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0 ·

药学学报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2013, 48 (6): 940 −945

盐酸伊立替康纳米粒的药动学和组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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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医科大学 1. 药学院, 2. 总医院药剂科, 3. 总医院临床药理研究室, 宁夏 银川 750004)
摘要: 考察盐酸伊立替康纳米粒 (irinotecan hydrochloride nanoparticles, CPT-11 NPs) 在大鼠体内药动学和
小鼠体内组织分布特性。LC-MS/MS 法测定生物样品中伊立替康的浓度, 比较盐酸伊立替康纳米粒和盐酸伊立
体康溶液尾静脉给药后的药动学参数与体内分布特点。在药动学研究中, 与盐酸伊立替康溶液相比, 纳米粒组中
CPT-11 的 AUC 是溶液组的 1.47 倍, t1/2 由 2.28 h 延长到 3.95 h。在组织分布研究中, 盐酸伊立替康纳米粒在小鼠
血液、结肠和肺中的药量显著提高, 其次是脾、肝、肾及心, 脑中最少。CPT-11 NPs 可以提高 CPT-11 的生物利
用度, 并在一定程度上延长该药物在动物体内的循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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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kinetics and tissue distribution of irinotecan
hydrochloride 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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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irinotecan hydrochloride (CPT-11) in rats and the tissue
distribution of CPT-11 in mice after injection of irinotecan hydrochloride nanoparticles (CPT-11 NPs) via tail
veins, separately, a LC-MS/MS method was established to determine the concentration of CPT-11 in whole blood
of rats and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mice. The pharmacokinetics and tissue distribution of CPT-11 were compared
after the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CPT-11 NPs and CPT-11 solution. Compared with CPT-11 solution, the
elimination half-life of CPT-11 was prolonged from 2.28 h to 3.95 h after the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CPT-11
NPs, and its AUC was 1.47 times than that of CPT-11 solution. After the injection of CPT-11 NPs in mice, the
concentrations of CPT-11 loaded in CPT-11 N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whole blood, colon and lungs
than those in CPT-11 solution, but lower in the spleen, liver, kidney and heart, but the least in brain. CPT-11
NPs could improve CPT-11’s AUC, and help CPT-11 to reach long circulation activity.
Key words: irinotecan hydrochloride nanoparticle; LC-MS/MS; pharmacokinetics; tissue distribution

盐酸伊立替康 (irinotecan, CPT-11) 是喜树碱的

药物[1], 常用于 5-氟尿嘧啶化疗失败的患者, 是治疗

水溶性衍生物, 是一种疗效确切、应用广泛的抗肿瘤

晚期大肠癌的特效药。目前市场上提供的剂型是盐
酸伊立替康注射用粉针剂, 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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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是半衰期短, 内酯环对 pH 敏感, 开环后抗癌
活性降低, 不良反应严重, 如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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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腹泻等胃肠道症状[2]。针对 CPT-11 现有剂型的

(20.0 ± 5.0) g, 动物许可证号: SCXY (宁) 2005-0001,

不足, 国内外研究者利用制剂手段及药物载体材料,

均由宁夏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将 CPT-11 制备为脂质体、纳米脂质体等 [3−5], 但目

精密称取 CPT-11 对照品 10 mg,

溶液的配制

前国内尚未见该药制备为纳米粒的报道。本文在前

置于 50 mL 棕色量瓶中, 用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期研究中, 利用聚乙二醇−酰磷脂酰乙醇胺 (PEG-

振荡摇匀, 配成 200 μg·mL−1 的储备液。精密称取地

DSPE2000)、天然蛋黄卵磷脂 (PC) 及聚乳酸−羟基

西泮对照品 0.5 mg, 置于 10 mL 棕色量瓶中, 加甲

乙酸共聚物 (PLGA) 等纳米载体材料, 用沉淀法制

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振荡摇匀, 配成质量浓度为

[6]

50 μg·mL−1 的储备液; 取一定量的地西泮储备液, 用

备得盐酸伊立替康纳米粒 。
纳米粒 (nanoparticles, NPs) 是大小在 10～1 000

甲醇稀释成质量浓度为 20 ng·mL−1 的内标工作液。以

nm 之间的固态胶体颗粒, 一般由天然高分子物质或

上所有溶液于 4 ℃储存, 临用前用甲醇稀释到所需浓

合成高分子物质构成, 作为传导或输送药物的载体,

度。

药物可包埋或溶解在纳米粒的内部, 也可吸附或耦

色谱及质谱条件

色谱柱: Shim-pack XR-ODS

合在其表面[7]。与传统药物载体相比, 纳米粒载体凭

(100 mm × 2.0 mm, 2.2 μm); 保护柱: Shim-pack GVP-

借其小分子化学特征, 除了具备药物本身的特征外,

ODS (5 mm × 2.0 mm, 2.2 μm); 流动相: 5 mmol·L−1 甲

还表现出以下优势: 如给药途径较多 [8]; 生理条件下

酸铵缓冲液 (A)−乙腈 (B, v/v), 梯度洗脱 (0～0.5 min,

[9]

