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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母提取物中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大鼠肠吸收特性
关志宇, 张丽华, 陈丽华*, 朱卫丰, 刘红宁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04)
摘要: 本文考察了浙贝母醇提浸膏中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肠吸收特征以及配伍影响。建立了 HPLC-ELSD
测定肠灌流液中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含量测定的方法, 并进行了方法学研究。采用大鼠在体单向灌流法, 重量法
校正实验结果, 分别考察灌流速度、灌流液 pH、性别差异、胆总管结扎、药物浓度、不同肠段、维拉帕米和配
伍苦杏仁、甘草对贝母甲素、乙素肠吸收的影响。结果表明: 灌流速度、灌流液 pH 和浓度可影响贝母甲素和贝
母乙素吸收, pH 6.8 和 pH 7.4 时吸收有显著差异 (P < 0.01); 灌流液中药物浓度升高, 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肠吸
收参数呈下降趋势, 低浓度和中、高浓度间吸收速度常数 (Ka) 和表观渗透系数 (Papp) 有显著性差异 (P < 0.01);
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在雌鼠肠道中的吸收显著低于雄鼠 (P < 0.01); 胆管结扎可显著影响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
吸收 (P < 0.05), 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在各个肠段均有一定吸收, 且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 加入维拉帕米对浸
膏中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吸收无显著性影响 (P > 0.05); 苦杏仁和甘草与贝母在常用配伍剂量下皆能显著降低
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肠吸收 (P < 0.01), 药材单煎后组合与合煎两组间二者吸收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实验
结果说明, 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体内吸收特征基本一致, 二者在整个肠道均有一定吸收, 并具有显著的性别差
异, 吸收机制可能有主动吸收或易化扩散参与; 配伍苦杏仁、甘草可降低其肠吸收速度。
关键词: 贝母甲素; 贝母乙素; 小肠吸收; 单向灌流法; 重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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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 intestinal absorption trait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in
Thunberg Fritillary Bulb extract
GUAN Zhi-yu, ZHANG Li-hua, CHEN Li-hua*, ZHU Wei-feng, LIU Hong-ning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 )

Abstract: To study the in situ intestinal absorption kinetics and compatibility influence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in rats, the absorption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in small intestine (duodenum, jejunum and ileum) and
colon of rats was investigated using in situ single-pass perfusion method and the drug content was measured
by HPLC-ELSD. Perfusion rate, pH, concentration of drug, gender and bile duct ligation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absorption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the Ka and Papp values in the condition of pH 6.8 and pH 7.4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1), as drug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the absorption parameters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decreased, Ka and Papp between low concentrations and middle concentrations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1). Verapamil can not affect Ka and Papp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which are in the extract
(P > 0.05). Bitter almonds and licoric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absorption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with the usual dose (P < 0.01), extracted separately and together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Ka and Papp
(P > 0.05).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sorption features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are bas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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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both of them could be absorbed at all segments of the intestine in rats and had no special absorption
window, and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ndividuals. The absorption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complies with the active transport and facilitated diffusion in the general intestinal segments. Bitter
almond and licorice can reduce the intestinal absorption rate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Key words: peimine; peiminine; intestinal absorption; single-pass intestinal perfusion; gravimetric method

浙贝母是百合科贝母属植物浙贝母 (Fritillaria
Thunbergii Miq.) 的干燥鳞茎, 味苦、性寒, 可清热散
[1]

调 pH 7.4 即得, 备用。
浙贝母粗粉 (20 目) 浸渍 48 h,

浙贝母提取物

结、化痰止咳, 醇提浸膏具有较好的抗炎、镇痛 、止

用 7 倍量 70% 乙醇以 1 mL·min−1 速度渗漉提取。提

咳、袪痰、松弛平滑肌作用 [2]。文献报道, 贝母甲素

取液浓缩后, 挥发乙醇至无醇味, 真空干燥后制成相

[3]

