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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MS/MS 法测定家兔血浆中二氟可龙的浓度
杨华娇 1,2, 武丽南 2, 刘延平 2, 谷
(1. 烟台大学, 山东 烟台 246000;

元 2, 魏广力 2, 刘万卉 1, 司端运 2*

2. 天津药物研究院释药技术与药代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天津 300193)

摘要: 本文建立了一种灵敏、高效的 LC-MS/MS 分析方法测定家兔血浆中二氟可龙的浓度, 并应用于戊酸二氟
可龙乳膏经皮给药后家兔体内活性代谢物二氟可龙的血浆药动学研究。以乙氧苯柳胺为内标, 血浆样品经过乙酸
乙酯提取后, 通过 Zorbax Eclipse XDB-C18 (50 mm×4.6 mm, 5 μm) 色谱柱分离, 以 50% 乙腈-甲醇溶液和 5 mmol·L-1
甲酸铵-0.1% 甲酸-5% 甲醇水溶液作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 在电喷雾离子化源 (ESI) 正离子检测条件下, 采用多
反应离子监测模式 (MRM) 进行定量分析, 检测的离子对分别为 [M+H]+ m/z 395.2→m/z 355.2 (二氟可龙), [M+H]+
m/z 258.1→m/z 120.9 (内标)。二氟可龙在 0.01～10 ng · mL-1 内线性良好, 低、
中、
高浓度质控样品的准确度平均值在
92.7%～97.0% 之间, 批内、批间精密度分别为 4.33%～7.40% 和 2.27%～7.63% 之间。采用该分析方法测定戊酸二
氟可龙乳膏经皮给药 0.01 g · cm-2 后兔血浆中活性代谢物二氟可龙的浓度, 计算得出的主要药代学参数 tmax 、Cmax 、
AUC0-72 h 、t1/2 分别为 (6.33±1.21) h、(0.168±0.080 0) ng · mL-1 、(3.15±0.834) h · ng · mL-1 、(32.0±17.4) h。本研究中动物实
验方案已获得天津药物研究院新药评价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管理与使用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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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tion of diflucortolone in rabbit plasma by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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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ensitive and efficient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 / MS) method
was developed and validated for quantitative determination of diflucortolone in rabbit plasma after dermal adminis‐
tration of diflucortolone valerate cream to rabbits. After extraction with ethyl acetate, the chromatographic separa‐
tion was performed on Zorbax Eclipse XDB-C18 (50 mm×4.6 mm, 5 μm) with a gradient mobile phase consisting
of 50% acetonitrile-50% methanol and 0.1% formic acid-5% methanol-5 mmol · L−1 ammonium formate at a flow
rate of 0.35 mL · min-1.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using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 at
specific ion transitions of m/z [M+H] + 395.2→m/z 355.2 for diflucortolone and m/z [M+H] + 258.1→m/z 120.9 for
ethoxyphenylethylamine (internal standard) in positive ion mode with electrospray ionization (ESI) source. This
validated LC-MS/MS method had a linearity over the concentration range of 0.01-10 ng · mL-1 with the lowe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LLOQ) at 0.01 ng · mL-1. At level of LLOQ, the inter and intra-assay precision (RSD) were no
greater than 9.82% and 11.0%, respectively. The main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the diflucortolone including
tmax, Cmax, AUC0-72 h, and t1/2 were as follows: (6.33±1.21) h, (0.168±0.080 0) ng · mL-1, (3.15±0.834) h · ng · 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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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4) h. The method was validated in the pharmacokinetic study of diflucortolone in rabbit following
dermal administration of diflucortolone valerate cream at dose of 0.01 g · cm-2. In this study, the program of animal
testing had been approved by Committee on the management and usage of experimental animal in the Evaluation
Company of Innovative Drug, Tianjin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Key words: diflucortolone; LC-MS/MS; percutaneous administration; corticosteroids; pharmacokinetics

