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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紫杉醇(paclitaxel,PTX)是目前应用最广泛和最有效的

广谱抗肿瘤药物之一,是从太平洋红豆杉的树皮中分离而

得,主要适用于卵巢癌和乳腺癌,对肺癌、大肠癌、黑素瘤、头
颈部癌、淋巴瘤、脑瘤也都有一定疗效。 但是由于 PTX 具有

高度脂溶性,目前临床常用 PTX 注射液中添加的聚氧乙烯溶

媒,可使对机体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且其药代动力学特征

和生物分布存在很多缺点,这也有效促进了 PTX 新剂型的研

究开发。 本文就 PTX 新剂型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摇 PTX 的发现及抗肿瘤作用

摇 摇 PTX 是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三角研究所的 Wall 博士和

Wani 博士于 1967 年发现的,尽管在 1969 年已经分离出足够

量的纯品,但是直到 1971 年他们才公布了这项研究成果,并
将这种物质命名为 PTX。

PTX 是新型抗微管药物,通过促进微管蛋白聚合并抑制

解聚,保持微管蛋白稳定[1] ,致使快速分裂的肿瘤细胞被牢

牢固定在有丝分裂阶段,使微管不再分开阻滞细胞于细胞周

期的 G2 与 M 期,使癌细胞复制受阻而死亡[2] 。 然而,其下

游的分子机制却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由于其抑制了有丝分

裂,增多的 cyclin B / CDK1 复合物使抗凋亡蛋白骨髓细胞白

血病鄄1(Mcl鄄1)分子磷酸化,进而降解,Mcl鄄1 的下调激活了

促凋亡蛋白 Caspase鄄9 的表达,最终导致细胞死亡[3] 。 另外,
也有研究者[4]提出,PTX 可以不通过其稳定微管的特性,而
是通过刺激细胞分泌诱导凋亡的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

来促使细胞凋亡。 PTX 也可以抑制与血管生成有关的细胞

迁移,扩增和胶原酶的分泌[5] 。

2摇 PTX 的溶解性

摇 摇 PTX 是一个二萜类化学物(化学式:C47H51NO14;相对分

子质量:853. 93),中间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紫杉烷环,环上

有很多疏水的取代基,导致它成为高度脂溶性的化合物。
PTX 的 logP 接近 4,水溶性 < 0. 01 mg / ml。 由于 PTX 没有潜

在的可以电离的功能基团,就不能通过改变 pH 来增加它的

水溶性。 PTX 在乙醇中的溶解度约为 46 mmol / L,在乙腈中

约为 20 mmol / L,在异丙醇中约为 14 mmol / L,也可以溶解在

甲醇、3鄄丁醇和 2鄄甲基亚砜中[6] 。

3摇 临床应用的 PTX 注射液

摇 摇 目前临床常用的 PTX 注射液(Taxol)是将 PTX 溶于聚氧

乙烯蓖麻油和无水乙醇(1颐 1)的混合溶剂中。 这种混合溶剂

非常稳定,在未开封的情况下,可以在 4 益保存 5 年[7] 。 然

而,因为这种赋形剂可引起过敏反应、肾毒性、神经毒性等不

良反应[8] ,所以需要皮质类固醇或抗组胺药物等预处理。 聚

氧乙烯蓖麻油还与静脉输液器材中的塑料成分发生反应[9] 。
此外,PTX 在用水性溶剂稀释时稳定时间很短,可能发生沉

淀反应[10] 。 因此,迫切需要研制理想的 PTX 新剂型。

4摇 PTX 新剂型的开发

4. 1摇 脂质体(PL) 摇 PL 系指将药物包封于类脂质双分子层

内而形成的微型泡囊体。 PL 具有如下特点:(1)靶向性和淋

巴定向性。 肝、脾网状内皮系统的被动靶向性。 (2)缓释作

用。 缓慢释放,延缓肾排泄和代谢,从而延长作用时间。 (3)
降低药物毒性。 (4)提高主药稳定性。

PL 改变了 Taxol 的溶媒,避免了复合溶媒的不良反应,
并增加了 PTX 的水溶性。 第 1 个注射用 PL鄄力朴素,已经于

2006 年投入临床使用,可用于卵巢癌的一线化疗及卵巢转移

性癌的治疗[11] 。 Ye 等[12] 评估了卵巢癌移植瘤小鼠静脉注

射力朴素后的抗肿瘤活性和安全性,结果表明,力朴素具有

与 PTX 相同的抗肿瘤活性,并具有更好的淋巴定向性和更低

的毒性。
常规的 PL 药物,一般静脉给药。 通常 PL 会被 RES 所

捕获,然后集中到肝、脾组织处。 当靶器官不是肝或脾时,PL
的这种特性就严重限制了药物的开发。 而新一代 PL 药物由

载有药物的 PL 和其靶向信息组成,增强了药物的靶向能力。
下面介绍几种新型功能型的 PL。
4. 1. 1摇 包埋 PTX 的热敏 PL(温度敏感型 PL) 摇 热敏 PL 有