和贝母乙素的药理作用极相似 , 既是浙贝母的主要

当于浙贝母药材质量为 0.05 g·g−1 浸膏粉 (浸膏粉中

药效成分[4], 又具有中枢抑制作用。《神农本草经》将

含贝母甲素为 11.6 mg·g−1, 贝母乙素为 7.7 mg·g−1),

浙贝母列为中品, 临床上也有关于使用贝母致使患

于干燥器中保存备用。

者出现急性中毒症状的报道。然而, 目前除药效方面
的研究外, 有关贝母甲素与贝母乙素的研究多集中

取苦杏

仁、甘草和贝母−苦杏仁−甘草复方 (2∶2∶1) 分别以

[7−9]

水为溶媒浸泡 30 min, 以 10 倍量水提取 2 次 (1.5 h,

方面, 而对其吸收特性研究尚未见报道, 为了明确二

1 h), 挤压药渣, 与水煎液合并, 静置 12 h 后过滤,

者的肠吸收特征, 本文采用大鼠在体单向灌流法探

浓缩, 减压干燥, 粉碎备用。

在药材或制剂的含量测定方法

[5, 6]

苦杏仁、甘草以及与贝母配伍提取物

和体内药动学

讨了其吸收特征, 并考察了常与浙贝母配伍的苦杏

动物

SPF (specified pathogen free) 级 SD 大鼠,

仁、甘草对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吸收的影响作用, 以

体重 (280 ± 20) g, 雌雄各半, 购自湖南斯莱克景达实

期为相关制剂的开发和中药贝母的配伍研究提供生

验动物有限公司, 动物许可证号: SCXK (湘) 2011-0003。
贝母甲素、贝母乙素的 HPLC-ELSD 含量测定

物药剂学基础。

色谱条件

色谱柱: phenomenex C 18 (250 mm ×

4.60 mm, 5 μm), 柱温 25 ℃; 流动相: 乙腈 (A)∶0.1%

材料与方法
Waters 2695-2996 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二乙胺水 (B); 0～2 min, 70% B; 2～5 min, 70%～

Waters 公司); ELSD-2000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美国

30% B; 5～18 min, 30% B; 18～33 min, 70% B, 体

Alltech 公司); 超纯水机 (美国 Millipore 公司); 蠕动

积流量: 1 mL·min−1, 进样量 20 μL。ELSD 检测器检

泵 (型号 LEAD-1 保定兰格恒流泵有限公司); 氮气

测, 检测器参数: 漂移管温度 90 ℃; 载气流量: 2.0

吹干仪 (型号 BF2000, 北京八方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mL·min−1; 增益比: 1。理论塔板数按贝母甲素计算不

高速冷冻离心机 (Sigma 公司, 德国)。

低于 2 500。

仪器

药品与试剂

浙贝母、苦杏仁、甘草 (江西黄庆

灌流液供试品溶液的预处理方法

取灌流液 200

仁大药房, 经江西中医药大学诸小兰教授鉴定为正

μL, 依次加入甲醇和内标各 33 μL, 涡旋混合 1 min,

品药材); 贝母甲素对照品 (批号: 110750-201110),

加入氨水 50 μL, 涡旋振荡 2 min, 再加入乙酸乙酯

贝母乙素对照品 (批号: 110751-200504), 卡马西平

2 mL, 涡旋振荡 5 min, 4 000 r·min−1 离心 10 min, 取

(批号: 100142-201105) (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上清液于 40 ℃水浴下用氮气吹干, 采用流动相 1 mL

乙腈 (色谱纯, Fisher Scientific Acetonitrile); 维拉帕

复溶, 16 000 r·min−1 离心 10 min, 待测。

米 (成都格雷西亚化学技术有限公司, 含量 ≥ 99.0%,

标准曲线的绘制

取空白灌流液 200 μL, 依次

批号: 201212175); 乌拉坦 (上海展云化工有限公司,

加入各浓度的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及内标卡马西平溶

批号 1203147); 甲醇、乙腈为色谱纯; 二乙胺、氨水

液 33 μL, 使含有贝母甲素、贝母乙素为 25、30、40、

等为分析纯; 超纯水自制 (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

60、100 和 200 μg·mL−1, 卡马西平 100 μg·mL−1, 按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照上述方法处理样品, 吸取离心后上清液 20 μL 注入

