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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沙唑嗪对映体在大鼠血浆中的测定及手性转化研究
甄亚钦†, 孔德志†, 李

清, 赵

静, 任雷鸣*

(河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17)
摘要: 建立大鼠血浆中多沙唑嗪对映体的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测定方法, 并研究多沙唑嗪对映体在体内外的
手性转化情况。采用卵黏蛋白手性色谱柱, 柱温 30 ℃; 荧光检测激发波长和发射波长分别为 255 和 385 nm; 乙
腈−磷酸盐缓冲液 (15∶85, v/v) 为流动相, 流速 0.8 mL·min−1; 内标为哌唑嗪。体外研究: 将分别加入左旋多沙
唑嗪、右旋多沙唑嗪的大鼠血浆于 37 ℃水浴温育 2 天、5 天、10 天后测定; 体内研究: SD 大鼠连续口服左旋多
沙唑嗪、右旋多沙唑嗪溶液 1 个月, 于最后一次给药 8 h 后腹主动脉取血测定。结果表明, 多沙唑嗪两种对映体
检测浓度在 4～2 000 ng·mL−1 内线性关系良好, 左旋多沙唑嗪平均回收率为 99.5%, RSD 为 3.6%; 右旋多沙唑嗪
平均回收率为 99.3%, RSD 为 4.3%。多沙唑嗪对映体与大鼠血浆的体外共同温育实验中, 未观察到转化现象; 大
鼠连续口服左旋或右旋多沙唑嗪 1 个月, 在血浆中也未观察到手性转化现象。该分析方法选择性强、准确度高、
重现性好, 适于多沙唑嗪对映体在大鼠血浆中的测定研究。体内外研究表明多沙唑嗪对映体不易发生相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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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doxazosin enantiomers in rat plasma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ir chiral inversion
ZHEN Ya-qin†, KONG De-zhi†, LI Qing, ZHAO Jing, REN Lei-m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Integrative Medicine,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7, China )

Abstract: The study is to establish an HPLC method using fluorescence detector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doxazosin enantiomers and investigate their chiral inversion in vitro and in vivo. Ultron ES-OVM was taken
as the chiral chromatographic column, and the column temperature was 30 ℃. Isocratic elution using a mobile
phase of phosphate buffer−acetonitrile (85 ∶15, v/v) at a flow rate of 0.8 mL·min−1 was done. The fluorescence
detection was set at λEx = 255 nm and λEm = 385 nm. Prazosin was used as the internal standard. ( −) Doxazosin
or (+) doxazosin added into rat plasma in vitro was determined after incubating in 37 ℃ water bath for 2, 5 and
10 days. (−) Doxazosin or (+) doxazosin was administered orally to the rats for one months. Plasma samples
were taken at 8 h after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was achieved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doxazosin enantiomers was within the range of 4 − 2 000 ng·mL−1. The average recovery for (−) doxazosin
was 99.5% with RSD 3.6%, and for (+) doxazosin was 99.3% with RSD 4.3%. Chiral inversion was observed
neither in vitro nor in vivo studies. The method is selective, accurate and reproducible,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detection of doxazosin enantiomers in rat plasma. The in vitro and in vivo studies indicate that chiral inversion
occurs uneasily between (−) doxazosin and (+) doxazosin in the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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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群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单一药

对映体在体内和体外的手性转化情况。

物治疗难以获得满意疗效; 2011 年《欧洲心脏杂志》
推荐的高血压治疗方案认为, 采用联合药物疗法易

材料与方法

于达到目标血压, 其中 α1 受体阻断药是广泛应用的添
加药物 [1]。多沙唑嗪 (doxazosin, DOX) 属长效、高
选择性 α1 受体阻断药, 临床使用其消旋体 (racemicdoxazosin), 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下尿路症状
(BPH/LUTS) 的一线用药, 也是治疗高血压的常用
药物 [2−4] 。欧洲一项大规模高血压临床试验 (AngloScandinavian cardiac outcomes trial, ASCOT) 数据显
示, DOX 口服控释制剂不仅降低了高血压患者的血
压, 而且适度降低了患者的血脂水平[5]。与 ALLHAT
试验 (antihypertensive and lipid-lowering treatment to
prevent heart attack trial) 结论不同[6], ASCOT 试验中
并未发现 DOX 促发心力衰竭, 提示其临床用药的安
全性[5]。DOX 分子结构 (图 1) 中存在一个手性碳原
子, 为手性药物, 而通常手性药物存在立体选择性代
谢。研究药物的立体选择性代谢, 不但可以认清手性
药物体内处置过程的本质, 正确指导合理用药, 而且
对手性药物是否要以单一对映体形式开发上市以及
手性药物制剂的合理设计均有指导作用[7]。
作者 [8, 9] 曾利用手性流动相 (CMP) 高效液相色
谱法和高效毛细管电泳技术对 DOX 进行了手性分
离, 并首次报道了 (−) DOX 静脉给药可剂量依赖性
降低麻醉大鼠颈总动脉血压, 但是其作用显著弱于
同剂量的 (+) DOX, 然而两者降低麻醉大鼠或豚鼠
膀胱排尿压的作用强度无明显差异 [10,

