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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降解嵌段共聚 物在药剂学中的应用
韩丽妹，方晓玲（复旦大学药学院药剂教研室上海２０００３２）
摘要：目的介绍生物可降解嵌段共聚物在药荆学中的应用。方法以国内外相关文献为依据，综述了生物可降解嵌段共聚
物的分类、优点及其在药剂学中的应用，包括：水凝胶、胶束、微球纳米球等。结果

生物可降解嵌段共聚物作为药物载体材

料，可避免药物突释，降低网状内皮吞噬系统的识别与吸收且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结论

生物可降解嵌段共聚物在药剂

学领域中有着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
关键词：可生物降解；嵌段共聚物；水凝胶；胶柬；微球；纳米球
中图分类号：Ｒ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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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降解嵌段共聚物是有发展潜力的新型药物载体

粒、微球等体系表面的破坏会导致药物突释或不完全释放，

材料，可通过调节嵌段组成比例或加入符合要求的新嵌段来

引入两亲性的嵌段共聚物后，可修饰系统，避免突释及不完

调控其物理、化学性质，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随着研究

全释放现象；②胶体靶向载体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被网

的不断深入，它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多种药物释放体系载

状内皮吞噬系统（ＲＥＳ）非特异性吸收，使药物到达不了ＲＥＳ

体，包括非生物活性药物和生物活性药物，如蛋白质、多肽、

以外的靶位。引入嵌段共聚物，可降低ＲＥＳ对其的识别与吞

抗原等。

噬，减少药物在ＲＥＳ中的聚集，实现药物在网状内皮系统以

１共聚物分类

外的组织、器官的靶向释放；③可通过改变共聚物性质，如嵌

共聚物是由许多不同单体组成的聚合物。根据单体排
布方式不同，共聚物可分为４类：无规共聚物（ｒａｎｄｏｍ

段比例、嵌段长度等调控药物释放速率，以根据治疗或人体

ｃｏｐｏｌｙ．

机能调节要求设计药物释放时间，满足短期和长期治疗等用

ｍｅｒｓ），交替共聚物（ａｈｅｍａｆｉｎｇ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接枝共聚物（ｇｒａｆｔ

途的要求；④嵌段共聚物由疏水性片段与亲水性片段嵌合而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嵌段共聚物（ｂｌｏｃｋ ｃｏ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成，具有两亲性。其亲水性可提高难溶性药物的溶解度，疏

嵌段共聚物由多个同聚物片段组成，为末端连接结构。

水性可提高疏水性药物的包封率及细胞膜脂质双分子层对

根据组成片段连续排布方式不同，可分为４类：①ＡＢ型二嵌

药物的通透性；⑤在体内降解为无毒性的单体，有很好的生

段共聚物，它是最简单的嵌段共聚物，由一种同聚物片段Ａ

物相容性，可保证机体的安全。

与另一种同聚物片段Ｂ连接而成；②ＡＢＡ型三嵌段共聚物，

３可生物降解嵌段共聚物在药剂学中的应用

由Ｂ片段的二末端分别与Ａ片段连接而成；③（ＡＢｌ。型多嵌

３．１水凝胶

段共聚物，由Ａ，Ｂ片段多次连接形成；④星型嵌段共聚物，拥

以生物可降解性嵌段共聚物材料制备的凝胶，因其生物

有多个功能臂的同聚物Ａ与片段Ｂ呈星形连接。

可降解性及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尤其

２生物可降解嵌段共聚物的优点

是温度敏感型凝胶，其可通过环境条件的改变即温度的改变

目前虽然已有很多聚合物材料应用于药物释放体系，但

形成原位凝胶。这类凝胶为通过非共价键连结形成的物理

生物可降鳃嵌段共聚物作为药物释放载体材料有许多独特

凝胶，即可逆凝胶，它能随温度变化发生胶．溶转变。它的两

的优点幢Ｊ：①在蛋白质、多肽类的聚合释放体系中，如纳米

个主要特点是：①当温度低于胶一溶转变温度时，为水溶性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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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②一旦进人体内后，则形成水不溶性凝胶。这～特点

