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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鼻腔给药成分
摘要：
本发明粉末成分是纤维素成分，具体的是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以及
一个或多个治疗剂。已经证明 HPMC 具有增强鼻腔粘膜功效的作用。医药学院及
相关机构研究表明，这些粉末进入鼻腔形成粘液凝胶，能对鼻腔产生很好的治疗
效果。
正文：
本著作包含 12 页权利阐述，无图。
本发明阐述鼻腔给药成分。具体的是羟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以及一个
或多个治疗剂。已经证明 HPMC 具有增强鼻腔粘膜功效的作用。医药学院及相关
机构研究表明，这些粉末进入鼻腔形成粘液凝胶，能对鼻腔产生很好的治疗效果。
鼻腔给药是一种已知的药物给药方法。制剂直接应用于鼻腔粘膜，对鼻腔内
的上皮细胞产生快速及靶向性地系统治疗效果。鼻腔给药有许多优点，例如，鼻
腔给药与口服给药经过肠胃吸收的途径相比，药学活性成分吸收进入血管的速度
更快；鼻腔给药也避免了“首关效应”，即口服给药的活性成分代谢流失问题；
鼻腔给药还具有药物缓释的作用，提高了治疗效果。
然而，鼻腔给药也有限制方面。首先，鼻腔对制剂的快速、靶向性地吸收有
限制因素，例如制剂的物理化学性质、制剂在鼻腔内的浓度和体积、制剂在鼻腔
内形成的沉积物的形态及位点以及制剂在鼻腔中的损失因素；鼻腔对制剂的限制
也有鼻腔生理方面的因素，例如环境条件，酶促降解和鼻粘膜血流因素；还有，
鼻腔给药不利于鼻道生理。
由于粘膜的存在，气道上皮免受脱水以及吸入的有传染或有毒制剂的影响，
粘膜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阻止吸入的颗粒进入肺部。
鼻道粘液由蛋白质、酶、脂类及水和电解质构成的溶胶成分组成。粘液中
95%是水状的，含有大部分由糖蛋白组成的富有粘弹性的黏蛋白成分。空气夹带
着颗粒，如垃圾、花粉和其他过敏原及有传染性的介质如细菌和病毒，被吸入到
鼻腔。鼻子外部能过滤掉一部分大的颗粒，在鼻子内部，鼻腔形成“烟圈效应”，
即存在于气流中的更小的颗粒和细菌很快被分开并集中于气流的外围边缘，这样

清洁的空气被吸入肺部，颗粒和细菌下落到鼻粘膜中，由于鼻粘膜的低表面张力，
颗粒和细菌很快被其吸收。
患有过敏性疾病或者哮喘病的人，鼻粘膜的数量更少或者鼻粘膜处于亚健康
状态，这也跟经常接触过敏原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重力作用或者鼻液纤毛的清除作用，鼻粘膜不断地被清除，也有一部分
通过喉咙转入消化系统。鼻粘膜的不断清除对防御吸入的过敏原和感染物的侵害
是非常重要的。患有过敏性鼻炎的人，鼻液纤毛的清除作用相对更缓慢。
已知的鼻腔给药药物能引起鼻粘膜的干燥和损坏，也不利于鼻液纤毛的清
除，还易使人产生短暂的恼怒。这些药物如粘合剂，有利于粘合鼻粘膜和纤毛，
但是会引起鼻腔不适，也不利于呼吸和鼻液纤毛的清除，妨碍了鼻腔的正常生理
功能。
然而，纤维素粉末制剂作用于鼻腔已经表明有一个很好的疗效。HPMC 在鼻
腔中形成凝胶，能够释放或者吸收水分，这样可以有效控制鼻腔内的湿度。如
果鼻腔内的湿度下降，凝胶就释放水分，也即凝胶能够保持鼻腔内部稳定的湿
度，这样可以控制鼻腔粘膜的粘弹性。
HPMC 粉末根据它们的粘度进行分类，在 20 度时含 2%的水溶液中测量。保
持稳定的湿度如用 HPMC 的粘度来衡量大概在 10 到 20 帕/秒，准确的在 13 到
17 帕/秒，更准确的在 14 到 16 帕/秒，最准确的在 15 帕/秒，最好是用乌氏粘度
计来测量。
鼻粘膜的粘弹性对于鼻液纤毛的清除作用是很重要的。鼻粘膜粘度不充分会
导致流鼻水，粘液流出鼻子或者咽下喉咙，如此一来，鼻粘膜就不能有效地捕获
或者阻隔空气中传播的颗粒或者传染性的物质。同样地，如果鼻粘膜粘度太充分，
鼻粘膜也很难被清除，反而会形成鼻内阻塞，导致呼吸困难及不适，因此也不可
能有效地捕获或者阻隔空气中传播的颗粒或者传染性的物质。
因此，恰当的鼻粘膜粘度对鼻液纤毛的清除作用是很有必要的。HPMC 形成
的组分能够控制鼻腔内的湿度，形成恰当的鼻粘膜粘度，也即可以有效地治疗或
预防某些过敏性症状，如过敏性鼻炎、哮喘、特异性湿疹；由吸入的细菌或病毒
引起的传染性疾病；其他对鼻粘膜有副作用的相关产品。
更进一步地阐述，纤维素粉末能够避免其他鼻腔给药药物带来的鼻腔干燥、