药物具有缓释和控释作用 ; 纳米载体可缓解或消除

30% B; 0.5～2.5 min, 90% B; 2.5～2.8 min, 90% B;

体液中的酸、碱和盐等介质对包封于载体内药物的分

2.8～4.2 min, 30% B); 流速: 0.3 mL·min−1; 进样量:

解, 可增强药物的稳定性 [10], 使药物生物利用度及

10 μL; 柱温: 35 ℃。离子源为电喷雾离子源; 源电压

[11]

。目前, 纳米粒已广泛用于抗肿瘤药物

4 000 V; 加热毛细管温度 400 ℃; 雾化气流速 50 psi,

的输送, 可以通过胞饮或吞噬作用进入细胞, 避免细

辅助加热气流速 50 psi, 气帘气 25 psi, 碰撞气 3 unit;

疗效提高等

胞膜上存在的外排泵, 如 P-糖蛋白 (P-gp) 等

[12]

对药

检测方式为正离子多反应监测模式 (MRM); 用于定

本文建立 LC-MS/MS 法测定生物样品中伊立替

碰撞能量 54 V; m/z 285.6 → 154.2 (地西泮), 碰撞能

量分析监测的离子对为 m/z 587.8 → 167.0 (CPT-11),

物的外排作用。
康, 对 CPT-11 NPs 在大鼠体内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及
小鼠体内的组织分布特点进行了初步研究, 以探讨

量 40 V; 扫描时间为 200 ms。
样品处理

精密吸取大鼠和小鼠全血或小鼠组

盐酸伊立替康纳米粒的体内特征, 为盐酸伊立替康

织匀浆液 (漂洗干净的小鼠组织以五倍量的生理盐

纳米制剂的开发提供实验依据。

水匀浆所得) 50 μL, 加内标 50 μL, 甲醇 100 μL,
涡旋混合 1 min (纳米粒组样品超声 15 min) 后, 加入

材料与方法

pH 7.4 磷酸盐缓冲液 50 μL, 二氯甲烷 500 μL, 涡旋

LC-30A 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本 Shimadzu

混合 2 min, 4 ℃离心 (14 000 r·min−1, 5 min), 吸取

公司) , API4000 串联四极杆质谱仪 (电喷雾离子源,

下层溶液, 于 37 ℃ 下氮气吹干, 加甲醇−水 (1∶1)

Analyst 1.5.1 分析操作软件, 美国 Applied Biosystems

100 μL 复溶, 涡旋混合 2 min, 4 ℃离心 (14 000 r·min−1,

公司); TGL-20M 低温高速离心机 (湖南赛特湘仪);

10 min), 取上清液进样, 记录峰面积。

仪器

XW-80A 涡旋混合器 (姜堰市康健医疗器具有限公

方法专属性

精密吸取大鼠、小鼠空白全血和小

司); 超声波细胞粉碎仪 (XO-650, 南京先欧仪器制

鼠部分空白组织匀浆液 (结肠、肺) 50 μL, 分别加入

造有限公司)。

CPT-11 标准溶液; 大鼠和小鼠尾静脉注射盐酸伊立

药品和试剂

盐 酸 伊 立 替 康 (CPT-11, 纯 度

> 98.89%, 批号: 616110404,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
[6]

公司); 盐酸伊立替康纳米粒 (CPT-11 NPS, 自制) ;

替康纳米粒 1 h 后, 采取生物样品, 按“样品处理”
项下操作, 进样, 记录色谱图。
定量下限考察

用甲醇配制 2 ng·mL−1 CPT-11

医用生理盐水 (产品批号: 1H92G3, 中国大冢制药有

溶液。取大鼠全血和 CPT-11 溶液各 50 μL, 按“样

限公司); 甲醇、乙腈、甲酸均为色谱纯, 水为纯化水。

品处理”项下操作, 平行 5 样本测定。

实验动物

健康雌性 Sprague-Dawley 大鼠共

标准曲线的制备

用甲醇配制系列浓度为 2、4、

12 只, 体重 (200 ± 20) g, 动物许可证号: SCXY (宁)