K-R 试液 称取 CaCl2 0.37 g, 葡萄糖 1.4 g,
NaCl 7.8 g, KCl 0.35 g, NaHCO 3 1.37g, NaH 2PO4
0.32 g 和 MgCl2 0.02 g, 加蒸馏水溶解后定容至 1 L,

液相色谱仪分析, 记录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和卡马西
平峰面积。
精密度实验

以空白灌流液分别配制质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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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0、100、150 μg·mL−1 的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对

2.8 mg·mL−1, 以空肠 (约 10 cm) 为灌流部位, 流速

照品灌流液, 处理样品并测定。1 天内平行测定 6 次,

为 0.2 mL·min−1, 每种 pH 值条件下实验持续时间 105

记录色谱图与峰面积。

min (15 min×7), 用重量法矫正计算 Ka 和 Papp, 比较

稳定性实验

取贝母甲素、贝母乙素灌流液对照

品溶液分别于 0、2、4、8、16 和 24 h 进样测定, 记

3 种不同 pH 值条件下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在小肠吸
收的 Ka 和 Papp 值。
胆管结扎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小肠吸收的影

录色谱图与峰面积。
重现性实验

取同一贝母浸膏灌流液, 按照样品

响

以十二指肠中下部至空肠上部 (约为 10 cm) 为

处理方法操作, 制备供试品溶液 5 份, 各进样 20 μL,

灌流部位, 供试液药物浓度 (以贝母提取物计) 为

检测并记录色谱图与峰面积结果。

2.8 mg·mL−1, 灌流速度为 0.2 mL·min−1, 比较胆管结

加样回收率实验

取同一贝母浸膏灌流液, 分

扎与不结扎条件下小肠吸收的 Ka 和 Papp 值。
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在不同吸收部位的吸收情况

别加入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对照品储备液 25、50 和

各肠段区间如下: 十二脂肠段: 自幽门下 1 cm

100 μg·mL , 制成低、中、高浓度样品, 处理样品并

比较

进样 20 μL 测定, 检测并记录色谱图与峰面积结果。

处下行 10 cm 止; 空肠段: 自幽门下 15 cm 处下行

大鼠在体单向灌流肠吸收 SD 大鼠禁食过夜, 自

10 cm 止; 回肠段: 自盲肠上行 20 cm 处下行 10 cm

−1

由饮水, 称重, 腹腔注射 20% 乌拉坦 (剂量 5 mL·kg−1)
麻醉, 固定后沿腹中线打开腹腔 (3 cm), 分离待考
察肠段约 10 cm, 于两端切口, 插管并结扎。而后用
37 ℃ 生理盐水缓慢地将肠内容物冲洗干净, 用浸有
生理盐水的脱脂棉覆盖腹腔以保湿, 采用红外灯照
射保温, 用饱和管路将大鼠连接到灌流装置中。
采用重量法矫正灌流液体积变化。进口处用已
知重量的装有供试液的小瓶进行灌流, 开动蠕动泵,
流速 0.2 mL·min−1, 每隔 15 min 在出口处用另一已知
重量的小瓶收集 1 次 (同时更换下一个供试液小瓶
和收集液小瓶), 称量此时供试液小瓶和收集液小瓶
的重量, 并测定贝母甲素的浓度。实验持续 105 min
(15 min×7), 结束后将大鼠处死, 剪下灌流实验的肠
段并剪开, 测量其长度和上、中、下处周长, 取平均
值计算吸收段小肠面积。
不同灌流速度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肠吸收的影
响

