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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药物溶解性和渗透性测定的生物药剂分类系统
在兽药制剂研发的应用前景
王丽平 ∗ ꎬ刘洋ꎬ宋阳
( 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生物药剂分类系统( ＢＣＳ) 是基于药物溶解性和渗透性测定的药物分类预测系统ꎬ目前被 ＦＤＡ、ＷＨＯ、ＥＭＡ 等权威机
构认可并应用于人用药物豁免其体内生物等效性研究ꎮ 鉴于兽药研发成本及利润等问题ꎬ将 ＢＣＳ 概念应用于兽药制剂研
发领域ꎬ势在必行ꎮ 但是人与动物在解剖、生理学等方面以及在临床使用的药物种类上均存在较大差异ꎬ故不能进行直接
的种间外推ꎬ尚待深入研究以解决局限性和方法问题ꎬ才能付诸应用ꎮ 尽管如此ꎬ美国药典专家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已经
建议将 ＢＣＳ 应用于犬ꎬ此举无疑具有典范作用和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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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研发是一个风险大、投资多、历时长的过程ꎮ 在研发过程中ꎬ早期准确预测药物体内过程是关系

到药品能否成功走向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目前在欧美应用比较成功的生物药剂分类系统( ｂｉｏ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ＢＣＳ) 即可用于预测药物的体内过程ꎮ ＢＣＳ 是基于药物成分在胃肠道的吸收

主要受其溶解性和肠渗透性影响的观点ꎬ由 Ａｍｉｄｏｎ 等 [１] 于 １９９５ 年首次提出的一个药物体内外相关性预
测系统ꎮ 时至今日ꎬＢＣＳ 被认为是最具有预测性的实用工具ꎬ基于 ＢＣＳ 免除生物等效研究的理论在药品
研发和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ꎬ目前已成为药剂学领域的研究热点ꎮ 本文将重点阐述 ＢＣＳ 研究的重要意义
及其在兽药制剂研发领域的应用前景ꎮ

１

ＢＣＳ 的分类依据
ＢＣＳ 是根据药物的溶解性和肠渗透性进行分类ꎬ故准确测定药物的溶解性和肠渗透性是保证科学分

类的首要前提ꎮ 目前根据化合物溶解性和肠渗透性特点ꎬ药物被分为以下 ４ 类 [２] :第Ⅰ类:高溶解性、高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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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性药物ꎮ 这类药物极易吸收ꎬ为速释药物ꎬ其溶出速率高于胃排空速率ꎬ若忽略辅料的影响ꎬ可免除体内
生物等效性研究ꎮ 第Ⅱ类:低溶解度、高渗透性药物ꎮ 这类药物的体内释放是关键ꎬ生物利用度受溶出度
限制ꎬ通过制剂学方法改善该类药物的溶出特性可显著影响其生物利用度ꎮ 因难以确定该类药物的体外
溶出与体内释放的相关性ꎬ故较难进行生物等效豁免研究ꎮ 第Ⅲ类:高溶解度、低渗透性药物ꎮ 该类药物
在体内吸收的限速步骤是药物的渗透性ꎬ如果药物在体内能迅速释放ꎬ并能在到达药物吸收部位时达到饱
和浓度ꎬ则可以忽略不同制剂释放速率的差异ꎮ 第Ⅳ类:低渗透性、低溶解度药物ꎮ 这类药物较难溶出ꎬ即
使溶出也很难在胃肠黏膜渗透ꎬ故生物利用度很差ꎬ且个体和种属差异较大ꎮ

１.１

溶解度的测定

溶解度主要是测定药物在生理条件下的平衡溶解度ꎮ 美国食 品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ＦＤＡ) 指导原则明确规定了溶解度的测定条件 [３] :即采用摇瓶法或其他的酸碱滴定法在
(３７±１) ℃ 时进行测定ꎻ水性介质的 ｐＨ 值为 １ ~ ７.５ꎬ且选取足够的水性介质进行测定ꎬ以保证能绘制 ｐＨ －

溶解度曲线ꎮ 溶解度测定所用的介质通常采用美国药典规定的标准缓冲液ꎬ当药物加入后需进行 ｐＨ 校
准ꎻ每种介质中的测定至少重复 ３ 次ꎬ以减少方法误差ꎮ 当药物单次最大剂量在 ３７ ℃ 、ｐＨ 值 １ ~ ７.５ 范围
内可完全溶解于 ２５０ ｍＬ 的水性介质ꎬ即定义为高溶解性ꎮ

