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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研究

研究生：王丽丽

导师：张娜教授

中文摘要

近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用于恶性肿瘤治疗

的方法主要包括放射治疗、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其中对于实体瘤和转移肿瘤的

治疗，药物治疗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肿瘤化疗取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进步。多西

他赛是目前广泛研究应用的一种新型紫杉烷类抗肿瘤药物【I】，其作用机制是通过

刺激导管素的聚合，加强微管蛋白聚合作用和抑制微管解聚作用，导致形成

稳定的非功能性微管束，因而破坏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2】。多西他赛在临床

上被广泛地应用于卵巢癌【3】、乳腺癌【41、非小细胞肺癌f51和其它嘲多种癌症的治

疗。但多西他赛由于溶解度差、生物利用度低及毒性大等使其临床应用受到限制．

目前临床应用的剂型仅为注射液，泰索帝@和多帕菲@，该注射剂含有大量非离子

表面活性剂Tween-80。其中药物本身或吐温．80会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如过敏反

应，体液潴留，神经、骨骼肌肉毒性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等【7】，限制了其临床应

用。 因此，研究、探索新型高效、低毒药物给药系统成为药剂学研究热点之一。

本课题旨在研发新的给药系统提高多西他赛的水溶性，避免吐温．80表面活

性剂的使用，同时选择合适的肿瘤靶向因子将抗癌药物专一性或选择性的输送到

肿瘤组织，减少药物在正常组织器官的分布，降低其对正常组织器官的毒副作用，

利于未来用于癌症的治疗。

本研究课题首次制备三种不同类型的可生物降解的脂质纳米混悬剂：～、被

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DTX—lipid．based．docetaxel．nanosuspensions，

DTX．LNS)；二、长循环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pLNS)；三、叶酸介导的主动

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齐U(tLNS)。本课题对这三种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进行了系统的理化性质研究、药效学评价，以及体内药代动力学行为和体内组织

分布行为研究，研究内容与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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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药物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中多西他赛的含量，并对方

法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此方法简便快速、灵敏度高、专属性强，能准确测定多

西他赛的含量。

二、被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研究

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各DTX-LNS，采用冷冻干燥法以甘露醇作为冻干保护剂制备

DTX—LNS冻干制剂。使用透射电镜观察粒子外观形态，zEl’ASIzER3000激光粒度分

布与电势分析仪考察其粒径、粒径分布。采用透析袋法考察其体外释药行为。肿瘤

细胞毒性研究中，以多西他赛市售注射液多帕菲@为对照组，采用噻唑蓝比色法(MTT

法)测定多帕菲@、DTX．LNS和Blank．LNS对卵巢癌细胞株(SK．OV-3)和小鼠黑色素瘤

细胞株(B16)的细胞毒性作用。药效学研究中，进行-了DTX．LNS与市售多帕菲@注射

液对荷小鼠黑色素瘤(B16)昆明鼠的体内抗肿瘤效果的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在优化条

件下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DTX．LNS，制得的纳米混悬剂粒子形态规整，平均粒径为

200．O-a：3．42 nm，zeta电位为．11．15+0．99 mV，稳定性好。多帕菲@与DTX—LNS体外释

药均符合一级动力学数学模型，释放曲线拟合方程分别为：DTX．LNS：ln(1 00．Q)=

一o．1961 t+4．5543，r=0．9946，多帕菲@：In(100．Q)=．o．1859 t+4．4038，r=0．9991．。

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细胞毒性与多帕菲@注射液的细胞毒性相当。体内药效学

研究结果表明，与多帕菲@，LNS作为抗肿瘤药物载体可通过被动靶向作用，使药物

蓄积于肿瘤部位，增强药物的抗肿瘤作用同时降低药物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采

用高压匀质发制备的DTX．LNS，可进行产业化生产，粒径小，体内抑瘤效果好，毒

性低，是一种具有开发上市潜力的药物新剂型。

三、长循环和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研究

采用高压均质法以PEG修饰的脂质载体材料制得表面有PEG修饰的长循环脂质

纳米混悬剂(pLNS)。利用叶酸上的羧基与DSPE—PEG上的氨基通过DCC反应制得

DSPE．PEG—FA，将DSPE．PEG．FA掺入脂质载体材料中成功制备主动靶向脂质纳米混

悬剂(tLNS)。使用透射电镜观察粒子外观形态，zETASIZER3000激光粒度分布与电

势分析仪考察其粒径、粒径分布。采用透析袋法考察其体外释药行为。肿瘤细胞毒

性研究中，采用噻唑蓝比色法(M毗)研究多帕菲@、pLNS、tLNS、Blank-pLNS和
Blank—tLNS对细胞表面低表达叶酸受体的肿瘤细胞人肝癌细胞株(HepG2)和细胞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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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高表达叶酸受体的肿瘤细胞小鼠黑色素瘤细胞株(816)的细胞毒性作用。药效学研

究中，进行-]"pLNS、tLNS与市售多帕菲@注射液对荷小鼠黑色素瘤(B16)昆明鼠的体

内抗肿瘤效果的比较。药物代谢与组织分布研究中，比较pLNS、tLNS与市售多帕菲

∞在荷小鼠黑色素瘤(816)昆明鼠中的分布，并进行靶向性评价。

本部分制得的pLNS、tLNS的平均粒径分别为204．2+6．18 nlTI、220．6+9．54 nn'l，

zeta电位分别为．33．83+0．35 mV、．27．80-J：0．77mV。体外释放均符合一级动力学数学

模型。肿瘤细胞毒性试验结果表明，与多帕菲@相比，两种脂质纳米混悬剂的抗肿瘤

活性明显增强。对于主动靶向制剂组，tLNS对B16细胞的ICso值明显低于pLNS的IC50

值(P<O．05)，而对于HepG2细胞的IC50值没有显著性差异，细胞毒性相当。结果说明，

对于细胞表面高表达叶酸受体的肿瘤细胞，由于其表面大量的叶酸受体与连有叶酸

的载体结合，使抗癌药物可以更多的进入细胞内部，发挥抑瘤作用，因此，体外抑

瘤中，与pLNS相比，tLNS显示出较强的抗肿瘤活性。药效学实验结果表明，pLNS

组与Duopafei@组相比具有明显的抑瘤效果，tLNS组又有更好的治疗效果。tLNS组与

Duopafei@组比较，瘤体积减小明显(P<O．01)，表明制剂组与多帕菲@注射液组相比疗

效更好。同时小鼠体重变化相差明显(p<0．01)，N．S组、Blank．pLNS组、Blank．tLNS

组、pLNS组和tLNS组，小鼠体重均有明显增长，唯有注射液多帕菲@组小鼠体重下

降。由于体重变化是判断制剂毒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上述结果说明各多西他赛

脂质纳米混悬剂的毒性作用远小于市售注射液多帕菲，具有临床用药的价值。小鼠

体内药代动力学试验证明LNS、pLNS与tLNSJ]旨质纳米混悬剂静脉注射给药后，均可

延长药物在小鼠体内的滞留时间。对三种纳米混悬剂的瘤内靶向性进行评价，结果

显示，pLNS组瘤的总靶向效率疋由多帕菲@注射液组的5．22％提高N5．67％(1．09倍)，

其相对摄取率％和瘤内峰浓度Ce分别为5．22和1．02；tLNS组瘤的总靶向效率疋由多帕

菲@注射液组5．22％提高到6．40％(1．23倍)，是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的1．13倍，其

相对摄取率％和瘤内峰浓度G分别为5．92和1．17。这些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与pLNS

相比，多西他赛tLNS有更好的肿瘤靶向效率，可更明显的抑制肿瘤生长。

综上所述，本研究制备的三种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是一种多西他赛新剂型，

制备工艺简单可行，重现性好，适合产业化，改善了多西他赛的溶解度，增强了其

抗肿瘤作用同时降低了其毒副作用，是一种极有临床应用前景的多西他赛新剂型。

l关键词l脂质纳米混悬剂：多西他赛；癌症治疗；组织分布；叶酸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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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ies on docetaxel—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of malignant tumors have shown a

clear upward trend．Cancer effective treatments include radiotherapy,surgery and

chemotherapy play critical roles in the management of most solid tumors and

metastatic tumors which has progressed to a great extent．DTX，which belongs to the

taxoid family，is a mitotic spindle poison that accelerates the microtubule assembly

from tubulin and blocks the depolymerization of the microtubule．【2】It is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ovarian cancert31，breast cancel．[41，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sland

other tumors[81．However，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DTX is limited by the poor

aqueous solubility，low bioavailability and high toxicity．Presently used Taxotere@and

Duopafei@in clinical contain high concentration of nonionic surfactant Tween 80．

Either the drug itself or the solvent system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number of adverse reactions(e．g．，hypersensitivity，fluid retention，neurotoxicity，

musculoskeletal toxicity and neutropenia)[71，which caused the limited clinical use of

DTX．As a result，developing innovative drug delivery systems has become hotspots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drug solubility and eliminate the problems of Tween

80—based vehicle，a new docetaxel formulation has been builded，which increased the

local concentration of drugs at the tunlor sites，reduced side effects occurrence and

improved drug treatment．It represents a very attractive prospect for future cancer

therapy．

In the present study，three biodegradable docetaxel—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

(LNS) were prepared．The first system Was the passive

docetaxel—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DTX—LNS)；the second one Was the poly

(ethylene glyc01)(PEG)modified docetaxel—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pLNS)．It

Can develop the cycle time of the drug within the body and increase the accumulation



side effects of the drug to normal tissues and organs．These three novel LNS were

evaluated in terms of pharmaceutical characteristics，the pharmacodynamic activity

and tissue distribution，pharmacokinetic behavior in vivo，respectively．The main

methods and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Determination of drug content of docetaxel—lipid_based-nanosuspensions

The docetaxel concentration was determined by HP LC method and its

methodology was examin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t was an easy，convenient and

correct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docetaxel concentration in vitro．

2．Preliminary Studies on passive docetaxel—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

(DTX—LNS)

DTX—LNS were produced by high pressure homogenization method．Mannitol

(5％，W／V)was added to the the flesh prepared LNS as lyoprotectant and then

transferred to a freeze—dryer to get the lyophilized DTX-LNS．The physical—chemical

properties in terms of particle size，size distribution，zeta potential and morphology

were evaluated，respectively．／n vitro drug release was assessed using the dialysis bag

diffusion technique．The in vitro cytotoxicity of Duopafei@and LNS were assessed by

MTT against SKOV-3 and B1 6 cells．／n vivo antitumor efficacy was evaluated in B1 6

melanoma—bearing Kunming mice．The morphology of DTX—LNS was approximately

spherical．The particle size and zeta potential ofDTX—LNS were(200．o士3．42)nnl and

(一1 1．1 5士0．99)my,respectively．Both the release behavior of DTX from DTX-LNS

and Duopafei@followed the first．order kinetics equation and could be express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respectively：for DTX—LNS：ln(100-Q)=·0．1961 t+4．5543，r

=0．9946；for Duopafei⑩：In(100．Q)=．O．1859 t+4．4038，r=0．9991．The in vitro

cytotoxicit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ytotoxicity of drug—loaded nanoparticles was

nearly the same as that of flee drug．Compared with Duopafei@，it was shown that

DTX-LNS exhibited higher antitumor efficacy by reducing tumor volume(p<0．05)

and increasing survival rate in B I 6 melanoma·beating mice and strongly reduced th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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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ancer drug toxicity．Above all，LNS were total avoidance of organic solvents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could be successfully employed for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conveniently applied in clinical．

3．Preliminary Studies on PEG modified docetaxel—Upid—based-nanosuspensions

(pLNS)and active targeting docetaxel-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tLNS)．

PEG modified docetaxel—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pLNS)were produced by

high pressure homogenization method．We aslo describe the synthesis of a

folate—PEG-distearoylphosphatidylethanolamine(FA-PEG—DSPE)conjugate and

develop a folate-mediated drug delivery system to target cells．The morphology，

particle size and zeta potential were characterized．／n vitro drug release was assessed

using the dialysis bag diffusion technique．／n vitro cytotoxicity of Duopaf葫@，pLNS

and tLNS were performed using human hepatocellular liver carcinoma HepG2(FR-)

and B 1 6(FR+)cells．Finally，in vivo antitumor efficacy and the pharmacokinetics as

well as the drug tissue distribution Was evaluated in Kunming mice beating B1 6 cells．

The particle size of pLNS was 204．2+6．1 8 nln with zeta potential-33．834-0．35 mV．

tLNS showed the mean particle size of 220．64-9．54 nnl and zeta potential of

一27．80士O．77 mV．

Both the release behavior of DTX from pLNS and tLNS followed the first·order

kinetics equation and could be expressed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respectively：for

pLNS：ln(100一Q)=一O．084 t+4．588，r=0．9985；for tLNS：ln(100一Q)=一0．066什4．567，

r=0．9980．Cytotoxicity of tLNS against B 1 6 cell lines was superior to Duopafei@and

pLNS，while IC50 values for HepG2 cell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pLNS and tLNS．The B1 6 cell line，which is FR—positive and the active targeting drug

delivery，folate served as a targeting ligand to induce internalization by target cells

Was probably a major factor promoting the translation of specific binding into

improved antitumor efficacy of tLNS．Moreover，this enhanced transduction Was not

observed in FR—negmive HepG2 cells．／n vivo antitumor efficacy,it Was shown that

pLNS and tLNS exhibited higher antitumor efficacy by reducing tumor volume

(p<0．0 1)and they also showed better tolerant and antitumor efficacy in murine model

bearing B1 6 compared with Duopafei@．

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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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of biodistribution studies clearly indicated the superiority of LNS，

pLNS，and tLNS to Duopafei@in increasing the accumulation of DTX within tumor

and the organs rich in macrophages(1iver,lungs and spleen)，while，the drug

concentration in heart and kidney decreased．The overall targeting efficiency(Te)of

pLNS in tumor was improved from 5．22％(Duopafei@)to 5．67％(1．09 times)，the

relative taking efficiency(％)and the maximum concentrations(Ce)in tumor were

5．22 and 1．02 respectively；The Te of tLNS in tumor was improved from 5．22％

(Duopafei@)to 6．40％(1．23 times)，re and e in tumor were 5．92 and 1．77，

respectively．The tumor targeting effect of tLNS was hi曲er than those of pLNS．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tLNS designed to bind specifically to FR could be used

to deliver DTX to the tumor cells and may inhibit tumor growth better．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se three biodegradable docetaxel—

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 could effectively inhibit tumor growth，reduce toxicity

during the therapeutic procedure and hold the potential to be an appropriate choice for

the clinical administration of DTX．

Keywords：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docetaxel；cancer therapy；folate；target drug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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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Dcetaxel

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

Nanostructured lipid carriers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olyethylene glycol

Normal saline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50％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多西他赛

固体脂质纳米粒

纳米脂质载体

磷酸盐缓冲液

聚乙二醇

生理盐水

高效液相色谱

半数抑制浓度

enhanced permeation and retention 渗透与滞留能力

Correl ation coefficient

drug loading

Standard deviation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Folate

Folate-receptor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Accumulative release

Area under curve

Mean in vivo residence time

Total body cl earance

Distribution half-life

Elimination half-life

Time to peak

Maximum plasma concentration

Relative uptake rate

Targeting efficiency

相关系数

载药量

标准差

相对标准偏差

叶酸

叶酸受体

透射电子显微镜

累积释放百分率

药时曲线下面积

平均滞留时间

机体总清除率

分布半衰期

消除半衰期

达峰时间

最大血药浓度

相对摄取率

靶向效率



PEG modified

质纳

长循环多西他赛脂质纳米
pLNS

‘docetaxel．1ipid．based-nanosuspensions 混悬剂

tLNS
Active targeting 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

docetaxel-lipid-based—nanosuspensions 米混悬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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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一

月lJ吾

近年来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一直呈明显上升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报告，1990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数约807万，}=L1975年的517万增加了37．4％。

而1997年全球的癌症死亡数约620万，并且按目前的趋势预测，至2020年随着世界人

口达80亿，将有2000万新发癌症病例，其中死亡人数将达1200万，且其中绝大部分

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9】，由此可见，癌症将成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第一号杀手”，也

成为全世界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因此进行恶性肿瘤防治研究对于预防恶性肿瘤的

发生、降低肿瘤发生率、减少患者死亡率、指导临床治疗和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质

量等都必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几十年来，用于恶性肿瘤治疗的方法主要

包括放射治疗、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其中对于实体瘤和转移肿瘤的治疗，药物治

疗占有重要地位，合理的化疗策略可以显著延长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极大提高患

者的生存质量。虽然大多抗肿瘤药物能够杀死肿瘤细胞，但由于其缺乏对肿瘤细胞

的特异性，因此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将正常细胞和免疫(抵抗)细胞一同

杀灭。这种治疗方法是一把“双刃剑”，在降低肿瘤负荷的同时，往往也伤及正常组

织和细胞，从而对J下常组织器官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使人体免疫力降低，严重者

会造成病人的死亡。因此，开发新型药物靶向制剂降低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增加

药物在肿瘤部位的摄取，是目前肿瘤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多西他赛(Docetaxel，DTX)(图1)是法国罗纳普朗克·乐安公司开发上市、目前已

广泛研究应用的一种新型紫杉烷类抗肿瘤药物【10】，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刺激导管素的

聚合，加强微管蛋白聚合作用和抑制微管解聚作用，导致形成稳定的非功能性

微管束，因而破坏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使细胞增殖停止在有丝分裂静止期(G2／M)

的阶段【11】。多西他赛在临床上被广泛地应用于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与其

它药物的合并用药也用于胰腺癌、头颈癌、胃癌、卵巢癌以及前列腺癌等多种肿瘤

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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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多西他赛结构式

Fig．1 Chemical structure of docetaxel．

由于多西他赛水溶性较差【121，目前临床上应用的剂型只有注射剂，多帕菲@或

泰索帝@。该注射剂含有大量Tween．80和乙醇等助溶剂，临床使用时以氯化钠注射液

或5％葡萄糖稀释。尽管吐温．80毒性相对较小，但是在进行I期临床试验过程中病

‘人仍然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13】。另外，多西他赛为细胞毒性抗肿瘤药物，易造成

神经系统、免疫系统毒性，进入体内后分布无选择性到达全身各组织器官从而带来

全身毒副作用，极大伤害患者的身心健康，使其临床应用受到限制。因此，研究、

探索新的给药系统提高多西他赛的水溶性，避免表面活性剂和有毒溶剂的使用，同

时选择合适的肿瘤靶向因子将抗癌药物专一性或选择性的输送到肿瘤组织，减少药

物在正常组织器官的分布，降低其毒副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一、多西他赛靶向制剂的研究现状

靶向制剂的概念由Ehrlich P在1906年提出，但由于早期人类对肿瘤发病机理

认识的局限和未能了解药物在细胞和分子水平上的作用，以及用于制备靶向制剂的

材料和设备较少，限制了靶向制剂的发展，直到随着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材

料科学等方面的研究的飞速发展，才给靶向制剂的研究开辟了新道路。

靶向制剂亦称靶向给药系统(Targcting Drug Deiivery Ststem TDDS)是指通过载

体将抗癌药物通过局部给药或全身血液循环而专一性或选择性地定位浓集于靶器

官、 靶组织、 靶细胞或细胞内某靶点的给药系统。靶向制剂的意义在于不仅要求

药物到达病变部位，而且要求药物能在疾病靶区浓集，以便更好的发挥药效，同时

可以减少药物的用量，降低药物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顺从性，达到高效低毒的治

疗效果。

根据药物到达的部位，靶向给药系统可分为三级水平。第一级指到达特定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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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或组织；第二级指到达器官或组织内的特定细胞；第三级指到达靶细胞内的特定

细胞器【14】。根据靶向作用传递机理，靶向给药系统可分为被动靶向制剂、主动靶向

制剂和物理化学靶向制剂。

1被动靶向制剂

1．1脂质体(1iposome)[15】

脂质体(1iposome)是指由磷脂和胆固醇组成，具有类似生物膜的双分子层结构。

脂质体作为一种药物载体，具有被动靶向性、缓释作用、提高药物稳定性、降低药

物毒性等优点。目前新型靶向脂质体包括前体脂质体、长循环脂质体、免疫脂质体

等。黄红冰等【16】采用薄膜一超声分散法制备多西他赛普通脂质体和PEG一2000修饰长

循环脂质体。脂质体外形圆整，分散性较好；粒径大小为1 50 nln左右，分布较均匀；

包封率分别为(75．544-1．6)％和(72．16士2．4)％。药代动力学实验结果表明脂质体与普通

注射剂在家兔体内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具有显著性差异。两种脂质体的T!／2B和AUC明

显高于和长于普通注射剂，这与脂质体缓慢释放药物的性质有关，说明脂质体具有

缓释和长效的作用。

随着研究的发展，脂质体被认为是目前一种有效和优良的药物载体。然而脂质

体技术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如磷脂易氧化，制剂不易保存；脂质体制剂往往

制成冻干粉针使用，脂质体粒子在冻干和重建过程中，构型极易出现聚集、破裂、

塌陷等现象，严重影响药品生产质量和临床应用。

1．2固体脂质纳米粒【15】

固体脂质纳米粒(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SLN)是指粒径在10---1000 nlTl的纳米