雄性 SD 大鼠 10 只, 随机分成两组, 以空肠 (约

10 cm) 为灌流部位, 供试液药物浓度 (以贝母提取
物计) 为 2.8 mg·mL−1, 选择灌流速度分别为 0.2、0.4、

止; 结肠段: 自盲肠后端始下行 10 cm 止。以质量浓
度为 2.8 mg·mL−1 的贝母提取物 K-R 溶液对各肠段
灌流, 流速为 0.2 mL·min−1, 每个肠段实验持续时间
105 min (15 min×7), 重量法矫正计算 Ka 和 Papp, 比较
各肠段药物吸收的 Ka 和 Papp 值。
灌流液浓度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肠吸收的影响
分别称取贝母提取物配制肠灌流液, 使其中含有贝
母提取物浓度分别为 1.4、2.8 和 7 mg·mL−1。以空肠
(约 10 cm) 为灌流部位, pH 值 7.4, 灌流速度为 0.2
mL·min−1, 灌流持续时间 105 min (15 min×7), 用重
量法矫正, 比较低、中、高浓度下贝母甲素、贝母乙
素在小肠吸收的 Ka 和 Papp 值差异。
性别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大鼠肠吸收差异的影
响

SD 大鼠分为雌雄两组, 各 5 只, 以 2.8 mg·mL−1

贝母提取物 K-R 为灌流溶液, 以空肠 (约 10 cm) 为
灌流部位, 流速为 0.2 mL·min−1, pH 值 7.4, 进行灌流,
实验持续时间 105 min (15 min×7), 用重量法计算 Ka
和 Papp, 比较雌雄大鼠贝母甲素、贝母乙素肠吸收的
Ka 和 Papp 值。
维拉帕米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肠吸收的影响

0.8 mL·min−1, 每个灌流速度取 3 个时间点, 即 45 min

采用盐酸维拉帕米抑制小肠上皮细胞的 P-糖蛋白

(15 min×3)。第 1 组灌流速度从 0.2 mL·min−1 逐渐升

(P-gp) 外排作用, 探讨 P-gp 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

至 0.8 mL·min−1; 第 2 组灌流速度从 0.8 mL·min−1 逐

肠吸收的影响作用。分别配置含 0.5 mmol·L−1 维拉帕

−1

渐降至 0.2 mL·min , 每次灌流速度更换前用 10 mL

米和不含维拉帕米的贝母提取物浓度为 2.8 mg·mL−1

供试液灌洗肠道, 采用重量法矫正灌流液体积变化

的灌流液, 以空肠 (约 10 cm) 为灌流部位, 体积流

并计算, 比较不同灌流速度下贝母甲素吸收的 Ka 与

量 0.2 mL·min−1, pH 值 7.4, 进行灌流, 每组实验持续

Papp 值。

105 min (15 min×7), 用重量法矫正并计算 Ka 和 Papp。

不同 pH 值灌流液中贝母甲素、贝母乙素的吸收

配伍杏仁、甘草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肠吸收的

用稀盐酸和稀氢氧化钠调节灌流液 pH

影响 将前述各药材提取物, 按照贝母、苦杏仁、甘草

情况比较

值为 6.8、7.4、8.0, 质量浓度 (以贝母提取物计) 为

生药材给药常用配伍剂量, 设定贝母−苦杏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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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母−甘草 (2∶1)、贝母−苦杏仁−甘草 (2∶2︰1 单
煎、合煎) 配制肠灌流液。以小肠 (约 10 cm) 为灌流
部位, pH 值 7.4, 灌流速度为 0.2 mL·min−1, 灌流持续
时间 105 min (15 min×7), 用重量法矫正, 比较苦杏
仁、甘草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小肠吸收的影响。
数据处理

将每组 7 个时间点所得吸收速度常

数 (Ka) 和表观吸收系数 (Papp) 值数据, 采用 Grubbs
法 [10,

11]

进行偶然误差值分析并取舍, 偶然误差分析

后须保证尽量多的时间点 Ka 和 Papp 值无显著误差,
而后计算 Ka 和 Papp 的平均值。Grubbs 法-G 检验法检
验公式为:

