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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与质量

多元定位释药技术制备舒胸缓释胶囊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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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元定位释药技术制备舒胸缓释胶囊。方法将处方药材精制后制备成舒胸微丸，然后分别采

要：目的

用ＨＰＭＣ、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混合物（１：５）制备成３种包衣微丸，并按一定比例混
合装入胶囊中。结果ＨＰＭＣ包衣微丸在任何ｐＨ值条件下均可释药，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微丸在ｐＨ≥５．５时
开始释药，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１：５）包衣微丸在ｐＨ≥６．８时开始释药。由３种包衣微丸混合制备而成
的缓释胶囊，在模拟人体胃肠道ｐＨ变化条件下，呈现出一种ｐＨ依赖型梯度缓释特征，而且处方中的主要成分三
七总皂苷、红花黄色素、阿魏酸、川芎嗪的释放度差异无显著性。结论采用定位释药技术制备而成的舒胸缓释胶
囊中理化性质不同的各成分在缓释的同时可以达到同步释放，遵循了中药制剂复方配伍的整体观和用药思想。
关键词：舒胸缓释胶囊；微丸；多元定位释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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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中药缓释制剂的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

学研究存在很大难度外，如何使处方中各成分在缓

注，但至今未见有产品上市，其主要原因除体内药动

释的同时达到同步释放，以期与中医用药的整体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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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吻合，亦是研究的难点之一。目前，化学药物口服

筛取２０～３０目微丸备用。

缓控释固体制剂采用的基本技术是通过控制药物分

２．２包衣溶液的制备

子在穿过系统和周围介质屏障时的扩散作用或溶出

２．２．１

ＨＰＭＣ包衣溶液制备：取ＨＰＭＣ粉末８０

ｇ，

作用，使药物按预先设计的速率从系统中释放，如膜

加入３００ ｍＬ预热至８０～９０ ｏＣ蒸馏水中，搅拌２

ｈ，

控释药系统、骨架型释药系统等。对于此类释药系统

然后加入７００ ｍＬ冷蒸馏水，混匀，冷却后备用。

中的复方药物，水溶性药物的释药速率必然大于脂

２．２．２

溶性药物，欲使每一种药物都达到同步释放，其制备

备：包衣溶液处方为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难度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复方中药制剂，由于其

檬酸三乙酯（ＴＥＣ）０．８％，微粉化滑石粉４．ｏ％，蒸

成分庞杂，理化性质差异巨大，若使所有成分都达到

馏水６８．７％。将ＴＥＣ、滑石粉加入适量水中，用高速

同步缓释，用常规缓释制剂技术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乳化机使之匀化。使用前搅拌加至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舒胸片由三七、红花和川芎３味药材组成，具有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水分散体包衣溶液的制
Ｌ３０Ｄ一５５

２６．５％，柠

Ｌ３０Ｄ一

５５水分散体中，经０．２５ ｍｍ筛网滤过，即得（该包

活血、祛瘀、止痛之功效口］，临床用于治疗心肌缺血

衣液中含聚合物８％）。

引起的心绞痛、胸闷及心肌梗死疗效确切。本实验以

２．２．３

舒胸片为模型药物，将处方药材提取精制后制成微

制备：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Ｓ１００水分散体处方为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丸剂，然后依据人体胃肠道的自然ｐＨ值变化情况，

￥１００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一￥１００水分散体包衣溶液的

８％，ＴＥＣ ４％，１ ｍｏｌ／Ｌ

ＮＨ３

４．０６％，滑石粉

以低黏度羟丙基甲基纤维素（ＨＰＭＣ）和ｐＨ依赖型

２．６４％，蒸馏水８１．３％。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水分散体处

包衣材料甲基丙烯酸树脂进行包衣，尝试采用多元

方为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定位释药技术开展了复方中药缓释制剂的研究。

２．７１％，滑石粉４％，蒸馏水８１．３％。分别按上述处

１仪器与材料

方，在搅拌下将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或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粉