给药系统，以固态天然或合成的类脂为载体，将药物吸附或包裹于脂质膜中制成的

新一代纳米粒给药系统，具有可以控制药物释放、避免药物的降解或泄漏以及良好

的靶向性，可大规模生产等优点【17】。Zhenghong Xu等【18】采用高压均质法以多西他赛、

蛋黄卵磷脂(EPC)、丙交脂一二油酰磷脂酰乙醇胺(LA．DOPE)、甘油十四酸酯制备靶

向于肝细胞癌的固体脂质纳米粒(tSLNs)。tSLNs的粒径大约为120nm，包封率大于

90％。细胞毒性试验中，tSLNs对人肝癌细胞系的杀伤作用大于市售药物注射液与非

靶修饰的固体脂质纳米粒(nSLNs)，并对正常的肝细胞或肝纤维无有害作用。由以上

结果表明tSLNs对治疗肝细胞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然而，SLN的应用仍受到如下限制：载药量低；存放过程中稳定性差，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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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脂质载体(nanostructured lipid carrier，NLC)是将固体脂质和空问上不相容

的液体脂质在一定温度下混合制备得到的纳米粒给药载体。NLC与SLN不同之处在

于其内部结构，NLC是以一定比例的液态油或混合脂质代替了固体脂质纳米粒中的

固体脂质而制备出的新型固体脂质纳米粒，被称为第二代脂质纳米粒子【19】。杨平等

[20l采用薄膜超声法制备多西他赛纳米脂质载体，粒子粒径为(124-4-16)nm，Zeta电位

为．19．57 mV，包封率为95．8％。体外释放符合Weibull释放模型。我们课题组【2l】采用

改良的薄膜超声法制备DTX．NLC，并制备冻干制剂。在优化条件下制备纳米脂质载

体的粒径为203．67+4．15 am，载药量和包封率分别为4．254-0．35％和88．94-1．02％。以市

售注射液多帕菲@为对照，DTX-NLC对4种肿瘤细胞(人肝癌细胞(HepG2)、人肺癌

细胞(A549)、卵巢癌细胞(SK．or-3)和小鼠黑色素瘤细胞(B16))和人脐静脉内皮细

胞(HUVEC)的IC50值均较注射液低。以荷B16细胞小鼠为动物模型，体内药效学研

究表明，与注射液相比，DTX．NLC能更有效的抑制肿瘤生长且有更低的毒性。以上

结果表明制备的多西他赛纳米脂质载体粒径小，药物包封率高，并可实现药物控释。

但NLC属于一种热力学不稳定的均相分散体系，经过长时问放置，粒子会出现聚集，

粒径变大，进而产生凝聚现象，故需制成冻干制剂以利于长期保存。

NLC中液体脂质的加入提高了载药能力，但同样也增加了药物突释的可能性以

及稳定性的问题，虽制成冻干制剂可提高其稳定性，但冻干成本较高。

1．4微乳(microemulsion)[is】

微乳是一种热力学稳定的、含有大量的由表面活性剂和助表面活性剂(通常是

中短链的醇)稳定化的油包水(或水包油)纳米溶胶分散系统。Kun Gao等【221以大

豆油和甘油三酯为油相，泊洛沙姆188和大豆磷脂为表面活性剂制备可注射的多西他

赛微乳，结果表明获得的微乳粒径为纳米级：稳定性好，在4℃和25℃放置6个月仍

可保持其化学物理稳定性；动物实验表明，制得的多西他赛微乳制剂可显著提高鼠

的血浆药物浓度。

然而，微乳使用大量表面活性剂，增加了药用微乳的毒性，长期服用会带来一

定的毒副作用，限制了使用范围：且对给药部位具有一定刺激性。

2主动靶向制剂【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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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靶向是指药物载体表面经修饰后，药物微粒不被单核吞噬系统识别，或其

连接有特殊的载体、抗体或配体，使其能够与靶细胞的受体结合，或为前体药物和

大分子复合物。主动靶向给药系统的作用机制为：通过周密的生物识别设计，如抗

体识别、受体识别、免疫识别等将药物导向特异的靶组织、靶器官或靶细胞，所以

有人形象地将主动靶向给药系统称为“药物导弹”【23】。

常用配体主要有叶酸、转铁蛋白、糖类、多肽、低密度脂蛋白(LDL)、激素、

核酸等，将这些配体与脂质体、纳米粒、微球、微乳等载体结合后包封药物，可产

生较好的靶向效果f241。Sun B[25】等将以人体表皮生长因子2(HEI也)为靶点的曲妥单

抗连接至IJPLA纳米粒表面后，纳米粒既可靶向于过度表达HER2的肿瘤细胞上利于细

胞摄取药物，又可通过多西他赛与曲妥单抗的协同作用产生更强的细胞毒性作用。

Yu Gao等【26】通过自组装合成EGF修饰的聚乙二醇一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胺

(PEG．DSPE)聚合物胶束，细胞实验表明，EGF修饰的载药聚合物胶束可靶向于肿瘤

细胞，通过EGFR介导的细胞内吞作用有利于药物进入细胞内，达到更强的抗肿瘤效

果和细胞毒性作用，并降低对正常细胞的损害。

前药(Prodrug)是一类体外活性较小或无活性，在体内经酶或非酶作用，释放出

活性物质而发挥药理作用的化合物【271。目前临床上使用的多数化疗药物存在毒性

大、选择性差、水溶性差的缺点，因此利用前药的优点，将其设计成具有靶向性的抗

肿瘤前药，在肿瘤药物治疗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某些前药在肿瘤部位占优势的

酶的催化下，才经代谢而产生具有细胞毒性的活性成分，杀死肿瘤部位细胞，从而降低

对正常组织器官的毒性。原药还可与载体以共价键连接，经局部给药或全身血液循

环进入体内后在体液水解、肿瘤部位酶解等作用下共价键逐步断裂，原药释放，从

而改变药物原有的体内行为和分布。

3物理化学靶向制剂

某些物理化学方法可以使一些制剂在体内特定部位释药而发挥药效成为物理化

学靶向制剂。如应用磁性材料与药物制成磁靶向制剂，在外界磁场的作用下，可将

药物导向靶组织器官：使用对温度敏感的载体制成熟敏感制剂，对肿瘤部位进行加

热从而增加药物在病灶部位的释药速度；可利用肿瘤间质的pH比周围正常组织细胞

显著低的特点，制备pH敏感制剂，控制制剂在靶区内释药：或利用栓塞制剂阻断靶

区的血供与营养，使靶区的肿瘤细胞缺血坏死，起到靶向化疗和栓塞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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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2．乙基．2．嗯哗啉)一聚乳酸

(PEOz．PLA)为材料，采用薄膜分散法制备多西他赛pH敏感嵌段共聚物胶束。在pH

7．4释放介质中，具有缓释作用：而在pH5．0条件下，胶束释药明显加快，体现出

PEOz．PLA胶束释药行为的pH敏感性，有利于增加抗肿瘤药物在靶区的浓度，提高

药物疗效。Mi Yang等【29】首先合成P01y(IPAAm—CO—AAm)．b．PLA嵌段共聚物，测得其

最低临界溶解温度(LCST)为41℃。然后装载多西他赛制得热敏感载药聚合物胶束。

结果表明获得胶束的粒径小于80nm，载药量为27％，有更强的细胞毒性，而对正常

的组织和细胞毒性小，大大降低了用药过程中的副反应。

目前，多西他赛新剂型研究广泛且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各种给药系统都或多或

少存在缺陷，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多西他赛注射剂安全性差等问题，还无法达到取

代多西他赛注射剂的程度。因此继续研究、探索新的给药系统仍然十分必要。

二、纳米混悬剂的研究现状

1纳米混悬剂的定义

药物纳米混悬齐lJ(nanostmpensions)是一种纯药物纳米颗粒的亚微细粒胶态分散

体，以表面活性剂为增溶剂。近年来，此领域研究活跃，旨在增加药物的溶解度、

生物利用度和给药的靶向性，药物纳米混悬剂正引领纳米释药系统向前发剧30，3¨。

2纳米混悬剂的制备方法

纳米混悬剂的制备方法主要有碾磨法【32】、纳米沉淀法【33J、高压均质法【34J等。碾

磨法制备纳米混悬剂有碾磨介质或者金属残留，纳米沉淀法制备时最终产品可能残

存有机溶剂会对机体产生毒副作用，而高压均质法的金属残留量低，且不含有有机

溶剂并且易于工业化生产【35】。高压均质法制备过程为将药物水混悬液在高压匀质机

一定压力作用下高速通过匀化阀的狭缝，制得纳米混悬剂。高压均质法与其它制备

方法相比，操作方便、耗时短、易于产业化且重现性好【36】：高压均质技术比较成熟，

已被批准用于生产静脉注射用脂肪乳剂；此法制得产品粒径小且均匀，稳定性好，

制备适用于静脉注射用纳米混悬剂及注射用的无菌纳米混悬剂；该方法自问世以来，

在解决难溶性药物制剂的问题上显现出极大的优势，并受到广泛重视。

3纳米混悬剂的优势【37】

1)与脂质体、乳剂等脂质系统相比，该技术可成功地将既难溶于水又难溶于油

的药物制成制剂，克服了制备其它制剂需先溶解药物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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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载药量高，适合大剂量给药，同时可减少给药体积。

3)通过简单的工艺和处方提高难溶性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同时避免大量附加成

分对患者的毒副作用。

4)制剂制备时保持了最佳结晶状态且具有足够小的药物粒度。另外此剂型的微

粒特性可改变药物静脉注射的药代动力学特征，有高效低毒的效果；

5)将药物制成不同粒径或进行表面修饰，制备被动靶向和主动靶向纳米混悬剂，

增加病灶部位药物浓度，降低给药剂量从而降低药物毒副作用。

4纳米混悬剂的研究进展情况

基于纳米混悬剂的众多优点，其作为药物载体的研究越来越广泛。总结已上市

和正在进行临床研究的品种见表1【30，31】。

表1己上市和正在开发的固体颗粒纳米混悬剂制剂

Tab．1 Nanosuspension Preparations listed and being developed

紫杉醇

(ABRAXANE)

西罗莫司

(Rapamune)

阿瑞吡坦

(EM[END)

细胞因子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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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剂

Thymectacin

非诺贝特

白消安

布地奈德

转移性乳 美国制药合作伙
美国生命科学 静脉 已上市

腺癌 伴

抑制免疫

止吐

局限性回

肠炎

造影

抗癌

调脂药

抗癌

哮喘

Elan

惠氏

Nanosystems

Elan

默克
Nanosystems

Elan Cytokine

Nanosystems PharmaScience

Elan

Photogcn I

Nanosystems

Elan NewBiotics．／Hex

Nanosystems Oncology

SkyePharma 未公开

SkyePharma Supergen

Elan Sheffield

口服 已上市

口服 已上市

口服 II期临床

I／II临床

静脉 I／Ⅱ临床

口服 I期临床

鞘内 I期临床

肺部 I期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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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已上市和正在进行研究的品种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1月美国FDA

批准上市抗癌药物制剂白蛋白结合紫杉醇纳米粒注射混悬液(商品名：Abraxane TM)，

不含不良反应严重的溶媒Cremophor EL和乙醇，可采用普通静脉插管以高出50％的

剂量于30分钟将紫杉醇释至体内，而且由于载药量大，总的注射体积也降低了5倍

【3引。该制剂用于治疗转移性乳腺癌联合化疗失败后或辅助化疗6个月内复发的乳腺

癌，在全球进行的随机对照三期临床试验和中国随机对照二期临床试验均表明，接

受Abraxane删治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疗效比接受溶剂型紫杉醇治疗的患者高

出近一倍【”】。

但此纳米混悬剂中用的载体材料白蛋白，价格比较昂贵，因此，白蛋白结合紫

杉醇纳米粒注射混悬液虽然疗效好，但造价高，会给患者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因

此，本课题拟选用磷脂材料作为载体。

5磷脂作为载体材料的优势

磷脂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天然的两性离子型表面活性剂，广泛存在于动物的脑髓、

内脏、血液、乳汁、蛋黄及植物的种子中，含有磷脂酞胆碱、磷脂酞乙醇胺、磷脂

酞丝氨酸等【39】。国内药剂上常用的是大豆卵磷脂和蛋黄卵磷脂，其具有无毒性、无

免疫原性、生物相容性好及可供静脉注射给药等特点，己广泛用于脂质体、脂肪乳

剂及纳米脂质载体等的制备。有研究表明通过与磷脂复合而形成载体系统或前体药

物，可有效地提高天然活性成分的体内吸收，增加被包封药物透过细胞膜的能力，

故有靶向性，药物集中于患部，缓慢释放，达到长效效果【40】。

6 PEG化的磷脂作为载体材料的优势

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glycol，PEG)是目自仃美匡IFDA批准的唯一可用于药物制备

的聚合物，是中性、无毒、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且可用于体内注射的合成聚合物之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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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乙二醇(PEG)化的磷脂做稳定剂具有以下优点：1)改善药物的溶解性质，

减少了与血浆调理蛋白的相互作用，降低了被巨噬细胞吞噬的可能【42l；2)延长药

物在体内循环时间，延长药物半衰期；3)提高载体在肿瘤部位的被动靶向作用。

三、叶酸修饰的靶向制剂的研究

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和材料科学的研究进展，肿瘤分子靶向治疗成为近

年来肿瘤研究的热点，也逐步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431。肿瘤分子靶向治疗

是指在肿瘤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上，以肿瘤组织或细胞相关的特异性结构分子作为治

疗靶点，使用能与这些靶点特异性结合的抗体、配体等，达到直接治疗即干扰其特

有的信号传导通路，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甚至将其完全消灭，或导向治疗即

将治疗药物选择性的运送到肿瘤部位，从而直接杀伤靶细胞而减少对正常细胞的损

伤的一类疗法【矧。利用叶酸(folio acid，FA)配体一受体的特异性结合来靶向传递药物

治疗恶性肿瘤的研究是目前研究热点之一。

叶酸受体为一种被磷脂酰肌醇(GPI)锚在胞膜上的糖蛋白，属于肿瘤相关性抗

原，分子量为38～40 kD。目前随着对细胞膜表面叶酸受体研究的逐步深入，发现其

在正常组织中表达高度保守，而在多种肿瘤细胞膜表面高度表达，如乳腺癌、卵巢

癌、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和肾癌等，有时可比正常组织高出100．300倍，因此通

过叶酸分子修饰药物载体所获得的叶酸介导的纳米给药系统，具有纳米给药系统的

被动靶向和肿瘤细胞膜表面叶酸受体介导的主动靶向两方面的双重优势，对肿瘤组

织表现出高选择性，有效提高治疗药物的靶向效率，降低药物对正常组织器官的毒

副作用，在肿瘤靶向治疗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 叶酸化学结构上游离丫羧基

(FA-7．COOH)与游离叶酸对叶酸受体具有相似的亲和力，而FA-ct．COOH羧基对叶酸

受体几乎没有亲和力【451，浓度为10Jomol／L的叶酸即足以饱和所接触到的叶酸受体

【46】。细胞可通过叶酸受体介导的内吞通路将叶酸内吞入胞。叶酸介导的给药系统与

膜表面叶酸受体结合后，浓集于特定病灶部位处细胞膜的特定区域，膜即发生内陷，

叶酸与叶酸受体结合物形成胞内体，在内涵体的酸化作用下(pH=5．O)，叶酸受体与

叶酸介导的纳米给药系统分离，受体返回细胞膜表面，而内化的叶酸结合物则逸出

内涵体被溶酶体降解，将药物释放在胞质内【47】(见图2)。因此，纳米给药系统可

以使药物专一性或选择性的进攻肿瘤细胞，解决了递药系统在生理状态下难以透过

细胞膜的问题，从而实现针对病灶部位癌变细胞的三级靶向递药【48】。肿瘤细胞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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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药物有效杀死，同时避免对证常组织细胞的损伤，降低毒副作用。

此外，|fi常组织中的叶酸受体大部分位于极化上皮尖端表面，例如脑室脉络丛、

近端肾小管极性侧等，受体面向组织的官腔侧，彳≮能与m液接触。因此，通过局部

给药或全身血液循环给药后进入血循环中的叶酸结合物不能‘jIfi常组织上的叶酸受

体通过配体．受体作用结合，故正常组织不易受到损例4引。
肿瘤新生血管

图2叶酸受体介导的纳米递药系统内吞过程

Fig．2 folate receptor mediated endocytosis process for nano—drug delivery system

叶酸作为肿瘤细胞的寻靶分子还有许多优势，如：相对分子质量小、高度亲和

性(Kd～10一oM)、更易进入肿瘤部位、无免疫原性、可重复给药、价廉易得、易于修

饰、生理相容性好、不易被溶酶体破坏、转运效率可通过内化和循环机制进行提高

[461。国内外众多报道表明，将叶酸与药物偶连后，叶酸受体阳性肿瘤细胞对药物的

摄取显著增加【50-521。目前对叶酸受体介导的肿瘤靶向治疗的研究也非常广泛【53，541。

虽然目前研究仍然处于实验阶段，但叶酸介导肿瘤靶向治疗显示出了良好的可行性

和临床应用前景。Mishra P等【551制备PLGA．PEG乡#J米粒，然后通过表面PEG链末端

胺基与活化的叶酸连接制得叶酸修饰PLGA．PEG纳米粒。体外释放结果表明药物在

靶部位【1J‘缓慢释放，与游离药物相比对人癌KB细胞株细胞每性人。Zhangt56]等制备

的叶酸柔红霉素脂质体(3-要材料为DSPC／cholesterol

／FA．PEG—DSPE--56：40：0．1)对HeLa．IUl用ICaco．2细胞2h杀伤效心分别为怍靶阳柔红

々霉索H旨质体9．5、l 19．5f『}。

II前，Ⅲ内外术见天J：ll|．酸修饰的K循叫i多阳他赛脂质纳米溉怂剂的例f究。⋯

此，研究：洲衙|lf．酸修饰的K循叫：多l啊他赛脂质纳米混怂刺仃较!cr的珥!论意义刷心J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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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四、课题设计

本课题旨在研发一种新型的可实现产业化生产的载药脂质纳米制剂，可以改善

多西他赛的理化性状、药代动力学行为和体内组织分布行为，提高多西他赛溶解性，

从而避免传统制剂中吐温一80和有机溶剂的使用，同时通过该载体的被动靶向及主动

靶向性，特异性地增加多西他赛在肿瘤部位的蓄积，在增强抗肿瘤疗效的同时减小

药物对正常组织器官的毒副作用。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被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DTX-lipid-based．docetaxel-

nanosuspensions，DTX-LNS)

LNS由天然磷脂材料组成，具有理化性质稳定，生物相容性好，毒性低及可供

静脉注射给药的优点。通过肿瘤组织部位的增强渗透及滞留(enhanced permeability

and retention，EPR)效应DTX．LNS可被动靶向于病灶部位，增强疗效，降低毒副作

用。

2长循环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ODTX-pLNS)

pLNS采用聚乙二醇磷脂酰乙醇胺(DSPE．PEG)作为脂质材料，制得表面有PEG

修饰的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提高了载体在肿瘤部位的被动靶向作用，增加药物

在肿瘤组织内的累积量，达到长效与缓释的目的，提高疗效。

3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DTX-tLNS)

制备具有主动靶向能力的叶酸介导的脂质纳米混悬剂，该制剂可靶向于过度表

达叶酸受体的肿瘤细胞表面，从而将药物特异性或专一性的导向肿瘤组织，减少药

物在正常组织器官的聚集，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本课题通过简单制备工艺高压均质法首次制备被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

剂，载药量高，生物相容性好，可将药物被动靶向于肿瘤组织，减小对正常组织器

官的毒副作用。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提高了载体在肿瘤部位的被动靶向作用，延

长了药物体内半衰期，达到长效与缓释的目的，提高疗效。叶酸修饰的主动靶向纳

米混悬剂，可主动到达肿瘤细胞表面，与非靶向组比较，抑瘤效果更好。因此，本

课题首次制备的三种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均改善了传统制剂的缺陷，具有良好

的肿瘤靶向性，提高药物药效同时降低了其毒副作用，且制备工艺简单，是具有一

定产业化前景的癌症治疗的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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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药物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一、材料

1试剂与药品

多西他赛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多西他赛(纯度99．5％，齐鲁制

药有限公司惠赠)；注射用大豆磷脂(药用，PC>95％，pH=5．0．7．0，上海太伟药业)；

聚乙二醇．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胺(DSPE—PEG2000，美国Avanti Polar Lipids公司)

聚乙二醇一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胺(DSPE—PEG2000一NH2，美国Avanti Polar Lipids公