G=

X 可疑 - X

S
吸收参数的计算[12]
Ka = [1 − CoutQout / (CinQin) ] × Q/V
Papp = −Qln [CoutQout / (CinQin) ]/(2πrl)
式中, Qin 为肠道进口灌流液的体积 (mL); Qout
为肠道出口灌流液的体积 (mL); l 为灌流肠段的长度
(cm); r 为灌流肠段的平均横截面半径 (cm); Q 为灌
流速度 (mL·min−1), V 为灌流肠段的体积 (cm3)。
利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 11.0 处理肠吸收数据,
并对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在各实验条件水平之间进
行多重方差分析[13]。

结果
1

贝母甲素、贝母乙素 HPLC-ELSD 含量测定方法

学考察
1.1

专属性研究

Figure 1 Representative HPLC chromatograms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A) blank perfusate solution; (B) perfusate solution
spiked with carbamazepine; (C) perfusate solution spiked with
peimine (a) and peiminine (b); (D) perfusate solution samples

在本实验条件下, 经预处理的肠

灌流液中内标卡马西平与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完全分

浓度溶液含量测定结果 RSD 分别为 1.7%、1.6%、1.3%

离, 内、外源性物质不干扰贝母甲素、贝母乙素的含

(贝母甲素) 和 1.1%、0.9%、1.2% (贝母乙素), 表明

量测定。结果见图 1。

该方法精密度良好。

1.2

标准曲线的绘制

以贝母甲素或贝母乙素进样

1.5

稳定性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 供试品溶液在 24 h

质量 (μg) 的常用对数值 x 为横坐标, 以二者和卡马

内稳定, 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 RSD 分别为 1.3% 和

西平面积之比的常用对数值 y 为纵坐标, 绘制标准曲

1.5%。

线, 经回归处理, 得回归方程, 贝母甲素: y = 1.439 2x +

1.6

0.098 3, r = 0.999 8, 贝母乙素: y = 1.759 3x − 0.925 9,

为 1.7% 和 1.8%, 表明该方法重现性良好。

r = 0.999 5。说明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在 25～200

1.7

μg·mL

−1

内, 进样量常用对数值与对照品峰和内标峰

重现性实验

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 RSD 分别

加样回收率实验

低、中、高浓度贝母甲素、

贝母乙素的平均回收率为 102.1% 和 101.9%, RSD 分

面积比值的常用对数值呈良好线性关系。

别为 1.5% 和 1.7 %, 表明该方法准确性良好。

1.3

2

最小定量限

以基线噪音的 10 倍为最小定量限,

贝母甲素、贝母乙素最小定量限为 4.85 μg·mL−1, 贝

2.1

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在体单向灌流肠吸收
不同灌流速度对肠吸收的影响

灌流速度对贝

母乙素最小定量限为 5.00 μg·mL−1。

母甲素、贝母乙素的 Ka 和 Papp 有显著影响 (P < 0.05,

1.4

图 2, 图 3)。随着灌流速度的增大, 贝母甲素的 Ka 和

精密度实验

贝母甲素、贝母乙素低、中、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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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ffect of perfusion flow rate on Ka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Figure 3 Effect of perfusion flow rate on Papp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Papp 均呈线性增大, 贝母甲素 Ka 的回归方程为: y =

