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体喷射注射器机械性能评价研究 

常州中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09 年 7 月 
 

摘要：液体喷射注射是一种利用压缩空气或弹簧产生高速射流，经微型喷孔直接射入到皮下组织的

技术。目前国外已有成熟的产品面世，而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喷射注射系统机械性能评价

尚未涉及。本文从喷射注射的穿透性能、喷射完全度、及扩散性能三个角度出发，对研发的液体喷

射注射系统分别进行了穿透压强测试、对具有一定硬度不同厚度的硅胶进行喷射注射、以及对一定

硬度的凝胶进行喷射注射，并与国外同类产品进行了实验对比。测试实验表明，自制液体喷射注射

器具有与国外同类产品相一致的机械性能，所构建的穿透性能、注射完全度、注射扩散度评价能反

映液体喷射注射器注射过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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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of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a jet injection 
system 

 
Abstract: A liquid jet injector employs compressed gas or spring to produce a high-velocity 
stream to deliver liquid drug into human body through skin. There are many clinical jet injection 
products available, none of which is a domestic product. How to evaluate the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a jet injection system becomes a critical issue. In this study,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 self-made jet injector and a foreign product were tested from three aspects: 
penetration ability, injection completeness and injection dispersion. Correspondingly, three 
different experiments were designed and performed: dynamic pressure measurement, injection 
into silicon rubbers with fixed hardness yet different thickness and injection into polyacrylamide 
gels with fixed hardness. The results show similar mechanical properties between self-made 
system and the foreign system. The evaluation of the mechanical performance of jet injectors that 
consists of penetration ability, injection completeness and injection dispersion can describe the 
jet injection process effectively. 
 
Keywords: jet injection; penetration; completeness; dispersion 

0 引言 

喷射注射技术是一种通过压缩弹簧或压缩气体产生高速射流，由微型喷孔直接射入

皮下组织的给药技术。喷射注射技术与传统的有针注射相比，具有一系列优点：如操作

简单、吸收效果好、能减少注射疼痛、消除针刺伤痛感染、减少针头处理的环境污染等 

喷射注射技术起源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当时一种名为皮下注水法的技术在医学杂志

上发表[1]，这种技术并未被应用在药物注射上而是被应用于水和某些液体的注射，比如

对不受控制神经痛的治疗。喷射注射应用于药物注射的现代史起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

