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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水解液眼用温敏原位凝胶的制备及性质研究
宋立娜, 李鹤然, 王宏宇, 李

贞, 赵文畅, 卢方正, 李三鸣*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16)
摘要: 珍珠明目滴眼液在眼部作用时间短, 影响疗效。本文试图将其制成眼用温度敏感型原位凝胶, 期待延
长药物在眼部滞留时间。以泊洛沙姆 407 和泊洛沙姆 188 为凝胶基质, 卡波姆 934 为生物黏附性材料; 以星点设
计−效应面法筛选最优处方, 并对最优处方进行流变学性质、体外溶蚀及释药机制、离体角膜透过性及滞留时间
进行评价。结果表明, 在 25 ℃时制剂为牛顿流体, 35 ℃时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凝胶, 凝胶具有假塑性流体的特征,
胶凝时间为 13 s; 凝胶溶蚀及药物释放均符合零级动力学方程; 角膜表观透过系数为 5.58 cm·s−1; 滞留时间是市
售滴眼液的 7 倍。所得珍珠明目眼用原位凝胶性质良好, 可达到延长药物作用时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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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for
ophthalmic formulation containing pearl hydrolyzate
SONG Li-na, LI He-ran, WANG Hong-yu, LI Zhen, ZHAO Wen-chang, LU Fang-zheng, LI San-ming*
(Shool of Pharmacy,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

Abstract: The study was designed to generate an ophthalmic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with improved
mechanical and mucoadhesive properties that may prolong the retention time to enhance the bioavalability of
pearl hydrolyzate. The gene was comprised of poloxamer 407, poloxamer188 and Carbopol 934, which were
optimized by central composite design and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transcorneal permeability, retention time and in vitro release behaviors of the optimal gel formulation were
investigated.

The gel was Newtonian liquid at 25 ℃ and performed as a semisolid gel with non-Newtonian

liquid property with a gelation time of 13 s at 35 ℃.

Compared with a conventional eye drops, the ophthalmic

in situ gel exhibited a sevenfold increase in retention with a sustained release behavior, which was observed with
suitable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at 5.58 cm·s−1. In conclusion, the new gel of pearl hydrolyzate prolonged
the release duration of drug, which may decrease the frequency of administration of pearl hydrolyzate.
Key words: pearl hydrolyzate; poloxamer;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rheology; transcorneal permeability;
retention time

珍珠明目液作为临床上最常用的眼科用药之一,

型是滴眼液, 由于眼睛存在特殊的保护机制, 如眨眼

具有清肝、明目和止痛等功效。可用于早期老年性白

反射、泪液分泌和鼻泪管排出等, 使滴眼液只有极少

[1]

内障、慢性结膜炎和视疲劳等 。目前上市的给药剂

量的药物发挥药效[2]。
温度敏感型原位凝胶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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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用高分子材料对环境温度的响应, 在给药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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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优点: 室温下为流体, 黏度较低, 分剂量准

发生相转变, 从溶液态转变为凝胶 [3], 用于眼部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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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与黏膜组织亲和力强, 在用药部位滞留时间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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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8 (x1)、Carbopol 934 (x2) 的百分含量及系统的 pH

患者对制剂的顺应性好 。泊洛沙姆 (poloxamer) 因

(x3)。以黏度 (y1)、模拟泪液 (simulated tear fluid, STF)

其无色、透明、安全性以及胶凝特性, 现已广泛用作

混合前的相转变温度 T1 (y2) 及混合后的相转变温度

[5]

眼用温敏型高分子凝胶材料 。但由于其相转变温度

T2 (y3) 为评价指标。采用 Design-Expert 8.0.6 统计

完全依赖浓度, 单独使用时浓度较大易引起眼部刺

软件设计试验并优化处方, 对试验结果进行二次多

激。为了降低泊洛沙姆浓度, 提高流变行为和胶凝特

项式方程拟合, 即得评价指标与自变量之间的函数

性, 本文以一定比例的泊洛沙姆同系物为凝胶基质,

关系。

加入少量生物黏附性聚合物卡波姆 934 (Carbopol
[6]