分泌的影响。

2

8.466 4x + 0.073 4, R = 0.993 1, Papp 的回归方程为: y =
2

81.973x + 0.077 6, R = 0.992 3; 贝母乙素 Ka 的回归方
2

2.4

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在不同吸收部位的吸收情

况比较

大鼠不同肠段灌流吸收情况见表 3。结果表

程为: y = 0.165 2x + 0.002 1, R = 0.969 3, Papp 的回归方

明, 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在各肠段均有一定吸收。贝

2

程为: y = 17.71x + 0.277 6, R = 0.960 3。灌流速度可反映

母甲素在各肠段的 Ka 和 Papp 由上至下呈现下降趋

肠道的蠕动状态药物在肠道吸收影响, 为了减少实验

势, 经方差分析检验, 十二指肠、空肠、回肠段之间

−1

过程中的误差, 本实验灌流速度设定为 0.2 mL·min 。

Ka 和 Papp 无显著性差异, 十二指肠与结肠间 Ka 和 Papp

2.2

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贝母乙素在各肠段的 Ka

不同 pH 值灌流液中贝母甲素、贝母乙素的吸

收情况比较

在 3 种不同 pH 值条件下, 贝母提取物

和 Papp 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

中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在小肠吸收情况见表 1。结果

2.5

灌流液浓度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肠吸收的影

表明, 在所考察 pH 值范围内, 随着 pH 值升高, 贝

响

在 3 种不同浓度下, 贝母提取物中指标成分在空

母甲素、贝母乙素的 Ka 和 Papp 均升高, 在 pH 6.8 和

肠的吸收情况见表 4。结果表明, 低浓度和中浓度浸

pH 7.4 的灌流液中, 两者的 Ka 和 Papp 都具有显著性

膏灌流液中的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小肠 Ka 和 Papp 存

差异 (P < 0.01); pH 7.4 和 pH 8.0 灌流液中, 二者都

在显著性差异 (P < 0.05), 中浓度和高浓度之间无显

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

著性差异 (P > 0.05), 并且 Ka 和 Papp 均随浓度的升高

2.3

胆管结扎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小肠吸收的影

而降低, 即贝母提取物或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对其自

响

经统计分析胆管结扎组与不结扎组贝母甲素、贝

身在小肠的吸收具有浓度抑制作用[14]或饱和现象。

母乙素的小肠吸收参数具有显著性差异 (P < 0.01,

2.6

表 2), 说明胆管结扎与否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小肠

影响

吸收具有显著影响, 其小肠吸收可能受胆汁排泄与

Ka 和 Papp 值, 灌流吸收情况如表 5 所示。结果经方差

性别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大鼠肠吸收差异的
比较雌、雄大鼠贝母甲素、贝母乙素肠吸收的

Table 1 Comparison on absorption parameters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at different pH values of parameters solutions.
**
P < 0.01 vs pH 7.4 group
pH
6.8

Peimine
Ka /min −1
0.023 2 ± 0.002 9

Peiminine
Papp /(×10 −3 cm·min −1)

**

n = 5, x ± s.

1.808 2 ± 0.826 6

**

Ka /min −1
0.023 9 ± 0.002 2

Papp /(×10 −3 cm·min −1)
**

1.960 5 ± 0.185 2 **

7.4

0.037 8 ± 0.011 0

3.719 8 ± 0.282 7

0.040 3 ± 0.002 1

4.031 8 ± 0.131 7

8.0

0.038 5 ± 0.006 3

3.418 0 ± 0.748 3

0.042 2 ± 0.003 5

3.993 9 ± 0.266 0

Table 2 Effect with and without bile duct being ligated on intestinal absorption parameters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
P < 0.01 vs with bile group
Group
With bile
Without bile

Peimine
Ka /min −1
0.039 7 ± 0.002 9
0.028 5 ± 0.004 8

**

n = 5, x ± s.

Peiminine
Papp /(×10 −3 cm·min −1)

Ka /min −1

3.808 0 ± 0.326 2

0.040 3 ± 0.002 1

2.799 4 ± 1.005 5

**

0.031 2 ± 0.006 0

Papp /(×10 −3 cm·min −1)
4.031 8 ± 0.131 7
**

3.266 9 ± 0.618 6 **

关志宇等: 贝母提取物中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大鼠肠吸收特性
Table 3 Effect of different regions of intestinal on absorption parameters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jejunum group
Peimine

Position

·

n = 5, x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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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05 vs

Peiminine

Ka /min −1

Papp /(×10 −3 cm·min −1)

Ka /min −1

Papp /(×10 −3 cm·min −1)

Duodenum

0.040 8 ± 0.001 7

4.373 6 ± 0.576 0

0.038 9 ± 0.000 5

3.587 8 ± 0.110 4

Jejunum

0.037 8 ± 0.011 0

3.719 8 ± 0.282 7

0.040 3 ± 0.002 1

4.031 8 ± 0.131 7

Ileum

0.036 5 ± 0.002 9

3.470 8 ± 0.492 6

0.034 3 ± 0.003 1

3.626 9 ± 0.476 5

Colon

0.028 1 ± 0.021 8 *

2.829 4 ± 0.128 1 *

0.042 7 ± 0.017 8

4.486 4 ± 0.896 0

Table 4 Effect of concentration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in perfusion on drug absorption parameters at jejunum.
0.05 vs middle concentration group
Peimine

*

n = 5, x ± s.