效利用了 PL 和热疗的双重优势来提高治疗效果,降低了不

良反应。 包埋 PTX 的热敏 PL 是利用了普朗尼克酸水凝胶的

热敏性制成的。 同 PL、普通凝胶、Taxol 相比,这种 PL 凝胶通

过渗透膜的时间是最长的,可能是由于 PL 凝胶的黏度增加,
使它可以用来储存药物。 药物和凝胶从这种原位凝胶系统

释放都遵循零级消除动力学,并且二者是相关联的。 通过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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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热分析,添加 PL 可以把关键胶粒和溶胶 /凝胶的温度转换

到较低的温度,转换的程度取决于嵌入 PL 的量。 MTT 结果

和药物摄取实验显示,同对照组相比,这种包埋 PTX 的热敏

PL 可以更好地杀伤人口腔癌细胞株 KB,增强细胞间荧光强

度和药物在细胞中的浓度[13] 。
4. 1. 2摇 PTX鄄PL - 微泡复合物( PLMC) 摇 载有药物的微泡

(MBs)和超声疗法(US)合用已经成为很有前景的治疗方

法,它可以通过输送药物来治疗癌症、动脉粥样硬化和血

栓[14] 。 PL 是通过整合素 - 亲和素共轭连接在微泡的表面,
因此增加了微泡携带药物的能力。 在 US 的照射下,便可以

显著地增加药物的释放。 在体内和体外实验中,研究[15] 发

现 PLMC 和 US 合用比 PL 和 US 合用、PLMC 单用均有更好

的抑制乳腺癌细胞生长的能力。
4. 1. 3摇 配体靶向 PL(免疫靶向长循环 PL) 摇 叶酸受体靶向

PL[16] 、多肽靶向 PL[17]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鄄2 靶向的

PL[18]目前在研究中。 这里主要介绍以透明质酸为靶点的

PL。 许多类型肿瘤表面的 CD44[透明质酸受体(HA)]和

CD168(透明质酸介导细胞游走受体是高表达的,使其更容

易成为天然高分子量 HA 的作用靶点[19] 。 HA 广泛存在于

细胞外基质,与其受体及其他透明质酸结合蛋白相互作用,
调节细胞的多种生物行为,包括细胞的黏附、迁移、增殖、分
化以及创伤愈合等。 CD44 是一类跨膜糖蛋白,是细胞表面

最重要的透明质酸受体,主要调控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过

程[20] 。 用 DLPE / DLPG(9颐 1)混合制成的外壳包封 PTX,它
便自我组配成纳米簇,随后在其表面涂上一层 HA,便制备出

了此种 PL 颗粒。 此颗粒呈球形,直径约 300 nm。 体内试验

发现,此颗粒选择性地将 PTX 输送到表达 CD44 的小鼠直肠

癌细胞(CT鄄26)。 将其静脉注入荷 CT鄄26 实体瘤的小鼠体

内,这种药物输送系统展现出很好的安全性,更好地蓄积在

肿瘤部位。 PTX 颗粒相当于长循环肿瘤靶向颗粒,它的半衰

期是 6 h,而传统的 Taxol 半衰期是 10 min。 并且同 Taxol 比
起来,此种颗粒减少了 PTX 在肝脾的积聚并且降低了促炎细

胞因子的分泌[21] 。
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 PL 正在研究中,如聚乙二醇修饰