从那时起，多种喷射注射器开始面世并应用于临床应用。图 1 为一典型喷射注射器的结

构示意图，这种注射器通常由两部分组成：用来吸入药物、盛装药物和弹射药物的注射



筒（安瓿），以及触发时能产生推力的推射装置。推射装置包括动力装置、触发装置。

动力通常由压缩气体或弹簧产生[1]。 

 
图 1  液体喷射注射器的典型结构 

喷射注射按药物到达及被吸收的位置分成几个区域：皮内区域、皮下区域、肌肉内

区域。皮内区域指药物沉淀到真皮层；皮下区域指药物沉淀到皮下组织；肌肉内区域指

药物沉淀到肌肉皮下组织；介入最浅的皮内注射通常用来注射剂量很小的药物，用以观

察被注射者对药物的反应；皮下注射用来注射剂量较小、无刺激性、并且药物吸收过程

需要持续适当时间的药物；三类中创伤性最大的肌肉注射通常用来注射具有刺激性、注

射剂量较大、并且需要快速吸收的药物。目前常用的喷射注射器多为皮下注射，如用于

糖尿病人胰岛素注射的无针注射器。 

由于皮肤的弹性和不透明性，使得观测喷射对皮肤造成的穿透和扩散结果变得困

难，目前穿透和扩散试验一般在仿皮肤的软体材料上进行。通常的离体实验在硅橡胶或

凝胶上进行，其中硅橡胶的材料性能更接近固体，而凝胶的性能更接近流体。由于皮肤

结构的特殊性，表皮的性质接近于硅橡胶，而真皮及皮下组织由于含水分较多，与凝胶

的性质较为接近[2-6]。 

2003 年 3 月，国际标准组织正式通过喷射注射技术标准 ISO21649:医用无针喷射

系统—要求和测试方法（Needle-free injectors for medical use – Requirements and tests 

methods），该标准提供了包括注射器总体标准，噪声标准，剂量规定标准，测量的不确

定性和规定的一致性标准，性能简介标准以及测试标准等。但该标准并未对如何具体地

评价注射器机械性能（即选择何种或几种参数作为评价注射器性能的性能参数）作出规

定[7]。我国由于没有喷射注射的制造企业，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因此没有对喷

射注射器制定相应的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如果不考虑皮肤之间的差异性，喷射注射相关过程一般认为与几个喷射参数相关，

这些参数包括喷孔直径，喷射速度和相隔距离（喷孔和皮肤表面之间的距离）等。一般 

来说，喷射的起始速度应当达到让人能够观察到喷射穿透表皮的程度。由于喷射的起始

速度与喷射的起始滞止压力相关，也就是说，喷射的起始滞止压力必须达到一定的阈值

才能穿透表皮[4,5]。喷射完全度（留在皮肤组织内的喷射液体所占全部液体的百分比）

也是衡量喷射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喷射完全度主要取决于喷射压力和喷孔直径。在一

定喷孔直径下，当喷射压力达到一定阈值时，喷射完全度可接近 100％[1,6]。喷射液体在

皮肤内的扩散状况是衡量喷射质量的另一个指标。不同的实验研究都表明，液体喷射注



射过程先通过侵蚀或撕裂等损伤机理在皮肤表面形成小孔，当射流达到某个深度后，孔

内的喷射药物会以类球体的方式扩散[1-3]。 

根据国外的研究资料和课题组的研究，本文提出了如何测试及评价液体喷射注射

器机械性能的一些方法，并对课题组自行研究开发的液体喷射注射系统与一种国外的液

体喷射注射系统（Injex 30）进行了对比测试。液体喷射注射的机械测试从三个方面进

行：穿透压强测试、对一定硬度不同厚度的硅胶进行喷射注射、及对一定硬度的凝胶进

行喷射注射。穿透压强测试主要用于评价系统的注射穿刺性能；对硅胶的喷射注射主要

用于评价系统的注射完全度；而对凝胶的喷射注射主要用于评价系统的注射扩散度。 

1 穿透性能评价 

喷射流的冲击压强是检验液体喷射注射器能否刺透皮肤的依据，对液体喷射注射器

喷射流的压强进行动态检测，可以为注射器能否刺穿皮肤提供依据。 

1.1 测试方法 

图 2 为实验测试装置示意图。首先将力传感器固定在平台上，输出端接差模电压

放大器，经放大后与数据采集卡相连，后接入 PC 机。其次将注射器装夹在铁夹内，并

保持注射器的轴线与力传感器的受力端板垂直。最后接通电源，并打开数据采集软件，

使用注射器进行喷射，喷射时的信号经数据采集软件采集后，通过软件处理得到喷射压

力的实验数据图，并根据喷孔直径，推导出射流的冲击压强。 

 

图 2 喷射流压强检测装置 

1.2 测试结果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分别对 Injex 公司的 Injex 30 喷射注射器与自制喷射注射器进

行出口喷射流压强测定。自制喷射注射器的详细情况见文献[8]。喷射剂量为：V=0.25ml，

喷射距离（喷射出口与传感器的距离）：L=1mm，冲撞间隙：S=6mm，喷孔出口直径为：



d=0.21mm。 图 3 为 Injex 公司的 Injex 30 喷射注射器和自制喷射注射器射流的冲击压

强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Injex 30 所采用的压缩弹簧刚度为 4700N/m，自制喷射注射器所

采用的压缩弹簧刚度为 4700N/m)，图 4 为喷射注射前 20ms 内的压强随时间变化的曲

线图。 

        