P<

Peiminine

Concentration
/mg·mL−1

Ka /min −1

Papp /(×10 −3 cm·min −1)

Ka /min −1

Papp /(×10 −3 cm·min −1)

1.40

0.049 7 ± 0.002 6 *

5.315 2 ± 0.694 1 *

0.057 5 ± 0.001 6 *

6.366 2 ± 0.146 1 *

2.80

0.037 8 ± 0.011 0

3.719 8 ± 0.282 7

0.040 3 ± 0.002 1

4.031 8 ± 0.131 7

7.00

0.034 1 ± 0.015 7

3.429 0 ± 0.377 9

0.042 1 ± 0.009 7

4.181 3 ± 0.208 6

Table 5 Effect of sex difference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in perfusion on drug absorption parameters at jejunum.
0.01 vs male group
Peimine

Group

Ka /min −1
0.017 6 ± 0.006 2

Male

0.037 8 ± 0.011 0

**

P<

Peiminine
Papp /(×10 −3 cm·min −1)

Female

n = 5, x ± s.

**

1.525 2 ± 0.615 7

Ka /min −1

**

0.028 7 ± 0.001 3

3.719 8 ± 0.282 7

Papp /(×10 −3 cm·min −1)
**

2.480 9 ± 0.206 6 **

0.040 3 ± 0.002 1

4.031 8 ± 0.131 7

分析, 表明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在雌鼠体内 Ka 和 Papp

用配伍剂量下皆能降低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肠吸

明显低于雄鼠, 并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 (P < 0.01), 可

收, 并且具有显著性差异 (P < 0.01)。药材杏仁、甘

能与某些转运体在雌、雄大鼠体内表达水平差异有关。

草、贝母三者合煎与分别单煎后再配伍, 两组间贝母

2.7

甲素肠吸收 Ka 和 Papp 有所差异, 但无统计学意义。

维拉帕米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肠吸收的影响

加维拉帕米组贝母甲素、贝母乙素的小肠吸收参数 Ka
和 Papp 分别为 (0.033 9 ± 0.002 6) min −1 和 (3.411 3 ±
0.628 8) × 10

−3

−1

讨论

−1

cm·min , (0.028 2 ± 0.007 7) min 和
−3

本实验经过对不同样品预处理方法和色谱条件

−1

cm·min , 方差分析结果表

的比较 [15−17], 确定采用内标法、液−液萃取处理样品

明, 其与不加维拉帕米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P > 0.05),

及梯度洗脱的含量测定方法, 消除生物样品测定过

说明 P-gp 对浸膏中贝母甲素、贝母乙素吸收无影响,

程中内源和外源性物质对贝母甲素和贝母乙素的干

贝母甲素可能不是 P-gp 的底物。

扰。方法学研究结果表明, 该方法可较好地用于复杂

3

体系中贝母甲素、贝母乙素的含量测定。

(3.381 2 ± 1.021 1) × 10

配伍杏仁、甘草对贝母甲素、贝母乙素肠吸收的

研究药物的肠吸收有体内、在体和离体等多种方

影响
实验结果见表 6, 表明苦杏仁和甘草与贝母在常

法, 在体法包括循环灌流法和单向灌流法, 循环法由

Table 6 Effect of compatibility of peimine and peiminine in perfusion on drug absorption parameters at jejunum.
0.05, **P < 0.01 vs fritillary group
Group

Peimine
Ka /min

−1

n = 5, x ± s.

