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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非替尼 PLGA 微球的制备与体外释放研究

王摇 利1,2,陈卫东2

[摘要]目的:以吉非替尼为模型药物,乳酸 -羟基乙酸共聚物(PLGA)为载体,研究制备吉非替尼 PLGA 缓释微球。 方法:选
择 O / W 乳化溶剂扩散法制备微球,在单因素考察的基础上,设计正交试验优化制备工艺;采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等手段

观察微球形貌;差式扫描量热法验证吉非替尼 PLGA 微球的形成;考察吉非替尼 PLGA 微球的体外释放行为。 结果:差式扫描

量热法结果表明,吉非替尼与 PLGA 分子间作用力发生变化,以分子形式均匀分散在载体中。 吉非替尼 PLGA 微球呈白色球

形颗粒,表面平整,平均粒径为(10. 35 依 0. 32)滋m,包封率为(88. 44 依 1. 26)% ,载药率为(10. 00 依 0. 23)% ;体外释药符合零

级释放方程 Q =0. 769t - 1. 800 9,r2 = 0. 980 8。 结论:吉非替尼 PLGA 微球制备工艺稳定,在体外缓慢释放药物达 5 d 以上,具
有明显的缓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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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paration and release of Gefitnib PLGA microsphere in vitro
WANG Li1,2,CHEN Wei鄄dong2

(1. Department of Pharmacy,The Shiqiye Hospital of Maanshan,Maanshan Anhui 243000;
2. 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Hefei Anhui 23003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preparation of Gefitnib(PLGA) delayed鄄release microspheres based on Gefitnib for medol drug
and PLGA for carrier. Methods: The microspheres were prepared using the O / W emulsification鄄solvents diffusion technique, the
preparation technology was optimized by orthogonal design based on single factor experiment. The appearance of Gefitnib microsphere
was observed by optical microscope an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the formation of PLGA microsphere was indentified by DSC,the
release of Gefitnib PLGA microsphere was observed in vitro. Results:The results of DSC showed that the intermolecular force of Gefitnib
and PLGA changed, Gefitnib evenly dispersed in carrier in the form of molecular. Gefitnib PLGA microsphere was white and
smooth sphere,the mean particle size,encapsulate efficiency and drug loading of which were(10. 35 依 0. 32)滋m,(88. 44 依 1. 26)%
and(10. 00 依 0. 23)% ,respectively. The release behavior of Gefitnib PLGA microsphere in vitro followed the zero order equation,Q =
0. 769t - 1. 800 9,r2 = 0. 980 8. Conclusions:The preparation technique of Gefitnib PLGA microsphere is stable,the release of drug in
vitro of which is more than 5 d,and it has obvious sustained releas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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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吉非替尼是一种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细
胞内酪氨酸激酶域的选择性抑制剂,主要是在体内

与三磷腺苷竞争跟 EGFR 的结合来发挥其抗肿瘤活

性,适用于治疗既往接受过化疗或不适于化疗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根据微球被动的靶

向作用,制备具有肺靶向作用的吉非替尼乳酸 - 羟

基乙酸共聚物(PLGA)微球,考虑到吉非替尼水不

溶等自身的性质,选择可生物降解的 PLGA 作为载

体材料,设计制备吉非替尼 PLGA 微球,考察其是否

具有缓释效果,为吉非替尼 PLGA 微球新制剂应用

提供参考依据。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材料摇 吉非替尼原料[纯度:反相高效液相色

谱 HPLC逸99% ) (安徽联创药物化学有限公司);
吉非替尼对照品(纯度:HPLC逸99. 5% ) 和 PLGA
(GA颐 LA = 50 颐 50,IV = 0. 46 ~ 0. 55 dl / g,Mw = 50
000):济南岱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十二烷基磺酸

钠(SDS)、二氯甲烷、磷酸二氢钾、甲醇(分析纯)和
甲醇(色谱纯):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1. 2 摇 仪器 摇 Waters e2695 Separations Module 高效

液相色谱仪; Waters 2998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Empower2 数据处理系统(美国 Waters);T90 + 紫外