体，具有很高的内核载药容量和独特的体内分布特征。两亲

对于药物释放体系中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它可在室温条件

性嵌段共聚物以胶束结构存在于水溶液中，它的大小在胶体

下以溶液形式注射或植入体内，在体温条件下转变为凝胶，

粒子范围内，粒径约为１０～１００ ｎｍ。具有柔韧性的亲水性聚

成为药物释放骨架，发挥缓、控释作用旧。。由于其制剂制备

合物形成胶束外壳，一方面可提高疏水性药物的溶解度，另

简单，能有效包封药物，能携带大量的水而具有良好的生物

一方面可使胶束被ＲＥＳ识别和摄取的机会大大下降，从而通

相容性，释药可控且给药方便，故可用于小分子量疏水性药

过ＥＰＲ效应，实现被动靶向［Ｉ“。疏水内核与外部水溶液环

物的增溶，药物的缓、控释，蛋白质、基因、抗原等不稳定生物

境的排斥力是静电作用、金属络合、疏水作用及嵌段共聚物

大分子的释放，眼用、组织植入等的局部治疗Ｈ。Ｊ。

组分间的氢键作用等各种分子问作用力的总和¨””Ｊ，这些

研究表明，聚乙二醇哥Ｌ酸／羟基乙酸共聚物形成的三嵌

作用力使疏水片段在水溶液中具有很强的聚集性，嵌段共聚

段共聚物（ＰＥＧ－ＰＬＧＡ．ＰＥＧ）溶。胶转变（低转变）的机制是：当

物胶束的临界胶束浓度远低于低分子表面活性剂，其具有高

温度升高时，胶束生长膨胀及由聚合物间疏水作用力引起的

度的热力学稳定性和动力学稳定性“¨”Ｊ。嵌段共聚物胶束

聚集数量增加１６～７ Ｊ。而胶．溶转变（高转变）的机制是：当温度

主要以胞吞的方式进入肿瘤细胞，并在肿瘤细胞内释药∞１。

继续升高时，ＰＥＤＰＬＧＡ—ＰＥＧ的三度胶束结构遭到破坏。因

物理增溶法制备的胶束主要以被动扩散方式释放药物，化学

此增加三嵌段共聚物的疏水性，可以降低溶．胶转变的温度

增溶法制备的胶束主要通过胶束骨架的降解释放药物。此

和临界胶凝温度。溶．胶转变温度决定了系统的适用性，处

外尚可通过在嵌段共聚物胶束的表面引入靶向性配基，使其

方温度及可注射性，其可通过改变ＰＥＧ－ＰＬＧＡ—ＰＥＧ的分子参

具有主动靶向的特点。如聚氧乙烯、聚乙二醇末端有羟基可

数，如ＰＬＧＡ链长度、ＰＥＧ链长度、中间嵌段丙交酯与乙交酯

以通过化学反应接上抗体或配体（如半乳糖、转铁蛋白、叶酸

的比例等来调控。有学者研究了酮洛芬和螺内酯在ＰＥｏＰＬ．

等）［２１］。

ＧＡ．ＰＥＧ凝胶中的释放动力学旧ｊ。药物疏水性显著影响其释

顺铂（ＣＤＤＰ）是一种高效的细胞毒物质，但由于其在水

放情况。相对亲水的酮洛芬持续释放２周，其释放速率可通

中的溶解度很低以及具有急性肾毒性使其在抗肿瘤治疗中

过初始聚合物浓度控制。相对疏水的螺内酯则释放超过２

的应用受到阻碍，将ＣＤＤＰ包封于嵌段共聚物胶束中能增大

个月，表现出两周期释放模式，即第一阶段为药物扩散，第二

药物的溶解性，并能减小它对肾的不良反应。Ｙｏｋｏｙａｍａ等陋］

阶段则是药物扩散与材料降解共同作用。螺内酯的释放情

用聚氧乙烯．聚天冬氨酸［ＰＥＯ．ｂ－Ｐ（Ａｓｐ）］聚合物制备了顺铂

况更符合凝胶结构的理论曲线，其释放速率可通过初始聚合

的嵌段共聚物胶束。体外实验表明，该胶束对Ｂ１６黑素瘤细

物浓度、药物包封率及聚合物结构来调节。

胞的细胞毒性ＬＵｌｌ，铂原料药高５倍；体内研究发现嵌段共聚

以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聚乙二醇组成的三嵌段共聚物
（ＰＬＧＡ。ＰＥＧ－ＰＬＧＡ）制备的自由流体溶液在体温（３７。Ｃ）条件下

物胶束的血浆ＡＵＣ和肿瘤蓄积量ｌ：Ｌｊｉｂ赙ｆｉ原料药分别高５．２
倍和１４倍，而且对。肾脏的毒性大大降低。

会自发形成水凝胶归Ｊ。这种生物可降解性热敏胶在注射部

用聚乙二醇哥Ｌ酸／羟基乙酸共聚物（ＰＥｏＰＬＧＡ）二嵌段

位可保持约１个月时间，而非生物可降解性热敏胶泊洛沙姆

共聚物制备阿霉素的可生物降解聚合胶束。化学结合阿霉

（Ｐｏｌｏｘａｍｅｒ）仅在几天内就会从注射部位消除１１…。Ｚｅｎｔｎｅｒ

素的胶束比物理包封阿霉素的胶束表现出更高的缓释特性。

等Ｌｌ“研究表明，难溶性抗癌药紫杉醇在ＰＬＧＡ．ＰＥＧ－ＰＬＧＡ凝

结合了阿霉素的胶束能够有效地被细胞吸收，胶束对ＨｅｐＧ２

胶中的溶解度和稳定性均有显著提高。５。Ｃ时，紫杉醇在

细胞的细胞毒性高于阿霉素原料药。共聚焦显微技术显示，

２３％水凝胶中的溶解度可达１０ ｍｇ·ｍＬ～，比在水溶液中的溶

阿霉素ＰＥＧ－ｂ－ＰＬＧＡ胶束在细胞质和细胞核均具有强烈的荧

廨度（约４腭·ｍＬ“）提高了２ ０００多倍；３７℃时，紫杉醇在水

光，而阿霉素原料药只在细胞核内有荧光，且强度不及胶束

溶液中贮存３０ ｄ后完全降解，而在２３％水凝胶中贮存３０

制剂。这说明阿霉素ＰＥＧ－ｂ－ＰＬＧＡ胶束能同时靶向细胞核和

ｄ

后，仅有不到１５％的药物发生降解；在一１０．５℃时，贮存１

细胞质，具有亚细胞靶向性。血细胞计数分析与共聚焦显微

年后降解不到１％。制备含２ ｍｇ·ｍＬ。１紫杉醇的２３％ＰＬＧＡ．

研究均证明胶束载体提高了药物的细胞吸收旧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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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受温度、ｐＨ调控有效地释放蛋白类药物、抑钙激酶【ｌ“。

３．３微球、纳米球缓、控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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