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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透剂对辣椒碱巴布剂透皮吸收的影响
郝保华１，马玲２
（１．西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２．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５）

辣椒为茄科植物辣椒的果实，主要活性成分为

４．６

ｍｍ，５弘ｍ）；流动相：甲醇一乙腈一水（６３：２７：

辣椒碱、二氢辣椒碱、降二氢辣椒碱，其中辣椒碱的

１０）；柱温：２５℃；体积流量：１．０ ｍＬ／ｍｉｎ；检测波

量最高。辣椒碱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三叉神经

长：２８０ ｎｍ；进样量为２肛Ｌ。

痛、糖尿病神经痛、风湿性关节炎、牛皮癣等有显著

２．３．２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称取２５ ｍｇ对照品

疗效‘１｜。以辣椒碱为原料的制剂很少。以烯丙基蔗糖

置于２５ ｍＬ量瓶中，加甲醇至刻度，然后分别取溶

亲水性凝胶为基质的巴布贴剂具有载药量大，透皮

液２、４、６、８、１０ ｍＬ稀释至１０ ｍＬ，进样，测定。以测

效果好，药量成分可控，透气性好，对皮肤无刺激等

得峰面积为纵坐标，辣椒碱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进

优点，是一种理想的经皮给药系统。因此，本研究对

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Ｙ一７ ８２６．８＋２１９

影响辣椒碱巴布剂的透皮吸收促进剂薄荷醇、冰片、

Ｘ，ｒ＝０．９９７ ５，表明辣椒碱在０．２～１．０弘ｇ／ｍＬ与

桉叶油、氮酮进行筛选。

峰面积成良好的线性关系。

１仪器与试药

２．３．３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接收液置于１ ｍＬ离

自制改良Ｆｒａｎｚ扩散池；７９一ｌ型磁力加热搅

心管中，４

０００

３８１．７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即得。

拌器（山东省鄄城光明仪器有限公司）；岛津高效液

２．４透皮吸收的考察：分别取以上４种巴布贴剂，

相色谱仪；ＨＬ一２型恒流泵（上海沪西分析仪

均匀贴于鼠皮之上，鼠皮内层朝向接受池固定。池中

器厂）。

加入生理盐水１０ ｍＬ，磁力搅拌器３００ ｒ／ｒａｉｎ，恒温
９８１、

水浴和恒流泵循环维持在３７℃，用磁力搅拌器搅拌

７Ｓ（美国诺誉

模拟皮肤下血液及体液循环状态，在一定时间隔内

化工亚太有限公司）；辣椒碱对照品（美国Ｓｉｇｍａ公

从接受池中取样１ ｍＬ，同时补加同体积的生理盐

司）；辣椒碱样品（质量分数为９０％，西北大学化工

水。测定接收液，根据标准曲线方程计算辣椒碱，并

系实验中心）；昆明种小鼠（雌雄各半体质量２０ ｇ，西

按下式计算出一定时间单位面积的累计透过量，结

安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桉叶油（广州合诚三先

果见图１。可见，４种促透剂对辣椒碱都有一定程度

科技公司）；薄荷醇、冰片（安徽太和县药用薄荷厂）；

的促进作用，作用效果最佳的是桉叶油，其次为冰

氮酮（天津市塞迪药业有限公司）。

片，薄荷醇和氮酮。

亲水性烯丙基蔗糖树脂ＣＡＲＢＯＰＯＬ
ＮＯＶＥＯＮ ＰＡＳ ３９Ｋ、ＮＯＶＥＯＮ Ｐ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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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方法与结果