Ｌ１００

８％，ＴＥＣ ４％，１ ｍｏｌ／Ｌ

ＮＨ３

５１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Ｗａｔｅｒｓ公司），

末加入至适量水中，确保粉末快速润湿和分散，以避

ＵＶ一２５０１型紫外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ＢＺＪ一

免结块。搅拌５ ｍｉｎ，通过蠕动泵输送加入氨溶液。

３６０Ｍ型包衣造卡ｌ饥（北京天民高科技开发公司），

继续搅拌６０ ｍｉｎ。最后同法加入增塑剂ＴＥＣ，再搅

ＢＭ８－－１００Ｌ型高速乳化机（上海威宇机电制造有限

拌１ ｈ。将滑石粉在剩余量的水中用高速乳化机高

公司），微型流化床包衣机（沈阳药科大学），ＺＲＤ６一

速匀化，搅拌加入上述分散体，再用０．２５ ｍｍ筛网

Ａ型智能药物溶出度仪（上海黄海药检仪器厂）。

滤过。聚合物分散体分别配制后，将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

三七、红花、川芎药材（沈阳市药材公司），三七

和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ＳｌＯＯ分散体按１：５的比例进行混合，

总皂苷、阿魏酸、盐酸川芎嗪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

混合顺序为：将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分散体缓慢加入

制品检定所），红花黄色素对照品（Ｓｉｇｍａ公司），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分散体中。

６０ＲＴ一５型羟丙基甲基纤维素（ＨＰＭＣ，相当于《美国

２．３舒胸微丸的包衣：用微型流化床包衣机，以底

药典））２９１０型ＨＰＭＣ，黏度５ ｍＰａ·Ｓ，肥城瑞泰精

喷方式进行包衣。喷气压力０．２ ＭＰａ，恒流泵６０ ｒ／

细化工有限公司），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型、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ｍｉｎ，出口温度３２～３５℃。包衣液在包衣操作时应

Ｌ１００型、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型甲基丙烯酸树脂（德国

不断搅拌。包衣完成后，继续在流化床内流化干燥５

Ｒ６ｈｍ公司），柠檬酸三乙酯（ＴＥＣ，英国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

ｍｉｎ，再置４０℃烘箱内烘干２ ｈ。ＨＰＭＣ包衣质量增

公司），微晶纤维素（江苏常熟药用辅料厂），甲醇为

加分别为２％、４％；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质量增

色谱纯，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

加分别为２０％、３０％、４０％；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２方法

￥１００包衣质量增加分别为２４％、３６％、４８％。

２．１舒胸微丸的制备：舒胸微丸处方为三七总皂苷

２．４包衣微丸中红花黄色素、阿魏酸和川芎嗪、三

１０％，红花黄色素３０％，川芎总酚１０％，微晶纤维素

七总皂苷的测定

５０％。以微晶纤维素为填充剂，３％ＨＰＭＣ（黏度５

２．４．１红花黄色素的测定：取舒胸包衣微丸适量，

ｍＰａ·Ｓ）水溶液为黏合剂，采用包衣造粒机制备了

研细，精密称取粉末５０ ｍｇ，加水１００ ｍＬ，超声处理

舒胸微丸，工艺参数为主机转速２００ ｒ／ｍｉｎ，鼓风流

３０

量为１０×２０ Ｌ／ｍｉｎ，喷气流量１５ Ｌ／ｍｉｎ，喷气压力

光度（Ａ）值，计算质量分数。

０．５

２．４．２阿魏酸和川芎嗪的测定：采用高效液柑色谱

１８

ＭＰａ，喷浆泵转速１４ ｒ／ｍｉｎ，供粉机转速为
ｒ／ｍｉｎ。最后，载药微丸在５０℃烘箱中烘干２

ｈ，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ｍｉｎ，滤过，收集续滤液，于４０１ ｎｍ波长处测定吸

法。色谱条件：色谱柱：Ｋｒｏｍａｓｉｌ Ｃ１８（２００ ｍｍ×４．６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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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ｂａｌ Ｄｒｕｇｓ第３６卷第７期２００５年７月

