较例C1～C5的涂布于球囊的紫杉醇量均为约2μg/

mm2(实施例1～7、比较例C1～C3)或约3μg/mm2(实施例8～15、比较例C4及C5)，可以将目标紫

杉醇量涂布于球囊表面。

[0261] [使用了模拟血管的药物涂层耐性评价]

[0262] 对于实施例1～7及比较例C1～C4的药物溶出球囊，为了评价在送达病变患部的过

程中有多少药物涂层脱落，使用模拟血管进行传递操作，对传递后的球囊上残留的紫杉醇

进行定量，由此进行药物涂层耐性试验。

[0263] 1.方法

[0264] (1)准备附有90度的角度的中空模拟血管1，将导引导管2(外径：5Fr.)贯穿其中

(参见图1)。

[0265] (2)用在37℃下加温的PBS充满导引导管2的内部。

[0266] (3)用折叠机折叠所制作的药物溶出球囊(扩张时尺寸为直径3.0×长度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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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7] (4)将折叠后的球囊导管3插入充满PBS的导引导管内，向导引导管的出口经1分钟

进行球囊4的传递操作。

[0268] (5)回收在导引导管内传递后的球囊，利用液相色谱对残留于球囊上的紫杉醇量

(残留PTX量)进行定量。进而，由涂布于药物溶出球囊的紫杉醇量(搭载PTX量)和残留PTX

量，计算出球囊上的紫杉醇的残留率(PTX残留率)。

[0269] 2.结果

[0270] 得到表4所示的结果。表4中，实施例/比较例列的1～7为实施例，C1～C4为比较例。

另外，表4中，“搭载PTX量”表示涂布于每1个药物溶出球囊的紫杉醇量(单位：μg/球囊)，“球

囊上残留PTX量”表示残留于每1个传递操作后的球囊的紫杉醇量(单位：μg/球囊)，“球囊上

PTX残留率”表示传递操作后残留于球囊上的紫杉醇的比例(单位：质量％)。

[0271] 另外，图2给出一图表，表示使用了模拟血管的药物涂层耐性评价中的实施例1～7

及比较例C1～C4的药物溶出球囊的传递操作后的球囊上紫杉醇残留率。图2中，横坐标表示

实施例或比较例，数字1～7分别是指实施例1～7，带字母的数字C1～C4分别是指比较例C1

～C4。另外，纵坐标表示传递操作后的球囊上紫杉醇残留率(单位：质量％)。“mass％”是指

“质量％”。

[0272] [表4]

[0273]

[0274] TABLE  4

[0275] 在本评价体系中，当传递操作后的球囊残留药物量为60质量％以上时，传递操作

中的药物保持能力良好，可以将大部分药物送达病变患部。另一方面，如果传递操作后的球

囊残留药物量低于60质量％，则由于在传递操作中脱落的药物量较多，因此，在安全方面也

不优选，且由于可以送达病变患部的药物量较少，因此，也无法期待组织转移性。因此，在本

评价体系中，如果在传递操作后残留于球囊的紫杉醇量为60质量％以上，则可以判断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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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过程中有良好的药物保持能力。

[0276] 如表4所示，实施例1～7中制作的药物溶出球囊在传递操作后残留于球囊的紫杉

醇量相对于涂布量为60质量％以上。另一方面，对于比较例C1～C4的药物溶出球囊而言，残

留于球囊的紫杉醇量为50质量％以下。以上的结果表明，实施例1～7中使用的氨基酸侧链

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酯盐酸盐化合物均匀地涂布紫杉醇，可提高紫杉醇对球囊的

附着力，提高传递操作中的药物保持能力。另一方面，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大于1、疏水性

较高的氨基酸的酯盐酸盐化合物难以提高传递操作中的药物保持能力。另外，如比较例C3

所示，在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未酯化的氨基酸的情况下，无法得到优选的药物耐性能

力。

[0277] [兔子髂骨动脉中的药物组织转移性评价]