的 PL,也是一种长循环 PL[22] ,以及包埋 PTX 的阳离子

PL[23]和磁性 PL[24]等。
4. 2摇 纳米 PTX摇 纳米技术可以改善亲脂性药物的生物利用

度,增强药物的输送能力[25] 。 纳米颗粒也可渗透进某些组

织,增强药物的靶向能力。 另外,它可以避免药物快速地被

脾网状内皮系统清除,并蓄积在肿瘤部位[26] 。
白蛋白结合型 PTX 是美国生物科学公司研制的一种新

型的纳米 PTX 制剂,也是目前 PTX 新制剂研究中比较成功

的例子。 2005 年已在国内上市。 白蛋白结合型 PTX 利用了

白蛋白的自然生物特性,通过 gp鄄60 介导的内皮细胞跨膜转

运和蛋白 SPARC(一种酸性的富含半胱氨酸的分泌蛋白)的
相互作用而增加肿瘤组织对 PTX 的摄取和聚集[27] 。 因为

SPARC 在膀胱癌、前列腺癌等多种实体瘤中高表达,同传统

PTX 剂型比起来,白蛋白结合型 PTX 可以提高瘤内药物浓

度,且不需要聚氧乙烯蓖麻油合成溶剂作为载体,不需要皮

质类固醇或抗组胺药物等预处理,静脉滴注时间短 (30
min) [28] 。

在可供选择的输送 PTX 的多种材料中,生物降解聚合物

和生物黏附材料的纳米颗粒是最有前景的。
4. 2. 1摇 天然水溶性维生素 E(TPGS)官能的聚合物纳米颗粒

摇 Wang 等[29] 运用反相纳米沉淀法合成了可控释 PTX 的

TPGS 官能的聚乳酸鄄羟基乙酸共聚物(PLGA)纳米颗粒,这
里的部分 TPGS 也可被脂质代替,成为含有脂质的 TPGS 官

能的 PLGA 纳米颗粒(LTPNs)。 同 Taxol 比起来,载有 PTX
的 TPNs(PTPNs)和载有 PTX 的 LTPNs(PLTPNs)均可显著增

加细胞内吸收和明显抑制人肺癌细胞株 A549 的生长。 在荷

A549 移植瘤裸鼠实验中,也证实了静脉注射 PTPNs 和

PLTPNs 均可选择性地聚集在肿瘤部位并具有明显的抗肿瘤

活性,尤其是 PTPNs。
4. 2. 2摇 几丁质及其衍生物摇 由于具有生物相容性、可生物

降解和无毒的特性,使其广泛应用于药物输送。 Smitha
等[30]通过离子交联法将 PTX 连在无定形几丁质纳米颗粒

上,制成了载有 PTX 的非晶质几丁质纳米粒子。 这种粒子平

均直径在(200 依 50)nm。 体外实验证明这种粒子具有血液

相容性和缓慢释放 PTX 的特性,也可以显著地抑制结肠癌细

胞的生长。
其他,如载有 PTX 的低分子量鱼精蛋白纳米粒子[31] ,载

有 PTX 的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32]也在研究中。
4. 3摇 胶束摇 聚合物胶束与 PL 和微粒相比有更小的粒径,它
们的粒径被控制在 20 ~ 100 nm。 胶束通过增强渗透滞留效

应,可以增溶难溶药物,提高生物利用度,并且具有靶向

性[33] 。
4. 3. 1摇 携带 PTX 聚合物胶束摇 这种纳米级的胶束是通过简

单的一步固体分散法将 PTX 分散在一种生物可降解的聚乙

烯(乙二醇)鄄聚乙烯(3鄄己内酯)胶束中制成的,不需要添加

表面活性剂和添加剂,而且易于大量制备。 另外,这种 PTX
胶束不需要添加辅料就可以制成冻干粉,并且可以重新溶解

成稳定均匀的 PTX 胶束。 在 LL / 2 肿瘤模型中,PTX 胶束同

Taxol 比起来,可以更有效地抑制肿瘤的生长。 PTX 胶束也

可以抑制肺转移小鼠模型肿瘤细胞的转移并可延长小鼠存

活时间。 同 Taxol 比起来,静脉注射包埋 PTX 的聚合物后,
PTX 的生物分布形式改变并且蓄积在肿瘤组织中。 总的来

说,这种新型的包埋 PTX 的聚合物胶束对肺癌细胞有更强的

细胞杀伤力,在体内可以更好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并且具

有更小的全身毒性[34] 。
4. 3. 2摇 V鄄E 琥珀酸盐修饰的普朗尼克 PTX 胶束(PF鄄TOS 胶

束)摇 合成的载有 PTX 的 PF鄄TOS 胶束(PF鄄TOS鄄PTX鄄胶束)
的平均直径约为 58 nm。 同未修饰的对照组相比,PF鄄TOS鄄
PTX鄄胶束展示了更好的携带效率和稳定性。 荧光显微镜和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显示载有 PTX 的 PF鄄TOS 胶束可以更好