分光光度计(PG 仪器有限公司);BP211D 型电子天

平(Sartorius 公司);SU8020 扫描电子显微镜:日本

日立公司;AL鄄104 型电子天平和 FE20 实验室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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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梅特勒 -托利多仪器有限公司);85鄄2 数显恒温

磁力搅拌器(金坛市鑫鑫实验仪器厂);TG16鄄W 微

量高速离心机(湖南湘仪实验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KQ鄄300B 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

司);AP鄄01P 真空泵(天津奥特赛仪器有限公司);
ZRS鄄8G 型智能溶出试验仪(天津大学无线电厂)。
1. 3摇 方法摇
1. 3. 1摇 微球的制备摇 采用乳化 - 溶剂挥发法制备

载药微球,称取 PLGA 和吉非替尼溶于一定量的二

氯甲烷作为分散相(油相),搅拌下缓慢注入一定浓

度的 SDS 水溶液为连续相(水相),在室温搅拌下缓

慢注入连续相中,形成 O / W 乳剂,继续搅拌 3 h,使
二氯甲烷充分挥发后,离心分离吉非替尼 PLGA 微

球,并用蒸馏水洗涤 3 次后,干燥即得。
1. 3. 2 摇 含量测定 摇 色谱条件:大连依利特 ODS
C18 色谱柱(250 mm 伊 4. 6 mm,5 滋m);流动相:甲
醇颐 0. 1 mol / L 磷酸二氢钾溶液(40颐 60)(磷酸调 pH
值到3. 20);流速:1. 0 ml / min;检测波长:254 nm;柱
温:30 益;进样量 20 滋l。 理论板数应不低于 4 000。
1. 3. 3摇 包封率、载药量的测定摇 超速离心法分离游

离药物与微球后,根据 2010 版《中国药典》的说明,
可以通过测定上清液中游离药物量或者将微球溶解

测定微球中药物含量计算微球的包封率。 经过预实

验,选择第 2 种方法即将微球溶解测定微球中药物

的含量,计算包封率。
精密称取干燥后的吉非替尼微球 10 mg,加入

1 ml二氯甲烷超声溶解破坏微球后,加入 2 ml 甲醇

涡旋震荡,5 000 r / min 离心 10 min 后取上清液,
0. 45 滋m微孔滤膜过滤后,取续滤液 20 滋l 进样,记
录峰面积,按照标准曲线计算被包裹的药物含量。
按下式计算微球的载药率和包封率:

载药率 =载药微球含药量 /载药微球总质量 伊
100%

包封率 =载药微球含药量 /投药量 伊 100%
1. 3. 4摇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分析摇 精密称取吉

非替尼原料药、PLGA 空白微球、吉非替尼 PLGA 微

球各 10 mg,使用 DSC 在 0 ~ 300 益以 10 益 / min 加

热速度扫描。
1. 3. 5摇 制备工艺优化摇 根据单因素的考察结果,通
过预试验考察,采用乳化 - 溶剂挥发法制备 GFB鄄
PLGA鄄MS。 根据单因素考察结果及查阅文献[1 - 4],
选择主要因素有 4 个,分别是 PLGA 浓度(mg / ml,
A)、SDS 浓度(% ,B)、油水相体积比(V / V,C)、搅
拌速度(r / min,D)。 优选最佳工艺条件。 正交设计

因素水平见表 1。

表 1摇 正交设计因素水平表

水平 / 因素 A B(% ) C D

1 60 0. 5 1颐 20 500

2 90 1. 0 1颐 40 800

3 120 2. 0 1颐 60 1 000

1. 3. 6摇 微球的形态粒径及分布摇 在光学显微镜随

机测定不少于 500 个吉非替尼 PLGA 微球,选择形

态分析系统(江苏捷达科技有限公司) 分析,记录分

析粒径大小,计算吉非替尼 PLGA 微球平均粒径及

其分布情况。
1. 3. 7摇 微球的体外释放度实验 摇 参考动态膜透析

法进行微球体外释药试验[5 - 10],精密称取 101. 40 mg
载药微球(相当于吉非替尼原料药 10. 50 mg),置于

预先处理过的透析袋(含 2 ml 释放介质)中,扎紧袋

口,系在搅拌桨的一端,放入 400 ml 释放介质中,将
试样置于溶出仪中,温度控制在(37 依 1)益,转速为

100 r / min,分别于 1、2、4、6、8、12、24、48、72、96、
120 h定时吸取 10 ml 透析液,并及时补充等量恒温

的新鲜释放介质。 样品经 0. 45 滋m 微孔滤膜过滤

后,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释放介质中药物浓度,计
算累积释放率,用累积释放百分率对时间绘图得微