糖皮质激素 (glucocorticoids) 是由肾上腺皮质中

可龙的血浆动力学研究, 为制剂研发和皮肤外用制剂

束状带分泌的一类甾体激素, 能够调节糖、
脂肪和蛋白

的体内过程一致性评价提供一定的非临床药代动力学

质的生物合成与代谢, 具有抑制免疫应答、
抗炎、
抗毒、

数据支持。

抗休克等作用, 临床应用十分广泛

[1,2]

。目前对于外用

糖皮质激素药物的生物等效性评价主要是对研发制剂
和原研制剂的血管收缩作用为药效指标的 ED50 数值

材料与方法
药品与试剂

二氟可龙对照品 (含量 98.7%, 来源

进行比较的等效性研究[3-5], 缺乏以药物吸收、消除及

为天津药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戊酸二氟可龙乳膏 (含

系统暴露量等药代动力学指标研究替代终药效学指标

量 30 g/0.1%, Jenapharm GmbH&Co.KG); 乙氧苯柳胺

的评价方法。由于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质谱响应

对照品 (含量 100%, 中国药品食品检定研究院), 甲醇、

高[6-10], 采用 LC/MS/MS 方法可以测定乳膏涂敷给药后

乙腈 (色谱纯, 美国 Fisher, 含量不少于 99.9%); 甲酸铵

血浆药物浓度, 计算研究系统暴露动力学的特征, 用于

(分析纯, 天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 含量不少于

评价乳膏皮肤给药制剂用药后的药代动力学和皮肤仿

99.0%); 甲酸 (色谱纯, 天津市光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药制剂的体内过程一致性。

含量不少于 98.0%); 乙酸乙酯 (色谱纯, 天津市康科德

戊酸二氟可龙 (图 1) 乳膏是一种糖皮质激素类的
皮肤外用制剂, 具有抗炎 、抗增生 、免疫抑制和血管
收缩等药理作用, 是目前皮肤科领域中最常用的药物
之一[11-16]。最先在德国上市, 随后引入亚洲[17]。有文
献报道[18], 戊酸二氟可龙在全血、血浆、尿和粪等生物
基质中均不稳定, 易水解生成活性代谢物二氟可龙。
Teng 等[18,19] 研究表明: 血液中羧酸酯酶对戊酸酯类化
合物水解作用最强, 该药物在血液中降解速率快, 人
静 脉 注 射 给 药 (1 mg) 5 min 后 未 检 测 到 原 型 药 物 ,
其活性代谢物二氟可龙的血浆浓度水平也仅为 6～
8 ng · mL-1。药物经皮给药后吸收进入血液的浓度远
低于静脉注射给药, 故该给药途径下仅对其活性代谢
物二氟可龙进行定量分析, 且灵敏度要求非常高。二

科技有限公司, 含量不少于 99.8%); 超纯水 (电阻率>
18.2 MΩ∙cm, BM-40 型纯水制备系统)
实验动物

健康日本大耳白兔 6 只, 雌雄各半, 体

重/日龄为 2.0～2.5 kg/90～120 天, 由北京隆安实验动
物养殖中心提供, 生产许可证号为 SCXK (京) 20140003。在温度 (22±1) ℃、相对湿度 (60±5)%、光照/黑
暗 12 h/12 h 条件下饲养,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编号:
SYXK (津) 2016-0009。本研究中动物实验方案已获
得天津药物研究院新药评价有限公司实验动物管理与
使用委员会的批准。
仪器

Sciex TRIPLE QUADTM 5500 型 三 重 四 极

杆串联质谱仪 (美国 AB Sciex 公司), 配有电喷雾离子

氟可龙的定量分析方法及戊酸二氟可龙乳膏局部给药

化源 (ESI), Analyst 1.5.2 工作站; Prominence 30A 液相

后的药代动力学研究均未见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

色谱仪 (日本 Shimadzu 公司) 并配有 LC-30AD 二元梯
度 泵 , CTO-20A 柱 温 箱 , SIL-20AC 自 动 进 样 器 和
DGU-20A3 脱 气 机 ; XS105 型 电 子 天 平 (METTER
TOLEDO 公 司); JA2003 型 电 子 天 平 (上 海 天 平 仪 器
厂); 3K15 型 高 速 冷 冻 型 离 心 机 ( 德 国 Sigma 公 司);
17R 台式高速冷冻型离心机 (美国 Thermo Scientific 公
司); Turbo Vap LV 型样品浓缩仪 (美国 Caliper 公司);