损坏，身体不适及易怒的症状。
纤维素粉末能够控制鼻腔内的湿度，已证明能够恢复受损的鼻液纤毛清除
作用。
患有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经常需要一个更长的鼻粘膜清除时间。采用非侵入体
内染色法实验表明，每天使用 15 帕/秒黏度的 HPMC 于患有过敏性鼻炎病人的鼻
腔中，6 周后，平均鼻粘膜清除时间从之前的 39 分钟降低到 18.15 分钟。这样，
通过实验表明，HPMC 鼻腔给药能够恢复受损的鼻液纤毛清除作用。
有人也许认为 HPMC 对鼻液纤毛的清除作用的疗效只持续一个短暂的时间，
也有人认为 HPMC 在鼻腔中在 18 分钟之内就很快被清除掉，然而已经有报道表
明，每天使用一到两次即可保持整天的疗效。
发明者向我们展示了 HPMC 粉末鼻腔给药的良好疗效以及高效地鼻腔给药
装置。
当 HPMC 粉末鼻腔给药后与水汽作用形成凝胶，而其中的治疗剂也被包裹于
凝胶中，这样，我们期望治疗剂与 HMPC 结合给药方式有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
事实正是如此，已经有实验表明，治疗剂与 HPMC 结合的协同给药方式比
单独的药物给药方式有一个更好的疗效。当 HPMC 在鼻腔内形成凝胶，凝胶缓慢
地释放水分和药物，这样就有一个持续不间断的治疗效果，一次给药可以持续
24 小时以上。相反地，传统的单独鼻腔给药方式不管是液态或还是粉末状的，
都只能维持相对短的治疗时间。
这样，本发明的第一方面，鼻腔给药粉末由粘度大概在 10-20 帕/秒的羟丙
基甲基纤维素和其他一种或多种治疗剂组成。
进一步的定义，HPMC 的粘度大概在 13-17 帕/秒，更准确的在 14 到 16 帕/
秒，最准确的在 15 帕/秒。
HPMC 的鼻腔给药，能够控制治疗剂的释放和增强鼻腔纤毛清除功能以及改
善鼻腔的环境，同时避免使用其他制剂时给鼻腔带来的不适、易怒等症状。
相对其他传统的鼻腔给药方式，本发明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治疗效果。传统已
知的鼻腔给药方式能够使血液中药物含量快速上升，而使用本发明的鼻腔给药方
式能够提供持续的较低的血液药物浓度。这样的话，用更少剂量的治疗剂就能够
达到相同的或者更好的治疗效果。更小的剂量能够减少或者完全避免与药物活