司)；实验用水为Milipore超纯水；甲醇(Tedia色谱纯)；乙腈(Tedia色谱纯)；0．229m

微孔滤膜(上海市新亚净化器件厂)；无水乙醇(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批号

20061 101)；氢氧化钠、磷酸二氢钾等均为市售分析纯试剂。

2仪器

DIAX900匀浆机(德国IKA公司)；高压匀质机NSl001L(意大利GEA Niro Soavi

公司)；SHB．III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ALl04．1C精密

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公司)；TDZ4．WS低速台式离心机(湘仪离心机)：

LC．10ATVP．ODS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SPD．10AVP紫外检测器(同本岛津)；

UV-2102PCS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UNICOTM)；PHS．3C型精密pH计(上

海雷磁仪器厂)；eppendo形液器(德国Eppendorf公司)；GL一8813旋涡混合器(江
苏海门其林医用仪器厂)。

二、试验方法

I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体外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本课题采用高效液柏法测定脂质纳米混悬剂中多西他赛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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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检测波长的确定

精密称取适量多西他赛对照品，加乙腈．蒸馏水混合溶液(65：35，V／V)溶解并稀

释成每1 ml中含20肛g的溶液，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中国药典2010年版二部附录

IV A)，以混合液为空白对照，于200～400 hi／1波长范围内对其进行扫描，考察紫外

吸收情况。称取注射用大豆磷脂适量同法操作，于200～400 nm范围内进行波长扫描。

1．2色谱条件

参考相关文献【181，本课题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法)测定脂质纳米混悬

剂中多西他赛的含量。

1．3标准曲线的建立

取多西他赛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用适量流动相溶解配制成浓度为l mg／mL

的贮备液，精密吸取贮备液适量用流动相稀释成浓度分别为5．0，10．0，20．0，30．0，

40．O和50．0 gg／ml的6个浓度的工作液，按照1．2项下的色谱条件，测定，记录色谱

图，以峰面积A为纵坐标，多西他赛浓度C(肛∥m1)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1．4最低检测限和最低定量限的测定

采用基线信号与噪音比的分析方法，以230 nnl为检测波长，把一系列已知多西

他赛标准品低浓度溶液分别进样20“l，将溶液测出的信号与噪声信号进行比较，以

信号／噪音(sin)=3：1时相应的浓度为最低检测限，以信号／噪音(S／N)=10：I时相应的浓

度为最低定量限。

1．5日内、日间精密度

配制低、中、高(5．0，30．0，50．0 1．tg／m1)三个浓度的标准溶液，进行色谱分析，

记录峰面积，计算多西他赛含量。一天内重复进样5次，计算日内精密度；一天进样

1次，连续进样5天，计算日间精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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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方法回收率

耿低、中、高(5．0，30．0，50．0 pg／m1)三个浓度的对照品溶液，进样20“l，测定

峰面积，代入标准曲线方程求得溶液实际测定浓度，计算方法回收率和IRSD值。

1．7加样回收率

按处方量的80％、100％、120％称取多西他赛原料药适量，分别加入处方量的

辅料，加甲醇溶解后定容，摇匀，配制成浓度分别为40．O、50．0、60．0 pg／ml的样品

溶液，进样20“l，测定峰面积，代入标准曲线方程求得实际测定浓度，计算加样回

收率$1RSD值。

2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载药量的测定

载药量(D11lg Loading，DL)是指纳米粒中药物占有的的重量百分率，其高低决定

着临床上给药量的多少。载药量低，则临床上需给药量大，那进入人体的载体和制

剂的量也就多。因此，在保证制剂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载药量应尽量提高，以减少

临床给药剂量，提高病人的顺应性。

2．1纳米混悬剂中药物的含量测定

精密吸取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加甲醇破乳，涡旋，进样20“1，进行HPLC

分析，记录峰面积，计算纳米混悬剂中多西他赛的含量。

三、结果一、；H—卜

1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含量测定方法考察结果

1．I检测波长的确定

由图1．1可以看出，多西他赛的紫外最大吸收峰在230 nnl处。由图1．2可知，辅

料在230rim处无紫外吸收，不干扰多西他赛的含量测定，因此选择230 nnl作为检测

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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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vRlRn口m 22q q Ahc．n Sq3

图1．1多西他赛紫外扫描图谱

Fig．1—1 The UV spectrogram of docetaxel

三◆
zDD篇DD

1．2色谱条件的确定

图1．2辅料紫外扫描图谱

Fig．1—2 The UV spectrogram of adjuvant

札

确定色谱条件如下：色谱柱：Hypersil ODS C18柱(4．6 mmx250 ITIITI，5¨m)；流

动相：乙腈．水(65：35，V～)：紫外检测波长：230 am；进样体积：20“l；流速：1．0

ml／min；柱温：室温：检测方法：外标法；系统适用性试验：理论板数不低于5000，

多西他赛与辅料峰分离度R>I．5，辅料不干扰多西他赛的含量测定，结果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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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1—3多两他赛高效液相色谱图

A_牟甫料B一多西他赛C．多西他赛+辅料

Fig．1—3 HPLC chromatograms of docetaxel

A·-Excipients B-·docetaxel C·-docetaxel+Excipients

1．3多西他赛标准曲线

测定并记录多西他赛一系列浓度的峰面积，结果见表l—l和图1．4。

表1．1多西他赛标准曲线测定结果

Tab l—l Result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docetaxel standard curve

6讲舢

500000

400000

J1100∞

2IMJ(HJ0

10000(I

，0 40 ，

I冬J1—4多IJq他赛f，J：准I|{I线I冬l

Fig．I一4 Standard curve of docetax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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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西他赛峰面积(A)为纵坐标，浓度C0tg／m1)为横坐标，将A对其浓度C进行线

性回归，得标准曲线方程：A=12684C．722．76(FO．9998)。结果表明：多西他赛在5～50

p咖l浓度范围内，峰面积与其浓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1．4最低检测量和最低定量限的测定结果

多西他赛含量测定的最低检测限浓度为5 ng／ml，即最低检测量为O．1 ng，最低定

量限浓度为20 ng／ml，即最低定量限量为0．4 ng。

1．5日内、日间精密度试验结果

表1．2日内、日间精密度结果(n=6)

Tab l一2 The precision result ofdocetaxel within-day and between。day(n26)

Within day Between days

删Addmedl)(F㈣ound Me雅s。R(％SD)(F删ound
Mean+SD

R(％SD)
(些型翌12 ：竺兰：：：：! ：二=：

5．O

30．O

50．O

4．934

4．978

4．930

4．943

4．980

5．039

29．952

29．922

29．925

29．915

30．150

29．965

50．068

49．943

50．080

50．107

49．968

4．967士0．04 l 0．83

29．972士0．090 0．30

50．037士0．066 0．1 3

4．965

4．944

4．966

4．957

4．936

5．088

29．952

29．935

30．104

29．975

29．934

30．102

50．028

50．112

49．988

49．926

50．012

4．949士0．030 0．6 l

3 0．000士0．08 l 0．27

50．011士0．06l 0．12

50．054 49．998—●__●__—_______●-_—_—--———_________●_—-H●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I—_--—_—一
由以上结果可知，低、中、高三个浓度的日内精密度RSD值<1．0％，日间精密度

的RSD<I．0％，表明该方法精密度良好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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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6方法回收率试验结果

方法回收率实验结果见表1．3。

表1．3方法回收率试验结果(n=6)

Tabl-3 The recovery of docetaxel(n=6)

Added Found Recovery Mean+SD RSD

l些型翌12 l些型翌12 1丝2 1丛型翌12 1丝2
5．OlO 100．20

5．O

30．O

50．O

4．978

5．003

4．977

5．001

4．983

29．961

30．012

29．915

29．975

30．050

29．985

50．076

49．943

50．080

49．937

49．799

49．954

99．56

100．06

99．54

100．02

99．66

99。87

100．04

99．72

99．92

100．17

99．95

100．15

99．89

100．16

99．87

99．60

99．91

99·84士O·29
O．29

99．94士0．15 O．15

99．93士O．2 1 0．2 1

由上表可见，多西他赛低、中、高三种浓度的方法回收率在99～101％之间，RSD

均小于0．5％，该方法的方法回收率结果良好符合要求。

I．7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见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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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加样回收率测定结果(n一6)

Tab l一4 Therecovery of docetaxel(n=6)

Added Found Recovery Average+SD RSD

(些型翌12 l些型翌12 1丝2 1丝2 (丝2

40．0

50．0

60．O

40．112

39．942

39．952

39．910

40．051

49．761

50．001

50．032

50．021

50．038

59．010

60．10l

60．50l

59．500

60．020

100．30

99．86

99．88

99．78

100．13

99．52

100．00

100．06

100．04

lOO．08

98．35

100．17

100．84

99．17

100．03

99．98±0．2 1 O．2 1

99．94士0．24 O．24

99．71+0．97 0．97

由上表可知，该方法低、中、高三个浓度的加样回收率均在99"-"101％之间，

RSD<I．0％，说明利用高效液相法测定多西他赛的含量不会受到辅料的干扰。

四、讨论

1、本章成功建立高效液相法测定多西他赛的含量。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是一

种高效、快速的分离分析方法。近年来在医药卫生领域的研究应用极为广泛。此

分析方法灵敏度高，紫外检测器可达0．0l ng，甚至pg水平，进样量在p L数

量级，不会造成样品的浪费；此方法分析速度快，通常一个样品的分析时间在

15----30 min，有些甚至在5 min内即可完成分析，大大节省分析时间。目前许多

药物(包括多西他赛)都可用高效液相色谱法进行分析检测，是法定分析方法。

2、高效液相色谱法定量分析的参数是色谱峰下的面积或峰高，定量依据是样品

中被测组分的量(或浓度)与响应值(峰高或峰面积)成正比。内标法是选择某种

标准物质加入样品中作为内标物(色谱拄可将其分离，且不会受到试样中其它组

分峰的干扰)，然后通过待测组分与内标物的峰高或峰面积之比，即可求算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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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含量的方法。采用内标法分析样品时各组份无需都被枪出、沈脱，结果与进

样体积无关，可避免进样量不准确带来的误差。但由于该方法每次分析时都要

准确称取或量取待测组分和内标物的量，操作步骤繁琐费时。外标法即以对照物

质(与待测组分同质的标准品)和样品中待测组分的响应信号相比较进行定量的

方法。外标法方法简便，不需用校正因子，计算简单，是液相色谱分析中最常用

的定量方法【571。本研究中多西他赛高效液相色谱图基线平稳、无漂移，其色谱

峰呈对称形正态分布曲线，无前延和滞后现象，故采用HPLC法外标标准曲线法

进行多西他赛的定量分析。

3、在本课题中多西他赛HPLC乡'[-标标准曲线的回归直线方程为A=12684C．722．76

且相关系数r=0．9998，结果表明，多西他赛在5～50 gg／ml范围内，多西他赛浓度与峰

面积之间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本课题还对多西他赛HPLC夕[-标分析法进行方法学考

察，低、中、高三种浓度日内日间精密度的RSD均小于1％； 三种浓度的方法回收

率在99～101％之间RSD均小于0．5％：加样回收率均在99"-'-"101％之间，RSD<I．0％。

以上试验结果表明，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多西他赛的含量，方法简便快速、

灵敏度高、专属性强。

五、本章小结

本文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中多西他赛的含量，并

对方法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此方法简便快速、灵敏度高、专属性强，能准确测

定多西他赛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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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被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研究

多西他赛是继紫杉醇后目前已广泛应用的一种紫杉烷类抗肿瘤药物，其作用机

制是通过刺激导管素的聚合，致使细胞增殖停止在有丝分裂静止期(G2／M)的阶段。

多西他赛及其合并用药方案在临床上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

胰腺癌、头颈癌、胃癌、卵巢癌以及前列腺癌等多种癌症的治疗[15】。

多西他赛水溶性较差，目前上市的剂型只有注射剂，多帕菲@或泰索帝@。该注

射剂由于含有大量Tween 80和乙醇等助溶剂。尽管吐温80毒性相对较小，但是在I

期临床试验中仍然出现了严重的超敏反应【58】，且以注射剂剂型给药后药物的肿瘤靶

向效率低，容易分布到正常组织器官，带来严重的毒副作用。

目前国内外都在致力于研究高效低毒的多西他赛新剂型，提高药物的溶解度，

同时避免表面活性剂Tween 80和有机溶剂的使用。关于多西他赛纳米载体系统的研

究有很多，包括纳米脂质载体【591、脂质体【16】和固体脂质纳米粒【18】。这些载体均属于

基于脂质的纳米载体，它们具有以下优点：1)增加了药物的溶解度；2)以脂质为载

体提高了药物的跨膜转运能力；3)降低了药物毒性，提高了药物的疗效，不同程度

上增强了多西他赛的抗肿瘤效果，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如载体不够稳定药物易泄露、

不易于产业化生产和低载药量等【矧。

因此，我们构建一种新的药物载体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给药系统，除具

有上述脂质载药系统的有点外，还具有其独特的优势：1)与固体脂质纳米粒相比无

药物泄露问题；2)载药量高，适合大剂量给药，同时可减少给药体积；3)通过简

单的工艺和处方提高难溶性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同时避免大量附加成分对患者的毒

副作用；4)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适合大工业生产。

本部分选用价格较低廉、生物相容性好且生物可降解的磷脂材料作为载体采用

高压均质法制备被动靶向性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DTX-

lipid-based．docetaxel．nanosuspensions，DTX．LNS)，并对其剂型方面的性质、体内外

抑瘤效果和体内药代动力学及组织分布进行了研究，为临床研究奠定了基础。

42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材料

1试剂与药品

多西他赛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多西他赛原料药(纯度99．5％，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惠赠)；多西他赛注射液(多帕菲@，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注射

用大豆磷脂(药用，PC>95％，pH=5．0．7．0，上海太伟药业)；AnnexinV-FITC试剂盒

(济南远达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Hoechst 33342(济南远达晶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实验用水为Milipore超纯水；甲醇(Tedia色谱纯)；乙腈(Tedia色谱纯)；

0．221．tm微孔滤膜(上海市新亚净化器件厂)；无水乙醇(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批

号20061101)；氢氧化钠、磷酸二氢钾等均为市售分析纯试剂。

2仪器

DIAX900匀浆机(德国IKA公司)；高压匀质机NSl001 L(意大利GEA Niro Soavi

公司)；JEM．1200EX透射电子显微镜(同本电子公司)；水浴超声仪(天津先德科技仪

器有限公司)：ZETASIZER3000激光粒度分布与电势分析仪(Zetasizer3500 HS，英国

Malvem公司)；SHB—III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ALl04—1C

精密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公司)；TDZ4．WS低速台式离心机(湘仪离心机)；

LC．10ATVP—ODS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SPD．10AVP紫外检测器(日本岛津)；

UV-2102PCS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UNICOTM)；PHS．3C型精密pH计(上

海雷磁仪器厂)；eppendorf移液器(德国Eppendo开公司)；GL．8813旋涡混合器(江

苏海门其林医用仪器厂)。

二、试验方法

l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制备方法的考察

参考文献⋯，我们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称取处方量

的磷脂分散于水溶液中，将多西他赛分散于上述步骤所得的溶液中，形成粗混悬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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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粗混悬液高速剪切1～3分钟，形成初乳；将初乳采用高压均质法制成多西他赛脂

质纳米混悬剂。

2稳定剂的选择

磷脂是一种性能优良的天然的两性离子型表面活性剂，药剂上常用的是大豆卵

磷脂和蛋黄卵磷脂，其具有无毒性、无免疫原性、生物相容性好及可供静脉注射给

药等特点，己广泛用于脂质体、脂肪乳剂及纳米脂质载体等的制备。因此，本部分

选用磷脂材料作为载体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被动靶向性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

剂。

2．1稳定剂浓度的选择

称取0．25 g、0．5 g、0．75 g、1．0 g、1．5 g、2．0 g磷脂置于100 ml蒸馏水中，然后

将100 mg多西他赛分散于上述溶液中形成粗混悬液，将粗混悬液用高速剪切机在

20000 r／min条件下高速剪切3 min，形成初乳，然后在200 bar、500 bar压力下高压均

质处理10次， 1000 bar压力下循环20次，制得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在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纳米混悬剂的成形确定最佳稳定剂浓度。

3高压均质法的制备工艺考察

3．1高压均质对多西他赛含量的影响

称取1．0 g磷脂置于100 ml蒸馏水中，然后将100 mg多西他赛分散于上述溶液中，

将粗混悬液用高速剪切机在20000 r／min条件下高速剪切3 min，形成初乳，然后

在200 bar、500 bar压力下高压均质处理10次，1000 bar／玉,力下循环20次，制得多

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采用此工艺制备三批次样品。分别取适量纳米混悬剂，

用甲醇破乳，过滤，进HPLC，于230 nnl波长处测定药物含量，计算回收率，确

定高压匀质过程是否影响多西他赛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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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均质压力对粒径的影响

称取1．0 g磷脂簧于100 mL蒸馏水中，然后将100 mg多西他赛分散于上述溶液

中，将粗混悬液用高速剪切机在20000 r／min条件下高速剪切3 rain，形成初乳，置于

高压乳匀机中，设定乳匀压力为200bar、500bar、800bar、1000bar、1200bar，每次

均乳匀20次，相同条件下进行三个批次实验，测定所得纳米混悬剂的粒径和多分散

系数，分析匀质压力对粒径及多分散系数的影响。

3．3均质次数对粒径的影响

称取1．0 g磷脂置于100 ml蒸馏水中，然后将100 mg多西他赛分散于上述溶液中，

将粗混悬液用高速剪切机在20000 r／min条件下高速剪切3 min，形成初乳，置于高压

乳匀机中，在200 bar、500 bar的压力下分别均质10次，然后在1000bar压力下均质20

次。分别在均质5、10、15、20、25次时取适量样品，并进行粒径和多分散系数的考

察，分析匀质次数对粒径及分散系数的影响。

4三批样品重现性

按优化处方制备3批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测定药物含量及平均粒径。

5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形态、粒径和表面电位的测定

5．1外观形态观察

采用透射电镜法观察纳米混悬剂物理形态，具体方法如下：将新制备的纳米混

悬剂适当稀释，滴至碳涂膜的铜网上，静置2 rain后用滤纸吸干多余液体，再滴加2．O％

磷钨酸染色20 s，自然干燥后，置透射电镜下观察粒子形念并拍照。

5．2粒径及粒度分布测定

取多西他赛纳米混悬剂适量，采用Zetasizer3000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经动态

光散射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记录测定样品的平均粒径、多分散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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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Zeta电位的测定

将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稀释至一定浓度，放入比色池中，用电势分析仪测

定zeta电位。

6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的研究

为提高DTX—LNS的稳定性，我们考虑将其制成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以便



位论文

将DTX．LNS冻干粉于4"C、25。C、．20。C放置，0、1、2、3个月后分别取样，观

察其外观，再分散性、粒径有无变化，且测定其药物含量。

7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混悬剂体外释放考察

7．1色谱条件

同第一部分结果“1．2”项。

7．2释放介质的选择

本课题设计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给药方式为静脉注射，所以可以选取

pH=7．4的0．05 mol／L磷酸盐缓冲液(PBS)作释放介质，但由于多西他赛在水中的溶解

度很低，单纯以pH=7．4的磷酸盐缓冲溶液作释放介质不能满足释放要求，因此需要

选择加入合适的增溶剂，使多西他赛能够溶解均匀，满足漏槽条件。根据文献报道

【62】选取加入O．5％吐温．80作为增溶剂的磷酸盐缓冲液(PBS，pH=7．4)为释放介质。

7．2标准曲线的建立

取适量多西他赛1．0 mg／ml标准品储备液，用释放介质稀释成1．0、2．0、4．0、6．0、

8．0、10．0肛咖l一系列浓度标准溶液，微孔滤膜过滤，进HPLC，记录峰面积。

7．3多西他赛在含5％吐温一80的PBS(pH=7．4)中的精密度实验

精密量取多西他赛储备液适量，用释放介质稀释分别配成低、中、高(1．0，6．0，

10．0 p．g／m1)=种浓度的稀释液，进行色谱分析，记录峰面积。一天内重复进样5次，

计算F=I内精密度；一天进样1次，连续进样5天，计算同间精密度。

7．4多西他赛在含5％吐温一80的PBS(pH=7．4)中的回收率

精密量取多西他赛储备液适量，用释放介质稀释分别配成低、中、高(1．0，6．0，10．0

p∥m1)三种’冰度的稀释液，高效液相法测定药物含量，高效液相法测定并计算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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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体外释放度测定

制备三批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以多西他赛注射液(多帕菲@)为对照，采

用动态膜透析法进行DTX．LNS体外释药试验。精密吸取2 ml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