处方优化与预测

根据效应面图和二次多项式

934), 采用星点设计−效应面法 优化处方, 对最优

回归方程求得各指标最优时的各因素量, 即得最优

处方进行流变学性质评价, 同时考察凝胶的溶蚀和

处方。将最优处方代入二次多项式拟合模型求得各指

释药行为、离体角膜透过性及滞留时间。

标的预测值, 再根据此处方制备温敏凝胶, 测定黏度
和泪液混合前后的相转变温度, 计算理论值与测定

材料与方法
仪器

值的相对偏差 (RE)。

DF-101S 型集热式恒温加热磁力搅拌器

比较贮存条件 (25 ℃) 和模拟生理

流体流型

(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PHS-3D 酸度计 (上

环境下 (35.5 ℃, 原位凝胶与 STF 按体积比 40∶7 混

海雷磁仪器厂); SHA-C (数显) 水浴恒温振荡器 (常

合) 的黏流性质。采用剪切速率模式, 剪切速率 (γ)

州国华电气有限公司); UV-9100 紫外分光光度计 (北

范围 0.1～120 s−1, 应变幅度为 0.1%, 测定 γ 与切变

京瑞利分析仪器公司); 卧式透皮仪 (沈阳天美达科

应力 (τ)、黏度 (η) 的关系。

学仪器仪器有限公司); AR2000ex 流变仪 (美国 TA

剪切应力扫描

选用 40 mm 平行板转子, 温度

35.5 ℃、频率 (frequency) 1 Hz、应力 0.1～400 Pa, 将

公司)。
泊 洛 沙 姆 407 (poloxamer 407,

原位凝胶与 STF 按体积比为 40∶7 混合, 取混合后的

P407), 泊洛沙姆 188 (poloxamer 188, P188) ( 德国

样品适量加至测试盘, 在动态振荡模式下测定样品

BASF 公司); 卡波姆 934 (美国 BFGoodrich 公司);

的弹性模量 G′ (storage modulus)、黏性模量 G″ (loss

珍珠明目滴眼液 (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 每瓶装

modulus) 及相角 (δ) 随应力的变化。

药品与试剂

15 mL); 珍珠水解液 (pearl hydrolyzate, 湖州珍露药

选 用 40 mm 平 行 板 转 子 , 温 度

频率扫描

业有限公司, 批号 140801); 冰片 (株洲松本药业有限

35.5 ℃、应力 10 Pa、频率 0.1～10 Hz, 取 STF 混合

公司, 批号 130909); 羟苯乙酯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

后的样品适量加至测试盘, 在动态振荡模式下测定

有限公司, 批号 103620130901); 罗丹明 B (天津博迪

样品的 G′、G″随频率的变化。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生物染色剂); 去离子水 (实验

选用 40 mm 平行板转子, 应力

10 Pa, 振荡频率 1 Hz, 升温范围: 15～45 ℃, 升温速

室自制)。
实验动物

相转变温度

日本大耳白兔, 体重 2.5～3.0 kg, 沈

率 1 ℃·min−1。分别取 STF 混合前、后的样品适量加

阳药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许可证号 SKXK (辽)

至测试盘, 在动态振荡模式下测定样品 G′、G″随温

2014-0002。

度 (T ) 的变化。

温敏凝胶的制备

采用冷溶法制备泊洛沙姆凝

[7]