10、40、200、1 000、2 000 和 4 000 ng·mL−1 的 CPT-11

2009-0001; 健康昆明种小鼠 40 只, 雌雄各半, 体重

溶液, 分别吸取大鼠、小鼠空白全血和小鼠空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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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浆液 (心、肝、脾、肺、肾、脑和结肠) 各 50 μL,

箱保存待测。

再分别加入 CPT-11 系列浓度 50 μL, 按“样品处理”

数据分析及器官靶向性评价

绘制血药浓度

项下操作, 进样 10 μL, 记录色谱图。以对照品与内标

(C)−时间 (t) 曲线, 用 DAS 2.0 药动学程序对 CPT-11

的峰面积之比 (Y) 和浓度 (C) 进行线性回归 (采用加

NPs 和 CPT-11 溶液所得到药物浓度−时间数据进行

权最小二乘法回归, 权重系数为 1/C), 绘制标准曲线。

处理, 计算药动学参数。

用甲醇配制质量浓度为 4、200

采用靶向指数 (drug targeting index, DTI) 计算

和 3 200 ng·mL 的 CPT-11。分别吸取大鼠空白全血

小鼠尾静脉注射 CPT-11NPs 和 CPT-11 溶液后, CPT-11

和小鼠空白组织匀浆液各 50 μL, 再分别加入 CPT-11

在小鼠体内各组织器官的靶向情况, 公式如下:

精密度和准确度
−1

质控浓度 50 μL, 按“样品处理”项下操作, 每天进

DTI =

行 5 样本测定, 作为日内精密度; 连续测定 3 天, 求

给予靶向制剂后 t 时刻某器官的药量
给予非靶向制剂后 t 时刻某器官的药量

得日间精密度。
取大鼠空白全血 50 μL,

提取回收率和基质效应

加适量 CPT-11 对照品溶液配制成质量控制浓度为 2.0、
−1

结果
1

方法学考察

100、1 600 ng·mL 的生物样品, 按“样品处理”项

1.1

下操作, 每个浓度平行 5 样本测定, 得峰面积 A1; 将

大鼠全血、小鼠全血、结肠及肺中内源性物质不干扰

大鼠空白全血按“样品处理”项下操作至氮气吹干

测定 (图 1), 方法的专属性较好。

后, 加入适量 CPT-11 对照品溶液配制成浓度为 2.0、

1.2

−1

方法专属性

定量下限

结果表明在所选用的测定条件下,

结果表明 CPT-11 定量下限的准确

100 和 1 600 ng·mL 的样品, 每个浓度平行 5 样本

度在 86.52%～117.36% 之间, RSD 在 20% 内, 可以满

测定, 涡旋混合后离心, 进样得峰面积 A2; 流动相中

足样品测定。

加入适量 CPT-11 对照品溶液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2.0、

1.3

−1

由表 1 可见, CPT-11 浓度范

标准曲线的制备
−1

100 和 1 600 ng·mL 的标准样品, 每个浓度平行 5 样

围在 1～2 000 ng·mL 时, 大鼠、小鼠全血及小鼠各

本测定, 进样得到峰面积 A3。按上述 3 种方法得到内

组织的线性关系良好, 可以满足生物样品中 CPT-11

标峰面积分别为 B1、B2 和 B3。计算公式为: CPT-11

的测定。

提取回收率 = A1/A2×100%, 基质效应 = A2/A3×100%;
内标提取回收率 = B1/B2×100%, 基质效应 = B2/B3×100%。
稳定性实验
ng·mL

−1

Table 1 Standard curves of irinotecan in whole blood of rats
and different tissues of mice

配制质量浓度为 2、100 和 1 600

Tissue

Equations of standard curve
(1−2 000 ng·mL−1)

r

Whole blood (rats)

y = 0.021 7 x + 0.021 0

0.994 2
0.995 5

的 CPT-11 全血样品, 每个浓度平行配制 5

样本, 分别考察全血样品室温放置 6 h、处理后 4 ℃
放置 6 h, 反复冻融 3 次, 于 −70 ℃环境中放置 2 周后,

Whole blood (mice)

y = 0.019 9 x + 0.015 9

Heart

y = 0.013 6 x + 0.000 9

0.991 9

按“样品处理”项下操作。

Liver

y = 0.011 2 x + 0.001 7

0.997 5

大鼠体内药动学研究

取 12 只大鼠, 随机分为

两组, 每组 6 只, 给药前 12 h 禁食不禁水, 按 7.788
mg·kg−1 剂 量 分 别 于 尾 静 脉 注 射 CPT-11 NP S 和
CPT-11 溶液。于给药后 0.083、0.25、0.5、1、2、3、