性剂量浓度相关的副作用。
某种程度上来说，鼻腔给药对过敏性鼻炎具有靶向性治疗效果，相反地，鼻
腔给药的药物进入血液后产生系统性的治疗效果，因此，鼻腔给药对过敏性鼻炎
同时具有靶向性和系统性的治疗效果。
本发明中术语“治疗剂”指任何对病人甚至孕妇有治疗活性的物质。
本发明提供的成分能够保持药物持续的释放。
进一步定义本发明中治疗剂指天然制剂而不是医药产品。天然制剂指产品来
自于天然植物或者矿物质。
本发明中术语“医药产品”指处方药或者经医药和保健产品监管机构认证的
产品。
如果可能，相比于医药产品，大多数人更喜欢天然制剂去预防或治疗疾病。
天然制剂产品工业空间巨大，去年在英国的销量达到 45 亿英镑。然而，其
中大部分天然制剂都是口服或者皮肤给药方式。这些给药方式有一些弊病，例如，
某些病人难以下咽、见效慢，而且口服治疗经过肠胃吸收代谢，有些活性成分被
代谢掉；皮肤给药方式由于角质层的存在，影响吸收率及限制某些类型分子的吸
收。相反地，正如上面所述的，鼻腔给药方式能够提供一个更有效的疗效。
众所周知，鼻粘膜对刺激敏感，还有毒理学因素是鼻腔给药药物选择的主要
限制。本发明使用的天然制剂在允许的浓度范围内不存在或者具有最小的毒性。
天然制剂有以下一个或多个特征：抗菌、抗炎、抗失眠，或者心血管方面的
作用（如强心作用、抗心绞痛、抗高血压、增强血管收缩和扩张作用）。
具体的治疗剂如：阿司匹林、金丝桃、缬草提取物（含有倍半萜烯、缬草酸、
环烯醚萜类、生物碱类、木酚素、氨基酸、胺基丁酸、酪氨酸、精氨酸、谷氨酸
盐等成分）、银杏叶提取物（含有黄酮类、银杏内脂、银杏内酯类等）、维生素 A、
维生素 E、维生素 C、大蒜、酸橙汁、一种或多种益生菌、姜、鞣花酸、紫锥花、
瑞典花粉、黑胡桃壳、柠檬草、苦艾、葡萄柚种子提取物、西兰花、消化酶、透
明质酸、紫云英、玫瑰果、龙胆紫、黄海棠、七叶树、人参、绿茶、磷脂酰丝氨
酸、卵磷脂、柑橘、松树皮、咖啡因、槲皮苷、辅酶 Q10、蓍草、茶树、诺丽果
汁、脂肪酶、低聚果糖、菊粉、小茴香、蒜素。
本发明提供多种制剂协同发挥功效。包括 Kali bichromium；增稠剂如树胶或

淀粉；分解剂如甲基淀粉钠或交联聚维酮；释放剂如 硬脂酸镁；乳化剂；表面
活性剂；辅料；抗结块剂；成粒剂；防腐剂；着色剂。
本发明提供的成分不包含之前经常使用于鼻腔的成分，如能引起激怒或影响
纤毛运动（如溶剂丙二醇，吸收促进剂环糊精、苷类，粘膜粘着剂如聚氨基葡糖）
等成分。这些成分的使用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使患者感到不适或者影响鼻腔
的正常功能，也使呼吸不畅。
本发明提供的添加剂有薄荷醇，薄荷，绿薄荷，薄荷油，桉树，薰衣草，柑
橘，柠檬，酸橙。
本发明中的添加剂成分服用后能够使病人身心愉悦，使病人确切地感受到
药物在起作用，这样能够起到积极的心理学的治疗作用。
已经有实验表明本发明中的添加剂成分具有增强粉末对病人的预防和治疗
效果。添加剂中的薄荷、薄荷醇被认为能够更有效的治疗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疾
病。
本发明中的添加剂成分能够起到积极的心理学的治疗作用，例如，薄荷能
够促进扩充鼻腔管道，使患者呼吸更加顺畅，这对治疗哮喘病患者更加有利。
特殊地，一些精神上也有疾病的患者，他们的呼吸更不规则，而本发明的成分能
够使病人感到呼吸顺畅，恢复病人不规则的呼吸。
本发明提供的 HPMC 和添加剂的结合使用能够同时地连续地起到治疗作用。
更进一步的定义本发明的 HPMC 成分至少达到全部成分重量的 50%，更进一
步的 60%,70%,80%,90%,95%,97%，最准确的是 99%。
更进一步的定义本发明的治疗剂的成分与粉末 HPMC 成分的重量比例在
0.1:99 和 1.9:8.1 之间， 0.2:9.8 和 1.8:8.2 之间，0.5:9.5 和 1.5:8.5 之间，0.6:9.4
和 1.4:8.6 之间，0.8:9.2 和 1.2：8.8 之间，1.0:9.0 和 1.5:8.5 之间，1.5:8.5 和 2.0:8.0
之间，2.0:8.0 和 2.5:7.5 之间，2.5:7.5 和 3.0:7.0 之间，3.0:7.0 和 3.6:6.4 之间，3.6：
6.4 和 4.0:6.0 之间，更准确的是 2.5:7.5 和 3.6:6.4 之间，最准确的是 3.3:6.7。
更进一步的定义添加剂的成分在 50%以上，准确的 40.0%，30.0%，20.0%，
10.0%，5.0%，2.0%，1.0%，0.5%，最准确的是 0.25%。
粉末中各成分通过混合器混合大概 15 到 20 分钟。混合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粉
末的湿度和相容性。相对于干燥混合方式，有一定湿度的混合其损失量小于 5%。