        图 3  注射器喷射压强               图 4  注射器在前 20ms 内喷射压强 

由图 3 可以看出，Injex 30 注射器的喷射流的冲击压强在起始时能够达到 47MPa，

在前 5ms 内的冲击压强均值在 15.5MPa 左右，在 120ms 时基本降到 0。从图 4 可以看

出，自制注射器的喷射流的冲击压强在起始时能够达到 48MPa，在前 5ms 内的冲击压

强均值在 16.3MPa 左右，在 120ms 时基本降到 0。同时，为了研究分析自制喷射注射

器在不同喷射剂量下的喷射压力，对不同剂量下的喷射流进行了测试，测试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种注射器不同注射剂量的喷射压力对比 

注射剂量

平均压强

产品
0.1ml 0.15ml 0.2ml 0.25ml 0.3ml

injex

自制无针

注射器

18.5MPa 17.3MPa 16.5MPa 15.5MPa 14.8MPa

19.1MPa 18.2MPa 17.3MPa 16.3MPa 15.4MPa

前5ms内

起始压强

起始压强

前5ms内
平均压强

喷射压强

61.5MPa 55.5MPa 51.5MPa 47MPa 39.5MPa

62MPa 56.3MPa 52.2MPa 48MPa 40.3MPa

 

1.3 结果分析 

喷射压力实验表明：在同等情况下，自制喷射注射器较国外注射器输出的压强略大，

这主要是因为注射器的结构有所不同，因而造成出口压强的差别。同时，其压强输出的

变化趋势与国外同类产品基本一致。射流研究表明[5]：人体皮肤组织的临界穿透应力为

15MPa，因而自制喷射注射器能够穿透人体皮肤组织。 



2 注射完全度评价 

注射完全度是指注入到被注射对象内的液体占整个喷射液体体积的百分比。注射完

全度是用来评价注射液进入注射区域的有效程度，体现注射的有效性。 

2.1  测试材料 

实验采用液体硅橡胶配制而成的固体硅橡胶。如成都中蓝晨光化工研究院的的双组

份液体硅橡胶（R-700A，R-700B）、（R-705A，R-705B）（R-710A，R-710B）三组型号

对应邵氏硬度分别为 0-5°，5-10°，10-15°）（每种含 A、B 两种配比材料，按 A：

B=10：1）混合。实验方法：首先将所需型号的液体硅橡胶的两种配比材料按质量比

A:B＝10：1 进行混合，通过搅拌使其混合均匀，然后将混合好的液体硅橡胶放入离心

机，通过离心机去处搅拌过程中带入气泡，完成后将液体硅橡胶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

将电热鼓风干燥箱箱内温度设为 80°C，工作时间设为 2小时。经过恒温加热后，液体

的硅橡胶变为固态的硅橡胶。实验过程中用自制的不同高度的容器（高度从 9mm 到

15mm）来盛装离心后的液体硅橡胶，得到不同厚度的硅橡胶。图 5 为部分配制好的不

同厚度的硅橡胶。最后选用（R-700A，R-700B）硅橡胶来进行测试，用硬度计（上海

精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的 LX-C 型橡塑微孔材料）校核的硬度为邵氏硬度 8。 

 

图 5  配制的不同厚度的硅橡胶 

2.2  测试方法 

图 6 为实验测试装置示意图，首先将台架放置在水平台上，并将其固定。将收集

容器装载到台架上，收集容器上端的外螺纹与台架的内螺纹孔配合固定。随后用胶水将



所制的某一厚度的硅橡胶片固定在台架面上，并使硅胶片的中心位于台架的内螺纹孔的

轴线上。最后将带有安瓿（已填充注射液体）的无针注射器垂直放置在硅橡胶片上，并

将注射器的轴线、硅橡胶的中心和螺纹孔的轴线保持在同一条线上，随后按下注射器的

触发开关，记录穿过硅橡胶片到达收集容器的液体的体积，通过比较收集容器中的液体

与注射前安瓿内填充的液体的体积，从而判别注射器的注射完全度。 

 