剂(药物终浓度为100 gg／mL)，装入透析袋(Mr8 000～14 000)内，将袋口夹紧，置于

15 ml释放介质中，37。C水浴恒温振荡。按预设时间点取样后，释放介质全部倒出，

同时迅速补充新鲜释放介质。样品用0．22 I．tm微孔滤膜过滤后，采用高效液相法测定

释放介质中多西他赛的含量，计算累积释放百分率(Q)，绘制体外累积释放曲线，并

拟合释药数学模型。

8细胞毒性研究

8．1肿瘤细胞毒性的研究

溶剂对照组为：RPMll640培养液(不加细胞和药物)；空白对照组：空白细胞

培养液(不含药物)和空白脂质纳米混悬剂；制剂对照组为：多西他赛市售注射液

多帕菲@：实验组为：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采用噻唑蓝比色法(MTT法)测定DTX．LNS和多帕菲@对卵巢癌细胞株(SK．OV-3)

和小鼠黑色素瘤细胞株(a16)的细胞毒性作用f6引。将肿瘤细胞以4000 cells／well密度接

种于96孔培养板上。放入恒温C02培养箱中，培养24 h后，加入不同浓度(0．01，O．1，1，

2，10 lamol／1)lj勺DTX．LNS和多帕菲@(每孑L100 lal)，培养96 h。每个浓度设4个平行孔，

并重复3次。培养结束后，每孔加入20¨l的M1Tr，置恒温C02培养箱中继续培养4 h，

终止培养，小心弃除孔内上清液，每孔加入200 111的DMSO，振荡5 min使溶解充分。

以酶联免疫检测仪测定波长为570 nm处的吸光度值(A)，参考波长为630 nnl，计算细

胞抑制率，判断各制剂对肿瘤细胞的毒性作用．

细胞抑制率=【(A对照．A群品)／(A对照．A空n)]x100％

式中：A样品为加入DTX．LNS或多帕菲@组细胞的吸光度；A对照为阴性对照肿瘤细

胞的吸光度：A辛自为空白对照肿瘤细胞的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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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91拘雌性昆明小鼠，给与接种小鼠黑色素瘤B16细胞。首先将

对数生长的细胞用胰蛋白酶消化后培养基重悬收集细胞备用。取B16细胞接种于用

75％酒精消毒后的小鼠前肢右侧腋下，大约接种5×104／100 i．tlt641，当接种肿瘤长至约

100 mm3(约8．10天)时，将小鼠分为4组，每组10只。各组每三天通过尾静脉给药

一次，连续给药三周：1)DTX．LNS(20mg／kg)；2)多帕菲@坌N(20mg／kg)；3)生理

盐水组；4)Blank．LNS组。

给药之后每两天用游标千分尺记录肿瘤最长径和垂直方向最大横径，同时称量

荷瘤小鼠体重。给药三周后，处死所有小鼠，称量肿瘤的重量。瘤体积和抑制率的

计算公式为：

瘤体积V=I／2LW2； 抑制率=((Wc—Wt)／Wc)x 100％；

L为肿瘤最长径；W为肿瘤垂直方向的最大横径；We为对照组肿瘤的平均重量；

Wt为制剂组肿瘤的平均重量。

三、结果

1稳定剂浓度的选择

在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在1．O％的磷脂体系中多西他赛制备的纳米结晶粒子

形态好、粒径较小，分散最均匀，而在0．25％、0．5％、0．75％的磷脂体系中，电镜下

有许多粒子聚集成团，而在1．5％和2．O％的磷脂体系中，电镜下有一层厚厚的膜，可

能为磷脂浓度太大在体系中未分散开。因此，选择l％的磷脂作为稳定剂。

2高压均质法的制备工艺考察

2．1高压均质对多西他赛含量的影响结果

分别取适量纳米混悬剂，用甲醇破乳，过滤，进HPLC，于230 am波长处测定药

物含量，计算回收率，结果见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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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高压均质过程后回收率测定结果(n=3)

Tab 2—1 The recovery of DTX after homogenization(n=3)

由表2—1可知，DTX的含量不受高压均质过程的影响，因此可以使用高压均质法

制备DTX．LNS。

2．2均质压力对粒径的影响结果

测定所得纳米混悬剂的粒径和多分散系数，见图2．1。

黎
垛
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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蚺

图2．1均质压力对粒径的影响(n=3)

Fig．2一l Influence of cycle pressure on mean particle size and polydispersity index of

DTX—LNS prepared by high pressure homogenization(n 2 3)．

由图2．1可知，在其它处方和制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均质压力的逐渐增加，

米混悬剂的粒径呈减小趋势。但到达1000bar后，继续增大压力对粒径的减小已

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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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见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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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均质次数对粒径的影响(n_3)

Fig．2-2 Influence of cycle number on mean particle size and polydispersity index of

DTX—LNS prepared by high pressure homogenization(n=3)．

由图2．2可知，在其它处方和制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采用的乳匀压力为1000bar

时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粒径随均质循环次数的增加而减小，但20次后粒径基本

维持在200 n／／1左右；且随着均质次数的增加，可使纳米混悬剂的粒度分布更加均一，

PI<0．2。

3高压均质技术制备纳米混悬剂的最佳优化工艺与处方

称取1．0 g磷脂置于-100 ml蒸馏水中，然后将100 mg多西他赛分散于上述溶液中，

将粗混悬液用高速剪切机在20000 r／min条件下高速剪切3 min，形成初乳，然后在200

bar、500 bar压力下高压均质处理10次， 1000 bar压力下循环20次，制得多西他赛脂

质纳米混悬剂。粗混悬液、初乳、脂质纳米混悬剂外观形态如图2．3所示，最后制得

的纳米混：悬剂为带有淡蓝色乳光的半透明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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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图2．3脂质纳米混悬剂直观图：(A)粗混悬液(B)初乳(C)纳米混悬剂

Fig．2—3 Photographs of lipid-based-DTX-nanosuspensions：(A)coarse DTX—LNS，(B)

emulsion，(C)DTX-LNS

4三批样品重现结果

采用最佳处方和制备工艺制备三批样品，测定药物含量、平均粒径及pH值，结

果见表2．2。

表2．2 DTX．LNS重现性考察结果

Tabl—1．Drug loading and mean diameter of DTX—LNS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

实验结果表明，优化条件下所制备的=三批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样品各项指

标均符合要求，重现性好。

5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形态、粒径和zeta电位测定

高压均质法制备的DTX—LNS形态如图2．4所示，混悬剂中粒子基本为圆形，表

面无粘连，粒径分布如图2．5所示，粒径分布较均匀，平均粒径为200．o士3．42 nm，zeta

电位为．1 1．15+0．99 mV。



图2—4 DTX—LNS的透射电镜照片

Fig．2-4 Transmission electron photo micrograms of fresh-prepared DTX—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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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DTX—LNS的粒径分布图

Fig．2-5 Diameter profiles of fresh—prepared DTX-LNS

6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的研究

6．1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的制备

按照“6．1”项下冷冻干燥工艺制备三批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制备

出的冻干制剂为外观表面光洁、均匀细腻的白色疏松粉未，加一定量生理盐水再混

悬后仍为具有淡蓝色乳光的溶液，冻干后药物含量、粒径及pH值测定结果见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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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冻干后3批DTX．LNS测定结果

Tab．1—1 5 Entrapment efficiency，drug loading and mean diameter of

DTX—LNS after lyophilization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

实验结果表明，冻干前后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三批样品各项指标均无显著

性变化，冻干工艺良好。

6．2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的形态观察

取冻干后的DTX．LNS，作透射电镜观察和粒径测定，结果表明DTX．LNS冻干之

后粒径分布未发生明显变化，分散性较好，见图2—6和图2．7。

图2-6 DTX．LNS冻干制剂的透射电镜图

Fig．2-6 Transmission electron photomicrograms of freeze·dned DTX-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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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DTX．LNS冻二F制剂的粒径分布图

500．0

Fig．2-7 Diameter profiles of freeze-dried DTX—LNS

6．3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初步稳定性考察

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初步稳定性考察结果见下表2—4。

表2—4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初步稳定性试验考察结果

Tab．2-4 The stability results of DTX-LNS

幽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4℃条件下放置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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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干剂的外观无明显变化，均为表面光洁，白色疏松块状物，再分散性较好，粒子

的粒径基本不变，且药物含量、pH值均没有显著性变化。

7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体外释放

7．1标准曲线的建立

多西他赛在释放介质中的标准曲线测定结果见表2．5。

表2．5多西他赛标准曲线测定结果

Tab 2．5 Result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docetaxel standard curve

以多西他赛峰面积(A)为纵坐标，浓度C(p∥m1)为横坐标，将A对其浓度C进行线

性回归，得标准曲线方程：A=12522C+661．24(r=0．9991)。结果表明：多西他赛在1-10

p∥ml浓度范围内，峰面积与其浓度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结果见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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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多西他赛在释放介质中的标准曲线

Fig．2-8 Standard curve of DTX in PBS



7．2多西他赛在含5％吐温．80的PBS(pH=7．4)释放介质中的精密度实验

同内、同间精密度结果见下表2．6。

表2—6同内、同间精密度结果(n=5)

Tab2．6 The precision result of docetaxel within—day and between—day(n=5)

1．O

6．0

l O．O

1．004

0．998

0。993

1．003

0．980

5．972

5．922

6．005

5．985

6．050

10．048

9．983

10．080

10．004

9．988

0．996士O．0098 0．98

5．987士0．047 0．78

10．021士O．042 0．42

0．985

0．994

1．006

0．987

1．004

5．992

5．985

6．004

6．015

5．974

10．018

10．002

9．998

9．976

10．002

0．995士0．0096 0．96

5．994士O．016 O．27

9．999士O．015 O．15

由以上结果可知，低、中、高三个浓度的同内精密度RSD值<1．O％，同间精密度

的RSD<I．0％，表明该方法精密度良好符合分析要求。

7．3多西他赛在含O．5％吐温一80的0．05 mol／L磷酸盐缓冲液(pH=7．4)中的回收率

商效液相法测定多西他赛的浓度，计算回收率，结果见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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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回收率测定结果(n=5)

Tab 2-7 The recovery of docetaxel in PBS(O．5％of Tween一80，pH=7．4)

Added Found Recovery Mean+SD RSD

1．O

6．O

lO．0

0．980

0．986

1．003

0．997

1．OOl

5．968

6．002

5．985

5．987

6．050

10．110

9．943

10．080

10．037

9．799

98．00

98．60

100．30

99．70

100．10

99．47

100．03

99．75

99．78

100．83

101．100

99．43

100．80

100．37

97．99

99·34士1·O
1．00

99．97士0．52 0．52

l OO．74士O．94 0．94

由测定结果可知，低、中、高三种浓度的平均回收率均在99％～102％的范围之

间，满足分析基本要求。

7．4体外释放的测定结果

体外释药百分率结果见表2．8，释放曲线见图2．9。

表2．8多帕菲@和DTX．LNS的体外释放结果(n=3)

Tab．2-8 The release data of DTX from Duopafei@and DTX—LNS in vitro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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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a)

20

Duopafei@

DTX．LNS

图2-9多帕菲@和DTX．LNS的体外释放曲线(n=3)

Fig．2-9 In vitro release profile ofDTX from Duopafei@and DTX．LNS

phosphate—buffered saline(O．5％ofTween一80 in PBS，pH=7．4)at 37+0．5。C(n=3)．

将多帕菲@和DTX．LNS的体外释药行为进行数学模型拟合，结果见表2．9。

表2．9多帕菲@和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体外释药的数学模型拟合

Tab 2-9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Duopafei@and DTX．LNS release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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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结果可知，Duopafei@溶液和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体外释药均符合

一级动力学数学模型，释放曲线相似。这种现象可解释为一方面药物制成纳米混悬

剂后增加了药物的表面积使其与溶出介质之间的接触更好，有利于药物的释放；另

一方面根据Noyes．Whimey方程_，纳米混悬剂的粒径小，溶解度增大，也可以增加药

物的溶出速率[65,66]。

8细胞毒性研究

8．1肿瘤细胞毒性研究

半数抑制浓度(IC50)【671是指在用药后存活的细胞数量减少一半时所需的药物

浓度。数据用SPSS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算得出各种制剂对SKOV-3和B16细胞的

IC50值，如表2．10所示。

表2．10多帕菲@、DTX—LNS；平ll空白脂质纳米混悬剂对SKOV3和B16的

IC50值

Tab．2．1 O 111e IC50 of Duopafei⑩．DTX—LNS and Blank．LNS to SKOV．3 and

B1 6 cells．All the date are presented as mean+SD(n=3)．

Note：”P<O．0 1 Vb'翻PSUS Duopafei@

由表2．10中数据可看出，由于空白脂质纳米混悬剂主要组分为无毒、生物相容

性好、可降解的磷脂因此空白脂质纳米混悬剂对各细胞无毒性作用。因此，多帕菲@

和DTX．LNS的细胞毒性作用主要是由于药物多西他赛引起的，且多西他赛脂质纳米

混悬剂的细胞毒性与多帕菲@注射液的细胞毒性相当。此结果说明细胞毒药物包封于

纳米载体后可能与游离药物具有相当的细胞毒性作用。其他实验也有过类似的结果

【6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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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效学实验中，由小鼠瘤体积变化图，小鼠瘤重图，肿瘤直观图，可直观看

出制剂组与溶液组均具有明显的抑瘤效果。给药两周后，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组与注射液多帕菲组比较，瘤体积更小(p<O。05)，最终瘤重较小(P<O．01)，且最终抑

瘤率DTX-LNS组为84．514-3．49，Duopafei@组为62．174-6．45，表明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

悬剂组具有更好的抑瘤效果。

图2．10D为各组小鼠体重变化曲线，结果显示与生理盐水给药组相比，，小鼠体

重变化相差明显(p<O．01)，纳米混悬剂组、空白制剂组、生理盐水组小鼠体重均有增

长，增长百分率分别为18．58％、51．50％、37．80％。然而，唯有注射液多帕菲组小鼠

体重下降明显。由于体重变化是判断制剂毒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多西他

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毒性作用远小于市售注射液多帕菲@，且用药过程中无需提前服

用地塞米松等药物以防治注射液中吐温80和乙醇等溶剂带来的溶血和过敏性反应，

从而提高了临床用药的方便性及安全性等。

四讨论

1高压均质法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制备纳米混悬剂的物理粉碎方法。高压匀质机

可以在线清洗(CIP)和在线灭菌(sip)，完全符合GMP标准和美国FDA要求，适合工业

化大生产。高压均质法与其它制备方法相比，操作方便、耗时矧70】；高压均质技术

比较成熟，广泛应用在食品、化妆品和药品的生产中，已被FDA批准用于生产静脉

注射用脂肪乳剂【711。高压均质机在高压下产生强烈的剪切、撞击和空穴作用，从而

使液态物质或以液体为载体的固体颗粒得到超微细化。我们使用的活塞．缝隙式高压

均质机，随着压力的增加缝隙会减小，1500 bar时缝隙直径最小约为25 lain。因此高

压匀质前样品需先进行预处理，以避免样品中大颗粒堵塞狭缝损坏机器。本研究先

将原料药粗混悬剂用高速剪切机20000 r／min剪切3 min，然后分别在200 bar、500 bar

压力下均质预处理10次，最后在1000 bar的压力下高压均质20次。

2纳米混悬剂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物理稳定性较差，其在储存中经常会出现晶体

长大的现象【72】。这主要是由于粒径分布不均匀而引起的，即奥斯特瓦尔德熟化现象

[73,74】。高压匀质制备方法中足够的匀质压力与循环次数使得纳米混悬剂中粒子的粒

径分布比较均匀，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奥斯特瓦尔德熟化现象，有利于提高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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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混悬剂的物理稳定性。

3 DTX—LNS是一种热力学不稳定体系，在长期放置过程中可能发生粒径增长、

药物沉淀、载体析出等问题，为了提高其物理化学稳定性，本课题将其制备成多西

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粉剂。冷冻干燥在低温条件下进行，可以避免因高热使药

品分解，药物可以保持原有的理化性质，减少有效成分的损失。此外，冻干粉剂具

有疏松多孔结构，易于药物重新分散，干燥过程在真空中进行，可显著降低磷脂氧

化速度，同时冻干保护剂也有助于维持脂质膜结构的完整性，克服粒子聚集、药物

易渗漏等不稳定因素， 使样品可长期稳定保存【751。

4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初步稳定性实验证明在4。C条件下放置3个

月，冻干剂的外观无明显变化，再分散性较好，物理化学稳定性良好。冻干后粒径

较冻干前有所增大可能是由于冷冻干燥过程使表面活性剂的保护作用稍微降低导致

部分纳米粒子发生团聚，再分散后纳米粒表面形成的乳化膜厚度变薄等综合作用所

致【761。

5本部分制得的DTX．LNS与多帕菲@相比对于治疗荷黑色素瘤小鼠具有更好的

抗肿瘤效果，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脂质纳米混悬剂以生物相容性好的磷

脂作为载体材料，有利于于载体与细胞膜的融合，易于穿过细胞膜，发挥药物的细

胞毒作用；2)DTX．LNSL匕多帕菲@相比，可以提高机体对药物的耐受性。DTX．LNS

以磷脂作为载体，制剂中不含有有机溶剂和吐温．80，且用药过程中无需提前服用地

塞米松等药物以防治注射液中吐温80和乙醇等溶剂带来的溶血和过敏性反应，从而

提高机体的顺应性，增强高剂量给药带来的严重毒副作用。3)适宜的粒径使

DTX—LNS可以通过EPR效应在肿瘤部位蓄积，使药物通过被动靶向到达肿瘤部位，

形成一定浓度的多西他赛药物环境。有关研究已经表明化疗药物的抗肿瘤效果与药

物的剂量及其在肿瘤部位的维持时间有关【771，DTX．LNS药物在肿瘤组织蓄积的同

时，减少在正常组织的分布，从而降低了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药效学实验结果

也表明，DTX．LNS与多帕菲@相比，毒副作用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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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章小结

1本课题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DTX—LNS，考察高压均质压力和循环次数对DTX

的含量和粒径的影响，确定最佳制备工艺，并评价考察了DTX．LNS的表面形态、粒

径及zeta电位。结果表明，制得的纳米混悬剂粒子形态规整，粒径较小且分布均匀。

2本章研究了DTX．LNS冻干粉剂的制备，以外观、再分散性为评价指标确定最

佳冻干处方和工艺，成功制备DTX—LNS的冻干粉剂。冻干后，粒径、多分散性及Zeta

电位均无显著性变化。

3初步稳定性试验结果表明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在4℃条件下放置3个月，

各项指标基本不变，保持稳定。

4本部分制得的DTX．LNS与多帕菲@相比具有更好的抗癌效果和较低的毒副作

用。药效学实验结果表明LNS作为抗肿瘤药物载体能增强药物的抗肿瘤作用同时降

低药物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有望成为优良载体用于癌症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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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研究

在第二部分我们构建了被动靶向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用于治疗荷黑色素

瘤小鼠，通过EPR效应脂质纳米混悬剂被动靶向于肿瘤部位，对于治疗小鼠黑色素

瘤起到了较好的抗癌效果。近年来，主动靶向纳米制剂治疗癌症已成为研究的热点

和趋势。Liut781等制备的叶酸修饰的包载多西他赛的脂质体为一个稳定、主动靶向输

送的递药系统，同时在叶酸受体高度表达的人乳腺癌细胞(MCF．7)中的摄取率明显

高于叶酸受体低表达的NIH／3T3细胞，更重要的是与多西他赛溶液组相比，叶酸修

饰的脂质体能更好的抑制肿瘤生长并且降低了对正常组织的毒副反应。体外研究证

据也已提示叶酸脂质体在肿瘤靶向治疗中的潜在应用价值‘791。体外试验证明陬gI】

叶酸．脂质体可与肿瘤细胞表面过度表达的叶酸受体特异性结合，将药物靶向传递到

肿瘤细胞内，药物作用效果显著提高，表明叶酸脂质体在肿瘤主动靶向治疗中具有

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与脂质体相比，脂质纳米混悬剂有更好的稳定性和装载药物的能力，采用

DSPE．PEG．NH2作为膜材制备PEG表面修饰的脂质纳米混悬剂，也称隐形纳米混悬

责／tJ(stealth nano．suspensions)。亲水性的聚乙二醇(PEG)修饰的长循环纳米混悬剂～方

面能够减少载体与血浆中调理素的结合或破坏，增加其在血浆中稳定性；另一方面

能够避免载体被网状内皮系统迅速捕获，延长其在体内循环系统的停留时间，增加

抗癌药物在肿瘤组织部位的蓄积。同时材料DSPE．PEG．NH2末端具有活性氨基，有

利于制备叶酸介导的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因此，本部分拟采用毒性小、生物相容性好的脂质材料为载体，以恶性肿瘤细

胞膜表面高度表达的叶酸受体为靶点，通过受体的介导作用将药物主动传送到病灶

部位，制得具有主动靶向性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提高药物疗效，降低对机

体的毒副作用，以更好的抑制肿瘤生长。小鼠黑色素瘤(B16)细胞表面高度表达叶酸

受体【82】，而肝癌细胞(HepG2)【83】表面叶酸受体表达低，因此，本研究以B16和HepG2

细胞进行体外细胞靶向效率评价，以荷黑色素瘤(B16)小鼠为模型进行体内药效评

价，同时以荷瘤小鼠进行体内药代与组织分和研究及体内靶向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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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

