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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的制备及性质表征

杨思雨,赵雪纯,王玉帅,丁摇 琪,王摇 秀

[摘要]目的:制备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以提高复合马来酸噻吗洛尔脂溶性。 方法:采用溶剂挥发法制备磷脂复合物;
以复合率为指标,采用单因素试验对物料比、复合时间、复合温度等进行优化筛选;并对最优处方制备的磷脂复合物用差示扫

描量热法、傅里叶红外光谱、紫外光谱进行验证及性质表征。 同时测定并比较马来酸噻吗洛尔及其磷脂复合物在蒸馏水及三

氯甲烷中的溶解性。 结果:以 10 mL 四氢呋喃为复合溶剂,马来酸噻吗洛尔与磷脂摩尔比为 1颐 2. 5,水浴温度 40 益,复合时间

为3 h条件下,制备的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复合率最高,达(96. 54 依 2. 46)% 。 溶解度测定结果显示马来酸噻吗洛尔磷

脂复合物在蒸馏水中溶解度明显低于马来酸噻吗洛尔,在三氯甲烷中溶解度明显高于马来酸噻吗洛尔(P < 0. 01)。 结论:该
实验将马来酸噻吗洛尔制备成磷脂复合物,增加了其脂溶性,有利于增加药物在皮肤黏膜的停留时间,延长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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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imolol maleate phospholipid complex
YANG Si鄄yu,ZHAO Xue鄄chun,WANG Yu鄄shuai,DING Qi,WANG Xiu

(School of Pharmac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epare the timolol maleate phospholipid complex for improving the liposolubility of timolol maleate.
Methods:The timolol maleate phospholipid complex was prepared using solvent evaporat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recombination
rate,the ratio of timolol maleate and soybean phosphatide,formation temperature and time were optimized and screened using single鄄
factor experiment. The phospholipid complex prepared by optimal prescription was verified using differential scanning calorimetry,
Fourier 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ultraviolet spectroscopy, and its property characterization was investigated. The dissolubilities of
timolol maleate and its phospholipid complex in distilled water or chloroform were determined and compared. Results:The 10 mL
tetrahydrofuran acted as the solvent,the molar ratio of timolol maleate to phospholipid was 1颐 2. 5,the water bath temperature was 40
益,and the formation time was 3 h,the recombination rate of timolol maleate phospholipid complex was the highest,which arrived at
(96. 54 依 2. 46)% . The solubility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olubility of timolol maleate phospholipid complex in distilled wate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imolol maleate,and the solubility of timolol maleate phospholipid complex in chloroform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imolol maleate(P < 0. 01). Conclusions:Timolol maleate is prepared into phospholipid complex,which improves its
lipid solubility,and is beneficial to increase the drugs residence time in skin and mucosa,and prolongs the efficacy.
[Key words] timolol maleate;phospholipid complex;soybean phosphatide

摇 摇 马来酸噻吗洛尔为一新型强效 茁 受体阻断药,
对 茁1 和 茁2 受体都有阻断作用[1],无膜稳定作用,
无内源性拟交感活性,无直接抑制心脏作用,有明显

的降低眼压作用。 临床用于治疗高血压病、心绞痛、
心动过速、青光眼及婴幼儿血管瘤的治疗[2 - 3]。 对

轻、中度高血压疗效较好,无明显不良反应,可与利

尿剂合用。 心肌梗死病人长期用药后能降低再次梗

死发生率和死亡率。 对青光眼,特别是原发性、开角

型青光眼有良好的效果,优于传统的降眼压药[4]。
其特点为起效快、不良反应少、耐受性好,对瞳孔大

小、对光反应及视力均无影响。 对某些继发性青光

眼、高眼压病以及其他对药物和手术无效的青光眼

也有一定疗效。 但其水溶性过大,药物吸收迅速,达
不到持久效果。 马来酸噻吗洛尔局部涂抹治疗浅表

血管瘤疗效显著,是表浅型局限性婴幼儿血管瘤

(面积较小)的首选用药之一,目前国内尚无商品化

噻吗洛尔外用制剂,市售马来酸噻吗洛尔滴眼液为

水溶液制剂,使用不方便,敷药后容易蒸发,剂量不

容易掌握,长期使用会致皮肤干燥、脱皮[5]。 因此,
本实验拟将其制成磷脂复合物,以提高马来酸噻吗

洛尔的脂溶性,增加药物的吸收与作用时间,提高生

物利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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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仪器与设备摇 FA224 型电子天平(上海舜宇恒