Figure 1

The chemical structure of diflucortolone valerate

TARGINTM VX-II 型和 MINI-A 型漩涡混合器 (北京
踏锦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建立了一种高效、高灵敏度的 LC-MS/MS 分

储备液及工作液配制

精密称取二氟可龙对照

析方法测定家兔血浆中二氟可龙的浓度, 并应用于戊

品, 以甲醇溶解稀释配制得 1 mg · mL-1 二氟可龙对照/

酸二氟可龙乳膏经皮给药后家兔体内活性代谢物二氟

质控储备液 I; 精密量取对照/质控储备液 I 0.1 mL,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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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9.9 mL 甲醇混匀, 配制成 10 μg · mL-1 对照/质控储备

内标物的峰面积比值 (y) 为纵坐标, 用加权最小二乘

液 II; 用甲醇分别对二氟可龙对照/质控储备液 II 进行

法 (权重为 1/x2) 进行回归运算, 求得的直线回归方程

梯度稀释, 配制得 0.2、0.4、1、5、20、100、200 ng · mL 的

即为血浆校正曲线。用同样的方法配制定量下限

系 列 对 照 工 作 液 和 0.5、10、160 ng · mL 的 质 控 工

(lower limit of quantitation, LLOQ, 0.2 ng·mL-1) 血浆样

作液。

品, 浓度为 0.01 ng · mL-1, 按照“血浆样品处理方法”处

-1

-1

精密称取乙氧苯柳胺对照品, 以甲醇溶解稀释配
制成 1 mg · mL 内标储备液 I; 精密量取内标储备液 I
-1

0.02 mL, 加入甲醇 9.98 mL 混匀配制得 2 μg ·mL-1 内标

理后进行 LC-MS/MS 分析, 考察 3 个分析批, 每批 6 样
本, 同时考察残留情况。
准确度和精密度

用兔空白血浆 760 μL 和二氟

储备液 II; 精密量取内标储备液 II 0.15 mL, 以甲醇稀

可龙质控工作液溶液 (0.5、10、160 ng · mL-1) 40 μL 配

释定容至 200 mL, 配成 1.5 ng · mL-1 内标工作液。所有

制血浆样品浓度为 0.025、0.5、8 ng · mL-1, 按照“血浆样

的储备液及工作液置于 4 ℃冰箱保存。

品处理方法”, 进行 LC-MS/MS 分析。用当天分析批的

液相色谱方法

色 谱 柱 : Zorbax Eclipse XDB-

C18 (50 mm×4.6 mm, 5 μm); 流动相 A: 50% 乙腈-甲醇
溶液; 流动相 B: 0.1% 甲酸-5% 甲醇-5 mmol · L-1 甲酸
铵水溶液; 流速: 0.35 mL · min ; 柱温: 40 ℃; 梯度洗脱
-1

标准曲线, 计算质控样品的浓度, 进行准确度和精密度
考察。每个浓度 6 样本, 考察 3 个分析批,
基质效应

兔空白血浆 6 批, 分别考察低、高两个

质控浓度水平上的基质效应。

方 案 : 0～0.5 min, 50% B; 0.5～3.0 min, 50%→2% B;