1试剂与药品

多西他赛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多西他赛(纯度99．5％，齐鲁制

药有限公司惠赠)；注射用大豆磷脂(药用，PC>95％，pH=5．0．7．0，上海太伟药业)；

聚乙二醇一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胺(DSPE。PEG2000，美国Avanti Polar Lipids公司)

聚乙二醇．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胺(DSPE．PEG2000-NH2，美国Avanti Polar Lipids公

司)；叶酸(Folic acid，Folate，FA，98．9％，美国Sigma公司)：二环己基碳二酰亚胺

(DCC，国药集团，批号T20090521，化学纯)；三乙胺(分析纯，天津市广成化学

试剂有限公司)；羟基琥珀酰亚胺(NHS，国药集团)；二甲基亚砜(DMSO，国药集

团，批号T20110620，分析纯)；实验用水为Milipore超纯水：甲醇(Tedia色谱纯)；

乙腈(Tedia色谱纯)；氯仿(Tedia色谱纯)；吡啶(北京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分析

纯)O．22}tm微孔滤膜(上海市新亚净化器件厂)；无水乙醇(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

批号20061 101)：氢氧化钠、磷酸二氢钾等均为市售分析纯试剂。

2仪器

DIAX900匀浆机(德国IKA公司)：高压匀质机NSl001L(意大利GEANiro Soavi

公司)；SHB．III循环水式多用真空泵(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ALl04．1C精密

分析天平(瑞士梅特勒公司)；TDZA．ws低速台式离心机(湘仪离心机)；

LC．10ATVP．ODS高效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SPD．10AVP紫外检测器(日本岛津)；

UV-2102PCS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美国UNICOTM)；PHS一3C型精密pH计(上

海雷磁仪器厂)；核磁共振谱仪(型号：UNITY INOVA400，美国瓦里安公司)：

冷冻干燥机(FreeZone 6 Liter Benchtop Freeze Dry systems，Labconeo)：透析

袋(MW=3500)：cppendorf移液器(德国Eppendorf=：公司)：GL．8813旋涡混合器(江

苏海门其林医用仪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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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试验方法

1 DSPE．PEG2000一FA的合成

取一定量的FA溶于DMSO中，加入DSPE．PEG2000．NH2、吡啶、二环己基碳二

酰亚胺，避光室温反应48 h，用TCL做鉴定(检测新的产物DSPE．PEG2000．FA的生

成矛IDSPE．PEG2000．NH2从反应混合物中的消失)，然后用旋转蒸发仪除去吡啶，再

加入一定量的水，过滤除去微量不溶物，将得到的上清液置于透析袋(Mw=3500)中

透析2．3天，每隔3．6 h换一次液。所得透析液冷冻干燥后即得DSPE．PEG2000．FA。

1．1 DSPE．PEG(2000)．FA中叶酸含量的测定

方法一【84】：利用FA在五m双=285 nln处的吸光系数e-=27 500 M‘1 cm～，通过测定产

物0．05 mg／ml的甲醇溶液的紫外吸光度值来确定聚合物中叶酸的含量。

方法二【85】：取FA适量，精密称定，用适量DMSO溶解配制成浓度为1 mg／mL的

贮备液，精密吸取贮备液适量稀释成浓度分别为5．0，10．0，20．0，30．0，50．0和80．0

gg／ml的6个浓度的工作液，在2=365nm条件下测定吸光度值，以吸光度值A为纵坐标，

FA浓度I．tg／ml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然后测定产物的紫外吸光度值带入

回归方程，计算，确定聚合物中叶酸的含量。

2长循环和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制备

2．1长循环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制备

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长循环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pLNS)，称取处方量的多

西他赛、磷脂、DSPE．PEG2000，溶解于水溶液中形成溶液，将多西他赛分散于上

述步骤所得的溶液中，形成粗混悬液；将粗混悬液高速剪切l"---'3 min，形成初乳：

将初乳采用高压均质法制成长循环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2．2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制备

称取处方员的多两他赛、磷脂、DSPE．PEG2000，DSPE．PEG2000．FA溶解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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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形成溶液，将多西他赛分散于上述步骤所得的溶液中，形成粗混悬液；将粗

混悬液高速剪切1～3 min，形成初乳；将初乳采用高压均质法制成主动靶向多西他

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3长循环和主动靶向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形态、粒径和表面电位的测定

3．1外观形态观察

采用透射电镜法观察纳米混悬剂物理形态，具体方法如下：将新制备的纳米混

悬剂适当稀释，滴至碳涂膜的铜网上，静置2 min后用滤纸吸干多余液体，再滴加2．O％

磷钨酸染色20 S，自然干燥后，置透射电镜下观察粒子形态并拍照。

3．2粒径及粒度分布测定

取多西他赛纳米混悬剂适量，采用Zetasizer3000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经动态

光散射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记录测定样品的平均粒径、多分散性指数。

3．3 Zeta电位的测定

将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稀释至一定浓度，放入比色池中，用电势分析仪测

定zeta电位。

4长循环和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的研究

4．1长循环和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制备

在pLNS、tLNSq口，分别加入1％、2％、3％、4％．jgi5％1的甘露醇作为赋形剂，

均匀分装于西林瓶中，在超低温冰箱中预冻24 h，取出，迅速放入冷冻干燥机中冷

冻干燥48 h，即得pLNS、tLNS冻干粉。

4．2三批样品重现性

按优化处方与工艺制备3批pLNS、tLNS冻干制剂，测定药物含量及平均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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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冻干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形态观察

取pLNS、tLNS冻干粉木，用0．05 mol／L磷酸盐缓冲液(pH=7．4)溶解得混悬液，

适当稀释，滴至碳涂膜的铜网上，静置2 rain后用滤纸吸干多余液体，再滴Dn2．O％磷

钨酸染色20 S，自然干燥后，置透射电镜下观察粒子形态并拍照。

4．4粒径分布及zeta电位的测定

取pLNS、tLNS冻干粉末，JJHA．PBS(pH=7．4)得脂质纳米混悬液，适当稀释，采

用Zetasizer3000激光粒度分析仪测定，经动态光散射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记录测定

样品的平均粒径、多分散性系数及zeta电位。

5 pLNS、tLNS体外释放实验考察

方法同第二部分试验方法项“7”。

6细胞毒性研究

6．1肿瘤细胞毒性研究

溶剂对照组为：RPMll640培养液(不加细胞和药物)；空白对照组：空白

细胞培养液(不含药物)、空白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齐U(Blank．pLNS)和空白主动

靶向脂质纳米混悬齐1](Blank．tLNS)：制剂对照组为：多西他赛市售注射液多帕菲@；

实验组为：pLNS和tLNS。

采用MTT法测定多帕菲@、pLNS和tLNS对人肝癌细胞株(HepG 2)和小鼠黑色素

瘤细胞株(B16)的毒性作用。方法同第二部分“8．1”项。

7药效学研究

采用6—8周重18-229的雌性昆明小鼠，给与接种小鼠黑色素瘤B16细胞。首先将

对数生长的细胞用胰蛋白酶消化后培养基重悬收集细胞备用。取B16细胞接种于用

75％酒精消毒后的小鼠前肢右侧腋下，大约接干q5×104／100 1．tl[641当接种肿瘤长至约

100 mm3(约8．10天)时，将小鼠分为6组，每组lO只。各组每三天通过尾静脉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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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连续给药三周：1)DTX—pLNS(20 mg／kg),2)DTX．tLNS(20 mg／kg)；3)多

帕菲@组(20 mg／kg)；4)生理盐水组：5)Blank．pLNS乡fl；6)Blank—tLNS坌'H。

给药之后每两天用游标千分尺记录肿瘤最长径和垂直方向最大横径，同时称量

荷瘤小鼠体重。给药三周后，处死所有小鼠，称量肿瘤的重量。瘤体积和抑制率的

计算公式为：

瘤体积V=I／2LW2； 抑制率=((Wc—Wt)／Wc)x 1 00％

L为肿瘤最长径：w为肿瘤垂直方向的最大横径：Wc为对照组肿瘤的平均重量；

Wt为制剂组肿瘤的平均重量。

8血浆和各组织中多西他赛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采用HPLC法测定小鼠血浆及组织中药物多西他赛的含量。

8．1血浆样品处理

精密吸取0．2 ml待测小鼠血浆样品置于离心管中，加入0．5 ml甲醇．乙腈溶液

(50：50，V／V)，涡旋混合均匀后，15000 r／min离一I二,10 min，定量转移上层清液至离心

管中，40。C水浴条件下氮气流吹干， O．2 ml流动相复溶后，过0．22 lam微孔滤膜，取

20“l进样测定。

8．2组织样品处理

取小鼠各组织(心、肝、脾、肺、肾、瘤)，精密称重后，加l ml生理盐水匀

浆(肝脏组织加2 ml生理盐水)即得组织匀浆液。精密吸取0．2 ml匀浆样品置于离心

管中，加入O．5 ml甲醇一乙腈溶液(50：50，vⅣ)，涡旋混合均匀后，15000 r／rain离,6,10

min，定量转移上层清液至离心管中，40"C水浴条件下氮气流吹干，0．2枷流动相复

溶后，过0．22}tm微孔滤膜，取20斗l进样测定。各组织药物浓度计算方法：

组织中多西他赛浓度ng／g=检测得到多西他赛的量(ng)／组织重(曲

8．3色谱条件

色谱柱：Hypersil ODS C18柱(4．6 mmx250 mnl，5 lam)；流动相：乙腈一水(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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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紫外检测波长：230 nm；进样体积：20 pl；流速：1．0 ml／min；柱温：室温；

检测方法：外标法；系统适用性试验：理论塔板数不低于5000

8．4最低检测限和最低定量限

采用基线信号与噪音比的分析方法，以230nm为检测波长，把空白血样溶液和

一系列已知多西他赛标准品低浓度血样溶液分别进样20“1，把此系列多西他赛标准

品低浓度血样溶液的信号与空白血样的信号进行比较，以信号／噪音(S／N)=3：1时相应

的浓度为最低检测限浓度，以信号／噪音(S／N)=10：1时相应的浓度为最低定量限浓度。

8．5标准曲线的制备

取小鼠血浆和各空白组织匀浆液0．2 ml，精密加入DTX储备液，按“8．1和8．2”方

法处理，配制成浓度为0．5、2．5、5．0、10．0、30．0、50．0 gg／ml的一系列血浆、一tl,、

肝、脾、肺、肾、瘤标准检测液，HPLC法测定，记录峰面积，以浓度为横坐标，峰

面积为纵坐标建立标准曲线。

8．6小鼠血浆和各组织器官精密度试验

用小鼠空白血浆和组织匀浆液分别配制低、中、高(O．5，10．0，50．0 p∥m1)三种浓

度的标准溶液，按“8．1和8．2”项下方法处理后，进行色谱分析，记录峰面积，计算多

西他赛含量。一天内重复进样5次，计算日内精密度；每同配制低、中、高浓度的样

品液，连续进样5天，计算日间精密度

8．7小鼠血浆和组织器官提取回收率试验

分别取9份小鼠空白血浆和组织匀浆液，每3份为一剂量组，分别配制低、中、

高三种浓度(2．0，10．0，50．0 gg／m1)的含药标准液，按“8．1和8．2”项下方法处理后，进行

色谱分析，记录峰面积Al，同时另取相应同浓度DTX标准液，直接进样，记录色谱

峰面积A2，提取回收率(％)=(Al／A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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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小鼠血浆和组织器官方法回收率试验

分别取9份小鼠空白血浆和组织匀浆液，每3份为一剂量组，分别配制低、中、

高三种浓度(2．0，10．0，50．0 rtg／IIll)的含药标准液，按“8．1和8．2”项下方法处理后，进行

色谱分析，记录峰面积A，代入标准曲线计算得测定浓度，除以加入浓度即为方法

回收率。

9小鼠静脉注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体内药物动力学研究

9．1实验方法

取荷小鼠黑色素瘤(肿瘤大小约为100—200 nlln3)的昆明小鼠230只，小鼠尾静

脉注射给药，剂量均为60 mg／kg(按多西他赛药量计算)，给药前禁食12 h，可自

由饮水。将上述小鼠随机分为4组，第1组为多帕菲圆组，第2组为DTX．LNS组，第

三组为DTX．pLNS组；第四组为DTX—tLNS组。分别按时间点给药，多帕菲圆组和

DTX—LNS组时间点为：5 min、15 min、30 min、45 min、l h、2 h、3 h、4 h、5 h、6

h、7 h、8 h：DTX．pLNS组和DTX．tLNS组时间点均为：5 min、15 min、30 min、45

min、l h、2 h、4 h、6 h、8 h、10 h、1 2 h，每个时间点平行设定5只，于眼底静脉

丛取血，置于经肝素润洗过的离心管中，4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一20℃

冰箱保存待测。

9．2血药浓度测定

将不同时间点血浆样品，按“8．1”项下方法处理，迸样测定，记录峰面积，计算

各时间点血药浓度。

9．3药物动力学参数的计算

采用DAS ver2．0(Drug And Statistics for Windows)程序对血药浓度测定结果数据

进行处理，求算药物代谢动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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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小鼠静脉注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体内组织分布研究

10．1实验方法

取荷小鼠黑色素瘤(肿瘤大小约为100．200 mm3)的昆明小鼠230只，小鼠尾静

脉注射给药，剂量均为60 mg／kg(按多西他赛含量计算)，给药前禁食12 h，可自

由饮水。将上述小鼠随机分为4组，第l组为多帕菲@组，第2组为DTX．LNS组，第

三组为DTX．pLNS组；第四组为DTX．tLNS组。分别按时问点给药，多帕菲@组和

DTX．LNS组时间点为：5 min、1 5 min、30 min、45 min、l h、2 h、3 h、4 h、5 h、6

h、7 h、8 h；DTX．pLNS组和DTX．tLNS组时问点均为：5 min、15 min、30 min、45

min、l h、2 h、4 h、6 h、8 h、10 h、12 h，每个时间点平行设定5只，取血后脱颈

处死，立即解剖取出肿瘤、心、肝、脾、肺、肾组织，将取出的组织用生理

盐水冲洗干净，滤纸吸干水分，精密称重，一20℃冰箱保存待测。

10．2小鼠体内分布试验结果

将不同时间点各个组织样品，按“8．2”项下方法处理，进样测定，记录峰面积，

计算各时间点组织中样品浓度，对数据进行处理。

10．3小鼠体内靶向性评价

据参考文献㈣，评价给药系统的体内靶向性常用的参数指标包括：相对摄取率

仉)、峰浓度比(G)、总靶向效率(死)。

①相对摄取率(％)

re=AUCn／AUCs，

其中：AUCn表示药物靶向制剂在靶组织中的药．时曲线下面积；

AUC。表示药物溶液在靶组织中的药-时曲线下面积；

％表示药物制剂对靶器官的选择性，p1表明药物制剂在该器官中具有靶向性，

％越大靶向效果越好，％S1表明无靶向性。

②峰浓度tg(e)

G=Cma枷／Cmu

其中：Cm枷为药物靶向制剂峰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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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戤．。为药物溶液峰浓度；

C值表明药物制剂改变各组织或器官中的药物分布的效果，Q值愈大，表示改

变药物分布的效果越明显。

③靶向效率(Te)

Te=AUC靶／AUC非把

其中：AUC靶表示制剂在靶组织中药．时曲线下面积；

AUC非靶表示非靶组织中药．时曲线下面积；

死值大于1表示药物制剂对靶器官比非靶器官更具有选择性；Te值越大，选择性

越强；

三、实验结果

1 DSPE．PEG2000．FA合成

DSPE—PEG2000．FA合成如图3．1所示，所得产品为淡黄色粉术，分子量为3231。

合成的DSPE．PEG(2000)一FA经核磁共振氢谱表征其结构(图3．2)，产物的核磁数据

如下：1HNMR(DMSO，400MHz)：6=8．64(s，1H，C7一H)，7．65(d，2’，6一H，2H)，6．67(d，

3’，5一H，2H)，5．07(m，P04CH2CH，IH)，4．51(d，9-CH2N，2H)，4．3l(m，0【一CH，1H)，

4．27(dd，c括一P04CH2CH，1 H)，4．1 1(dd，trans—P04CH2CH，1 H)，4．02(t，CH20CONH，2H)，

3．54(s，PEG，1 80H)，3．1(m，CH2CH2N，4H)，2．2—2．5(overlapping 2xt，CH2CH2CO and m，

CH2 of Glu，8H)，1．49(m，CH2CH2CO，4H)，1．22(s，CH2，56H)，0．84(t，CH3。6H)，数据与

文献相符【841，说明所合成物质为DSPE．PEG2000一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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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I DSPE．PEG2000．FA合成示意图

Fig．3-1 Schematics of the synthetics of DSPE—PEG2000-FA

国 ，'一r—●一-r————’’—T’。—————————’—’—一’⋯⋯5 4 3 2 1 0 ppm

图3-2 DSPE．PEG2000．FA氢核磁谱

Fig．3-2 1 H NMR spectra of synthesized DSPE-PEG2000-FA in DMSO—d6．

1．1 DSPE．PEG2000．FA中叶酸含量的测定结果

方法一结果：

利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浓度cjtjo．05 mg／ml的产物甲醇溶液的紫外吸光度值

A为O．373，入公式A=ebC，计算得聚合物中叶酸的含量为0．271 mmol／g，大约为理论

值(O．3 1 mmol／g)的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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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二结果：

用紫外吸光光度计测定并记录FA一系列浓度的峰面积，结果见表3一l和图3．3。

表3．1 FA标准曲线测定结果

Tab3．1 Result ofthe determination ofFA standard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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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L——．。J一——1——————』———．．⋯一——————_L一———L—一一l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C(p∥mD

图3．3 FA标准曲线图

Fig．3-3 Standard curve of FA

以吸光度值A为纵坐标，FA浓度C(gg／m1)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A=O。0014C+0．0056(r--0．9990)。当测定浓度为0．080 rag／mE的样品时，吸光度值为

0．014，通过计算得聚合物中叶酸的含量为0．256 mmol／g，大约为理论值的82．58％。

综上，合成的DSPE．PEG2000．FA聚合物中叶酸的修饰率大于80％，符合我们的

要求。

2长循环和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制备

2．1长循环和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制备

据文献报道【8刀当载药体系中DSPE．PEG浓度为5～7m01％时，其血液循环tI，2最长。

称取固定量磷脂及适量DSPE—PEG2000置于looml蒸馏水中，然后将100 mg多西他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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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rL述溶液中形成粗混怂液，将粗混悬液用高速剪切机在20000 r／min条件下高

速剪切3 min，形成初乳，然后在200 bar、500 bar压力下高压均质处理lO次，1000 bar

压力F循环20次，制得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结果评价见表3．2。

表3—2稳定剂比例对纳米混悬剂的影响

Tab．3-2．Influence ofcombination ofsurfactants on nanosuspensions

以卜结果表明，当稳定剂组成中磷脂与DSPE—PEG2000摩尔比为94：6时，制得的

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最符合要求。这可能是由于一方面虽然表面活性剂作为稳定

剂具有助悬作用能维持纳米混悬剂体系稳定，表面活性剂用量太少，颗粒之J训易聚

集或絮凝，使体系不能维持稳定：但表面活性剂用量太多，亦不能提高纳米混悬剂

体系的稳定性，而会使其稳定性降低，同时可能会增加制剂的毒副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随着DSPE．PEG2000浓度的增加，PEG侧面排斥力增加，从而使体系稳定性降低

【88】
O

称取固定量磷脂及适量DSPE．PEG2000、DSPE．PEG2000．FA置于100 ml蒸馏水

中，然后将100 mg多西他赛分散于上述溶液中形成粗混悬液，将粗混悬液用高速剪

切机在20000 r／min条件下高速剪切3 min，形成初乳，然后在200 bar、500 bar压力下

高压均质处理10k， 1000 bar压力下循环20次，制得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结

果评价见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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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稳定剂比例对纳米混悬剂的影响

Tab 3-3 Influence ofcombination ofsurfactants on nanosuspensions

由以上结果可知，当PEG2000与DSPE．PEG2000一FA摩尔比为4．5：1．5或4：2时体系

不稳定，可能是由于材料中存在游离的叶酸较多，使体系稳定性变差，当PEG2000

与DSPE．PEG2000．FA摩尔比为5．5：0．5或5：l，制得的纳米混悬剂都符合要求，前者制

得的纳米混悬剂粒子略小，且所用材料较少，囚此选择处方1进行下一步研究。

采用最佳优化工艺与处方制备得到的pLNS、tLNS乡'I-观形态如图3．4所示，最后

制得的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为带有淡蓝色乳光的半透明溶液，主动靶向脂质纳米

混悬剂为带有淡黄色乳光的半透明溶液。

(A) (B) (C) (D)