图 6  注射完全度测试装置图 

2.3  测试结果 

为了便于对比分析，分别对 Injex 公司的 Injex 30 喷射注射器与自制喷射注射器进

行注射完全度测定，实验选取了厚度分别为 9mm, 10mm, 11mm, 12mm, 13mm, 14mm, 

15mm 的硅橡胶片，取注射量 V＝0.1ml。实验的结果如表 2 所示：在硅橡胶的厚度在

某个值(13-14mm)以内时，Injex 30 喷射注射器与自制喷射注射器的注射射流几乎全部

穿过硅橡胶片，即说明注射完全度接近 100％。 

表 2   两种注射器注射完全度对比 

 

2.4  结果分析 

注射完全度评定实验表明：同时对卲氏硬度为 8HS 不同厚度的自制硅橡胶进行穿

刺，自制喷射注射器与国外注射器在达到某个硅橡胶厚度域值前(13mm-14mm)，穿透

率都接近 100％，而硅橡胶厚度超过此域值后，穿透率接近零。因而自制喷射注射器在

进行注射时，药液几乎能够全部进入人体皮肤组织。 



3 注射扩散度评价 

注射扩散度是用来评价注射液进入注射区域的扩散程度，用以体现注射的有效吸收

性，反映注射扩散度的主要参数有：扩散深度（药液扩散最深度处距喷射面的距离）L，

最大扩散宽度 D 以及最大扩散宽度处距喷射面的距离 Lm。 

3.1  测试材料 

实验采用凝胶配制试剂盒配制的固体凝胶。如南京凯基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SDS－PAGE 凝胶配制试剂盒。试剂盒的组分为 30% Acr/0.8%Bis 混合液，

4*Tris-HCI/SDS (pH8.8)，4*Tris-HCI/SDS (pH6.8)，10%过硫酸铵，TEMED。 

配制方法：将 Acr （特指 30% Acr/0.8%Bis）与蒸馏水混合，配制 Acr 含量为

10%,20%,30%,40%的溶液，取 6ml 的 10%,20%,30%,40%的 Acr 溶液，然后分别添加

30,60,45,24ul 的过硫酸铵及 6,12,12,6ul 的 TEMED，这样便配制出了四种不同硬度的凝

胶[3]，最后选用较为接近人体皮肤的凝胶（30%的 Acr 溶液配制的凝胶）。 

3.2  测试方法 

 取 30%的 Acr 溶液配制的凝胶，取注射量 V＝0.1ml。用 Injex 公司的 Injex30 喷射

注射器与自制喷射注射器进行分别向凝胶内注射黑墨水，待注射完毕后，测量黑墨水在

各个凝胶块内的相关扩散参数。 

3.3  测试结果 

图 7 为 Injex 公司的 Injex30 喷射注射器与自制喷射注射器在凝胶内的扩散情况，表

3 为扩散体的相关扩散参数的测量结果。 

 



图 7   Injex30 喷射注射器与自制喷射注射器在凝胶内的扩散情况 

 

表 3  两种注射器注射扩散度对比 

 

3.4  结果讨论 

扩散度实验表明：对 30%的 Acr 溶液配制而成的 Page 凝胶进行喷射注射，Injex30

喷射注射器与自制喷射注射器在凝胶内的扩散体的相关扩散参数（扩散深度 L，最大扩

散宽度 D 以及最大扩散宽度处距喷射面的距离 Lm）大小都较为接近。因而自制喷射注

射器在进行注射时，药液能够较好地在人体皮肤组织扩散。 

4 结论 

自制新型喷射注射器进行了机械性能测试研究，并与国外同类产品进行了对比。实

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穿透性能、注射完全度、注射扩散度三种机械性能评价指标，

有效反映了喷射注射作用于人体皮肤的特性，可以为今后国内研发此类喷射注射产品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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