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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皮肤物理促渗剂及其应用，涉

及海绵骨针。所述皮肤物理促渗剂可通过涂抹于

清洁后的皮肤并按摩2min进行施用。所述皮肤物

理促渗剂能够克服皮肤角质层屏障，促进药物、

疫苗及化妆品活性成分的经皮吸收，使之进入皮

肤各层或者经皮肤毛细血管/淋巴管吸收而进入

全身血液循环，可用于皮肤局部给药或全身给

药，也可用于护肤化妆品中，增加药物及活性成

分经皮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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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皮肤物理促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皮肤物理促渗剂包括海绵骨针或海绵骨针

溶液；所述皮肤物理促渗剂通过涂抹于清洁后的皮肤上并按摩2min进行施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物理促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海绵骨针溶液中，海绵骨

针的质量浓度为10～100mg/m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物理促渗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海绵骨针溶液为在海绵骨

针中加入磷酸盐缓冲液，使海绵骨针的质量浓度达到10～100mg/mL而得；所述磷酸盐缓冲

液的摩尔浓度为0.05M，pH为7.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物理促渗剂，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于：所述皮肤物理促

渗剂还包括药物成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皮肤物理促渗剂，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于：所述皮肤物理促

渗剂还包括化妆品成分。

6.一种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皮肤物理促渗剂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其使用方

法包括：所述皮肤物理促渗剂涂抹于清洁后的皮肤上，按摩2min，而后清洗按摩部位，洗去

残留海绵骨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洗去残留海绵骨针后，再将待透皮的药物、

活性成分、化妆品精华液或其他制剂涂抹于处理后的皮肤上。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手指或借助工具进行按摩。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工具包括电动按摩仪。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用生理盐水或清水清洗按摩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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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物理促渗剂及其应用

[0001] 本申请是基于申请号为201610267935.5，申请日为2016年04月27日，发明名称为

“海绵骨针作为皮肤物理促渗剂的应用”的中国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海绵骨针，尤其是涉及海绵骨针作为皮肤物理促渗剂，增加药物及活

性成分经皮吸收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3]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是最直接的给药途径。在医药领域，皮肤给药相对于其

他给药途径而言有很多独特的优势，包括避免首过效应、直接作用于局部病变部位、缓释给

药并且药物释放速度可控、病人治疗的顺应性好等。皮肤给药在非入侵性给药途径中又最

具挑战性，也最有希望来替代注射给药把药物成分送达病变部分。另一方面，在医学美容领

域，皮肤一直是人类保护与美化的对象。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会逐渐出现干燥、暗沉、衰

老、色斑等问题，对抗这些问题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通过在皮肤表面涂敷护肤品，其中具有特

殊作用的活性有效成分经皮肤吸收后能够使皮肤水润亮泽，皱纹减少，色斑淡化等。因此，

药物及活性成分经皮吸收的研究与应用也日趋广泛。

[0004] 然而，皮肤的本质就是一种生物膜屏障，用以抵挡外界病原体，比如细菌、病毒或

者外源性致敏原的入侵。一般只有极少数的非极性小分子(分子量<500Da)可以被动地通过

皮肤屏障。因此，把各种理化性质不同的药物或者活性物质，尤其是生物大分子药物(分子

量至少有～104Da，～105Da甚至～106Da的多糖、多肤、蛋白质、生物酶、核酸等)输送到皮肤

深层的病变部位是极具挑战性的，也是皮肤给药领域的研究难点和重点。目前，促进药物经

皮吸收的方法大致分为化学方法和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包括使用透皮促渗剂、纳米载体技

术(如脂质体、微乳、多聚物纳米颗粒、胶束、量子点、金纳米粒)等。由于化学促渗方法对生

物大分子的促渗效果不够显著，而且很多化学促渗剂和纳米颗粒系统因自身体内代谢和细

胞毒性的问题，使得化学促渗方法的应用和产业化受到很大的限制。另一方面，物理促渗技

术包括离子导入法、超声波导入法、电穿孔法及微针法等。其中很多物理促渗技术效果显

著，但是对仪器设备的要求高，不易携带，设计和生产成本高，而且只能用于小面积的皮肤

给药，因此也大大限制了其应用。微针给药，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式物理促渗和治疗手

段。它的原理是在皮肤上形成大量微米级的孔道，深度可达表皮层，甚至到真皮层，为药物

或化妆品活性成分的吸收提供了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从而提高了药物治疗和美容美颜的效

果。理论上，分子量大小、极性等性状不会影响透皮成分通过微针形成的孔道。在皮肤上施

用微针时，一般不会伤及神经组织和微血管，人体不会产生痛觉，而形成的小孔在短时间内

便能自愈，不会产生皮肤损伤。

[0005] 微针的制造方法日渐成熟，但微针材料的选择始终是一个问题。聚合物微针机械

强度不够，难以穿透致密角质层；单晶硅微针脆性高，成本也高且安全性有待考究；金属材

质虽然较为安全，但用于制作微针除了工艺复杂，同样也有成本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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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海绵骨针是海绵体内起骨架作用的硅质或钙质纤维状物，具有单轴、三轴、多轴等