Spleen

y = 0.015 x + 0.001 5

0.994 9

Lung

y = 0.012 8 x + 0.009 5

0.995 2

Kidney

y = 0.013 5 x + 6.570 1

0.992 3

Brain

y = 0.062 1 x + 0.016 5

0.993 4

Colon

y = 0.018 8 x + 0.050 0

0.996 3

4、6、8、10 和 24 h 眼内眦取血至肝素化的 EP 管中。
每次取血 0.3 mL, 于 −70 ℃冰箱中保存待测。

1.4

精密度与准确度

大鼠、小鼠全血和小鼠各组

取小鼠 40 只, 随机

织 (心、肝、脾、肺、肾、脑及结肠) 中 CPT-11 质

分为 8 组, 每组 5 只, 给药前 12 h 禁食不禁水, 按

量控制样品的日内精密度及日间精密度均在 14.5%,

小鼠体内组织分布研究
7.788 mg·kg

−1

剂量给药, 4 组尾静脉注射 CPT-11

准确度在 87.86%～110.11% 之间。结果表明, CPT-11

NPs, 另外 4 组尾静脉注射 CPT-11 溶液进行对照, 给

在大鼠、小鼠全血和小鼠各组织中精密度和准确度

药后分别于 0.5、1、3 和 4 h 摘眼球取血 0.5 mL 至肝

良好, 符合方法学的测定要求, 可以进行生物样品中

素化的 EP 管中, 断颈处死后解剖, 摘取心、肝、脾、

CPT-11 的测定。

肺、肾、脑及结肠, 用生理盐水漂洗, 用滤纸吸干水

1.5

分后精密称重, 然后用锡纸包裹后放置于 −20 ℃ 冰

CPT-11 及内标基质效应稳定, RSD 均在 10% 内, 适合

提 取 回收 率 和基 质效 应

LC-MS/MS 法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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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LC-MS/MS chromatograms of irinotecan in whole blood of rats and mice, and different tissues of mice. I: Blank whole
blood of rats and mice, blank colon and blank lung. II: Blank whole blood spiked with irinotecan hydrochloride (CPT-11). III: Whole
blood sample and two tissues of mice obtained 1 h after iv administration of irinotecan hydrochloride nanoparticles (CPT-11 NPs)

样品测定; CPT-11 回收率在 73.7%～117.4% 之间, 结
果表明该提取方法回收率较好, 可用于生物样品中
CPT-11 的提取。
1.6

稳定性实验

Table 2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CPT-11 in rats after
the injection of CPT-11 NPs and CPT-11 solution via the tail vein
(n = 6)
Parameter

CPT-11 的测定浓度与理论浓度的

AUC0−t /μg·h·L−1

RE 在 12%内, 表明大鼠全血样品在室温放置 6 h、处

t1/2 /h

理后 4 ℃放置 6 h、反复冻融 3 次以及于 −70 ℃环境

MRT0−t /h
CL /L·h−1·kg−1

中放置 2 周后, CPT-11 较为稳定, 各种储存条件不影

V /L·kg−1

响样本浓度的准确测定。
2
2.1

Tmax /h

药动学和组织分布研究
药动学考察

Cmax /μg·L−1

CPT-11 solution

CPT-11 NPS

272.57 ± 230.28

401.36 ± 265.57

2.28 ± 1.42

3.95 ± 2.57

1.893 ± 1.16

2.69 ± 1.703

39.06 ± 17.68

29.24 ± 20.85

154.25 ± 145.61

216.56 ± 248.46

0.83 ± 0.00

0.73 ± 0.24

418.00 ± 199.02

516.83 ± 248.75

精密吸取待测大鼠全血 50 μL, 按

“样品处理”项下操作, 计算各时间点的血药浓度,

2.2

用 DAS 2.0 程序进行曲线拟合, 药动学参数见表 2,

以 5 倍量的生理盐水匀浆后, 精密吸取匀浆液 50 μL,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见图 2。