球的体外释药曲线。

2摇 结果

2. 1摇 工艺的验证与确定摇 综合正交试验和预实验

结果,得最佳工艺处方为 A1B1C2D2,根据最佳工艺

制备 3 批吉非替尼 PLGA 微球,测定微球的包封率

和粒径,试验证明最佳处方重复性好,包封率为

(88. 44 依 1. 26)% ,平均粒径为(10. 35 依 0. 32)滋m,
载药率为(10. 00 依 0. 23)% 。
2. 2摇 DSC 结果摇 吉非替尼在 197 益有明显的熔融

吸热峰,PLGA 空白微球在 45 益附近有一个明显的

熔融吸热峰,吉非替尼 PLGA 微球的熔融吸热峰与

吉非替尼、PLGA 的熔融吸热峰不同,在 50 益出现。
结果表明,吉非替尼与 PLGA 分子间作用力发生变

化,以分子形式均匀分散。 吉非替尼是被 PLGA 完

全包裹,而不是吸附于微球的表面,最优处方工艺制

备的吉非替尼 PLGA 微球符合要求。
2. 3摇 微球的形态粒径及分布结果摇 最优处方工艺

制备的吉非替尼 PLGA 微球平均粒径为 10. 35 滋m,
粒径分布符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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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摇 体外释药结果摇 吉非替尼 PLGA 微球体外释

放曲线可知 5 d 累计释药率在 81. 2% ,根据 2010 版

中国药典二部《缓释、控释和迟释制剂指导原则》,
分别用零级动力学方程、一级动力学方程、Higuchi
方程对吉非替尼 PLGA 微球的体外释药数据进行拟

合,由拟合结果可知,吉非替尼 PLGA 微球的体外释

放曲线符合零级释放方程 Q = 0. 769t - 1. 800 9,r2
= 0. 980 8,具有明显的缓释作用。

3摇 讨论

摇 摇 随着高分子材料在医药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微
球、脂质体、泡囊等药物缓释新制剂不断涌现,提高

了药物的稳定性,使药物在一定时间内缓慢释放。
PLGA 是目前制备缓释微球的常用材料,已经通过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并作为药用辅料收

录美国药典,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和生物兼容

性,最终分解成 CO2 和 H2O 排出体外,无毒副作

用[11]。
作为肺靶向药物,关键是控制微球的大小,粒径

7 ~ 20 滋m 的微球通常被肺的最小毛细血管床以机

械滤过方式截留,被巨噬细胞摄取进入肺组织或肺

气泡,具有明显的肺部靶向性效果,本试验制备的微

球平均粒径为 10. 35 滋m。
目前中国药典没有 PLGA 微球体外释放度测定

的方法,研究者一般采用自行设计的方法,模拟体内

的释放条件。 根据吉非替尼的理化性状和预实验考

察结果,对释放曲线拟合,考察药物在释放介质中的

释放规律,体外释药符合零级释放方程 Q = 0. 769t
- 1. 800 9,r2 = 0. 980 8,在体外缓慢释放药物达 5 d
以上,具有明显的缓释作用。

本研究以 PLGA 为载体,制备了肺靶向吉非替

尼 PLGA 缓释微球,其制备工艺稳定,具有明显的缓

释作用,为研究吉非替尼的靶向给药系统提供试验

基础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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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硫普罗宁和多烯磷脂酰胆碱临床上常用于治疗

各种肝病[1],但不恰当配伍常会产生白色絮状物,
造成不必要的药品浪费,甚至引起严重后果,医护人

员应对药物配伍禁忌高度重视。 为了防止类似事件

发生,提高用药安全性,现就我院 1 例住院患者静脉

先后输注该两种药物配伍禁忌的有关因素和改进措

施作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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