类型。目前对海绵骨针的研究多集中在海绵骨针纳米结构、光学特性、生长机制与调控、仿

生学等方面，而海绵骨针的类微针的作用，即作为皮肤物理促渗剂，从而增加药物及活性成

分经皮吸收的应用尚未得到充分开发。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海绵骨针作为皮肤物理促渗剂的应用。

[0008]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海绵骨针皮肤物理促渗剂组合物的应用。

[0009] 所述皮肤物理促渗剂包括皮肤药物物理促渗剂和护肤化妆品物理促渗剂等。

[0010] 采用海绵骨针作为皮肤物理促渗剂的使用方法之一如下：

[0011] 海绵骨针可直接涂抹于清洁后的皮肤。

[0012] 采用海绵骨针作为皮肤物理促渗剂的使用方法之二如下：

[0013] 在海绵骨针中加入磷酸盐缓冲液，使海绵骨针的质量浓度达到10～100mg/mL，得

海绵骨针溶液。

[0014] 所述磷酸盐缓冲液可采用摩尔浓度为0.05M，pH为7.4的磷酸盐缓冲液。

[0015] 所述海绵骨针皮肤物理促渗剂组合物包括海绵骨针药物制剂组合物和海绵骨针

化妆品制剂组合物等。

[0016] 所述海绵骨针皮肤物理促渗剂组合物可直接涂抹于清洁后的皮肤上，所述直接涂

抹可采用手指或借助其他工具(如电动按摩仪)按摩皮肤，瞬间打开皮肤角质层通道，而后

可用生理盐水或清水清洗按摩部位，洗去残留海绵骨针。

[0017] 所述护肤化妆品物理促渗剂的使用方法如下：

[0018] 将海绵骨针直接涂抹在清洁后的皮肤上，用手指或借助其他工具(如电动按摩仪)

按摩皮肤，瞬间打开皮肤角质层通道，而后可用生理盐水或清水清洗按摩部位，洗去残留海

绵骨针，再将化妆品精华液或其他制剂涂抹于海绵骨针处理后的皮肤上，增加其活性成分

的经皮吸收。

[0019] 根据需要调整按摩时间，如待吸收成分分子量较大，较难吸收，可适当延长按摩时

间。而后可用生理盐水或清水清洗按摩部位，洗去残留海绵骨针。而后施加待透皮的药物或

活性成分，使之均匀分布在按摩过的皮肤上。施用过海绵骨针的皮肤由于表面形成大量通

道，较为脆弱，需要做好保湿、防晒等保护工作。皮肤细胞在海绵骨针刺激下会加快增殖生

长，细胞更替，表面角质层蜕去，胶原蛋白合成分泌增加，皮肤明显得到改善。

[0020] 本发明将海绵骨针作为皮肤物理促渗剂，克服皮肤角质层屏障，促进药物、疫苗及

化妆品活性成分的经皮吸收，使之进入皮肤各层或者经皮肤毛细血管/淋巴管吸收而进入

全身血液循环，可用于皮肤局部给药或全身给药，也可用于护肤化妆品中，增加药物及活性

成分经皮吸收。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海绵骨针在显微镜下形态图。

[0022] 图2为实施例1实验组的实验结果图(包括猪皮，组织切片的白光和荧光图)。

[0023] 图3为实施例1对照组的实验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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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4为实施例1ANTS‑Fucoidan在皮肤中的分布柱状图。

[0025] 图5为实施例2实验组的实验结果图。

[0026] 图6为实施例2对照组的实验结果图。

[0027] 图7为实施例2中FITC‑Dextran在皮肤中的分布柱状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提供一种促进药物及活性成分透皮吸收的皮肤物理促渗剂产品和使用方