訇3．4 pLNS、tLNS纳米混悬剂直观图：(A)pLNS粗混悬液； (B)pLNS纳米混

悬剂；(C)tLNS粗混悬液；(D)tLNS纳米混悬剂

Fig．3-4 Photographs ofpLNS and tLNS：(A)coarse pLNS，(B)pLNS，(C)coarse

tLNS，(D)t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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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循环和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理化性质考查

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pLNS、tLNS的外观形态，如图3．5所示，所制备的混悬剂

中粒子基本为圆形，表面无粘连，分布均匀，分散性好。动态光散射测定结果见图

3-6，冻干filfpLNS的平均粒径为204．2+6．18 nm，tLNS的平均粒径为220．6-3：9．54 nnl，。

冻干前pLNS和tLNS的zeta电位分别为一33．83+0．35 mV和-27．80-a：0．77mV。

A B

图3-5 pLNS、tLNS的透射电镜照片A：pLNS；B：tLNS

Fig．3-5 Transmission electron photomicrograms of flesh—prepared pLNS，tLNS：

A．pLNS；B．t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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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长循环和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的研究

4．1长循环和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的制备

按照“4．1”项下冷冻干燥工艺制备三批pLNS、tLNS冻干制剂，制备出的冻干制

剂为外观表面光洁、均匀细腻的白色疏松粉末，加一定量生理盐水再混悬后仍为具

有淡蓝色乳光的溶液，冻干后药物含量、粒径及pH值测定结果见表3-4。

表3．4冻干后3批pLNS钡U定结果

Tab．1-1 5 Entrapment efficiency,drug loading and mean diameter of pLNS after

lyophilization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

表3．5冻干后3批tLNS钡JJ定结果

Tab 3-5 Entrapment efficiency,drug loading and mean diameter of tLNS after

lyophilization under the optimal condition

实验结果表明，冻干前后三批样品各项指标均无显著性变化，符合要求。

4．2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冻干制剂的形态观察

取冻干后的pLNS、tLNS，作透射电镜观察和粒径测定，结果表Ijf]pLNS、tLNS

冻干之后粒径分布未发生明显变化，分散性较好，见图3．7和图3．8，冻干复溶后pLNS

的平均粒径为228．8+8．05 nln，tLNS的平均粒径为241．3+4．61 nnl。冻干复溶后pLNS

和tLNS的zeta电位分别为．32．69a：0．43 mV和．27．45+0．28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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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3·7 pLNS、tLNS冻干制剂的透射电镜图A：pLNS：B：tLNS

Fig．3—7 Transmission electron photomicrograms of freeze—dried pLNS．tLN S：

A．pLNS；B．tLNS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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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3-8 pLNS、tLNS冻jfi制剂的粒径分布结果A：pLNS；B：tLNS

Fig．3-8 Size distributions of freeze—dried pLNS，tLNS：

A．pLNS；B．tLNS

5体外释放考察结果

多巾I，1∥托、pLNS年IItLNS体外释药“分率见农3—6，释药Il|}线见I嗣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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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多帕菲@、pLNS和tLNS在释放介质中的释放结果(n_3)

Tab 3-6 The release data of DTX from Duopafei⑧、pLNS and tLNS in vitro(n=3)

Time(h)
Accumulative release percentage(％)士SD

Duopafei@pLNS tLNS

120

100

80

60

40

20

0

tLNS

pLNS

Duolmfel,枣J

O 5 10 15 20 25 30 35 40

t m)

图3-9．多帕菲@、pLNS和tLNS的体外释放曲线(n=3)

Fig．3-9 In vitro release profile of DTX from Duopafei@，pLNS and tLNS(n=3)．

将多帕菲@、pLNS和tLNS的体外释药行为进行数学模型拟合，结果见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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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多帕菲@、pLNS和tLNS体外释药的数学模型拟合

Tab 3—7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Duopafei@．pLNS and tLNS release in vitro

模型 方程 r

Zero．order kinetics

First．order kinetics

Duopafei@Higuchi equation

、№ibull equation

Ritger．Peppas
一 ●●

equation

Zero．order kinetics

First．order kinetics

pLNS Higuchi equation

Weibull equation

Ritger-Peppas equation

Zero．order kinetics

First．Order kinetics

tLNS Higuchi equation

Weibull equation

Q=2．8939t+42．979

ln(1 00一Q、=-0．1 859t+4．4038

O=1 8．98t“‘+1 8．2 l

lnln(1／(1-Q／100))=0．8419Int一1．073l

lnQ=0．4072Int+3．50 1 3

9=2．194t+16．75

In(100一Q)=一0．084 t+4．588

O=1 6．87tt／z_3．342

lnln(1／(1-Q／100))=0．921Int-2．274

lnQ=0．729Int+2．1 87

Q=2．1 48t+1 4．43

ln(100-Q)=·0．066 t+4．567

O—16．18tI／Z 4．36l

lnln(1／(1一Q／100))=0．822Int一2．237

0．8596

0．9991

0．9438

0．9721

0．9351

0．9033

0．9985

0．9808

0．9975

0．9905

O．9119

0．9980

0．9905

0．9930

Ritger-Peppas equation 1nQ=0．670Int+2．243 0．9935●___●ooo●_■o●___●_____o●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由表3．7可知多帕菲@的体外释药符合一级动力学数学模型，回归系数r--O．9991；

pLNS_；}ItLNS体外释药较好地符合一级动力学数学模型，回归系数分别为r=0．9985

和r=0．9980。由图3—9可知，pLNS和tLNS将多西他赛制成主动靶向纳米混悬剂可较

缓慢的释放药物，推测进入体内可能会延长药物的贮存时间，tLNS与pLNSI拘释药行

为没有显著性的差异(p>0．05)。

6细胞毒性研究

6．1肿瘤细胞毒性的研究结果

数据用SPSS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计算得出各种制剂对HcpG2和B16细胞的IC50

值。其中，HepG2细胞表面叶酸受体表达少，而B16细胞表面叶酸受体高度表达，试

验结果见图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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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多帕菲@、pLNS、tLNS、空白pLNS和空白tLNS对H印G2和B16的IC50值

(n=3)。

Tab 3-8．IC50 ofHepG2 and B1 6 cells incubated with Duopafei⑩，pLNS，tLNS，

Blank—pLNS and Blank-tLNS at 48 h(n23)．

Note：木P<O．05。幸宰P<0．01 versus Duopafei@，撑P<0．05，槲P<0．01 versus pLNS．

由表3—8中数据可看出，由于两种空白脂质纳米混悬剂主要组分为无毒、生物相

容性好、可降解的磷脂类材料因此空白脂质纳米混悬剂对各细胞无毒性作用。多帕

菲@对两种细胞的IC50值均显著高于'pLNS的IC50值(P<O．01)，说明pLNS组与多帕菲@

注射液相比对肿瘤细胞的毒性更大。对于主动靶向制剂组，tLNS对B16细胞的IC50

值明显低于pLNS的IC50值(P<O．05)，而对-于HepG2细胞的IC50值没有显著性性差异，

细胞毒性相当。实验结果说明，pLNS、tLNS与多帕菲@相比均有更好的抑瘤效果；

而对于细胞表面高表达叶酸受体的肿瘤细胞，由于其表面大量的叶酸受体与连有叶

酸的载体结合，使抗癌药物可以更多的进入细胞内部，发挥抑瘤作用，因此，与pLNS

相比，tLNS显示出较强的抗肿瘤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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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药效学研究

q—N．S

A
B

图3．10荷瘤小鼠静注各制剂后的肿痛抑制效果(n=6)

A：小鼠瘤体积时间变化曲线；B：各组肿瘤照片

Fig．3—1 0 Antitumor effects of ofpLNS，tLNS，Duopafei毽，Blank—pLNS，Blank—

tLNS and N．S on B l 6 tumor-bearing mice after i．V．administration．Data represent

mean+SD(n 26)．A：Variation of tumor volume B：Photographs of tumors from each

treatment group excised on day 2 1．

Note：枣木P<0．01 versus Duopafei茸：4P<O．05 versus p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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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A)小鼠体重变化曲线和(B)各组肿瘤重量(n=6)

Fig．3-1 1(A)Weight changes observed in B1 6 bearing mic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formulations．(B)Tumors weight of each treatment group．(n=6)．

Note：宰木P<O．01 VerSUS Duopafei@：≠蝌P<O．01 VerSUS pLNS．

表3．9多帕菲@、pLNS和tLNS组的抑瘤率

Table 3-9 The TIR of Duopafei圆．pLNS and tLNS group．

删 。m耱g／kg)(霁缀)耋嵩糯P
N．S ． 10／10 5．314-0．19 ． 一

Blank-pLNS
． 1 0／1 0 4．244-0．73 一 ．

Blank-tLNS ． 10／10 3．974-0．30 ． ．

Duopafei固 20 10／7 1．154-0．12 78．44士5．16 P<0．01ss

pLNS 20 1 0／l 0 0．644-0．04 87．934-2．55 P<0．0 1簟木

tLNS 20 10／10 0．424-0．02 92．094-2．72 P<0．Ol渊

Note：5P<0．05，硒P<0．01 VerSUS N．S，宰P<O．05，}幸P<O．01 versus Duopafei⑧，撑P<

0．05，”P<0．Ol versusp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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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效学实验巾，山表3．9，图3一l 0，小鼠肿瘤直观图，小鼠瘤重图，瘤体积变化

图町直观看pLNS组与Duopafei@组相比具有明品的抑瘤效果，tLNS组义有更好的

治疗效果。长循环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组与注射液多帕菲@组比较，瘤体积减小

明显(P<O．01)，二!|三动靶向脂质纳米混悬剂组与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组比较，瘤体积

亦减小明显(P<O．05)，表明制剂组与多帕菲∞注射液组相比疗效更好。然而，由图

3．11(A)可看出，小鼠体重变化相差明显(p<O．01)，N．S组、Blank．pLNS组、Blank．tLNS

组、pLNS组币HtLNS组，小鼠体重均有增长，增长百分率分别为56．89％、44．40％、

48．64％、18．89％、22．07％。然而，唯有注射液多帕菲组小鼠体重下降，下降为20．95％。

由于体重变化是判断制剂毒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以}兑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

：悬剂的毒性作用远小于市售注射液多帕菲，具有用于临床给药的价值。

8血浆和各组织器官中多西他赛含量测定方法的建立

8．1色谱条件

按照方法“8．1”项下方法处理小鼠各组织，采用“8．2”项下方法，分别进样HPLC，

由图3．1 2血浆和各个组织的色谱图可知，小鼠血浆和各个组织中内源性物质能与对

多两他赛药物峰很好的分离，对药物的测定均无干扰。

A

1

1

(A) Blank plasma

(B)Plasma sample

(A) Blank Heart

(B)Heart sample

b
A

。1一
hr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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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ank Liver

(B)Liver sample

A

日

_1

B

l

1

(A)Blank Lung

(B)Lung sample

A

曩

_弋／

B

A

量

弋

B

‘。’一

A

_

—1

B

————．———．。。f!。一
(A)Blank Spleen

(B)Spleen sample

k

(A)Blank Kidney

(B)Kidney sample

(A)Tumor sample

(B)Tumor sample

图3．12 小鼠血浆及组织中DTX的高效液相色图谱

Fig．3—1 2 HPLC chromatograms ofDTX in serum and t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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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最低检测限和最低定量限

多西他赛在血浆和各个组织中的最低检测限为0．4“g，最低定量浓度为0．1 pg。

8．3标准曲线的制备

多西他赛在小鼠各组织及血浆中的标准曲线测定结果见表3．10。以峰面积(A)为

纵坐标，多西他赛浓度(C)为横坐标线性回归，得多西他赛在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中的

标准曲线，标准曲线见图3．13，标准曲线方程见表3—11。

表3．10多西他赛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中标准曲线测定结果

Tab 3．1 0 Result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docetaxel standard curve in different tissue of

mlCe

表3．1 1多西他赛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中回归方程分析结果

Tab 3．1 l Standard curve results ofdocetaxel in different tissues of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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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1 3 Standard curve of docetaxel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mice



8．4小鼠各组织器官精密度试验

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中同内精密度、同间精密度测定结果见表3．12。

表3．12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中精密度试验结果(n=5)

Tab 3—12 Precision ofdocetaxel in different tissues ofmice(n=5)

由上表可知，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中低、

均小于3％，日间精密度的RSD％均小于4％，

样品分析测定的基本要求。

8．5小鼠血浆和组织器官提取回收率试验

中、高三种浓度的R内精密度的RSD％

表明该分析方法精密度良好，符合生物

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中药物的提取回收率结果见表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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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3小鼠血浆和各组织提取回收率试验(n=5)

Tab 3．1 3 The absolute recovery of docetaxelin different tissues of mice(n=5)

，． Added Found Rcovery RS—D

竺竺竺 (些g堑12 1些星堑12 l型 !型
O．5 O．5l 102．00 1．28

血浆 10．0 10．01 100．10 1．56

50．0 49．89 99．78 0．87

0．5 0．49 98．00 2．43

心 10．0 10．09 100．90 2．64

50．O 50．20 1 OO．40 2．5 1

O．5 0．48 96．00 2．78

肝 10．0 9．96 99．60 2．65

50．0 49．75 99．50 1．86

O．5 0．48 96．00 2．86

脾 10．0 9．83 98．30 2．67

50．O 50．67 101．34 3．02

O．5 0．48 96．00 3．15

肺 10．0 9．80 98．OO 2．52

50．0 49．70 99．40 2．77

O．5 O．5l 102．00 3．49

。肾 10．0 9．98 99．80 2．13

50．0 50．10 100．20 2．21

0．5 0．49 98．00 3．11

瘤 10．0 9．80 98．00 2．71

50．0 49．80 99．60 2．24

由上表可知，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低、中、高浓度的提取回收率均在90％pA上，

RSD值均小于4．O％，表明该方法可满足生物样品分析测定的基本要求。

8．6小鼠组织器官方法回收率试验

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中的方法回收率结果见表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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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d,鼠血浆和各组织方法叫收率试验(n=5)

Tab 3．1 4 The method recovery of docetaxelin different tissues of mice(n=5)

二竺==： 盒兰盏墨 三三羔罡 盏
0．5 0．5l 102．00 2．42

血浆 10．0 10．38 103．80 1．65

50．0 49．79 99．58 1．46

0．5 0．50 100．00 1．78

一心 10．0 9．79 97．90 2．81

50．0 50．27 100．54 2．16

0．5 0．49 98．00 2．61

肿 10．0 9．78 97．80 2．51

50．0 49．25 98．50 2．38

0．5 0．52 1 04．00 2．86

脾 10．0 10．35 103．50 2．51

50．0 50．67 1 01．34 2．86

0．5 0．49 98．OO 2．24

_Ijfifi 10．0 9．89 98．90 2．13

50．0 49．40 98．80 2．25

0．5 0．51 102．00 2．84

’肾 10．0 10．26 102．60 2．61

50．0 49．60 99．20 2．53

O．5 0．49 98．00 2．87

瘤 10．0 9．98 99．80 2．51

50．0 49．40 98．80 1．81

由上表可知，小鼠血浆和各组织低、中、高三种浓度的方法回收率在95％～105％

之间，RSD值均小于3．O％，表明该方法可满足生物样品分析方法的要求。

以上方法学考察结果显示，采用高效液相法测定多西他赛进入小鼠体内后的代

谢与组织分布情况，该法灵敏度高、分离度好、干扰小、提取较完全，说明此分析

方法可行性好，可以满足多西他赛的分析要求。

9小鼠静脉注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体内药物动力学研究

9．1血药浓度测定

给药后各时间点血药浓度测定数据结果，平均血药浓度一时问曲线分别见表

3．15，图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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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血浆中DTX浓度随时间变化关系(n=5)

Tab 3-15 The relationship oftime and concentration ofdocetaxel in plasma(n=5)

Time C(“∥m1)(h)—1面面露-—1丽——面一1ir一
0．083 48 1．62 248．58 248．71 255．90

O．25

O．5

O．75

1

2

3

4

5

6

7

8

lO

12

157．58

60．75

109．15

72．76

11．39

11．38

9．23

7．81

9．79

lO．8l

5．61

189．40

160．32

92．77

59．06

127．09

23．59

14．65

7．81

4．1 5

4．35

2．96

217．92

172．54

94．65

52．38

136．25

21．98

7．51

4．67

3．22

2．77

213．45

179．96

95．50

51．94

140．95

22．7l

9．77

4．90

3．67

2．65

6∞

S∞

当400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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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各制剂在小鼠体内的药物动力学曲线(n=5)

Fig．3—1 4 Mean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docetaxel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Duopafei@，LNS，pLNS and tLNS．Data represent mean_-LSD(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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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药物动力学参数的计算

用DAS ver2．0(Drug And Statistics for Windows)药代动力学软件对各制剂血药

浓度结果进行处理，求算药物动力学参数。结果详见表3．16。

表3—16小鼠静脉注射多帕菲@、LNS、pLNS和tLNS后血浆中的药物动力学参数

Tab 3—1 6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docetaxel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Duopafei@，pLNS and tLNS in mice(n=5)

Cmax(pg／mL)481．62 4-13．23 248．58-I-21．19料 217．92士10．54 213．45 4-13．16

Tv2a(h)

TI／213(h)

Tmax(h)

AUCo一弛

(mg／L率h)

MRT(h)

CL(L h-Ikg-1)

O．31士0．06 O．13士O．05 O．23士O．19 0．23士0．08

1．78士0．1 1 3．29士0。18奉 3．68士O．23“ 3．70士0．17抖

0．08 O．08 O．08 0．08

308．42士20．23 404．05士26．19木木489．65士1 1．194撑 51 1．30士19．8l撑群

1．76士O．15 3．37土0．22*4．229 4-O．17“ 4．23土O．67捍

0．195 0．151木0．100渊0．097渊

Note： 宰P<0．05，木木P<O．01 VS Duopafei圆，群P<0．05，槲P<0．01 VS LNS．

10小鼠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体内组织分布研究

10．1小鼠体内分布试验结果

给药后各时间点组织中多西他赛的浓度，结果见表3．17、3．18和3．19，各组织药

物分柿见图3．16和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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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7d、鼠静脉注射多帕菲@后各时间点组织中的药物浓度(n=5)

Tab 3．1 7 The concentration of docetaxel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Duopafei@in tissues of mice(n=5)

Time

(m 心 肝

C(“∥g)

脾 肺 肾 瘤

表3—17dx鼠静脉注射LNS后各时间点组织中的药物浓度(n=5)

Tab 3．1 7 The concentration of docetaxel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LNS in tissues of mice(n=5)

Time

(h)

C(p∥g)

心 肝 脾 肺 瘤

0．083 68．42士9．86 81．23+6．28 190．7l+14．94 108．96+18．57 82．0+4．69 30．98+0．44

0．25 40．77+6．52 75．40士2．69 1 67．98士21．60 55．54+0．57 39．27士2．04 l 5．23+1．27

O．5

0．75

34．59+5．12 56．25+6．95 130．75+14．22 46．02士3．30 22．13+3．33 4．59士1．06

22．83+1．05 53．39+1．92 88．53+12．26 31．3li-0．31 16．82土2．34 3．1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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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土1．59 47．38+2．47 54．06土8．13 29．09土1．28 11．47士1．49 2．84士0．10

14．55士4．15 32．89士3．32 54．19士15．80 28．82士0．34 10．32士1．38 1．35士0．23

9．69士2．22 24．22士5．37 46．62土l 8．94 30．08士0．33 1 0．2214．50 6．72土1．40

9．76+1．1 0 2 1．20土2．34 44．34土6．49 3 1．25士2．22 1 2．69士2．72 6．1 6士O．26

10．0713．71 15．7l士3．63 33．57++10．74 34．4110．30 10．17土1．95 8．10士2．80

8．22士3．35 15．5l士3．79 28．29士10．34 31．23士8．58 10．64士2．71 8．67士0．94

8．13士1．39 7．98+0．84 18．45113．36 32．87士1．88 9．05士4．5l 7．36士0．34

8．52土0．03 7．1 3士3．62 l 2士8．1 5 3 1．98士4．86 7．40士1．42 4．87土0．90

表3．18d、鼠静脉注射pLNS后各时间点组织中的药物浓度(n=5)

T{lb 3．1 8 The concentration of docetaxel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pLNS in tissues of mice(n=5)

0．083
70．40士2．75 168．17士0．72 201．38士18．9 142．02土10．8 1 16．17士3．40 30．36土0．90

0．25 41．78士3．50 137．90士1．66 139．90士6．27 94．96士3．14 52．16士2．49 17．74土3．2l

0．5 30．34士1．65 140．25士7．80 146．99士8．93 77．42土9．34 40．36士8．43 16．12a：0．55

o．75 24．58士4．58 132．67士12．4 152．11+7．59 85．51士1 1．2 35．Ol“．69 15．74士2．76

19．87士2．80 122．67士4．44 128．29士13．2 71．65士12．6 22．66士6．65 1 1．89士1．80

12．15士2．0l 103．86士3．76 104．56士15．3 22．16士0．16 8．33士4．37 9．75士1．08

1 0．0 1士0．86 66．67士7．02 98．1 7士0．84 22．20士4．29 6．1 2士1．14 8．06士2．24

8．46士1．21 58．65土12．8 85．64土6．48 21．13士1．07 7．40士0．45 7．23士2．22

7．10士0．06 56．23士1．0l 67．76土5．32 21．2l士5．30 4．04士0．92 7．91士0．50

5．35+0．78 46．45士5．60 63．21士5．80 19．27士1．07 4．90士0．06 5．40士2．10

5．0l士0．03 38．06士2．20 31．55土7．44 21．78士5．72 3．40士0．87 4．01士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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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9d'鼠静脉注射tLNS后各时间点组织中的药物浓度(n=5)

T{lb 3．1 9 The concentration of docetaxel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tLNS in tissues of mice(n=5)

0．083 69．07+5．3 l 1 66．57士7．67 1 98．83士4．1l 140．77+1 0．6 1 04．48i4．50 36．27+2．29

0．25 39．79土0．40 140．19+8．57 142．91士8．72 93．68士4．22 49．23+4．23 20．48士2．19

0．5 35．90+1．22 133．32+22．4 147．0713．37 78．66士9．32 40．40+2．43 20．26+1．95

0．75 24．30+3．40 127．46+8．39 135．24士1．28 79．11+3．09 31．48+1．03 18．87+1．92

20．41土0．33 123．13+3．52 122．52+4．35 71．81士2．70 20．71士0．17 16．70士1．15

13．85+1．04 101．50+10．3 108．19a：1．54 24．61+1．72 10．36+0．87 14．9712．64

9．16士O．81 57．05+17．1 95．65+1 1．1 23．08+1．10 6．8410．42 12．97+3．05

7．18+0．70 56．19+0．50 77．66+0．71 22．73+2．76 5．55+0．82 9．78+0．17

6．38+0．23 56．19+3．94 79．14+8．96 22．73+0．59 5．28+0．28 7．09+0．56

5．75土0．3l 43．30a：13．5 68．17+0．62 21．17+0．93 5．25+1．06 6．06+0．6l

5．0l士O．09 39．61+3．8I 37．28+4．03 21．5515．46 4．9810．53 5．6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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錾4 3—15小鼠静脉注射(A)多帕1。jF∞、(B)LNS、(C)pLNS和(D)tLNS后符时川J?