胶凝时间

选用 40 mm 平行板转子, 应力 10 Pa、

胶 。于 4 ℃水浴搅拌下, 将 P407、P188 缓慢加入到

应变幅度 0.1%, 频率 1 Hz、取 STF 混合后的样品适

溶有 Carbopol 934 的去离子水中至溶解, 体系于 4 ℃

量加至测试盘, 将测试盘温度从 20 ℃ 迅速升高到

−1

冰箱放置 24 h 充分溶胀, 消泡后, 用 0.1 mol·L NaOH

35.5 ℃, 温度达到 35.5 ℃时立即开始测定, 并且恒温

溶液调节 pH, 得空白温敏凝胶。制备含药凝胶时, 先

2 min。在动态振荡模式下测定样品的 G′、G″随时间

将珍珠水解液 1% (v/v)、冰片 0.1% (w/v) 及羟苯乙酯

(t) 的变化。

0.05% (w/v) 等成分溶解于去离子水中, 再按上述方

体外溶蚀及释药机制

采用无膜溶出模型

(membrane-less models) 模拟眼部泪液不断浸润和眼

法制备。
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化处方

睑持续剪切环境下凝胶的溶蚀和药物释放行为[8]。取

试验与拟合

采用星点设计法, 选择对评价指

STF 混合前、后的珍珠明目眼用原位凝胶各 1 mL 加

标影响较大的 3 个因素作为考察因素, 即凝胶基质

入已称重的离心管中, 记录初始重量, 置于 35 ℃恒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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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振荡器中平衡 10 min。应沿壁小心加入 35 ℃的

即补加相同体积恒温水。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STF 2 mL 作为释放介质, 避免将凝胶表面破坏。恒

检测波长为 550 nm, 测定各时间点溶液中罗丹明 B

温振荡 (100 r·min−1) 并于 20、40、60、80 和 100 min

的吸光度值, 计算累积滞留率达到 70% 和 90% 时的

取出全部释放介质, 并迅速称量离心管重量, 如此反

时间。

复操作, 直至剩余凝胶重量不足 20%。相邻时间点的
重量差为此时间段的凝胶溶蚀量, 以凝胶累积溶蚀

结果与讨论

量 (Qc) 对时间作图, 得到凝胶经时溶蚀曲线, 以茚

1

三酮显色法将药物中总氨基酸衍生化, 使用紫外可

1.1

见分光光度计, 检测波长为 570 nm, 测定氨基酸衍

供试品溶液和市售滴眼液各 4 mL, 超级恒温水浴控

拟合, 即得评价指标与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y1 = 0.44 − 0.063x1 + 0.098x2 − 0.044x1x2 − 0.035x12
(R² = 0.840 3, P < 0.000 1)
y2 = 28.12 + 2.55x1 + 0.35x2 + 0.38x3 + 0.18x2x3 +
0.39x12 + 0.32x22 + 0.46x32
(R² = 0.995 6, P < 0.000 1)
y3 = 40.49 + 3.02x1 + 1.02x2 + 0.91x3 − 0.89x1x2 −
0.52x1x3 + 0.89x2x3 − 0.85x12
(R² = 0.986 3, P < 0.000 1)
1.2 处 方 优 化 与 预 测 综 合 评 价 后 最 佳 处 方 为 :

制温度在 35 ℃, 分别于 20、40、60、80、100、120、

P407 23% (w/v)、P188 1%、Carbopol 934 0.03% 和

150、180 和 210 min 从接受池中取出接受介质 3 mL,

pH 6.25。各评价指标的理论值与测定值的偏差见表

随后立即补充同体积同温度的新鲜 GBR 溶液。以茚

1。结果表明, 理论值与测定值偏差较小, 说明本试验

三酮显色法将药物中总氨基酸衍生化, 使用紫外可

得到的拟合方程可以较好地描述因素与指标的关系,

见分光光度计, 检测波长为 570 nm, 测定氨基酸衍

可用于预测和优化珍珠明目眼用温度敏感型原位凝

生物的吸光度值。单位面积药物累积透过量 (Qn) 计

胶的处方。

生物的吸光度。以药物累积释放量 (Qr) 对时间作图,
得到药物经时释放曲线。将 STF 混合前与混合后的
凝胶各时间点凝胶溶蚀百分率对药物释放百分率作
图, 得线性回归方程。
离体角膜透过性

将日本大耳白兔新鲜离体角

膜小心固定在卧式透皮仪上, 分别在接受池中加入
新鲜配制的人工房水液 4 mL, 在供给池中分别加入

星点设计-效应面法优化处方
试验与拟合

对试验结果进行二次多项式方程

算公式如 (1), 以 Qn 对时间作图, 得到药物经时透过
曲线。并考察市售制剂与自制凝胶的表观渗透系数
(Papp)[9], 计算公式如 (2); 稳态流量 (Jss)、时滞 (lagtime, tlag) 等系数的差异。