附上英国专利说明书 NO.2378176A，阐述了本器械喷鼻的便捷性。喷鼻器使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装置定量地限制喷射粉末，因为过多的粉末能够导致鼻腔的
堵塞以及呼吸不畅。
本发明每次喷射的量在 1 毫克到 10 毫克之间，或者在 2.5 到 7.5 毫克之间、
3 到 7 毫克之间、4 到 6 毫克之间。
下面通过例子来进一步阐述。
例子 1：
成分

%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66.6

蒜素

33.3

配制方法：
所用成分都需经临床验证证明，每种成分都需单独纯化处理，然后经混合器
混合 20 分钟，最后混合好的粉末放置于喷鼻器中，使用前密封保存。

例子 2：
成分

%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75

紫锥花

24.5

薄荷醇

0.5

配制方法：
所用成分都需经临床验证证明，每种成分都需单独纯化处理，然后经混合器
混合 20 分钟，最后混合好的粉末放置于喷鼻器中，使用前密封保存。

例子 3：
成分

%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84

人参

15

薰衣草

1

配制方法：

所用成分都需经临床验证证明，每种成分都需单独纯化处理，然后经混合器
混合 20 分钟，最后混合好的粉末放置于喷鼻器中，使用前密封保存。

本专利总结阐述如下：
1. 本发明粉末制剂组成如下：粘度大概在 10-20 帕/秒的羟丙基甲基纤维素，
一种或多种治疗剂以及能够使患者感知到药物疗效的添加剂，如薄荷，绿薄荷，
薄荷油，桉树，薰衣草，柑橘，柠檬，酸橙。粉末与鼻腔接触形成凝胶。
2. 结合阐述 1，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的粘度准确的是 15 帕/秒。
3. 结合阐述 1，本发明粉末制剂有一个系统性的治疗效果。
4. 结合阐述 1，本发明粉末制剂提供一个药物持续释放的作用。
5. 结合阐述 1，本发明粉末治疗剂是天然制剂。
6. 结合阐述 5，本发明天然制剂具有以下一种或几种特征：抗菌、抗炎、抗
失眠，或者心血管方面的作用（如强心作用、抗心绞痛、抗高血压、增强血管收
缩和扩张作用）。
7. 结合阐述 5，本发明天然制剂如：阿司匹林、金丝桃、缬草提取物（含有
倍半萜烯、缬草酸、环烯醚萜类、生物碱类、木酚素、氨基酸、胺基丁酸、酪氨
酸、精氨酸、谷氨酸盐等成分）
、银杏叶提取物（含有黄酮类、银杏内脂、银杏
内酯类等）、维生素 A、 维生素 E、维生素 C、大蒜、酸橙汁、一种或多种益生
菌、姜、鞣花酸、紫锥花、瑞典花粉、黑胡桃壳、柠檬草、苦艾、葡萄柚种子提
取物、西兰花、消化酶、透明质酸、紫云英、玫瑰果、龙胆紫、黄海棠、七叶树、
人参、绿茶、磷脂酰丝氨酸、卵磷脂、柑橘、松树皮、咖啡因、槲皮苷、辅酶
Q10、蓍草、茶树、诺丽果汁、脂肪酶、低聚果糖、菊粉、小茴香、蒜素。
8. 结合阐述 1，本发明粉末制剂中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的含重量至少达 99%。
9. 结合阐述 1，药物制剂和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的比例在 2.5:7.5 到 3.6:6.4 之
间。

10. 结合阐述 1，本发明粉末制剂添加剂的含重量为 0.25%。
11. 结合阐述 1，本发明粉末制剂免受如其他刺激物或添加剂对鼻腔的负面
影响。
12. 结合阐述 1，本发明装置喷鼻使用更加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