的组钐：分前il矧(n=5)

Fig．3—1 5 The distribution of DTX in mice organs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inn‘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A)Duopafei“，(B)LNS，(C)pLNS and(D)t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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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半P<0．05，幸幸P<0．01 VS Duopafei@，撑P<0．05，黼P<0．01 VS LNS，$P<0．05，

SSp<0．01 vS pLNS．

图3一16静脉注射多帕菲@、LNS、pLNS和tLNS后各个时间点瘤内药物分布(n=5)

Fig．3—16 Distribution ofDTX in tumor tissues after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Duopafei@，LNS，pLNS and tLNS to mice．(n=5)

由图3．15和图3．16可知，与多帕菲@组相比，给药8h后，三种制剂瘤组织内药物

分布明显提高，具有明显的肿瘤靶向性。LNS组瘤内多西他赛浓度是注射液多帕菲@

组的1．30倍(P<0．05)：pLNS组瘤内多西他赛浓度是注射液多帕菲@组的3．19倍(P<

O．01)；tLNS组瘤内多西他赛浓度是注射液多帕菲@组的3．48倍(P<O．01)。

10．2小鼠体内靶向性评价

多西他赛在各组织的分布和靶向性评价结果见图3．16，表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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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静脉注射多帕菲@、LNS、pLNS和tLNS后小鼠体内的靶向性评价(n=5)

Tab 3—20 Targeting disposition of docetaxel afie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of

Duopafei@，LNS，pLNS and tLNS to mice(n=5)

此三种多西他赛制剂，pLNs组瘤的总靶向效率瓦由注射液多帕菲@组的5．22％提

高到5．67％(1．09倍)；tLNS组瘤的总靶向效率瓦由注射液多帕菲@组5．22％提高到

6．40％(1．23倍)。

四、讨论

1本实验合成了高分子材料DSPE．PEG2000．FA，通过TLC，NMR确定其结构和

性质进行了研究，并最终应用于叶酸受体介导的主动靶向脂质纳米混悬剂的制备。

2本实验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长循环和主动靶向脂质纳米混悬剂，制得的纳米

混悬剂粒子形态规整，粒径较小且分布均匀。

3采用噻唑蓝比色法(MTT法)研究多帕菲@、pLNS、tLNS、Blank-pLNS和

Blank．tLNS对人肝癌细胞株(HepG2)和小鼠黑色素瘤细胞株(B16)的细胞毒性作用。

结果表明，与多帕菲@相比，两种脂质纳米混悬剂的抗肿瘤活性明显增强。对于主动

靶向制剂组，叶酸受体介导的脂质纳米混悬剂对B16细胞的IC50值明显低于长循环脂

质纳米混悬剂的IC50值P<0．05，而对]：'HepG2细胞的IC50值没有显著性差异，细胞毒

性相当。结果说明，对于细胞表面高表达叶酸受体的肿瘤细胞，由于其表面大量的

叶酸受体与连有叶酸的载体结合，使抗癌药物可以更多的进入细胞内部，发挥抑瘤

l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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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因此，与pLNS相比，tLNS显示出较强的抗肿瘤活性。

4药效学实验结果表明， pLNS组与Duopafei@组相比具有明显的抑瘤效果，

tLNS组又有更好的治疗效果。tLNS组与Duopafei@组比较，瘤体积减小明显(P<0．01)，

表明制剂组与多帕菲@注射液组相比疗效更好’。同时小鼠体重变化相差明显(p<0．01)，

N．S组、Blank．pLNS组、Blank．tLNS组、pLNS组和tLNS组，小鼠体重均有明显增长，

唯有注射液多帕菲组小鼠体重下降，下降为20．95％。由于体重变化是判断制剂毒性

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毒性作用远小于市售注

射液多帕菲，具有临床用药的价值。

5本实验采用HPLC法对生物样品进行测定，该方法具有操作简单、灵敏度高、

分离度好、干扰小、提取较完全等优点。本实验建立了小鼠血浆和各组织心、肝、

脾、肺、肾、瘤中多西他赛浓度的HPLCi贝IJ定方法。结果表明：DTX在O．5—50 p,g／ml

浓度范围内，峰面积与浓度线性关系良好；低、中、高三种浓度的日内精密度的RSD％

均小于3％，日间精密度的RSD％均小于4％，表明该分析方法精密度良好；低、中、

高浓度的提取回收率均在90％以上，RSD值均小于4．O％；低、中、高三种浓度的方

法回收率在95％～105％之间，RSD值均小于3．0％， 由以上结果知此方法可满足生

物样品多西他赛分析方法的要求。

6在小鼠体内药代动力学试验中，Duopafei@、LNS、pLNS及tLNS通过尾静脉

注射给药，用DAS ver2．0(Drug And Statistics for Windows)药代动力学软件对各制剂

血药浓度结果进行处理，四种制剂在小鼠体内的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均符合二室模

型。通过比较各制剂药物动力学参数可知，Duopafei@注射液在体内的消除明显快于

LNS、pLNS及tLNS，LNS、pLNS与tLNS组的AUC值(404．05士26．19料，489．65士1 1．19堋，

5l 1．30士19．81槲mg／L*h)明显高于Duopafei@注射液的AUC值(308．42士20．23

mg／L*h)(**P<O．01 VS Duopafei@，撑P<O．05，唧<O．01 VS LNS)；LNS、pLNS与tLNS

组的MRT(3．37士O．22*，4．229士0．1 7群，4．230士0．67 h)均高于Duopafei@注射液的

MRT(1．76士0．1 5 h)(宰P<0．05vs Duopafei@，印<0．05 VS LNS)。试验证明LNS、pLNS

与tLNS脂质纳米混悬剂静脉注射给药后，均可延长药物在小鼠体内的滞留时间，其

中pLNS与tLNS与Duopafei@相比，可显著延长药物在体内的滞留时间，具有长循环

作用。

7小鼠尾静脉注射多帕菲@、LNS、pLNS及tLNS后，药物多西他赛在各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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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改变。注射多帕菲@后，药物多西他赛在荷瘤小鼠各组织器官均有分布，

肾组织分布较多；注射LNS，pLNS和tLN后，DTX在肝、脾和肺组织分柿

时心、’肾组织中药物的分布降低，从而对心脏、肾脏的毒性降低。与多帕

菲@组相比，给药8h后，三种制剂瘤组织内药物分布明显提高，具有明显的肿瘤靶向

性。LNS组瘤内多西他赛浓度是注射液多帕菲@组的1．30倍(P<o．os)；pLNS组瘤内多

西他赛浓度是注射液多帕菲圆组的3．19倍(P<O．01)；tLNS组瘤内多西他赛浓度是注射

液多帕菲圆组的3．48t'音(P<O．01)。

8通过相对摄取率(匕)、峰浓度比(G)、总靶向效率(Te)Z个参数对LNS，pLNS

和tLNS三种纳米混悬剂的瘤内靶向性进行评价。此三种多西他赛制剂，pLNS组瘤

的总靶向效率疋由多帕菲@注射液组的5．22％提高到5．67％(1．09倍)，其相对摄取率

％和瘤内峰浓度e分别为5．22．；}11．02；tLNS组瘤的总靶向效率乃由多帕菲@注射液组

5．22％提高到6．40％(1．23倍)，其相对摄取率％和瘤内峰浓度G分别为5．92和1．17。这

些结果进一步说明了，与pLNS相比，多西他赛tLNS有更好的肿瘤靶向效率，可更好

的抑制肿瘤生长。

五、本章小结

本课题建立了小鼠血浆和各组织内DTX含量的高效液相分析方法，制备多西他

赛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和主动靶向脂质纳米混悬剂，考察了各制剂的药效学作用

与小鼠尾静脉注射多帕菲@、LNS、pLNS及tLNS后的体内药物动力学和组织分布特

性。结果表明，与多帕菲@比较，LNS、pLNS与tLNS脂质纳米混悬剂给药后，药物

在小鼠体内的滞留时间明显延长。同时肿瘤靶向性评价结果显示所制备的叶酸介导

的主动靶向脂质纳米混悬剂具有显著的肿瘤靶向性，其瘤内总靶向效率乃是多帕菲@

的1．23倍，是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的1．13倍。药效学结果显示，制剂的药效比多帕

菲@更明显，且对机体的毒副作用小，因此制备的脂质纳米混悬剂具有较好的临床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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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一、结论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课题以多西他赛为模型药物，以无毒、生物相容性好的脂质类材料为载

体，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三种不同类型的可生物降解的脂质纳米混悬剂：一、被动

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DTX-LNS)：二、长循环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pLNS)；三、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tLNS)。系统研究了这三种多西他

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生物药剂学特征。

1被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DTX．LNS，制得的纳米混悬剂粒子形态规整，平均粒径为

200．0-t3．42 nlTl，zeta电位为．11．15+0．99 mV，稳定性好。药效学实验结果表明，LNS

作为抗肿瘤药物载体可通过被动靶向作用，使药物蓄积于肿瘤部位，增强药物的抗

肿瘤作用同时降低药物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将DTX．LNS冷冻干燥制成冻千粉

剂，进一步提高制剂的物理化学稳定性。结果表明，冻干前后，纳米混悬剂的相关

性质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冻干工艺较好，稳定性好。

2长循环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得表面有PEG修饰的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平均粒径为

204．2+6．18 nln，zeta电位．33．834-0．35 mV。长循环脂质纳米混悬剂延长了药物在体内

的循环时间，增加了瘤内靶向效率，其总靶向效率疋由多帕菲@注射液组的5．22％提

高到5．67％(1．09倍)，其相对摄取率％和瘤内峰浓度G分别为5．22和1．02，从而增加

了药物在肿瘤部位的蓄积，提高了抑瘤效果并降低了对机体的毒副作用。

3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

叶酸上的羧基与DSPE．PEG上的氨基通过DCC反应制得DSPE．PEG．FA，将

DSPE．PEG—FA掺入脂质载体材料中成功制备主动靶向脂质纳米混悬剂。平均粒径为

220．64-9．54 nln，zeta电位为．27．80-士0．77mV。细胞毒性试验结果表明，与多帕菲@相比，

两种脂质纳米混悬剂的抗肿瘤活性明显增强。对于主动靶向制剂组，tLNS对B16细

胞的IC50值明显低于pLNS的ICso值(P<O．05)，而对于H印G2细胞的IC50值没有显著性

差异，细胞毒性相当。结果说明，对于细胞表面高表达叶酸受体的肿瘤细胞，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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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面大量的叶酸受体与连有叶酸的载体结合，使抗癌药物可以更多的进入细胞内

部，发挥抑瘤作用，因此，与pLNS；fft比，tLNS显示出较强的抗肿瘤活性。药效学实

验结果表明，pLNS组与Duopafei@组相比具有明显的抑瘤效果，tLNS组又有更好的

治疗效果。tLNS组与Duopafei@组比较，瘤体积减小明显(P<0．01)，表明制剂组与多

帕菲@注射液组相比疗效更好。同时小鼠体重变化相差明显(p<0．01)，N．S组、Blank—

pLNS组、Blank—tLNS组、pLNS组和tLNS组，小鼠体重均有明显增长，唯有注射液

多帕菲@组小鼠体重下降，下降为20．95％。由于体重变化是判断制剂毒性的一个重要

因素，因此可以说各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毒性作用远小于市售注射液多帕菲，

具有临床用药的价值。小鼠体内药代动力学试验证明LNS、pLNS与tLNS脂质纳米混

悬剂静脉注射给药后，均可延长药物在小鼠体内的滞留时间。对三种纳米混悬剂的

瘤内靶向性进行评价。pLNS组瘤的总靶向效率Te由多帕菲@注射液组的5．22％提高到

5．67％(1．09倍)，其相对摄取率％和瘤内峰浓度G分别为5．22和1．02；tLNS组瘤的

总靶向效率疋由多帕菲@注射液组5．22％提高到6．40％(1．23倍)，是长循环脂质纳米

混悬剂的1．13倍，其相对摄取率％和瘤内峰浓度CP分别为5．92和1．17。这些结果进一

步说明了，与pLNS相比，多西他赛tLNS有更好的肿瘤靶向效率，可更明显的抑制肿

瘤生长。

综上所述，本研究制备的三种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是一种多西他赛新剂型，

改善了多西他赛的溶解度，增强了其抗肿瘤作用同时降低了其毒副作用。

二、创新点

本课题的创新点有如下几点：

l本课题以无毒性、无免疫原性、生物相容性好及可供静脉注射给药的磷脂作

为载体材料成功制备脂质纳米混悬剂，避免了传统制剂中吐温．80和有机溶剂的使

用，提高药效的同时降低了对机体的毒副作用，具有临床开发应用价值。

2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三种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制备工艺简单，重现性

好，利于进行产业化生产。

3首次制备以叶酸受体介导的主动靶向脂质纳米混悬剂，利用B16荷瘤小鼠对

评价其在小鼠体内的肿瘤靶向效率，结果证明主动靶向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有

更好的肿瘤靶向效率，可更明显的抑制肿瘤生长。为肿瘤靶向治疗断提供了良好的

研究基础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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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望

本文采用高压均质法制备三种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取得了一些成果，体

内外实验结果表明其较目前常用剂型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该课题仍有许多工作需要

进一步研究：

1本工艺仅是实验室工艺，尚需中试放大。

2各制剂体外细胞评价只进行了细胞毒性评价，尚需进一步进行细胞方面的评

价如细胞摄取实验，载体进入细胞的过程等。

3本研究对制备的三种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进行了理化性质、体内外药效

学评价，但尚需对其很多药理学指标需要评价，如急慢性毒性研究，靶向机制研究

等。

在临床应用过程中，纳米混悬剂在血管内可能会发生聚集，从而影响病人用药

安全性。纳米混悬剂也会改变药物的稳定性、药效及生物利用度等，因此药学工作

者需对脂质纳米混悬剂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获得安全、高效的药物载体，造福于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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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多西他赛纳米制剂的研究进展

I关键词】多西他赛；抗肿瘤药；纳米制剂

【摘要】多西他赛为一种紫杉烷类抗肿瘤药物，广泛用于卵巢癌、乳腺癌、肺癌，

胃癌等多种肿瘤的治疗。但由于多西他赛水溶性差，传统的多西他赛制剂生物利

用度低，毒性大，临床应用受到限制。纳米给药系统在实现靶向性给药、缓释药

物、提高难溶性药物的生物利用度、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应

用前景，因而成为近年来药剂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各种多西他赛纳米制剂如

脂质体、微乳、胶束、纳米粒正在实验研究之中，有望制得新型多西他赛制剂并

广泛应用于临床。本文就多西他赛新型纳米制剂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Advances in the Nano-drug Delivery systems for Docetaxel

[1@Y WORDS]nanoparticle formulation；antineoplastic agents；docetaxel

[ABSTRACT]Docetaxel(DTX)is wide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ovarian cancer，

breast cancer,lung cancer and other tumors，which belongs to the taxoid family．

Because of its poor aqueous solubility，low bioavailability and toxicity，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drug is limited．Nano—drug delivery systems have gained much

attention as novel carriers for anticancer drugs，primarily due to the unique

properties of nanocarriers including to enhance the solubility of poorly water soluble

drug，to reduce the toxicity and to increase the target efficiency of the drug to

specific tumor tissues．A variety of docetaxel loaded nanocarriers such as liposome，

nanoemulsion，nanoparticles，micelles，etc．are already under research and show a

good prospect of application．This paper reviewed the advances in the nano—drug

delivery systems for Docetaxel．

多西他赛(Docetaxel，DTX)(化学结构式见图1)是法国罗纳普朗克·乐安公司开发

上市、目前已广泛应用的一种紫杉烷类抗肿瘤药物t11，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刺激导管

素的聚合，促进微管双聚体装配成微管，并致使细胞增殖停止在有丝分裂静止期

fG2／M)的阶段。多西他赛及其合并用药方案在临床上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乳腺癌、

非小细胞肺癌、胰腺癌、软组织肉瘤、头颈癌、胃癌、卵巢癌以及前列腺癌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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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的治疗。

由于多西他赛水溶性较差【2】’目前临床上应用的唯一剂型是由40 mg·mL‘1DTX

和1 040 mg·mL。1吐温80组成的注射剂，商品名为泰索帝(Taxotere@)。尽管吐温80毒

性相对较小，但是在I期临床试验中仍然出现了严重的超敏反应，因此，临床使用

前需使用抗组胺类药物和非}{{体抗炎药物进行预处理。另外，作为细胞毒性抗肿瘤

药物，多西他赛的全身毒性，特别是易造成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等免疫系统毒性，给

患者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大大限制了它的临床应用。因此国内外都在致力于

研究低毒的，疗效好的多西他赛新剂型，增加药物的溶解度，同时避免Tween 80的

使用。

纳米给药系统(nanoparticle drug delivery system，NDDS)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

点，在实现靶向性给药、缓释给药、提高难溶性药物与多肽药物的生物利用度、降

低药物的毒副作用等方面表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研究较多的多西他赛纳米制

剂主要有脂质体、微乳、固体脂质纳米粒(SLN)、纳米脂质载体(NLC)，聚合物纳米

粒，胶束系统等。作为新型的载药系统，它们有其独特的优缺点(见表1)，因此在

国内外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就多西他赛纳米制剂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冒

(H3c)3c＼o／k

图1多西他赛结构式

表1．多西他赛纳米制剂的优缺点

制剂分类 优点 缺点

可提高药物稳定性、降低药物毒性；具有 磷脂易氧化，制剂不易保存：

被动靶向性、缓释性：长循环脂质体可增 脂质体冻干制剂在冻干和重建过

脂质体 加其柔顺性和亲水性，避免单核巨噬细胞 程中，构型极易出现聚集、破裂、

系统吞噬，延长体内循环时间 塌陷等现象，严重影响药品生产

质量和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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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药物的溶解度；提高易水解药物的 使用大量表面活性剂，增加药用