11]

。进一步研

究发现, (−) DOX 和 (+) DOX 对兔前列腺平滑肌作用
靶点的阻断作用强度相同, 而 (−) DOX 对大鼠血管
平滑肌作用靶点的阻断作用显著弱于 (+) DOX; 两
者对离体心肌收缩力甚至呈现相反的作用[12]。因此,
分析 (−) DOX 和 (+) DOX 的体内过程特别是血药浓
度变化, 对于监控 DOX 治疗 BPH/LUTS 以及高血压
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十分重要。因此, 本研究拟建
立 SD 大鼠血浆中多沙唑嗪对映体浓度的手性固定相
(CSP) 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测定方法, 为多沙唑嗪对
映体血药浓度的研究提供新方法, 并研究多沙唑嗪

药品与试剂

甲磺酸左旋、右旋多沙唑嗪对照品

(光学纯度均大于 99.9%, 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哌唑嗪(prazosin, 内标, Sigma
公司); 肝素钠注射液 (天津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戊巴比妥钠 (天津市永大化学试剂开发中心)。
实验动物与仪器

健康雄性 SD 大鼠, 河北省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 (合格证号 0236052), 实验期间, 饲
以河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的固体饲料, 自由饮食
饮水。美国 Agilent 1260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 包括四
元泵、柱温箱、FLD 荧光检测器、自动进样器和色
谱工作站。
储备液的制备

分别精密称取左旋多沙唑嗪、右

旋多沙唑嗪对照品各 10 mg 置于两个 10 mL 量瓶中,
用甲醇溶解并定容, 分别配成浓度为 1 mg·mL−1 的储
备液 z-A、y-A。
多沙唑嗪对映体标准系列溶液和质控溶液的制
备

分别取储备液 z-A 和 y-A 各 2 mL 于 100 mL 量

瓶中, 用下述流动相稀释并定容, 配成左旋、右旋多
沙唑嗪分别为 20 µg·mL−1 的多沙唑嗪对映体溶液,
再将此溶液逐级稀释成左旋和右旋多沙唑嗪分别为
10、4、2、0.5、0.1 和 0.02 µg·mL−1 的多沙唑嗪对映
体系列溶液及左旋和右旋多沙唑嗪浓度分别为 8、0.4、
0.08 µg·mL−1 的多沙唑嗪对映体质控溶液。
内标溶液的配制 精密称取哌唑嗪 10 mg 于 10 mL
量瓶中, 用甲醇溶解并定容, 配成浓度为 1 mg·mL−1
的哌唑嗪储备液。取上述储备液适量, 用流动相稀释
成浓度为 0.8 µg·mL−1 的内标溶液。
多沙唑嗪对映体转化研究

体内研究: 取健康雄

性 SD 大鼠 6 只, 随机分为两组, 按体重分别灌胃浓
度为 0.8 mg·mL−1 的甲磺酸左旋、右旋多沙唑嗪溶液,
剂量为 8 mg·kg−1·d−1, 连续给药 1 个月。于最后一次
给药 8 h 后, 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麻醉, 腹主动脉取
血, 血样经肝素抗凝, 3 000 r·min−1 离心 10 min, 分离
血浆 100 µL, 按“血浆样品预处理”项下操作。体外
研究: 取左旋和右旋多沙唑嗪储备液各 100 µL, 分别
加入 SD 大鼠的空白血浆 900 µL, 混匀后将血浆 (含
左旋和右旋多沙唑嗪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100 µg·mL−1)
放在 37 ℃水浴中温育 2 天、5 天、10 天后分别取
100 µL, 按“血浆样品预处理”项下操作, 观察大鼠

Figure 1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doxazosin

血浆中有无多沙唑嗪另一对映体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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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样品预处理