Q = V0 [Cn +

V
å Ci ] = V0C0 + V å Ci
V0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observed and predicted values of
the response variables of the thermosensitive in situ gel prepared
under the optimum formulation. y1: Viscosity; y2: Sol-gel transition temperature; y3: Sol-gel transition temperature of in situ gel
diluted with simulated tear fluid (STF); RE: Relative deviation
Response variable

Predicted value

Observed value

y1 /Pa·S

0.33

0.35

6.06

y2 /℃

26.02

27.20

4.53

y3 /℃

35.00

35.00

0

其中, Cn 为 t 时刻药物的测定浓度, Ci 为 t 时刻前
的测定浓度, V0 为接受池中液体体积, V 为取样体积。

Papp =

DQ
Dt × C0 × A × 60

RE/%

(2)
2
−1

其中, Papp 为表观渗透系数 (cm·s ); C0 为供给池

2.1

流变学
流体流型

γ 与 τ、η 的关系见图 1a, b。在 25 ℃

初始药物质量浓度; A 为有效透过面积; ΔQ/Δt 由累积

时, 该样品的 τ 随 γ 增加而发生先迅速升高后趋于平

透过量−时间曲线稳态部分的斜率求得。

缓, 其 η 随 γ 增大基本保持不变, 属于牛顿流体。在

滞留时间

以鸡蛋壳膜模拟眼角膜, 以洗脱法

测定物质黏膜滞留时间

[10]

。具体方法为: 将新鲜剥离

的蛋壳膜小心铺展于椭圆形容器表面上, 置于 37 ℃

35.5 ℃时, 该样品的 τ 不再随 γ 增加而发生线性改变,
其 η 随 γ 增大而减小, 具有剪切变稀的性能, 属于假
塑性流体[11]。

水浴杯中, 蛋壳膜应浸在水浴中, 只暴露顶端部分

凝胶体系的这种流变学特性不仅有利于延长凝

(模拟眼部环境)。取水、市售滴眼液、自制凝胶 (均

胶在眼部接触时间, 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 还可以减

−1

含有 10 mg·mL 罗丹明 B) 40 μL 滴于蛋壳膜表面中
−1

轻患者的异物感, 提高患者的顺应性、舒适性。

心处, 35 ℃泪液冲洗速度为 40 μL·min 。直至蛋壳膜

2.2

表面颜色褪尽, 于各时间点取出水浴杯中溶液, 并立

果如图 2 可知, 应力小于 125 Pa 时, G′ > G″, δ < 45°,

剪切应力扫描

样品 G′、G″及 δ 随 τ 变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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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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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ar stress (a) and viscosity (b) profiles of the optimized formulation at room temperature (25 ℃) without dilution by STF

and at pre-corneal temperature (35.5 ℃) with dilution by STF

胶内部结构被破坏, 即表现为液态[14]。说明凝胶最大
可耐受应力为 130 Pa, 凝胶强度适宜。
2.3

频率扫描

样品 G′、G″随频率的变化结果见图

3, 在振动频率为 0.1～10 Hz 内, G′明显高于 G″且二
者均保持恒定, δ 维持在较低水平, 表现出同时具备
黏性和弹性的介于液体和固体间的半固体凝胶的流
变学性质。
2.4

相转变温度

样品 G′、G″随温度的变化结果见

图 4, 随着温度的升高, 凝胶存在 3 种状态, 分别为
Figure 2 Storage modulus (G′), loss modulus (G″) and dental
degree (δ) versus shrear stress of in situ gel at pre-corneal
temperature (35.5 ℃) with dilution by STF

G′ < G″, 黏性液体性质占主导, 体系为液态; G′ = G″,
由液体开始转变为半固体凝胶状态; G′ > G″, 体系完
成由液体到半固体凝胶状态的转变, 进入平台期, 弹