·９９５·

ｍｍ，１０肛ｍ，天津天和色谱仪器有限公司）；流动相：

中试验３

甲醇一０．５％冰醋酸（４０：６０，用三乙胺调节ｐＨ值为

２．５．２阿魏酸和川芎嗪的释放度测定：实验装置及

４．９）；体积流量：１．０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长：２８０ ｎｍ；柱

方法同２．５．１项。吸取样品溶液进行ＨＰＬＣ分析。

温：室温；进样量：１０弘Ｌ。取舒胸包衣微丸适量，研

以样品中实际量为１００％，计算阿魏酸和川芎嗪的

细，精密称取粉末５００ ｍｇ，加甲醇１００ ｍＬ，超声处

累积释放率。

理３０ ｒａｉｎ，滤过，收集续滤液，进样测定峰面积，计

２．５．３三七总皂苷的释放度测定：实验装置及方法

算其质量分数。

同２．５．１项。精密吸取样品溶液３ ｍＬ过已净化处

ｈ。

２．４～三七总皂苷的测定：取舒胸包衣微丸适量，

理过的Ｄ。。。型大孔吸附树脂柱，用水冲洗后再用

研细，精密称取粉末５００ ｍｇ，加甲醇１００ ｍＬ，超声

７０％乙醇洗脱，收集洗脱液，蒸干，残渣按照三七总

处理３０ ｍｉｎ，滤过，滤液蒸于，残渣用１０ ｍＬ水溶

皂苷的测定方法进行ＵＶ测定。以样品中实际量为

解，移人Ｄ。。。型大孔吸附树脂柱上，加水冲洗至无多

１００％，计算三七总皂苷的累积释放率。

糖反应为止，再用７０％乙醇洗脱，收集洗脱液，蒸

２．５．４在模拟人体胃肠道ｐＨ变化条件下包衣微

干，残渣加甲醇使溶解，定量转移至２５ ｍＬ量瓶内，

丸中红花黄色素、三七总皂苷、阿魏酸和川芎嗪的释

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吸取供

放度测定：分别称取ＨＰＭＣ包衣微丸（包衣质量增

试品溶液４０弘Ｌ，置于具塞磨口试管中，低温挥去溶

加２％）、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微丸（包衣质量增

剂，加入５％香草醛一冰醋酸溶液０．２ ｍＬ，高氯酸

加３０％）、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Ｓ１００（１：５）包

ｍＬ，于水浴６０℃保温ｔ５ ｍｉｎ，取出，置冰浴中

衣微丸（包衣质量增加３６％）各适量，装入硬胶囊

冷却２～３ ｍｉｎ，再加入冰醋酸５ ｍＬ，摇匀，随行试剂

中，每个胶囊中含上述３种微丸的质量比例分别为

空白，于５６０ ｎｍ波长处测定吸光度（Ａ）值，计算其

３０％、３０％、４０％，然后在模拟人体胃肠道ｐＨ值变

质量分数。

化条件下进行红花黄色素、阿魏酸、川芎嗪和三七总

２．５释放度的测定

皂苷释放度的考察。对红花黄色素、阿魏酸和川芎

２．５．１红花黄色素的释放度测定：按《中国药典》

嗪，依次在ｐＨ １．２条件下试验２ ｈ，在ｐＨ ６．６条件

２０００年版二部溶出度测定法第二法装置，释放介质

下试验２ ｈ，在ｐＨ ７．５条件下试验３ ｈ，分别对应微

ｍＬ，温度（３７±０．５）℃，转速１００ ｒ／ｒａｉｎ，分别于

丸在胃、十二指肠和小肠转运时的ｐＨ值变化。对三

设定时间经０．８弘ｍ的微孔滤膜滤过取样，取样量

七总皂苷，依次在ｐＨ ５．０条件下试验２ ｈ，在ｐＨ

为５．０ ｍＬ，同时补加５．ｏ ｍＬ同温介质。样品溶液

６．６条件下试验２ ｈ，在ｐＨ ７．５条件下试验３ ｈ，分

于４０１ ｎｍ波长处测定吸光度值，以样品中实际量

别对应微丸在胃、十二指肠和小肠转运时的ｐＨ值

为１００％，计算红花黄色素的累积释放率。

变化。

０．８

９００

为研究包衣量对红花黄色素释放度的影响，将

结果

３

ＨＰＭＣ包衣微丸置人０．１ ｍｏｌ／Ｌ ＨＣｌ中进行释放

３．１

度试验；将不同包衣量的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微

微丸中红花黄色素的释放速率影响不大（图１）。

丸在０．１ ｍｏｌ／Ｌ ＨＣＩ中试验２ ｈ后，置ｐＨ ６．６磷酸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盐缓冲液中继续试验２ ｈ；将不同包衣量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放速率影响较大（图２），包衣量为２０％时微丸在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１：５）包衣微丸在０．１ ｍｏｌ／Ｌ