[0278] 对于实施例8、比较例C5及C6的药物溶出球囊，通过以下顺序，评价兔子髂骨动脉

中的球囊扩张1小时后紫杉醇向血管的组织转移性。

[0279] 1.方法

[0280] (1)在X射线透视下将导丝插入至兔子的右髂骨动脉或左髂骨动脉。接着，使药物

溶出球囊(扩张时尺寸为直径3.0×长度20mm(扩张部))沿导丝转移至该髂骨动脉。

[0281] (2)以7atm使球囊扩张1分钟。然后，立即拔去球囊。

[0282] (3)在球囊扩张60分钟后，采集血管(距离分支约3.5cm的范围)。

[0283] (4)在采集的血管中添加甲醇，进行匀浆，形成组织匀浆。

[0284] (5)使用高效液相色谱对组织匀浆进行分析，对组织中紫杉醇量(每1g组织的紫杉

醇量)进行定量。进而，由涂布于药物溶出球囊的紫杉醇量和残留于球囊上的紫杉醇量，计

算出球囊上的紫杉醇的残留率(球囊上PTX残留率)。

[0285] 2.结果

[0286] 得到表5所示的结果。表5中，实施例/比较例列的8为实施例，C5及C6为比较例。另

外，表5中，“组织中PTX量”表示1g血管组织中所含的紫杉醇量(单位：μg/g组织)，“PTX向组

织的转移率”表示从球囊上转移到血管组织中的紫杉醇的比例(单位：质量％)，“球囊上PTX

残留率”表示残留于球囊上的紫杉醇的比例(单位：质量％)。

[0287] 另外，图3给出一图表，表示兔子髂骨动脉中的药物组织转移性评价中的实施例8

以及比较例C5及C6的血管组织中紫杉醇量。图3中，横坐标表示实施例或比较例，数字8是指

实施例8，带字母的数字C5、C6分别是指比较例C5、C6。另外，纵坐标表示1g血管组织中所含

的紫杉醇量(单位：μg/g组织)。“μg/g  tissue”是指“μg/g组织”。

[0288]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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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9]

[0290] TABLE  5

[0291] 实施例8的球囊的每单位面积的紫杉醇量为3.2μg/mm2，比比较例C6的IN .PACT

(Invatec公司制)的4.1μg/mm2少。然而，如表5及图3所示，血管内扩张60分钟后所回收的组

织中紫杉醇量每1g组织超过500μg，超过比较例C6，表明紫杉醇向血管组织的良好的转移。

另一方面，对于使用了疏水性氨基酸酯盐酸盐(L-缬氨酸甲酯、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

4.2)的比较例C5的药物溶出球囊而言，紫杉醇在球囊上的残留量高，紫杉醇向血管组织的

转移率低。以上情形表明，与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酯盐酸盐一起涂布的

紫杉醇可高效地向组织转移药物，显示出良好的药物转移性。

[0292] [兔子腹主动脉的组织中药物滞留性评价]

[0293] 对于实施例9及10的药物溶出球囊，通过以下顺序，求出兔子腹主动脉中的球囊扩

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的组织中紫杉醇量，评价药物滞留性。

[0294] 1.方法

[0295] (1)将药物溶出球囊折叠后，预搭载支架。使用预搭载支架后的药物溶出球囊。

[0296] (2)在X射线透视下将导丝插入至兔子的腹主动脉后，在保持导丝的位置的同时拔

去导引导管。接着，使预搭载支架后的药物溶出球囊(扩张时尺寸为直径3.0×长度20mm(扩

张部))沿导丝转移至该腹主动脉。

[0297] (3)以7atm使球囊扩张1分钟。然后，立即拔去球囊。

[0298] (4)在球囊扩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采集血管(距离分支约3.5cm的范围)。

[0299] (5)在采集的血管中添加甲醇，进行匀浆，形成组织匀浆。

[0300] (6)使用高效液相色谱对组织匀浆进行分析，对球囊扩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的组

织中紫杉醇量(每1g组织的紫杉醇量)进行定量。进而，由涂布于药物溶出球囊的紫杉醇量

和球囊扩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的组织中紫杉醇量，计算出球囊扩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的

紫杉醇向组织的转移率(PTX向组织的转移率)，由残留于球囊上的紫杉醇量计算出残留率

(球囊上PTX残留率)。

[0301] 2.结果

[0302] 得到表6所示的结果。表6中，实施例列的9、10为实施例。另外，表6中，“组织中PTX

量”表示1g血管组织中所含的紫杉醇量(单位：μg/g组织)，“PTX向组织的转移率”表示从球

囊上转移到血管组织中的紫杉醇的比例(单位：质量％)，“球囊上PTX残留率”表示残留于球

囊上的紫杉醇的比例(单位：质量％)。进而，“组织中PTX量”及“PTX向组织的转移率”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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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及“24H”分别是指血管内扩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