表现出稳定的凝胶性质; 应力大于 125 Pa, G′ > G″,
δ > 45°, 样品有黏度稀化的特点, 但仍以 G′ 为主, 属
于凝胶向溶胶转变的过程; 而应力超过 130 Pa 时,
G′ < G″, δ 为 90°, 表现为液体特征。
弹性模量是固体材料的重要特性, 弹性模量越
大, 凝胶强度越大, 适当的强度可以保证在体内的成
型性[12]。弹性模量与黏性模量的变化, 是泊洛沙姆内
部结构发生变化所致, 当温度升高至相转变温度时,
亲水性聚氧乙烯嵌段和疏水性聚丙乙烯嵌段相互作
用形成球状胶束, 胶束间紧密堆砌和缠结 [13] , 固态
特征显著; 当剪切应力增加至最大可耐受应力时, 凝

Figure 4

Figure 3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in situ gel diluted with STF
as a function of frequency at 35.5 ℃

The sol-gel transition temperature of in situ gel formulation with (a) or without (b) diluted with ST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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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固体性质占主导。通常将固定频率下 G′ 和 G″与温

放是水分子由凝胶表面逐渐进入内部使其溶解的过

。

程[17]。小分子药物包裹于紧密的凝胶内部, 限制药物

结果可见, 最优处方的相转变温度为 27.2 ℃, 高于室

的释放; 经过泪液混合后, 胶束未紧密堆积, 结构相

温; 泪液混合后的相转变温度为 35 ℃ , 相转变温度

对疏松, 水分子更容易进入, 使凝胶表面缠结和堆积

适宜, 可作为眼用原位凝胶制剂的基质。

的胶束扩散进入释放介质的速度加快, 即凝胶的溶

2.5

蚀速率增加, 药物释放加快。

度曲线中二者的交点确定为相转变温度 (Tsol-gel)

胶凝时间

[15]

样品 G′、G″随时间的变化结果见

图 5, 在 35.5 ℃条件下, 经过泪液混合的样品可以在

4

离体角膜透过性

13 s 内发生胶凝, 胶凝时间适宜。胶凝时间是原位凝

药物经时透过曲线如图 7 可见, 药物累积透过量

胶制剂的重要参数, 适宜的胶凝时间既可保证凝胶

与时间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显示零级动力学释药

顺利地铺展, 又可较快胶凝, 防止其被泪液冲刷, 延

特征, 市售滴眼液的累积透过量略高于凝胶组。

长眼部滞留时间

[16]

。

Figure 5 Gelation time of in situ gel at pre-corneal temperature
(35.5 ℃) with dilution by STF

Figure 7 The permeation of gel through the isolated cornea in
contrast with commercial reference

表观渗透系数及稳态流量等系数见表 2。与市售
3

体外溶蚀及释药机制

滴眼液相比, 眼用凝胶的角膜透过性较低, 这可能与

凝胶经时溶蚀曲线如图 6a, 药物经时释放曲线

药物被包埋于载体中, 瞬时浓度没有市售滴眼液高

如图 6b。由图可见, STF 混合后凝胶溶蚀和药物释放

有关。滴眼液中药物释放快, 但每次滴眼一般只能作

较混合前加快, 累积溶蚀量和累积释放量与时间均

用 1～2 min 既被消除; 凝胶在眼部释放较慢, 但滞留

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 显示零级动力学特征。将 STF
混合前与混合后的凝胶各时间点凝胶溶蚀百分率对
药物释放百分率作图, 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线性回
归方程, 其斜率分别为 0.960 5、1.055, 均约等于 1,
表明药物的释放由凝胶溶蚀控制。
泊洛沙姆温度敏感原位凝胶的溶蚀及药物释

Figure 6

Table 2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for in vitro transcorneal
transit of in situ gel and commercial reference
Group

Papp/(×106, cm·s−1)

Jss/(×104, μg·s−1·cm−2)

Tlag/min

Reference

6.43 ± 0.464

5.14 ± 0.371

7.54

Gel

5.58 ± 0.491

4.46 ± 0.392

7.38

The corrosion (a) and drug release (b) profiles of gel at pre-corneal temperature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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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 药物在角膜滞留时间越长, 透过角膜进入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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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释放。

房水中的药物浓度越高, 治疗效果越好, 从另一方面
也说明延长眼部滞留时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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