０．１

ＨＣｌ中试验２ ｈ后，置ｐＨ ６．６磷酸盐缓冲液中继续

过５％，当包衣质量增加达３０％以上时，微丸在０．１

试验２ ｈ，最后在ｐＨ ７．５磷酸盐缓冲液中试验３

ｈ。

ｍｏｌ／Ｌ ＨＣｌ溶液中２ ｈ内几乎不释药。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为研究释放介质ｐＨ值对红花黄色素释放度的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１：５）包衣量对微丸中红花黄

影响，将包衣质量增加２％的ＨＰＭＣ包衣微丸分别

色素的释放速率也有较大影响（图３），包衣量为

置于０．１ ｍｏｌ／Ｌ ＨＣｌ，ｐＨ ２．５和５．０磷酸盐缓冲液

２４％时微丸在０．１ ｍｏｌ／Ｌ ＨＣｌ

中试验２ ｈ；将包衣质量增加３０％的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盐缓冲溶液中２ ｈ红花黄色素的释药超过５％，当包

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微丸分别置入ｐＨ

衣质量增加达３６％以上时，微丸在０．１ ｍｏｌ／Ｌ ＨＣｌ

５．０、６．１、６．６、７．２

磷酸盐缓冲液中试验２ ｈ；将包衣质量增加３６％的

３

包衣量对药物释放的影响：ＨＰＭＣ包衣量对

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量对微丸中红花黄色素的释

ｍｏｌ／Ｌ ＨＣｌ溶液中２ ｈ内红花黄色素的释药超

３

ｈ和ｐＨ ６．６磷酸

ｈ和ｐＨ ６．６磷酸盐缓冲溶液中２ ｈ几乎不释药。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１：５）包衣微丸分别

３．２释放介质ｐＨ值对药物释放的影响：释放介质

置入ｐＨ ６．６、６．８、７．０、７．２、７．５、７．８磷酸盐缓冲液

的ｐＨ值对ＨＰＭＣ包衣微丸中红花黄色素的释放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９９６·

中草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１００

速率无明显影响（图４）。释放介质ｐＨ值对包衣质量

８０

增加３０％的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５５包衣微丸的释药具
有显著性影响（图５），在ｐＨ ５．０释放介质中２ ｈ内

专６０
蜊

微丸没有释药，在ｐＨ ６．１释放介质中，红花黄色素

蒸４０

的释放稍慢于ｐＨ ６．６和ｐＨ ７．２，在ｐＨ ６．６和ｐＨ

２０

７．２释放介质中红花黄色素的释放差异无显著性。

释放介质ｐＨ值对３６％包衣质量增加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０
Ｏ

３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ｔ／ｍｌｎ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１：５）包衣微丸的释药具有显
著性影响（图６）。包衣微丸在ｐＨ ６．６释放介质中

Ａ～０％Ｂ一２％Ｃ一４％
图１

ＨＰＭＣ包衣质量增加对红花黄色素释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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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ｌｏａｄ ｏｆ
ｏｆ 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ｏｎ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ｔｅｄ ｐｅｌｌｅｔｓ

３

ｈ几乎没有释药；在ｐＨ ６．８释放介质中３ ｈ释药

仅４０％左右；而在其他３种介质中，随着ｐＨ的升
高，释药速率逐渐加快。
在模拟人体胃肠道ｐＨ变化条件下包衣微丸

３．３

１００

８０

中红花黄色素、三七总皂苷、阿魏酸和川芎嗪的释放

蠢６０
藿４０

度测定结果：见图７。在模拟人体胃肠道ｐＨ条件下

２０

０
０

６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２４０

３００
孚

，／ｒ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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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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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３０％