[0303] 另外，图4给出一图表，表示兔子腹主动脉的组织中药物滞留性评价中的实施例9

及10的血管内扩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的血管组织中紫杉醇量。图4中，横坐标表示实施例，

数字9、10分别是指实施例9、10。另外，纵坐标表示1g血管组织中所含的紫杉醇量(单位：μg/

g组织)。注释“1H”及“24H”分别是指血管内扩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μg/g  tissue”是指“μ

g/g组织”。

[0304] [表6]

[0305]

[0306] TABLE  6

[0307] 如表6所示，在实施例9及实施例10中，血管扩张1小时后及24小时后的血管组织中

紫杉醇量显示出大致相同的值，表明血管组织中的紫杉醇量没有随时间推移而大幅衰减。

由此表明，对于含有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酯盐酸盐(L-丝氨酸乙酯、氨

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0.8)和紫杉醇的药物涂层而言，在药物转移至组织后也会使足够

量的药物长期滞留在组织内。即使药物涂层中含有甘油，也能够得到充分的组织中药物滞

留性。

[0308] [猪冠状动脉中的有效性评价]

[0309] 对于实施例9～11及比较例C6的药物溶出球囊以及比较例C7的未涂布药物球囊，

通过以下顺序进行猪冠状动脉中的有效性评价。

[0310] 1.方法

[0311] (1)将导引导管与导丝一起从8Fr.鞘插入，在X射线透视下诱导至猪的左及右冠状

动脉开口部。

[0312] (2)进行各冠状动脉的造影(冠状动脉：左冠状动脉前降支(LAD)、右冠状动脉

(RCA)、左冠状动脉回旋支(LCX))，通过QCA软件测定造影中得到的冠状动脉的血管直径。

[0313] (3)相对于血管直径，选择支架的直径为1.2倍、且药物溶出球囊的直径为1.3倍的

部位，实施支架留置以后的作业。

[0314] (4)在选择的冠状动脉内使支架(支架直径3mm×长度15mm)以1.2倍扩张30秒后，

拔去支架留置用球囊导管。在支架留置部位使药物溶出球囊(球囊直径：3mm×长度20mm)以

相对于血管直径达到1.3倍的方式扩张1分钟后，拔去导管。

[0315] (5)在药物溶出球囊扩张结束后，拔去导引导管及鞘，将头动脉的中枢侧结扎后，

对于头部的创口，用手术用缝合线将剥离的肌肉间缝合，用皮肤缝合用缝合器缝合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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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6] (6)在球囊扩张28天后，实施解剖检查。在解剖检查时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

认支架留置部位的通畅性(狭窄率)，测定血管直径。由球囊刚扩张后的平均血管直径和28

天后的平均血管直径计算出狭窄率(％)。

[0317] 2.结果

[0318] 得到表7所示的结果。表7中，实施例/比较例列的9～11为实施例，C6及C7为比较

例。

[0319] 另外，图5给出一图表，表示猪冠状动脉的有效性评价中的实施例9～11及比较例

C6、C7的血管狭窄率。图5中，横坐标表示实施例或比较例，数字9～11分别是指实施例9～

11，带字母的数字C6、C7分别是指比较例C6、C7。另外，纵坐标表示血管的狭窄率(单位：％)。

[0320] [表7]

[0321]

[0322] TABLE  7

[0323] 比较例C7中作为无药物处置对照的用未涂布药物球囊进行了处置的血管的狭窄

率为35.0％。另外，比较例C6中用市售的药物溶出球囊(IN.PACT)进行了处置的血管的狭窄

率为17.1％。

[0324] 相对于此，实施例9～11的用本发明的药物释放球囊进行了处置的血管的狭窄率

分别为16.1％、6.5％、7.3％。

[0325] 以上情形表明，含有氨基酸侧链的亲水指数为0以下的氨基酸酯盐酸盐(及甘油)

和紫杉醇的药物涂层显示出良好的抑制狭窄效果。

[0326] 如果使用涂布有本发明的涂布组合物的医疗器械、例如球囊导管等，则在送达病

变患部的过程中可抑制药物涂层脱落，同时可以使药物高效地送达病变患部，而且可以促

进在病变患部处药物从医疗器械中迅速释放，提高药物的组织转移性。

[0327] 符号说明

[0328] 1  模拟血管

[0329] 2 导引导管

[0330] 3  球囊导管

[0331] 4  球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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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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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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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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