样品 A: 分别取浓度为 0.05、16 ng · mL-1 的二氟可

3.0～7.5 min, 2% B; 7.5～7.6 min, 2%→50% B; 7.6～

龙水溶液 50 µL, 内标溶液 500 µL, 40 ℃水浴氮气吹

10.0 min, 50% B。进样量: 10 μL。

干, 加入复溶液 (甲醇-甲酸-水 80∶15∶5) 1 250 µL 复

质谱方法

电喷雾离子化源 (ESI), 正离子检测,

多反应监测 (MRM), 喷雾电压: 4 500 V, 源温: 600 ℃,

溶 , 涡 旋 1 min, 进 样 10 µL。 测 得 二 氟 可 龙 和 IS 峰
面积。

喷雾气: 80 psi, 加热气: 60 psi, 碰撞气: 8 V, 碰撞出口

样品 B: 取生物样品 100 µL, 加入甲醇 50 µL, 涡旋

电压: 30 V, 二氟可龙选择 m/z 395.2→355.2 进行扫描,

1 min 后于 4 ℃ 、12 000 r · min-1 离心 5 min, 取上清液

质谱入口电压: 4 V, 去簇电压: 140 V, 碰撞能: 13 eV, 乙

800 µL 于 40 ℃水浴 N2 吹干。残留物用 100 µL 样品 A

氧苯柳胺 (内标) 选择 m/z 258.1→120.9 (图 2), 入口电

复溶, 全部取出置于内插管中, 4 ℃、12 000 r · min-1 离

压: 8 V, 去簇电压: 45 V, 碰撞能: 30 eV。

心 10 min, 进样 10 µL。测得二氟可龙和 IS 峰面积。

向 100 μL 含药血浆中加入

样品 B 测得的峰面积与相应浓度的样品 A 测得的

内标甲醇工作液 50 μL 和乙酸乙酯 1 mL, 涡旋 1 min,

峰面积比值, 即待测物和内标的基质因子; 进一步通过

4 ℃ 、12 000 r · min 离 心 5 min, 取 上 层 溶 液 800 μL,

计算待测物的基质因子与内标的基质因子之比, 获得

40 ℃水浴氮气吹干, 加入 100 µL 复溶溶液 (甲醇-甲

内标归一化的基质效应因子。

血浆样品处理方法
-1

酸 -水 , 80∶15∶5), 涡 旋 1 min, 全 部 取 出 置 于 内 插 管

稳定性按质控样品方法配制低、高浓度的血浆或

中 , 4 ℃、12 000 r · min-1 离心 10 min。进样 10 µL 进行

全血样品 (放置后离心得血浆), 放置后按照“血浆样品

LC-MS/MS 定量分析。

处理方法”处理, 进行 LC-MS/MS 分析, 考察兔血浆室
温放置、冻融 3 次及全血室温放置的稳定性, 应用新鲜

方法学验证
选择性/专属性

分别取 6 个不同来源的兔空白血

浆 100 μL, 不加内标和待测物 (用相同体积的甲醇代

制备的随行校正曲线计算稳定性样品的实测浓度。
血浆药动学研究

健康大耳白兔 6 只, 雌雄各半,

替), 按照“血浆样品处理方法”处理, 进行 LC-MS/MS

称 取 戊 酸 二 氟 可 龙 乳 膏 1 g, 皮 肤 涂 抹 , 给 药 面 积 为

分析。

10 cm×10 cm, 给药保留 6 h 后, 用温水清洗并以酒精
用 380 μL 空 白 兔 血 浆 和

棉球擦净皮肤后放回兔笼中。分别在给药前及给药后

20 μL 二氟可龙系列对照溶液 (0.2、0.4、1、5、20、100 和

1、2、4、6、7、9、12、15、24、48 和 72 h 耳缘静脉采血约

200 ng · mL ) 配 制 校 正 标 样 质 量 浓 度 为 0.01、0.02、

0.5 mL, 肝素抗凝, 离心取血浆, -20 ℃保存至 LC-MS/

0.05、0.25、1、5 和 10 ng · mL , 按照“血浆样品处理方

MS 分析。

线 性 、灵 敏 度 和 残 留
-1

-1

法”处理样品, 并进行 LC-MS/MS 分析, 每个分析批两

数据处理

将给药后的血浆样品按照“血浆样品

条曲线, 3 个分析批。应用 Analyst 1.5.2 数据处理软

处理方法”进行处理后进行 LC-MS/MS 分析, 以随行校

件, 对待测物二氟可龙和内标物乙氧苯柳胺进行积分,