蜊
疆
艇

ｃ一４０％

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质量增加对红花黄色素释

放度的影响（０．１ ｍｏｌ／Ｌ ＨＣＩ介质中试验３ ｈ后在
６．６磷酸盐缓冲液中试验２ ｈ）

ｐＨ
Ｆｉｇ．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ｌｏａｄ ｏｆ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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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释放介质ｐＨ值对ＨＰＭＣ包衣微丸（包衣质量增
加２％）中红花黄色素释放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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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Ｂ一３６％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Ｃ一４８％
Ｏ

Ｓ１００（１：５）包衣质量增

Ｏ

３０

６０

加对红花黄色素释放度的影响（０．１ ｍｏｌ／Ｌ ＨＣＩ
介质中试验３ ｈ后在ｐＨ ６．６磷酸盐缓冲液中试
验２ ｈ，最后在ｐＨ ７．５磷酸盐缓冲液中试验３ ｈ）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ｌｏａｄ

ｏｆ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１００（１：５）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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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介质ｐＨ值对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微丸
（包衣质量增加３０％）中红花黄色素释放度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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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４ ｈ；小肠平均转运时间一般为３ ｈ左右，禁食

ＩＯＯ

与否对微丸的小肠转运时间影响不大；微丸口服后
８０

平均结肠到达时间５～７ ｈ。此外，微丸比片剂在胃
芝
蜊
毯

６０

涎

４０

肠道的转运时间有更好的重现性和一致性［４￣６］。为
此，本实验根据人体自然的生理条件，采用可在不同

的ｐＨ条件下溶解的包衣材料，制备了３种包衣微
２０

丸：水溶性辅料ＨＰＭＣ包衣，以期在胃内崩解释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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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在ｐＨ≥５．５时溶解，以期

在十二指肠部位崩解释药；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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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释放介质ｐＨ值对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Ｓ１００的混合物作为包衣材料，使其在ｐＨ

值≥６．８时溶解，以期在空回肠部崩解释药，由于人

Ｌ１００－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Ｓ１００

小肠ｐＨ值为７．４９±０．４６，个别人小肠的ｐＨ值会低

（１：５）包衣微丸（包衣质量增加３６％）中红花黄

于７．０，而结肠的ｐＨ一般在６．６３±０．６７，所以，单

色素释放度的影响

纯采用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Ｓ１００（ｐＨ≥７时溶解）包衣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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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造成当微丸通过胃肠时包衣膜不溶解，出现排丸的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ｒｏｍ

现象，为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实验采用了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ｐｅｌｌｅｔｓ ｃｏ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Ｓ１００（１：５）ａｔ ３６％ｃｏａｔｉｎｇ ｌｏａｄ

Ｓ１００（１：５）作为包衣材料口’８］。上述

３种微丸按一定比例混合装入胶囊中，可制备成一
种随着人体胃肠道的转运及胃和不同肠段之间的
ｐＨ差异，使药物在不同的胃肠道位置梯度释药的

葶

制剂。

＼

蜊
疆
涎

４．２

甲基丙烯酸聚合物包衣必须达到一定的厚度

才能达到良好的抗胃酸作用，由于测量包衣的厚度
过于繁琐，因此，实验以包衣质量增加百分数法来粗
略估计其包衣厚度。体外释放实验显示，当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包衣质量增加３０％、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Ａ一红花黄色素

Ｂ一三七总皂苷

Ａ—ｒｓａｆｆ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Ｃ一川芎嗪Ｄ～网魏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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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ｎｏｔｏｇｉｎｓｅｎｇ ｓａｐｏｎｉｎ

Ｃ——ｔｅｔｒａｍｅｔｈｙｌｐｙｚｉｎｅ

４．３释放介质的ｐＨ值对ＨＰＭＣ包衣微丸的释药

黄色素、三七总皂苷、阿魏酸和川芎嗪的释放曲线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ｃｕｒ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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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ｐｏｎｉｎ，ｆｅｒｕ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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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ｔｒａｍｅｔｈｙｌｐｙｚｉｎ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