、？１

Ｑ。一Ｖ／Ｓ

鼠皮的制备：将活鼠脱毛脱颈处死，再用剪刀

２．１

剪下胸腹部皮肤，除去皮下组织和脂肪，保持角质层

Ｃ。＋厶Ｖ：／ｓ

ｃ。

ｆ＝１

式中Ｑ。：第”次取样时的累积渗透量；ｙ：接受液体积；矿。第ｉ
次取样的体积；Ｓ：扩散面积；ｃ，：第ｉ次取样测得的接受液中

的完整，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放入林格氏液中，冰箱

辣椒碱质量浓度

储存备用。

３讨论
９８１、

药物的透皮吸收过程分为３个阶段：药物从基

ＮＯＶＥＯＮ ＰＡＳ ３９Ｋ、ＮＯＶＥＯＮ ＰＡＳ ７Ｓ、甘油、柠

质中释放，药物穿透角质层屏障，药物通过表皮和真

檬酸、粉状氯化铝、去离子水混合制成巴布剂基质，

皮被血管吸收。辣椒碱巴布贴剂为皮控型制剂，增加

加入体积分数均为０．５％辣椒碱、并同时分别加入

药物透皮吸收是提高血药浓度的关键。

２．２辣椒碱巴布剂的制备：将ＣＡＲＢＯＰＯＬ

巴布剂总量２％的氮酮、薄荷醇、冰片、桉叶油，制备

二级结构，增加类脂极化［５’６］，而冰片和薄荷的促进

巴布贴剂。

药物透皮作用可能在于使皮下毛细血管扩张，从而

ＨＰＬＣ法测定辣椒碱［ｚ叫１

２．３
２．３．１

色谱条件：色谱柱：Ｏ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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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氮酮在角质层贮存，可干扰角质层的

Ｃ。８柱（１５０ ｍｍ×

使药物易于进入血循环［７］。实验结果表明，对水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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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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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种促透皮吸收剂作用的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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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贴剂中辣椒碱而言，桉叶油比薄荷醇、冰片、氮
酮都有较明显的促透皮吸收效果，可以为研制辣椒
碱透皮吸收的中药新剂型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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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胶囊的制备工艺研究
武珊珊１，张铁军２，高文远¨，赵志伟１
（１．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天津３０００７２；２．天津药物研究院，天津３００１９３）

金泽胶囊由葛根、甘草、陈皮等多味中药提取加

分甘草酸单铵盐测定条件成熟。
表１因素与水平

工制成，具有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祛湿化浊等功效，

Ｔａｂｌｅ １

用于预防和治疗脂肪肝、酒精性肝损伤和肝纤维化。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为了使该胶囊更好的发挥疗效，最大限度的保留有
效成分，本实验对金泽胶囊的制备工艺进行了研究。
１仪器与试药
美国Ａｇｉｌｅｎｔ公司ＨＰｌｌ００高效液相色谱仪，
Ｇ１３１１Ａ四元泵，Ｇ１３２２Ａ脱气机，Ｇ１３１４Ａ ＶＷＤ可
变波长检测器，ＨＰ Ｒｅｖ．Ａ．０５０１化学工作站。

２．２浸膏得率的测定：称取１／２０处方量药材按设
定方案进行提取，滤过，滤液合并，浓缩，定容至一定

甲醇、乙腈为色谱纯，水为二次重蒸水，其他试

体积。精密吸取５ ｍＬ，置已干燥至恒重的蒸发皿中，

剂均为分析纯。甘草酸单铵盐对照品购自中国药品

水浴蒸干，于１０５℃干燥４ ｈ，置干燥器冷却１ ｈ，迅

生物制品检定所。

速称质量，按下式计算浸膏得率。

２方法与结果
２．１

因素水平的确定：由于该处方中甘草、葛根等

浸膏得率一（Ｗｚ×Ｖ－）／（ｙｚＸＷ－）

式中ｗ：为干燥后干膏质量，ｙ。为定容体积，耽为精密吸取

主药均含有大量水溶性成分，故选定水提醇沉法。根

体积，Ⅳ。为１／２０处方量药材质量

据预试验结果，采用正交试验对主要影响因素（回流

２．３甘草酸的测定

次数、回流时间和用水量）进行考察，因素水平见表

２．３．１

１。正交设计中，以甘草中有效成分甘草酸单铵盐为

ｍｍ×４．６

考核指标，是因为甘草为本方中君药，其主要有效成

ＨＡｃ／Ｈ２０（３７：６３）；检测波长：２５０ ｎｍ；柱温：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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