取血浆样品 100 µL, 加入内标

溶液 20 µL, 加入正己烷−乙酸乙酯 (1∶1) 混合萃取
液 900 µL, 涡旋 2 min, 6 000 r·min

−1

离心 4 min, 取

上层有机相 600 µL, 40 ℃水浴中氮气挥干, 加流动相
200 µL 溶解, 涡旋 2 min, 12 000 r·min

−1

离心 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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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1.1

方法学考察
方法专属性

由图 2 可以看出, 相邻色谱峰间分

离度均大于 1.5, 血浆中内源性物质不干扰多沙唑嗪
对映体及内标物的测定。

取上清液 10 µL, 进样。
色谱条件

色谱柱 Ultron ES-OVM 柱 (150 mm ×

4.6 mm, 5 µm), 日本 Shinwa 公司; 保护柱: Ultron ESOVM.G (10 mm × 4.0 mm, 5 µm), 日本 Shinwa 公司;
流动相: 20 mmol·L−1 磷酸盐缓冲液 (pH 5.32) − 乙腈
(85∶15, v/v); 进样量: 10 µL; 流速: 0.8 mL·min−1; 柱
温: 30 ℃; 荧光检测波长: 激发波长 255 nm, 发射波
长 385 nm。
方法学考察
方法专属性

取空白血浆、模拟血浆样品、大鼠

用药后的血浆样品各 100 µL, 按“血浆样品预处
理”项下方法处理 (空白血浆中不加内标), 取 10 µL
进样分析, 并记录色谱图。
标准曲线和定量下限

分别取多沙唑嗪对映体

标准系列溶液 20 µL, 再分别加入空白血浆 80 µL,
使血浆中的多沙唑嗪对映体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4、20、
−1

100、400、800 和 2 000 ng·mL , 再加入内标溶液
20 µL, 按“血浆样品预处理”项下进行操作。以多沙
唑嗪对映体浓度 (C) 为横坐标, 以多沙唑嗪对映体与
内标的峰面积比值 (Y) 为纵坐标, 用加权 (W = 1/X 2)
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计算, 求得的直线回归方程即
为标准曲线 (n = 6)。
准确度和精密度

取 大 鼠空 白 血 浆 配 制 的 质

控样品 (左旋和右旋多沙唑嗪的血浆质量浓度均为
16、80、1 600 ng·mL−1), 每个浓度制备 5 个样本, 连
续测定 3 天, 根据当日的标准曲线, 计算质控样品的

Figure 2 HPLC chromatograms of doxazosin enantiomers and
prazosin in rat plasma samples. a: Blank plasma; b: Blank
plasma spiked with prazosin and doxazosin enantiomers at 160,
200, 200 ng·mL−1, respectively; c: Rat plasma after administered
(−) doxazosin spiked with prazosin at 160 ng ·mL−1; d: Rat
plasma after administered (+) doxazosin spiked with prazosin at
160 ng·mL−1; e: Blank plasma spiked with ( −) doxazosin after
incubation 10 days in 37 ℃ water bath; f: Blank plasma spiked
with (+) doxazosin after incubation 10 days in 37 ℃ water bath.
Peaks 1, 2 and 3 were prazosin, ( −) doxazosin and (+) doxazosin,
respectively

1.2

标准曲线和定量下限

左旋多沙唑嗪的回归方

程为 Y1 = 0.798 6 C1 + 0.011 8 (r = 0.999 1), 右旋多沙

测得浓度, 经方差分析求得本法的日内和日间精密

唑嗪为 Y2 = 0.802 5 C2 + 0.004 6, (r = 0.999 4), 线性范

度。

围均为 4～2 000 ng·mL−1, 定量下限为 4 ng·mL−1。
提取回收率

取大鼠空白血浆配制的质控样品,

1.3

准确度和精密度

结果表明, 左旋多沙唑嗪低、

再加入内标溶液 20 µL, 按“血浆样品预处理”项下

中、高 3 个浓度的血浆样品质控溶液的批内精密度相

进行操作, 每个浓度测定 5 个样本。另用适当浓度的

对标准偏差 (RSD) 分别为 7.6%、3.7% 和 2.5%, 批

多沙唑嗪对映体溶液, 用流动相稀释成与血浆质控

间 RSD 分别为 10.0%、12.6%和 13.2%。右旋多沙唑

样品相当的浓度, 以此为对照, 将两组峰面积进行比

嗪低、中、高 3 个浓度的血浆样品质控溶液的批内

较计算多沙唑嗪对映体的提取回收率。

RSD 分别为 10.3%、6.0% 和 2.3%, 批间 RSD 分别为

稳定性

考察了多沙唑嗪对映体低、中、高浓度

(左旋和右旋多沙唑嗪的质量浓度分别为 16、80、1 600

13.4%、8.7% 和 2.3%。
1.4

提取回收率

结果表明, 左旋多沙唑嗪低、中、

ng·mL−1) 的血浆质控样品在不同保存条件下的稳定

高 3 个浓度的血浆样品质控溶液的平均回收率分别

性 (n = 5)。

为 102.8%、100.0%、94.4%, RSD 分别为 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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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4.6%; 右旋多沙唑嗪低、中、高 3 个浓度的血浆