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DF鄄101S 型集热式恒温加热

搅拌器(金坛市金南仪器制造有限公司);旋转蒸发

仪(郑州长城科工贸有限公司);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仪(天津港东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紫外分光

光度计(日本株式会社日立高新技术科学);DSC鄄
60A 型差示热量扫描仪(日本岛津公司)。
1. 2摇 药物与试剂摇 大豆磷脂[梯希爱(上海)化学

工业发展有限公司]、马来酸噻吗洛尔(天津市中央

药业有限公司),分析纯四氢呋喃、三氯甲烷。
1. 3摇 磷脂复合物中马来酸噻吗洛尔含量分析摇
1. 3. 1摇 色谱条件 摇 色谱柱为 Welchrom鄄C18 (4. 6 伊
250 mm,5 滋m);流动相为甲醇 - 水(55 颐 45);流速

为 1. 0 mL / min;检测波长为 298 nm;柱温为 30 益;
进样量为 20 滋L。
1. 3. 2摇 标准曲线的制备摇 精密称取马来酸噻吗洛

尔标准品 10. 0 mg 于 50 mL 容量瓶中,加双蒸水溶

解并定容至刻度线,即得 200 滋g / mL 的储备液。 再

将其依次稀释成质量浓度为 5、12. 5、25、50、100 滋g /
mL 的溶液。 均进样 20 滋L,按 1. 3. 1 色谱条件测定

峰面积。
1. 3. 3 摇 精密度试验 摇 取 12. 5、25、50 滋g / mL 低、
中、高 3 种浓度的标准溶液,在同一日内按照 2 h 的

时间间隔,进样 20 滋L 检测,每个质量浓度平行测定

3 次,按所测峰面积积分值,求取日内相对标准差

(RSD),计算日内精密度。 同时,将该试验样品在第

1 天、第 2 天、第 3 天分别测定,计算日间精密度。
1. 3. 4摇 重复性试验摇 配制 12. 5、25、50 滋g / mL 低、
中、高 3 种浓度的马来酸噻吗洛尔水溶液各 6 份,取
上述样品过 0. 45 滋m 的微孔滤膜,按 1. 3. 1 色谱条

件在同一日内将 6 份续滤液依次连续进样 20 滋L,
测定其峰面积计算 RSD。
1. 3. 5摇 稳定性试验 取标准溶液适量,分别在 0、2、
4、6、12 h 取续滤液 20 滋L,按 1. 3. 1 条色谱条件进

样分析,记录峰面积以考察其稳定性。
1. 4摇 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制备与验证摇
1. 4. 1摇 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制备摇 称取一

定量的马来酸噻吗洛尔与大豆磷脂在一定条件下复

合一定时间后,减压蒸去复合溶剂,再加入适量的三

氯甲烷充分溶解,过滤,减压旋蒸除去三氯甲烷,沉
淀干燥,即得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 因为马

来酸噻吗洛尔不溶于三氯甲烷而磷脂复合物易溶,

因此 m 即为未复合的药量。 按下列公式[5 - 7] 计算

复合率(C):

C =
(M鄄m)摇

M
伊100%

摇 摇 式中:M 为马来酸噻吗洛尔的初试投入质量

(g);m 为沉淀干燥后质量(g)。
1. 4. 2 摇 单因素试验考察各因素对复合率的影

响[5 - 7] 摇
1. 4. 2. 1摇 药物与磷脂的投料比对磷脂复合物复合

率的影响摇 以 10 mL 四氢呋喃为复合溶剂、复合温

度 40 益、复合时间 3 h 条件下,选择药物:大豆磷脂

投料摩尔比 1颐 2、1颐 2. 5、1颐 3 进行单因素考察。
1. 4. 2. 2摇 复合温度对磷脂复合物复合率的影响摇
以 10 mL 四氢呋喃为复合溶剂、物料比为 1颐 2. 5、复
合 3 h 条件下,选择复合温度 30、40、50 益进行单因