地被人神经胶质瘤 U87 细胞利用,并具有更好地杀灭 U87 细

胞的能力。 体内组织分布实验显示,PF鄄TOS鄄PTX鄄胶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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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蓄积在肝脏和脾脏。 总之,通过有效的药物包封,PF鄄
TOS 胶束可以很好地递送疏水化疗药物和增强抗癌治疗的

稳定性[35] 。
4. 4摇 前体药物(前药) 摇 前药是指一些在体外活性较小或者

无活性的化合物,在体内经过酶的催化或者非酶作用,释放

出活性物质从而发挥其药理作用的化合物,也常常指将活性

药物(原药)与某种无毒性化合物以共价键相连接而生成的

新化学实体。 前药可以增加脂溶性的溶解度,然而除了母药

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可能改变之外,合成前药的过程是复

杂且昂贵的,它将极大地增强药物研制的支出[36] 。
Mellado 等[37]研究乙酰化 PTX 发现首选 C2 上的鄄OH,因

为它很容易被酶或者化学物质水解。 C2 上的琥珀酸酯、磺
酸酯或者戊二酸酯可以改善水溶性并且在体内具有活性。
然而其在水溶液中是不稳定的。 Nuijen 等[36,38] 合成了 PTX
C2 和 C7 的磷酸盐衍生物。 它们可以改善药物的水溶性,但
是体外药物释放的结果却很让人失望,然而在 M109 移植瘤

小鼠实验中结果还是有意义的。 Homsi 等[39] 研究了新型的

可以越过药物屏障的前药,二十二碳六烯酸鄄PTX ( DHA鄄
PTX),它是必需脂肪酸 DHA 和 PTX 的共轭物。 DHA 是一种

很容易被肿瘤细胞利用的脂肪酸。 已经完成了在皮肤和黏

膜转移的黑素瘤患者的域期开放式临床试验,每周注射 1 次

DHA鄄PTX。 尽管 DHA鄄PTX 可以被转移性黑素瘤患者很好地

耐受,但同其他单药疗法比起来,并没有显示足够的优势使

其作为一线化疗药。
Elsadek 等[40]研制了新型的靶向前列腺癌的 PTX 前药

即 EMC鄄Arg鄄Ser鄄Ser鄄Tyr鄄Tyr鄄Ser鄄Leu鄄PABC鄄PTX ( EMC: epsilon鄄
maleimidocap鄄royl,PABC:对氨基苄基),它可以被前列腺特异性

抗原清除。 这种前药是水溶性的并且可以与内源性和外源

性的白蛋白结合,在前列腺癌组织匀浆中几个小时之内就可

以被降解并释放 PTX。 实验中,它杀灭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阳

性 LNCaP 细胞是 PTX 的 3 倍,最大耐受量是 PTX 的 2 倍。
4. 5摇 环糊精复合物摇 环糊精的络合作用经常被用来增加难

溶性药物的溶解度、溶出速率和生物利用度。 将亲脂性药物

包裹在环糊精疏水的内芯可以形成一个非共价的复合物,这
样亲水性的外层便可以与水作用。 再在外层连接 1 个部位

特异性的载体,就可以达到靶向肿瘤细胞的目的。 这种复合

物最大的缺点就是可能在药物稀释的部位发生沉淀反

应[41] 。
4. 6摇 药物洗脱支架 摇 支架是一种装置,可以预防冠状动脉

再狭窄,在支架血管成形术后,可以限制血管弹性回缩的程

度和晚期的血管重构[42] 。
Dake 等[43]用常用的猪动脉模型,评估了一种 Zilver PTX

药物洗脱支架的药动学参数和安全性。 这种支架不需要任

何聚合物、黏合剂和载体。 经证实,这种药物洗脱支架是安

全的,同裸金属支架比起来,它可以维持动脉血管壁的 PTX
药物水平,并可以修复受损血管。

5摇 总结

摇 摇 PTX 是世界公认的广谱、强效的抗癌药物。 但是由于其

物理化学特征限制,研制出一种合适的药物输送系统是非常

具有挑战性的。 尽管该药物已经广泛使用,但由其溶解介质

产生的毒性使市场上的 PTX 剂型远远不能让人满意。 纳米

粒子和 PL 可以降低 PTX 溶解介质产生的毒性和增强药效,
使其成为具有前景的药物输送介质。 本文主要讨论了不同

的 PTX 剂型研究进展,包括 PL 和纳米粒子等,为 PTX 新剂

型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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