微乳 稳定性；减小药物静脉注射后的刺激性与 微乳的毒性，长期服用会带米一

毒性；控制药物的释放。 定的毒副作用，限制了使用范围；

对给药部位具有一定刺激性：

可控制药物释放、避免药物的降解或泄 载药量低：存放过程中稳定性

固体脂质 漏以及具有良好的靶向性；可大规模生 差，可能发生粒径增长或药物降

纳米粒 产 解；释放过程中发生突释现象

可提高载药量；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物理稳定性制约了纳米脂质载体

纳米脂质 可控制药物释放；具有被动靶向性 药物的发展

载体

可增加药物的溶解度，延长药物在肿瘤部 载药纳米粒制备方法的丁：业化程

聚合物纳 位的滞留时间，提高药物生物利用度和具 度不高；主动靶向作用尚未完全

米粒 有一定的靶向性等，从而提高抗肿瘤药物 清楚，且纳米粒的粒径太小，其生

的疗效和减少化疗中的非特异性不良反 物安全性需要进一步评价

可将疏水性药物分子增溶到胶束内部，延 载药量低；聚合物的合成和药物

长药物在血液中的循环时间及生物半衰 负载步骤烦琐，大规模生产受到

胶束系统 期；可增加药物在病变部位的蓄积，降低 限制；一些人工合成材料有细胞

毒副作用；可连接特殊的载体、抗体或配 毒性；靶向系统存在靶向分布不

体，使其能够与靶细胞的受体结合，提高 理想，很难达到靶向要求

治疗效果

主动靶向 可将药物载体表面修饰，药物微粒不被单 靶向系统存在靶向分布不理想，

纳米给药 核吞噬系统识别：连接特殊的载体、抗体 很难达到靶向要求；治疗药物不

系统 或配体，使其能够与靶细胞的受体结合， 能安全、高效、靶向性地导入人

提高治疗效果 体内特定器官、组织

脂质体 脂质体是指由磷脂和胆固醇组成，具有类似生物膜的双分子层结构。目

前新型靶向脂质体包括前体脂质体、长循环脂质体、免疫脂质体等。多西他赛用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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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体包裹后，可克服普通注射剂中吐温80所产生的不良反应，PEG修饰后延长药物

在体内的滞留时间，提高药效，还可增加药物的稳定性。黄红冰等【3】采用薄膜一超

声分散法制备多西他赛普通脂质体和PEG一2000修饰的长循环脂质体。脂质体粒径分

布呈单峰正态，粒径大小为150 nlTl左右；包封率分别为(75．54+1．6)％和(72．16+2．4)％，

说明PEG修饰会使脂质体的包封率有所降低。药动学实验中，家兔静脉注射自制的2

种多西他赛脂质体和市售的多西他赛注射剂，测定血药浓度，并计算t。、t，、虼、
互口 ip

K10、K12、CL、AUC等主要药动学参数。结果表明脂质体与普通注射剂在家兔体内

的药动学特征具有显著性差异。2种脂质体的f，和AUC明显高于和长于普通注射剂，
；p

这与脂质体缓慢释放药物的性质有关。但长循环脂质体的CL和虼又均显著低于普

通脂质体与市售注射剂，说明长循环脂质体更能延长多西他赛在体内的循环时间，

提高疗效。因此，与市售普通注射剂相比，多西他赛脂质体家兔静脉注射给药后，

显著改善了多西他赛原药的药动学性质，具有缓释和长效的作用。

目前已有专利技术涉及多西他赛脂质体及其冻干粉针剂的制备工艺【41，增加了

药物的溶解度，解决了多西他赛注射液存在的稳定性问题，降低了毒性，提高了耐

受性。多西他赛长循环脂质体及其冻干粉针的专利介绍了一种满足大生产要求的非

聚乙二醇化多西他赛长循环脂质体及其冻干粉针剂的制备工艺【5】。本发明选用特殊

比例的磷脂混合物制备多西他赛脂质体，通过加入一定比例的中性磷脂、带电荷合

成磷脂、胆固醇，可达到长循环作用。该脂质体增加了药物的溶解度，解决了多西

他赛注射液存在的稳定性问题以及由于复合溶媒引起的毒性问题，提高了药物在体

内的循环时间，与聚乙二醇化长循环脂质体相比毒性降低，对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

增强。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李亚平等【61也于2007年申请多西他赛长循

环制剂的专利，其包含多西他赛、载体材料和附加剂的隐形纳米粒、隐形脂质体或

隐形胶束。该长循环制剂通过由亲水性物质聚乙二醇修饰的载体材料包裹多西他赛

制备而成，可以在体内逃脱肝脾网状内皮系统的捕捉吞噬，延长了在血液的循环时

间，对肿瘤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

微乳微乳是一种热力学稳定的、含有大量的由表面活性剂和助表面活性剂(通常

是中短链的醇)稳定化的油包水(或水包油)纳米溶胶分散系统。鉴于紫杉醇已制

成微乳用于静脉注射[7．9】，GAO等【|o】以大豆油和甘油三酯为油相，泊洛沙姆188和大

豆磷脂为表面活性剂制备可注射的多西他赛微乳，结果表明获得的微乳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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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浓度高可达1 g·L．1，且载药量增加不影响粒径，zeta电位和药物的包封率；动物

实验表明【10】，制得的多西他赛微乳制剂可显著提高鼠的血浆药物浓度。赵秀丽等【¨】

己申请一种治疗肿瘤的含有多西他赛的微乳药物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制得

微乳的粒径为10～lOOnm且分布均匀，Zeta电位在．1肛．40mV，可用于静脉给药。

固体脂质纳米粒(Solid lipid nanoparticles，SLN)SLN是指粒径在lO～1000 nln的

胶体给药系统，以毒性低、生物相容性好、生物可降解的固态天然或合成的类脂为

载体，将药物吸附或包裹于脂质膜中制成的新一代纳米粒给药系纠12】。XU等【13】采

用高压均质法以多西他赛、蛋黄卵磷n旨(EPC)、丙交脂一二油酰磷脂酰乙醇胺

(LA—DOPE)、甘油十四酸酯制备靶向于肝细胞癌的固体脂质纳米粒(tSLNs)。利用

LA．DOPE修饰固体脂质纳米粒，可使纳米粒与人肝癌细胞的受体脱唾液酸糖蛋白

fASGP)结合，从而可靶向于人肝癌细胞，更好的杀死肝癌细胞。细胞毒性试验中，

tSLNs对人肝癌细胞系的杀伤作用大于市售药物注射液与非靶修饰的固体脂质纳米

粒(nSLNs)，并对正常的肝细胞或肝纤维无有害作用。沈阳药科大学何仲贵等【14】已于

2007年申请多西他赛固体脂质纳米粒及其制备方法的专利，提供了多西他赛固体脂

质纳米粒及其冻干剂的制备方法。该纳米粒制剂有效地抑制了药物的降解，增加了

药物的稳定性，提高了药物疗效。

纳米脂质载体(nanostructured lipid carrier，NLC)NLC是将固体脂质和空间上不

相容的液体脂质在一定温度下混合制备得到的纳米粒给药载体。NLC与SLN不同之

处在于其内部结构，NLC是以一定比例的液态油或混合脂质代替了固体脂质纳米粒

中的固体脂质而制备出的新型固体脂质纳米粒，被称为第2代脂质纳米粒子【l 51。杨

平等【16】采用薄膜超声法制备多西他赛纳米脂质载体，在优化条件下制备的纳米级粒

子粒径为(124+16)nm，Zeta电位为．19．57 mV，包封率为95．8％，以上结果表明制备

的多西他赛纳米脂质载体粒径小，药物包封率高，并可实现药物控释。刘悉承等【171

已于2009年申请多西他赛纳米脂质注射液、其制备方法及用途专利，本发明的纳米

制剂能够延长药物作用时间，靶向输送药物，保证药物作用前提下减少给药剂量，

减轻或避免药物毒副作用，提高药物作用稳定性。

聚合物纳米粒聚合物纳米粒(Polymeric nanoparticles)作为抗肿瘤药物载体常用的制

备载体材料有，聚乳酸(polylactice acid，PLA)，聚乳酸一羟基乙酸共聚物

[poly(1actic．CO．glycolic acid)，PLGA]，聚氰基丙烯酸烷基酯[poly(alkyl cyanoacry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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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A】，聚酰胺一胺型树枝状高聚物(Polyamidoamine dendrimer，PAMAM．D)，壳

聚糖(chitosan)，明胶，白蛋白等。

l PLA／PLGA纳米粒纳米粒目前多采用生物可降解的共聚物，如PLA／PLGA，

作为制备材料，聚合物纳米粒作为药物传递系统具有独特的优点，例如稳定性更好，

静脉注射后，更易到达实体瘤，炎症或感染等部位。MUSUMECI等【18】采用溶剂沉淀

法以不同分子量的PLA和PLGA为载体材料分别制备载多西他赛纳米粒。PLA和

PLGA纳米粒粒径在1 00"一200nm范围内，可用于静脉注射。此外，MISHRA等【19】研

究表明，将PLA／PLGA纳米粒用PEG进行修饰后，提高了药物在体内的生物半衰期，

增加了药物在体内的蓄积，对于抑制肿瘤的生长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壳聚糖纳米粒壳聚糖为壳多糖的去乙酰衍生物，是一种可再生、无毒和生物

可降解的糖类共聚物，可以从有壳的水生动物和昆虫中大量获得。HWANG等【20】制

备了乙二醇修饰的粒径为350nm的壳聚糖自组装纳米粒作为多西他赛的载体。体外

实验表明，在正常的生理条件下(PH7．4，37℃)纳米粒可稳定存在2 wk，且药物可持

续释放。动物实验中，对接种人肺腺癌细胞系(A549)的小鼠静脉注射游离多西他赛

注射液与载多西他赛壳聚糖纳米粒，剂量分别为10mg·kg一，30 mg·kg-1。动物实验抑

瘤率结果表吲201，注射10 d内小鼠肿瘤大小无显著差异，28 d后，注射载多西他赛

壳聚糖纳米粒的小鼠肿瘤体积明显减小。且用药剂量为游离药物的1／3。动物的成活

率结果为，注射游离药物组小鼠35 d内全部死亡，而注射纳米粒组小鼠45 d后仍有

75％存活。

3核壳结构的杂合纳米粒核壳结构的杂合纳米粒以类脂层作为外壳和聚合物

作为核心而组装形成的核壳结构的杂合纳米粒，由于同时具备脂质体和聚合物纳米

粒的优点受到关注。LIU等【21】选择无毒性，生物可降解的PLGA作为纳米粒的聚合

物内核，二亚油酰磷脂酰胆碱(DLPC)，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胺一聚乙二醇

2000(DSPE．PEG2000)，二硬脂酰磷脂酰乙醇胺一聚乙二醇500卜核酸
rDSPE．PEG5000．核酸)--种不同功能的脂质形成纳米粒的混合类脂单层，载入多西

他赛得靶向核壳结构载药纳米粒。其中DLPC具有合适的亲水一亲油平衡值有利于纳

米粒在水相中稳定存在；DSPE．PEG2000避免纳米粒被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延长纳米

粒在体内的循环时fnJ；DSPE．PEG5000具有较长的PEG链，有利于靶向因子的连接。

上述实验结果【2l】表明制得的纳米粒稳定好，表面性质利于细胞靶向，血浆半衰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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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可通过调整三种类脂的比例获得准确的靶向效应。然而研究者仅对此类

纳米粒作了初步研究，若想用于临床试验需进行动物实验获得充足的数据。

胶束系统(micellar system)

1聚合物胶束聚合物胶束(polym耐c micelles)是由两亲性嵌段共聚物在水溶液

中形成的自组装结构，它能够将疏水性药物分子增溶到胶束内部【221。常用的装载多

西他赛的胶束载体有聚乙二醇一聚乳酸嵌段共黝J(PEG-b．PLA)f231，聚乙烯吡咯酮
一外消旋聚乳酸嵌段共聚(PvP-b—PDLLA)[241，聚氧乙烯一聚氧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PEO．b．PSO)t251，聚氧乙烯一聚氧丁烯嵌段共聚物(PEO．b—PBO)[251等。

SHIN等【231制备的PEG-b-PLA聚合物胶束可显著增溶某种单一化学治疗药物，如

紫杉醇(PTX)，多西他赛(DTX)，替拉替尼(telatinib，17一AAG)，依托泊苷(etoposide，ETO)

也可同时增加几种药物的溶解度便于临床治疗过程中的联合用药，如PTX／17．AAG，

DTX／17．AAG，PTX／ETO／17．AAG。另外稳定性研究表明，载2种或3种药的聚合物

胶束，载药量和粒径基本不变，可稳定存放24 h。以上结果表明，此载药聚合物胶

束在I临床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PERRON等【251在制备PEO．b．PSO与PEO．b．PBO聚合物胶束过程中发现，在水溶

液中PEO．b．PSO与PEO．b．PBO聚合物在较低浓度下就可自发分别形成球形和圆柱形

的胶束系统，有利于提高药物的溶解度和避免药物的降解。胶束直径在16"--2Into，

粒径小，故利于过滤除菌后用于静脉注射。此外，还可将胶束冻干提高其长期放置

的稳定性。

2 pH敏感嵌段共聚物胶束鄢璐等【26】合成pH敏感两亲性嵌段共聚物聚(2．乙基

．2一嗯唑啉)一聚乳酸(PEOz．PLA)，采用薄膜分散法制备多西他赛pH敏感嵌段共聚

物胶束。胶束在pH 7．4释放介质中，具有缓释作用；而在pH5．0条件下，释药明显加

快，体现出PEOz．PLA胶束释药行为的pH敏感性，有利于增加抗肿瘤药物在靶区的

浓度，提高药物疗效。以上结果表明，PEOz．PLA嵌段共聚物胶束作为疏水性抗肿

瘤药物的给药系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3热敏感聚合物胶束为使药物在体内某一温度部位释放，可将药物载入热敏感

聚合物胶束内，聚合物在水溶液中的最低临界溶解温度(LCST)约为37~42℃。若LCST

较低，聚合物注入体内后便沉淀失去热靶向功能。聚Ⅳ一异丙基丙烯酰胺

州．isopropylacrylamide，N．n'AAm)是目前研究得最多的一类具有温度敏感性的聚合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物，其LCST约为32。C，如果与其他亲水或疏水性单体共聚，可调整其相转变温度。

YANG等【27】首先通过自由基聚合方法合h3ZPoly(IPAAm．CO．AAm)后与PLA丌环聚合

形成Poly(IPAAm．CO．AAm)．b．PLA嵌段共聚物，测得LCST为41℃。然后装载多西他

赛药物制得热敏感载药聚合物胶束。结果表明获得胶束的粒径小于80nm，载药量为

27％，有更强的细胞毒性，而对正常的组织和细胞毒性小，大大降低了用药过程中

的不良反应。更重要的是药物释放后，聚合物本身可降解排出体外，对血管内皮细

胞的毒性较小。

聚合物胶束系统可增加多西他赛的水溶性，是一种良好的被动靶向载体体系，表

面连接靶向因子增加药物在肿瘤部位的定位化也已成为目前实验研究的重点。主动

靶向纳米给药系统主动靶向是指药物载体表面经修饰后，药物微粒不被单核吞噬系

统识别，或其连接有特殊的载体、抗体或配体，使其能够与靶细胞的受体结合。主

动靶向给药系统的作用机制为：通过周密的生物识别设计，如抗体识别、受体识别、

免疫识别等将药物导向特异的靶组织、靶器官或靶细胞。所以有人形象地将主动靶

向给药系统称为“药物导弹”【2引。

1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修饰PLA纳米粒Sun[29】等将以人体表皮生长因子

2(HER2)为靶点的曲妥珠单抗连接至IJPLA纳米粒表面后，纳米粒既可靶向于HER2过

度表达的肿瘤细胞上有利于细胞摄取药物，又可通过多西他赛与曲妥珠单抗的协同

作用产生更强的细胞毒性作用。因此，曲妥珠单抗修饰的载多西他赛纳米粒对于治

疗HER2过表达的癌症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2叶酸修饰PLGA．PEG纳米粒MISHRA等【30】制备PLGA．PEG纳米粒，然后通

过表面PEG链末端胺基与活化的叶酸连接制得叶酸修饰PLGA．PEG纳米粒。体外释

放结果表明药物在靶部位可缓慢释放，与游离药物相比对人癌KB细胞株细胞毒性

大。因此叶酸修饰的PLGA．PEG纳米粒作为多西他赛药物载体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3 NGR修饰聚合物胶束天门冬酰胺酰甘氨酰精氨酸(NGR)是特异性地定位于

肿瘤新生血管受体的多肽基序，它的受体为主要表达在肿瘤新生血管上的CDl3／氨

肽酶N，NGR只与肿瘤血管上的CDl3受体结合，而在表达CDl3受体的正常。肾脏和

骨髓细胞中不结合【3l】。肿瘤的生长和转移依赖于新生血管的生成【321，NGR靶向载药

纳米制剂，可以定向性地将药物靶向于肿瘤血管。因此NGR短肽在肿瘤治疗方面具

有潜在的应用fj{『景。WANG掣331首先将NGR与共聚物PEG．b．PLA通过NHS键相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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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NGR．PEG-b．PLA；然后制备载药靶向聚合物胶束。多西他赛由于其疏水性而被包

裹在胶束内核，NGR贝IJ暴露于胶束表面。细胞实验结果显示，NGR的存在使胶束靶

向于肿瘤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更利于药物到达病灶部位：NGR修饰的载药聚合物

胶束与未靶向修饰的聚合物胶束相比显示出更强的细胞毒性作用，有可能提高抗肿

瘤药物的治疗指数；另外，动物体内实验结果显示，NGR．PEG-b．PLA—DTX胶束系

统的抗肿瘤效应更强。

4表皮生长因子(EGF)修饰聚合物胶束表皮生长因子EGF是生长因子家族的

主要成员之一，是一种主要由颌下腺和十二指肠Bru加er腺产生的、含53个氨基酸残

基的多肽激素，可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结合。EGF修饰聚合物胶束，通过

EGF与乳腺肿瘤细胞过度表达的EGFR结合，可使药物有效的到达肿瘤细胞，提高药

效，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YU等【34】通过自组装合成EGF修饰的聚7,--醇一二硬脂酰

磷脂酰乙醇胺(PEG．DSPE)聚合物胶束，制备过程中EGF不会被破坏，且位于胶束外

层，有利于其发挥靶向作用。细胞实验表明，EGF修饰的载药胶束可靶向于肿瘤细

胞，通过EGFR介导的细胞内吞作用有利于药物进入细胞内，达到更强的抗肿瘤效果

和细胞毒性作用，并降低对『F常细胞的损害。

5 RGD修饰RGD肽是一类含有精氨酸一甘氨酸一天冬氨酸(Arg-Gly-Asp)3个

氨基酸的小肽，广泛存在于多种生物体内及同一种生物体的各种组织中。RGD肽可

通过其所含的RGD序列与细胞表面的整合素受体结合。RGD修饰的嵌段聚合物，通

过RGD与肿瘤细胞表面过分表达的QvD整合素受体特异性结合，可抑制肿瘤生长、

转移、新血管的生成。 SUNDARAM等【35】制备RGD修饰的生物可降解纳米粒

fRGD．Flt23k-NP)，这种具有靶向性的纳米粒与游离的多西他赛相比抗肿瘤效果提高

显著。XIE等【36】通过PEG与丙交脂(LA)与2．甲基．2．苄氧羰基．碳酸丙烯(MBC)的共

聚反应合成MPEG-b．P(LA．CO．MCC)嵌段共聚物。然后在N．琥珀酸酯(NHS)的作

用下激活嵌段共聚物的羧基侧链偶联RGD。结果表明，MPEG．b-P(LA-co．MCC)

．RGD细胞粘附性提高。

主动靶向纳米给药系统目前尚处于实验研究阶段，其开发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

决，如靶向系统存在靶向分布不理想，很难达到靶向要求等缺点。因此，如何将治

疗药物安全、高效、靶向性地导入人体内特定器官、组织，并提高药物在靶组织内

的浓度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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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传统多西他赛制剂由于吐温80的存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严重的超敏反

应，并且游离多西他赛产生全身毒性反应，使多西他赛的临床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纳米给药系统由于其独特的优点，作为药物载体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并且随着纳米

给药系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制剂工艺的不断提高，靶向纳米给药系统将是一些

疑难疾病特别是肿瘤治疗的主流。目前一些新的多西他赛纳米制剂实验研究初步结

果也显示，这些新剂型在药代、药效及毒性反应方面显示了一定的优势，具有良好

的临床应用前景。特别是抗癌药物制剂白蛋白结合紫杉醇纳米粒注射混悬液(商品

名：AbraxaneTM)，把活性成分紫杉醇(PTX)和纳米白蛋白颗粒结合在一起．不含不

良反应严重的溶媒Cremophor EL和乙醇，该制剂于2005年1月被美国FDA批准上

市．用于转移性乳腺癌联合化疗失败后或辅助化疗6个月内复发的乳腺癌，在全球进

行的随机对照三期临床试验和中国随机对照二期临床试验均表明，接受Abraxane
TM

治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总有效率比接受溶剂型紫杉醇治疗的患者高出近一倍。

此外，美国Aphios公司已经成功的将紫杉醇(PTX)．喜树碱(Camptothecin)等难溶性

药物制成了脂质体制剂瞰osomesTM，Camposomes TM。体外裸鼠试验表明：

协osomesTM的毒性远小于Taxol@．并且其治疗乳腺癌的有效性是Taxol@的2倍左右：

CamposomesVM治疗淋巴瘤效果显著【37401。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抗肿瘤药物纳米制剂

被研制、开发、上市应用，提高药物疗效，降低药物毒性，作者相信更多新型多西

他赛剂型也将被研制开发，能够进一步提高多西他赛的疗效，降低毒性，造福癌症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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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西他赛脂质纳米混悬剂的研究
作者： 王丽丽

学位授予单位： 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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