*

P<

Peiminine

Papp /(×10

−3

−1

cm·min )

Ka /min

−1

Papp /(×10 −3 cm·min −1)

Fritillary

0.037 8 ± 0.011 0

3.719 8 ± 0.282 7

0.040 3 ± 0.002 1

Fritillary + apricot kernel (1 ︰1)

0.017 0 ± 0.003 9 **

1.845 7 ± 0.294 1 **

0.031 1 ± 0.005 7 *

**

**

1.721 4 ± 0.522 2

0.031 7 ± 0.001 7

4.031 8 ± 0.131 7
3.492 3 ± 0.679 4 *

**

3.046 5 ± 0.387 4 **

Fritillary + glycyrrhizae (2 ︰1)

0.017 5 ± 0.004 3

Fritillary + apricot kernel + glycyrrhizae
(2︰2︰1, separately)
Fritillary + apricot kernel + glycyrrhizae
(2︰2︰1, together)

0.021 9 ± 0.002 6 **

2.200 2 ± 0.783 9 **

0.028 0 ± 0.003 1 **

2.897 2 ± 0.512 8 **

0.015 3 ± 0.004 9 **

1.503 0 ± 0.765 7 **

0.033 0 ± 0.006 3 *

3.280 2 ± 0.526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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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流速高, 可能造成肠黏膜损伤, 而导致实验中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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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药业集团创新发展纪实
创建于 1971 年的扬子江药业集团，秉承“求索进取，护佑众生”的理念，历经 40 年艰苦奋斗，逐步发展
成为一家跨地区、产学研相结合、科工贸一体化的国家大型医药企业集团。
“要把研发搞上去，走出自己的路子来！”这是 2008 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对扬子江药业集团的殷
殷嘱托，它激励着扬子江人时刻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产业报国为己任，为振兴民族医药勇于担当争作贡献。
多年来，公司一直遵循“高质、创新、惠民、奋进”的企业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开发安全性高、有效性好，质
量稳定的新药、好药。
为加快集聚创新资源、面向全球引进高层次人才，扬子江药业在美国设立了子公司，专门负责国外生物医
药研发信息以及人才信息的收集。2011 年，公司从美国成功引进具有 30 年工作经验的某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副
总裁担任研究院院长，领衔创新药物研发。随着 30 多名高层次科研人才的相继加盟，15 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应
邀担任研究院高级顾问，为企业在短时间内突破创新瓶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目前公司研发人员总数近 500 人，其中博士以上学历 60 余人，硕士 200 余人。公司药物研究院 2001 年被
原国家经贸委等部门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006 年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级企业创新研发中心，近年来公
司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四川等地设立研发基地，并先后组建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药制药工艺技术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药物制剂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控制重点研究室等多个国家或省级研发平台，
拥有了一支以海归高层次人才领衔的专业化创新团队，自主创新体系日益完善。
优秀的产品是企业长足发展的关键。经过 30 余年的技术积累和产品创新，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与自主研发
相结合，逐渐拥有了大而全的“产品群”，并成为“扬子江”抢占市场制高点的制胜法宝。
自主创新是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唯一出路。为此，公司确立了由“扬子江制造”向“扬子江创造”转变
的目标，调整研发创新战略，加快推进由过去“仿制为主”逐步向“仿创结合、创新为主”过渡。“十一五”以
来，累计获取新产品生产批件 40 多项，累计申请发明专利约 100 件（含 PCT 国际专利 4 件）。企业目前在研一
类新药超过 10 个，这些专利药将在未来 5~10 年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
作为药品生产企业，公司为提升质量管理水平，不断学习应用国际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和经验，完善质量
管理体系，加快与 FDA、欧盟国际标准对接，并引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推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在国际认证实
施过程中，公司还引入先进质量管理工具，如质量风险管理（QRM）、6 西格玛管理、纠正与预防措施（CAPA）
等，为质量管理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九万里风鹏正举。在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下，扬子江药业集团正高举“高质、创新、惠民、
奋进”的旗帜，以跻身国际一流制药企业为目标，阔步迈向“扬子江创造”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