Ｓ１００（１：５）包衣质量增加３６％以上时包

衣微丸即显示了良好耐酸性能。

Ｄ—－ｆｅｒｕｌｉｃ ａｃｉｄ

图７模拟人体胃肠道ｐＨ变化条件下包衣微丸中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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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影响不大，但对于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３０Ｄ一５５和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Ｌ１００一Ｅｕｄｒａｇｉｔ

Ｓ１００（１：５）包衣微丸却有着很大影

响，前者在ｐＨ＜５．５、后者在ｐＨ＜６．８时几乎不释
药，但在各自的最低溶解ｐＨ值以上时，ｐＨ不同其
释药速率也有较大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ｐＨ

红花黄色素和三七总皂苷的＾值为９４．２，红花黄

条件下，包衣膜的溶解速率不同而造成的。

色素和阿魏酸的＾值为８０．６，红花黄色素和川芎

４．４

嗪的＾值为８６．７，表明四者在模拟人体胃肠道ｐＨ

ＨＣｌ溶液中可发生水解［９］，故在三七总皂苷的溶出

条件下释放度差异无显著性。

度试验中，对于ＨＰＭＣ包衣微丸，采用的释放介质

４讨论

为ｐＨ ５．０磷酸盐缓冲液。

４．１文献报道，人体胃内的ｐＨ值一般为１．２～５，

４．５

十二指肠ｐＨ值一般为６．６３±０．５３，空肠ｐＨ值一

的方法，＾值越大，两种制剂的体外释放度越接近，

般为７．４ｌ土０．３６，回肠ｐＨ值一般为７．４９±０．４６，

随＾值减小，两制剂的释放度差异增大，一般认为

结肠ｐＨ值一般为６．６３－１－０．６７［２’３］。微丸的平均胃排

当＾值在５０～１００时两种制剂释放度相似［１ ０｜。本实

空时间在禁食状态下一般为１～３ ｈ，标准餐后一般

验采用厂：值比较释药曲线的差异。

由于三七总皂苷中的人参皂苷在０．１ ｍｏｌ／Ｌ

相似因子（厂。）是一种较好的区分释放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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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模拟人体胃肠道ｐＨ变化条件下释放实
验证明，由于ｐＨ依赖型梯度释药微丸的溶出是受
ｐＨ控制的，故水溶性的红花黄色素、三七总皂苷与

剂复方配伍的整体观和用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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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Ｅｖａｎｓ Ｄ Ｆ，Ｐｙｅ Ｇ，Ｂｒａｍｌｅｙ Ｒ，ｅｔ ａ１．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脂溶性的阿魏酸和川芎嗪除在释放开始时有所差异
外，在其他时间段的释放是基本同步的，由此也可以
推测，舒胸缓释胶囊中性质差异很大的各种成分基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包衣材料，制备了３种包衣微丸，即ＨＰＭＣ包衣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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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１００（１：５）包衣微丸，包衣质量增加（厚

度）、释放介质的ｐＨ值对ＨＰＭＣ包衣微丸的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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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释药特征。根据人体胃肠道转运及ｐＨ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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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仁醇固体分散体的制备及体外溶出度研究
赵铁１，邱明丰２，张永煜２，王，Ｊ、荣２，陈大为１，贾

伟扩

（１．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０１６；２．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要：目的将五仁醇制成固体分散体，提高五仁醇中有效成分的体外溶出度。方法采用直接将载体材料溶于
五仁醇提取液，然后除去溶剂的方法制备了多种五仁醇固体分散体，以五味子甲素为指标成分，研究并比较了它们
的表观溶解度和体外溶出度。结果

配比为１：３的五仁醇一聚乙烯吡咯烷酮Ｋ３０（ＰＶＰ Ｋ３０）固体分散体中有效成

分的表观溶解度比五仁醇胶囊内容物显著提高，达到５．０６肛ｇ／ｍＬ（水）；溶出介质（水）中分散（包括溶解）的小于
０．２２

ｂｔｍ的药物高达４３．２％。结论

五仁醇一ＰＶＰ Ｋ３０固体分散体能明显提高五仁醇中有效成分的表观溶解度和

体外溶出度。
关键词：五仁醇；聚乙烯吡咯烷酮Ｋ３０；固体分散体；溶解度；溶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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