正曲线计算血浆药物浓度, 采用 WinNonlin7.0 软件以

得出峰面积。以待测物浓度 (x) 为横坐标, 待测物与

非房室模型统计矩法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其中 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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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 Best Fit 法 计 算 , Cmax 、tmax 采 用 实 测 值 , AUC0-t、

待测物响应均值的 20% 及内标响应均值的 5%, 表明兔

AUC0-∞采用梯形法计算。

血浆中的内源性物质不干扰分析物和内标的定量分
析, 该方法具有良好的专属性。

结果
1

2.2

质谱分析

线 性 、灵 敏 度 和 残 留

二 氟 可 龙 浓 度 在 0.01～

10 ng · mL-1 内线性良好, 典型校正曲线回归方程为 y =

待测物二氟可龙及内标乙氧苯柳胺在 ESI 源正

0.571 x + 0.000 378, r = 0.995 6; 残留考察情况: 空白兔

离子条件下信号强度优于负离子条件。一级全扫描模

血浆中干扰组分的响应低于该批曲线 std1 内标响应的

式下, 待测物二氟可龙及内标主要生成准分子离子

1/20, 待测物响应的 1/5, 表明残留不影响兔血浆样品

[M+H] m/z 395.2、258.1, 对相应的准分子离子进行

中二氟可龙浓度的定量分析; 定量下限分析结果如表

CID 二级质谱全扫描, (如图 2 所示) 待测物二氟可龙及

1 所 示 , 日 内 、日 间 精 密 度 分 别 为 11.0% 和 6.41%～

内标生成的主要产物离子为 m/z 355.2、120.9, 进一步

9.82%, 表明该方法的灵敏度可以达到 0.01 ng·mL-1。

+

优化相应的质谱参数及碰撞能后, 分别选取 m/z 355.2、
m/z 120.9 作为定量分析时检测的产物离子。

Table 1

The results of accuracy and precision by the proposed

method.
Concentration/ng·mL-1

Precision (RSD, %)

Spiked

Measured
(n = 18)

Inter-day
(n = 6)

Intra-day
(n = 3)

0.01
0.025
0.5
8

0.010 1 ± 0.000 872
0.024 3 ± 0.001 28
0.481 ± 0.020 4
7.42 ± 0.388

6.41-9.82
3.95-5.48
2.50-5.32
2.27-7.63

11
7.4
4.33
7.16

2.3

准确度和精密度

Accuracy
/%
101
97
96.2
92.7

准确度、精密度考察结果如表

2 所示, 兔血浆中二氟可龙在定量下限的批内精密度
(RSD) 为 11.0% 之间, 批间精密度在 6.41%～9.82% 之
间, 准确度为 101%; 低、中、高浓度水平 QC 样品的准
确度在 92.7%～97.0% 之间, 批内、批间精密度 (RSD)
Figure 2

The chemical structures and product ion mass spectrum

of the [M + H]+ ions of diflucontolone (A), ethoxyphenylethyl‐

分别在 4.33%～7.40%、2.27%～7.63% 之间, 均符合有
关生物样品分析方法验证的要求[20,21]。
2.4

amine (B, internal standard)

基质效应

二氟可龙在 LQC 和 HQC 两个浓度水

平上的内标归一化的基质效应均为 109%, 基质效应的
2
2.1

RSD 值小于 5.14%, 说明本实验选择的样品处理方法、

方法学验证
选择性/专属性

兔空白血浆样品的色谱图 3A;