按“样品处理”项下操作, 计算各时间点的药物浓

组织分布研究及靶向性评价

将待测的各组织

度, 比较小鼠尾静脉注射 CPT-11 NPs 和 CPT-11 溶液
后各组织中 CPT-11 的含量。结果表明, 随着给药时
间的延长, CPT-11 NPs 中的 CPT-11 药量在小鼠全
血、肝、肺及结肠中均多于溶液组, 结果见图 3。靶
向指数是比较不同制剂对不同器官趋向性差异的指
标, 小鼠全血、肝、肺及结肠中的 DTI 基本都大于
1, 说明 CPT-11 NPs 经静脉注射后在小鼠全血、肝、
肺及结肠有一定浓集, 结果见表 3。

讨论
Figure 2 Mean whole blood CPT-11 concentration-time curves
in rats after the injection of CPT-11 NPs and CPT-11 solution via
the tail vein (n = 6)

大鼠尾静脉注射 CPT-11 NPs 和 CPT-11 溶液后,
通过比较药动学参数, 纳米粒组的 AUC 值是溶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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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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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T-11 distribution in mice tissues after the injection of CPT-11 NPs and CPT-11 solution via the tail vein (n = 5)

Table 3 Drug targeting index (DTI)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mice
after the injection of CPT-11 NPs and CPT-11 solution via the tail
vein (n = 5)
Tissue

DTI
0.5 h

1h

3h

致[14]。与溶液组相比, 纳米粒组中 CPT-11 在血液中
的药物含量较高, 据报道 PEG-PE 修饰的纳米制剂
可增加药物的循环时间 [15], 使药物有更充足的时间

4h

到达病变部位。如图 3 所示, 纳米粒具有趋向肺内停

Whole blood of mice

1.77

3.02

2.44

5.23

留的特性, 且在肺组织中的药物含量多于溶液组。文

Colon

1.86

1.53

1.39

1.32

献报道 [16], 肺内毛细血管丰富, 最小毛细血管床以

Lung

2.37

1.75

1.45

1.64

机械滤过的方式截留大粒径的纳米粒, 从而被单核

Liver

1.96

2.07

1.44

0.98

白细胞摄取进入肺组织或肺气泡; 也有研究表明 [17],

Spleen

1.73

1.38

0.92

1.28

Kidney

0.99

1.56

0.85

0.71

静脉注射后药物首先回流至心脏, 并进一步泵入

Heart

1.15

1.45

1.54

1.31

Brain

0.89

0.89

0.53

0.74

1.47 倍, t1/2 由 2.28 h 延长到 3.95 h, 且 CPT-11 在 24 h
时药物浓度是溶液组的 2.05 倍, 纳米粒组中 CPT-11
的清除率 (CL) 小于溶液组。结果表明, 纳米粒使
CPT-11 药物在体内的循环时间延长, 起到一定的缓
释作用, 从而延长药物与肿瘤组织的接触时间, 提高
药物疗效。
小鼠尾静脉注射 CPT-11 溶液和 CPT-11 NPs 后,

肺部, 存在着“肺首过效应”, 因此盐酸伊立替康纳
米粒尾静脉注射后更易在肺部蓄积, 其肺部靶向性
与文献报道相吻合 [3] 。纳米粒组中的药物在肝、脾
中明显高于溶液组, 可能是因为纳米粒平均粒径在
(193.5 ± 2.5) nm, 易被富含单核巨噬细胞的肝、脾吞
噬, 导致被动靶向性, 使药物在这些组织的药量明显
增加 [18]; 而肾脏作为主要的排泄器官, 溶液排出较
快, 在 3 h 内溶液组在肾内的浓度高于纳米粒组; 脑
部的药物含量最低, 由于血脑屏障的作用, 亲水性的
药物和 PEG 化的纳米粒不易进入[19]。心脏内两制剂
的变化尚未得出可靠推论, 还需进一步研究。

在 0.5、1、3 和 4 h 后分别采集全血及心、肝、脾、肺、

体内药动学研究表明, 与 CPT-11 溶液相比, 纳

肾、脑和结肠, 测定药物浓度, 分布情况如图 3 所示。

米粒延长了药物在体内的循环时间, 增大了药物的

在结肠中, 伊立替康的富集明显高于其他组织。文献

AUC,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药物生物利用度。组织分

报道 [13] , 伊立替康在临床上用于结直肠癌的一线治

布结果表明, 纳米粒能够提高药物在结肠、肝、肺及

疗, 本文将其制备成纳米粒, 可以提高 CPT-11 在结肠

血液中的浓集, 为进一步研究 CPT-11 的靶向效果提

组织中的浓度, 更好地发挥靶向作用, 与文献报道一

供了参考。

杨付英等: 盐酸伊立替康纳米粒的药动学和组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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