法，未来可供美容领域和医学领域应用，开发更加有效的透皮方法和透皮系统，促进行业发

展。在本发明中，以上所述发明内容和以下所述具体实施例操作均是为了更有效地阐述本

发明，但应该理解本发明并不仅限于此处所列的内容，所用的术语与实施例并不是对本发

明的限定。

[0029] 一种皮肤物理促渗剂，所述皮肤物理促渗剂包括海绵骨针或海绵骨针溶液；所述

皮肤物理促渗剂通过涂抹于清洁后的皮肤上并按摩2min进行施用。

[0030] 进一步地，所述海绵骨针溶液中，海绵骨针的质量浓度为10～100mg/mL。

[0031] 进一步地，所述海绵骨针溶液为在海绵骨针中加入磷酸盐缓冲液，使海绵骨针的

质量浓度达到10～100mg/mL而得；所述磷酸盐缓冲液的摩尔浓度为0.05M，pH为7.4。

[0032] 进一步地，所述皮肤物理促渗剂还包括药物成分。

[0033] 进一步地，所述皮肤物理促渗剂还包括化妆品成分。

[0034] 一种皮肤物理促渗剂的应用，其使用方法包括：所述皮肤物理促渗剂涂抹于清洁

后的皮肤上，按摩2min，而后清洗按摩部位，洗去残留海绵骨针。

[0035] 进一步地，洗去残留海绵骨针后，再将待透皮的药物、活性成分、化妆品精华液或

其他制剂涂抹于处理后的皮肤上。

[0036] 进一步地，用手指或借助工具进行按摩。

[0037] 进一步地，所述工具包括电动按摩仪。

[0038] 进一步地，用生理盐水或清水清洗按摩部位。

[0039] 下面通过两个实施例来具体描述本发明及其应用。

[0040] 实施例1：

[0041] 取新鲜猪皮截取直径为40mm的圆片，除去皮下脂肪组织，将猪毛剃至不长于2mm。

将猪皮用清水冲洗干净，安装在透皮装置上，除去猪皮与接收池中缓冲液间的气泡。在给药

池(直径15mm)加入1mL缓冲液，用波形发生器和万用表测试猪皮电导性能，施加100mV，

100Hz交流电，若通过猪皮的电流小于5μA，则说明皮肤角质层屏障功能完好，可以用于实

验。吸去缓冲液，在给药池中加入100μL含10mg海绵骨针的磷酸盐缓冲液，对照组为不添加

海绵骨针的磷酸盐缓冲液。借助迷你按摩装置或者手动按摩，按摩给药部位2min，使海绵骨

针能够刺透猪皮，产生小孔。按摩完成后，缓冲液或清水清洗该部位皮肤，去掉残留海绵骨

针，再用上述方法测试猪皮此时电导率，发现通过的电流增至100μA左右。除去缓冲液，加入

150μL含1.5mg  ANTS‑岩藻多糖(平均分子量为30000)的溶液，使液体均匀铺在海绵骨针按

摩过的皮肤。接着将整个装置放入载有37℃流动水的透皮池中，同时在接收池中放入微型

磁力搅拌子，以600r/min的速度转动。透皮16h后，用缓冲液清洗五次，取下猪皮。采用两种

方法检测海绵骨针促透效果。(1)在皮肤的给药部位用冲子切下直径为5mm的组织块，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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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在冷冻包埋剂中。在冷冻切片机上将包有组织的包埋块切成厚度为20μm的薄片，用中性

树胶封片。使用共聚焦显微镜观察，与不加海绵骨针，按摩后给药的对照组相比，加海绵骨

针按摩的实验组的组织薄片角质层一侧皮肤中残留许多海绵骨针，有的甚至已达到真皮层

深度，同时角质层、表皮层和真皮层均可观察到明显的荧光，说明在皮肤上加上海绵骨针按

摩，海绵骨针刺入皮肤，能在皮肤上形成无数小通道，促进了ANTS‑岩藻多糖通过角质层，进

入表皮和真皮组织。(2)取下猪皮后，用冲子把给药部位的皮肤切下，使用胶带剥离方法依

次剥下10层角质层，刮下表皮层，切碎真皮层，分组浸泡于4mL磷酸盐缓冲液—甲醇(体积比

为1:1)，室温200r/min的方式分别提取第一层角质层，第二到五层角质层，第六到十层角质

层，表皮层和真皮层中ANTS‑岩藻多糖。在全波长酶标仪上读取浸泡液中ANTS荧光值，对照

标准曲线得出各层皮肤组织中ANTS‑岩藻多糖的含量。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除

角质层外，表皮层和真皮层中ANTS‑岩藻多糖含量分别有2倍、33倍的提升。同时还测试了接

受池中的ANTS‑岩藻多糖含量，实验组中含量是对照组的6.6倍。通过计算，实验组透过角质

层进入皮肤和接受池的ANTS‑岩藻多糖总量是对照组的4.9倍。

[0042] 海绵骨针在显微镜下形态图参见图1；实施例1实验组的实验结果图(包括猪皮，组

织切片的白光和荧光图)参见图2；实施例1对照组的实验结果图参见图3；实施例1ANTS‑

Fucoidan在皮肤中的分布柱状图参见图4。

[0043] 实施例2：

[0044] 与实施例1一样处理猪皮，检测过电导率后，除去缓冲液，加入150μL含1 .5mg 

FITC‑葡聚糖(平均分子量为10000)和10mg海绵骨针的溶液，对照组不加海绵骨针，借助迷

你按摩装置或者手动按摩，按摩2min。放入透皮池透皮16h。用同样的两种方法分别定性和

定量检测FITC‑葡聚糖的透过量。共聚焦显微观察结果与实施例1相似，海绵骨针可在皮肤

上形成无数微孔，且实验组皮肤的角质层、表皮层和真皮层的荧光强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定

量结果显示，实验组中进入表皮层的FITC‑葡聚糖是对照组的17.3倍，进入真皮层的FITC‑

葡聚糖是总给量的4.25％，而对照组真皮层中含量几乎为零，说明了给药同时海绵骨针按

摩同样能够促进有效成分的吸收，且效果显著。

[0045] 实施例2实验组的实验结果图参见图5；实施例2对照组的实验结果图参见图6；实

施例2中FITC‑Dextran在皮肤中的分布柱状图参加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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