色谱条件及质谱条件下的基质效应不会对二氟可龙分

LLOQ 样 品 分 析 的 代 表 性 色 谱 图 见 附 图 3B; 兔 皮 肤

析产生明显影响。

给药后样品的代表性色谱图见附图 3C。二氟可龙和内

2.5

标乙氧苯柳胺的色谱保留时间分别为 3.56 和 4.07 min。

稳定 (准确度分别在 97.3%～97.6%)。-20 ℃冻融 3 次

兔空白血浆样品中干扰组分的响应低于当批次 LLOQ

循环稳定 (准确度在 95.9%～101% 之间)。-20 ℃冻存

Figure 3

稳定性

二氟可龙兔血浆样品室温放置 24 h 后

The typical chromatogram of diflucortolone in rabbit plasma. A: Blank rabbit plasma sample; B: A blank rabbit plasma sample

spiked with diflucortolone and IS (LLOQ, 0.01ng·mL-1); C: A rabbit plasma sample collected at 9 h after administration spiked wit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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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天稳定 (准确度在 95.7%～100% 之间)。

样品处理方式对本实验的影响, 结果表明液-液萃取法

兔皮肤给药后, 6 只动物平均血药

的灵敏度及基质效应均优于甲醇沉淀法和乙腈沉淀

浓度-时间曲线见图 4, 相应的药动学参数见表 2, 结果

法。同时分别以乙酸乙酯、甲基叔丁醚和正己烷等作

表明二氟可龙在兔血浆中吸收慢, tmax 为 6.33±1.21 h、

为提取剂, 考察了不同提取剂的液-液萃取法的灵敏

Cmax 为 0.168±0.080 0 ng·mL-1; 体内暴露量低, 半衰期较

度、
提取回收率和基质效应, 结果表明乙酸乙酯的提取

药动学研究

2.6

长, 体内消除较慢, AUC0-72 h 为 3.15±0.834 ng · h · mL-1 、

回收率、灵敏度、基质效应最优, 且可以满足本实验的

t1/2 为 32.0±17.4 h, 给药后 72 h 浓度仅为 0.014 8±0.010 3

要求, 故本实验最终选择了以乙酸乙酯为提取剂的液-

ng·mL-1。

液萃取法处理样品。
内标对于生物样品的测定至关重要, 本实验考察

Table 2

The pharmacokinetic parameters of diflucortolone after

dermal administration of diflucortolone valerate (0.01 g · cm-2) in
rabbits. n = 6, xˉ ± s
Diflucortolone
0.168 ± 0.080 0
6.33 ± 1.21
3.15 ± 0.834
4.40 ± 0.930
22.3 ± 6.29
47.9 ± 27.0
10 200 ± 3 650
237 ± 57.2
32.0 ± 17.4

Parameter
Cmax /ng·mL-1
tmax /h
AUC0-t /ng·h·mL-1
AUC0-∞ /ng·h·mL-1
MRT0-t /h
MRT0-∞ /h
Vd /L·kg-1
CL /L·kg-1 ·h-1
t1/2 /h

了卤米松、醋酸氟轻松、醋酸曲安缩松、睾酮、6-OH 睾
酮等同系物和去 6-氟戊酸酯、双氟美松戊酸酯等结构
类似物以及乙氧苯柳胺、比格列酮、爱地那非、西地那
非、吲达帕胺等的质谱、色谱行为, 结果发现乙氧苯柳
胺的质谱、色谱行为以及提取回收率与二氟可龙接近,
且基质效应在 100% 左右, 可以满足本实验样品分析
测定的需求, 因而最终选择乙氧苯柳胺作为本实验的
内标。
本实验建立了一种高效、灵敏的 LC-MS/MS 分析
方法, 研究结果表明, 本实验建立的实验方法具有较高
的选择性, 灵敏度较高, 准确度和精密度以及稳定性研
究均符合生物样品技术指导原则[20,21]。该方法成功应
用于二氟可龙的血浆药动学研究, 且测定结果准确可
靠, 可以为制剂的进一步研发提供一定的非临床数据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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