素考察。
1. 4. 2. 3摇 复合时间对磷脂复合物复合率的影响摇
以 10 mL 四氢呋喃为复合溶剂、物料比为 1颐 2. 5、复
合温度 40 益条件下,选择复合时间为 2、3、4 h 进行

单因素考察。
1. 4. 3摇 磷脂复合物的验证摇
1. 4. 3. 1 摇 差示扫描量热(DSC)分析摇 以 Al2O3 或

铝坩埚为参比,温度范围 40 ~ 400 益,升温速度

5 益 / min,N2 既为保护气又为吹扫气[8],分别取马

来酸噻吗洛尔、大豆磷脂、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

物以及马来酸噻吗洛尔和大豆磷脂的混合物进行

DSC[9]。
1. 4. 3. 2摇 紫外光谱(UV)分析摇 分别取马来酸噻吗

洛尔、大豆磷脂和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及大

豆磷脂和马来酸噻吗洛尔混合物,用甲醇溶解,于波

长 200 ~ 400 nm 进行扫描[10]。
1. 4. 3. 3摇 红外光谱(IR)分析摇 分别取马来酸噻吗

洛尔、大豆磷脂、磷脂复合物及其物理混合物适量,
用 KBr 压片法于 4 000 ~ 400 cm - 1范围进行红外扫

描[7]。
1. 5摇 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溶解性测定摇 取

适量的马来酸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及其混合物分

别加入适量的 H2O 和乙醇中,磷脂复合物事先破乳

处理,于室温震荡 24 h[11 - 12],得马来酸噻吗洛尔、磷
脂复合物及物理混合物的过饱和溶液,以 12 000 r /
min 离心 8 min,按 1. 3. 1 项下条件测定上清液中马

来酸噻吗洛尔的含量并计算其溶解度。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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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摇 结果

2. 1摇 方法学考察摇 以峰面积为纵坐标,以马来酸噻

吗洛尔浓度为横坐标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Y =23 531X + 105 614,r = 0. 999 9,表明马来酸噻吗

洛尔在 5 ~ 100 滋g / mL 范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

系。 日内精密度、日间精密度、重复性试验、稳定

性试验的 RSD 分别为:0. 68% 、1. 26% 、1. 65% 、
0. 95% 。结果显示该方法表现良好。
2. 2摇 单因素试验摇
2. 2. 1摇 物料比对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复合率的影

响摇 以 10 mL 四氢呋喃为复合溶剂,40 益温度下,
复合 3 h,药物:大豆磷脂摩尔比为 1颐 2、1颐 2. 5、1颐 3,
复合 率 分 别 为 ( 92. 81 依 1. 34 )% 、 ( 93. 00 依
0. 92)% 、(89. 77 依 0. 89)% 。 复合率在药物:大豆

磷脂摩尔比为 1颐 2. 5 时最大,故选用 1颐 2. 5 为复合

的最佳物料比。
2. 2. 2摇 复合温度对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复合率的

影响摇 以 10 mL 四氢呋喃为复合溶剂、物料比为

1颐 2. 5、复合 3 h 条件下,温度 30 益、40 益、50 益的

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的复合率分别为 (96. 42 依
0. 65)% 、(96. 67 依 0. 34)% 、(96. 88 依 0. 21)% 。 可

见温度对复合率的影响不大。 综合比较,选取 40 益
作为复合条件。
2. 2. 3摇 复合时间对噻吗洛尔磷脂复合物复合率的

影响摇 以 10 mL 四氢呋喃为复合溶剂、物料比为

1颐 2. 5、40 益条件下复合 2、3、4 h,噻吗洛尔磷脂复

合物复合率分别为 (91. 3 依 1. 03)% 、 (96. 06 依
0. 25)% 、(93. 5 依 0. 76)% 。 复合时间为 3 h 的复合

率最高,因此选择 3 h 作为最佳复合时间。
2. 3摇 DSC 分析摇 马来酸噻吗洛尔在 204 益左右有

吸热峰,大豆磷脂在 350 益左右有不明显吸热峰,复
合物中马来酸噻吗洛尔及大豆磷脂的特征峰消失,
混合物在 220 益左右有不明显吸热峰(见图 1)。
2. 4摇 UV 分析 摇 马来酸噻吗洛尔在 225 nm 以及