又试用磷酸钠缓冲液代替流动相中的醋酸铵溶液,

样品质控溶液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94.1%、104.1% 和

也使消旋多沙唑嗪的对映体成功分离。作者还考察

93.9%, RSD 分别为 6.6%、5.4% 和 1.8%。

了不同浓度、不同 pH 的磷酸盐缓冲液以及其他有机

1.5

结果表明, 多沙唑嗪对映体血浆样品

溶剂如乙醇、异丙醇作为流动相时对分离度的影响,

在室温下放置 4 h 稳定 (左旋多沙唑嗪的 RE 为

最终筛选出的最佳色谱条件为: 乙腈−20 mmo1·L−1

−0.1% ～ 2.8%, 右 旋 多 沙 唑 嗪 的 RE 为 −0.4% ～

pH 5.32 的磷酸二氢钠溶液 (15 ∶85, v/v), 流速 0.8

0.8%)。血浆样品处理后于室温下放置 20 h 稳定 (左

mL·min−1, 此条件下多沙唑嗪两个对映体在 11 min

旋多沙唑嗪的 RE 为 −4.5%～0.8%, 右旋多沙唑嗪的

内完全分离。

稳定性

RE 为 −1.1%～1.3%)。血浆样品经历 3 次冻融循环稳

作者试验了多种萃取溶剂: 乙醚、乙醚−乙酸乙

定 (左旋多沙唑嗪的 RE 为 −5.5%～0.1%, 右旋多沙

酯、乙酸乙酯、二氯甲烷−乙酸乙酯、1, 2-二氯乙烷

唑嗪的 RE 为 −4.7%～1.4%)。

和正己烷。经这些溶剂萃取后, 血浆中的内源性物质

2

多沙唑嗪对映体手性转化研究

2.1

体内研究

仍会干扰内标物、左旋多沙唑嗪、右旋多沙唑嗪的测

大鼠血浆中多沙唑嗪对映体的浓度

定。选用正己烷−乙酸乙酯萃取后血浆中的内源性物

测定结果见表 1。由结果可以看出, 连续服用 1 个月

质明显减少, 调整二者的比例, 确定正己烷−乙酸乙

的左旋或右旋多沙唑嗪的大鼠其血浆中未检测到明

酯为 1∶1 时, 可将内标物及左旋、右旋多沙唑嗪很

显的另一对映体的出现, 说明给大鼠连续口服 1 个月

好地萃取出来, 内源性物质不再干扰测定。

的左旋或右旋多沙唑嗪溶液, 在其血浆中未发生明

综上, 本文成功地用手性固定相 (CSP) 高效液

显的手性转化。但左旋和右旋多沙唑嗪的给药剂量相

相荧光色谱法测定了 SD 大鼠血浆中多沙唑嗪对映体

同, 测得的血药浓度有显著性差异 (P < 0.05)。

的浓度。本方法准确可靠, 灵敏度高, 重复性好, 为
多沙唑嗪对映体血药浓度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为多

Table 1 Concentrations of doxazosin enantiomers in rat plasma
at 8 h after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A: Treated with ( −) doxazosin;
B: Treated with (+) doxazosin; LLOQ: Lower than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n = 3
Concentration/ng·mL−1

Rats

2.2

沙唑嗪对映体的体内分析提供了有效方法。给大鼠连
续口服 1 个月的左旋或右旋多沙唑嗪以及将加入左
旋或右旋多沙唑嗪的大鼠血浆放于 37 ℃水浴温育后
均未检测到明显的手性转化。但给大鼠服用相同剂量

(−) Doxazosin

(+) Doxazosin

的左旋或右旋多沙唑嗪后, 测得的左旋或右旋多沙

A

13.06

LLOQ

B

LLOQ

198.07

唑嗪的血药浓度有显著性差异, 原因尚不明确, 有待

结果表明, 在 37 ℃水浴温育后, 直

体外研究

到第 10 天在大鼠血浆中仍未检测到明显的另一对映
体的出现, 说明在 37 ℃水浴温育后多沙唑嗪对映体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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