300 nm 附近有吸收峰,磷脂在 200 ~ 225 nm 范围内

有较大吸收,磷脂复合物与物理混合物紫外吸收图

谱相似,在 225 nm 及 300 nm 附近均有较强吸收(见
图 2)。
2. 5 摇 IR 分析 摇 马来酸噻吗洛尔的 OH 吸收峰

为 3 428. 81 cm - 1;大豆磷脂的 C = O 吸收峰为

1 731. 76 cm - 1,P = O 吸收峰为 1 461. 7 cm - 1;物理

混合物的 C = O 吸收峰在 1 727. 9 cm - 1,C鄄H 的吸

收峰在 2 850. 2 cm - 1、2 910. 0 cm - 1处;磷脂复合物

的 OH 吸收峰出现在 3 369. 03 cm - 1处,而 C = O 吸

收峰在 1 739. 4 cm - 1处(见图 3)。

2. 6摇 溶解度摇 马来酸噻吗洛尔在蒸馏水中的溶解

度明显大于其磷脂复合物,而在三氯甲烷中其磷脂

复合物溶解度明显提高(P < 0. 01),约为马来酸噻

吗洛尔的 1. 9 倍。 在三氯甲烷溶液内,磷脂复合物

溶解度最大,较马来酸噻吗洛尔单体及物理混合物

均有明显增加(P < 0. 01)(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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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1摇 各物质在蒸馏水及三氯甲烷中的溶解度(x 依 s)

分组 n
蒸馏水 / 摇
(mg / mL)摇

三氯甲烷 / 摇
(mg / mL)摇

马来酸噻吗洛尔 3 103. 72 依 1. 03摇 摇 58. 74 依 2. 01摇 摇

物理混合物 3 90. 80 依 0. 96* 86. 78 依 1. 87**

磷脂复合物 3 6. 19 依 1. 56**## 111. 35 依 0. 79**##

F — 5 719. 26摇 764. 19摇

P — <0. 01摇 < 0. 01摇
MS组内 — 1. 472摇 2. 720摇

摇 摇 q 检验:与马来酸噻吗洛尔组比较*P < 0. 05,**P < 0. 01;与
物理混合物组比较##P < 0. 01

3摇 讨论

摇 摇 本实验采用溶剂挥发法[13] 制备磷脂复合物,所
用溶剂须是非质子传递溶剂,如乙酸乙酯、四氢呋

喃、三氯甲烷、无水乙醇等。 本实验探讨在四氢呋喃

中的马来酸噻吗洛尔复合率。 实验以复合率为指标

采用单因素试验对物料比、复合温度、复合时间进行

了筛选。 结果发现温度对复合率的影响较小,在实

验条件下选取 3 个温度的复合率无明显差异。 对复

合率影响较大的因素为马来酸噻吗洛尔与磷脂的投

料比,其次为复合时间。 在优化条件下制得的复合

物复合率可达(96. 54 依 2. 46)% 。 本实验表明马来

酸噻吗洛尔与磷脂间的复合较易进行,复合条件较

易,这可能是因马来酸噻吗洛尔与磷脂间形成了氢

键或分子间作用力[14 - 15]。
磷脂与药物形成磷脂复合物后对药物的亲脂性

和亲水性均有改变作用,可增加药物的胃肠道吸收

以及药物的透皮能力,因此磷脂复合物在药剂学方

面备受关注[16]。 马来酸噻吗洛尔水溶性较强,将其

开发成磷脂复合物可适当降低其水溶性增加脂溶

性。 DSC 结果显示马来酸噻吗洛尔在 204 益左右有

吸热峰,大豆磷脂在 350 益左右有不明显吸热峰,复
合物中马来酸噻吗洛尔及大豆磷脂的特征峰消失,
推测马来酸噻吗洛尔与大豆磷脂形成复合物过程中

发生相互作用,热力学性质改变,而混合物在 220 益
左右有不明显吸热峰,可能马来酸噻吗洛吸收峰出

现了位移。 从 UV 及 IR 结果可知,复合物中的紫外

吸收及红外官能团较混合物均未改变,表明在复合

过程中形成了分子键而未形成新的化合物。 溶解度

测定中,马来酸噻吗洛尔有较高水溶性,其混合物水

溶性稍降低,而复合物在水溶液中几乎不溶;相反在

有机溶剂三氯甲烷中,马来酸噻吗洛尔溶解度最低,
其物理混合物溶解度有所提高,马来酸噻吗洛尔制

成磷脂复合物后在三氯甲烷中的溶解度明显提高。

物理混合物在蒸馏水及三氯甲烷内溶解度较单体均

有改变,可能磷脂与药物产生了分子间作用力,但这

种作用力较磷脂复合物弱,故对溶解度的影响较小。
通常脂溶性高的药物,其经皮渗透性强,药物透皮吸

收增加[17 - 18]。 后续研究中将对磷脂复合物的体内

外渗透性及体内药代动力学进行研究,为该复合物

的开发和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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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法测定可溶微针贴片中罗丹明 B 的含量

刘春艳,柏沫含,徐雨靓,万天妍,陈佳琪,王清清,马摇 涛

[摘要]目的:建立可溶微针贴片中罗丹明 B 的含量测定方法。 方法:采用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法,配制一系列浓度的罗丹明

B 溶液,在 554 nm 处测定其相应的吸光度,采用最小二乘法绘制标准曲线。 考察方法的专属性、线性、精密度、加样回收率、检
测限、重复性及稳定性。 结果:罗丹明 B 浓度在 1. 04 ~ 10. 40 滋g / mL 范围内,与其吸光度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r = 0. 999 5);该
方法的专属性、线性、精密度、加样回收率、检测限、重复性及稳定性均符合要求。 结论:紫外 - 可见分光光度法可用来测定可

溶微针贴片中罗丹明 B 的含量,且方法简单、准确、可靠。
[关键词] 罗丹明 B;可溶微针贴片;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

[中图法分类号] R 927. 2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20. 11. 027

Determination of rhodamine B in dissolving microneedle patch
by ultraviolet鄄visible spectrophotometry

LIU Chun鄄yan,BAI Mo鄄han,XU Yu鄄liang,WAN Tian鄄yan,CHEN Jia鄄qi,WANG Qing鄄qing,MA Tao
(School of Pharmac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rhodamine B in dissolving microneedle patch. Methods:
Ultraviolet鄄visible spectrophotometr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rhodamine B in dissolving microneedles. A series
concentration of rhodamine B solutions were prepared,the absorbance was measured at 554 nm and the least square method was used to
draw the standard curve. The specificity,linearity,precision,sample recovery,limit of detection,repeat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method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Rodamine B solution at the concentration of 1. 04 - 10. 40 滋g / mL showed good linearity with its absorbance
( r = 0. 999 5). The specificity,linearity,precision,sample recovery,limit of detection,repeatabil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method all met
the requirement. Conclusions:The ultraviolet鄄visible spectrophotometry is simple,accurate and reliable,and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content of rhodamine B in dissolving microneedle patch.
[Key words] rhodamine B;dissolving microneedle patch;ultraviolet鄄visible spectrophotometry

摇 摇 可溶微针作为新型经皮给药制剂,可以有效突

破皮肤角质层屏障,解决经皮递药系统递药效率低

的瓶颈问题,实现近似于注射给药的治疗效果[1 - 2];
同时可完全溶解的微米级的针部又使其具有无痛、
微创、便于病人自主给药、无废弃针头二次危害等诸

多优点[3]。 因此,近年来,可溶微针成为新型递药

系统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具有极大的临床应用前

景。 但是,该种给药方式药物在体内的分布、代谢、
消除情况及其与皮下注射的区别等尚缺乏相应的

研究。
本课题组以透明质酸( hyaluronic acid,HA)和

聚乙烯基吡咯烷酮(polyvinyl pyrrolidone,PVP K90)
作为制针辅料,包载可溶性药物,用两步注模干燥法

制备出可溶微针贴片,进行大鼠体内给药研究。 为

了更深入地研究可溶微针经皮给药的药物体内过

程,直观、实时、动态地比较皮下注射与可溶微针两

种方式给药后,药物在动物体内的分布情况,
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拾

具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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