不同国家的相关药物管理机构对高溶解度药物的定义有细微的差异 [４] ꎬ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ＷＨＯ) 对于 ｐＨ －溶解度曲线的测定要求与 ＦＤＡ 基本一致ꎬ但是 ＷＨＯ 对 ＦＤＡ 高溶解性的定
义做了修订:单次给药的最大剂量能溶解在 ２５０ ｍＬ、ｐＨ 值 １.２ ~ ６.８ 的 ３７ ℃ 水溶液中 [５] ꎬ即认为该原料药
属于高溶解性ꎮ 欧洲药监局(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ꎬＥＭＡ) 对高溶解性定义为:药物单次最大剂量能
溶解在 ２５０ ｍＬ、ｐＨ 值 １ ~ ８ 的 ３７ ℃ 水溶液中ꎬ即认为该原料药属于高溶解性ꎮ

１.２

渗透性的测定

根据 ＦＤＡ 指南 [３] ꎬ药物渗透性的测定可以使用体内药动学方法或体外渗透性方法来确定ꎬ其中人体

试验包括绝对生物利用度试验、质量平衡试验和体内小肠灌流试验ꎻ动物体内试验包括体内小肠灌流试验
和原位小肠灌流试验ꎻ体外试验包括人体或动物小肠组织跨膜试验及单层上皮细胞转运试验ꎮ 一般情况
下ꎬ一种试验方法就可以证明药物的渗透性ꎬ但是当一种方法不能确定药物的渗透性时ꎬ可采用两种不同
的方法相互验证ꎮ 为了验证所建立渗透性测定模型的可用性ꎬ通常需要采用已知渗透性的内标物质同时
进行试验ꎬ高渗透性药物有美托洛尔、普萘洛尔等ꎬ低渗透性物质有甘露醇、ＰＥＧ４０００( 渗透性为零) 等 [６] ꎮ

ＦＤＡ 对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 年申报的 １７２ 个药物的 ＢＣＳ 分类信息进行回顾性分析 [４] ꎬ发现在渗透性测定

时ꎬ有 １１５ 个药物采用绝对生物利用度方法ꎬ１０３ 个药物采用质量平衡法ꎬ５ 个药物采用体外单层细胞培养
法ꎬ其中部分药物同时采用了两种测定方法ꎮ 以上结果提示体外细胞培养方法虽然在研究中应用较多ꎬ但
在药品注册申报过程中应用较少ꎬ而人体试验方法的测定结果更具说服力ꎮ

不同管理机构对高渗透性药物的定义稍有差异 [４] ꎬＦＤＡ 定义药物在肠道吸收达到 ９０％以上时即为高

渗透性药物ꎬ否则即为低渗透性药物ꎮ ＷＨＯ 测定渗透性的方法与 ＦＤＡ 指导原则基本一致ꎬ但是 ＷＨＯ 对
ＦＤＡ 高渗透性的定义做了修订:制剂口服后吸收程度不小于 ８５％ꎬ即认为该原料药属于高渗透性 [７] ꎬＥＭＡ
与 ＷＨＯ 对高渗透性的定义基本一致ꎮ

２

ＢＣＳ 的应用及研究意义

Ａｍｉｄｏｎ 等 [１] 认为ꎬ具有相同体外溶出和渗透性能的药物具有相同的体内吸收过程ꎬ进而可以对这一

部分的药物进行上市前的生物等效性试验的豁免ꎮ ＢＣＳ 自 １９９５ 年被提出以来ꎬ不断被后续的研究者发展
和完善ꎬ其分类依据和标准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ꎬ以适应制药行业的发展 [８] ꎮ 目前 ＢＣＳ 研究的焦点主要
集中在:１) 如何用更好的模型模拟体内环境ꎻ２) 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扩大豁免生物等效性药物的范围ꎬ修改
分类依据、修正错误分类药物ꎮ 同时ꎬＢＣＳ 的提出也推动了生物药剂学这门学科的发展ꎬ一些衍生的研究
不断涌现ꎬ如 ２００５ 年提出的基于药物体内分布的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 ｂｉ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ｄｒｕｇ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ꎬＢＤＤＣＳ) [９] ꎬ以药物的体内代谢程度取代肠渗透性作为分类准则ꎬ较 ＢＣＳ 而言ꎬ该分类
系统更注重药物的体内过程ꎬ弥补了 ＢＣＳ 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ꎬ但不管怎样ꎬ这一系列研究都是以 ＢＣＳ 为
基础ꎬ或以其为启发而提出和开展的ꎬ故 ＢＣＳ 自提出以来的长足发展ꎬ不仅对该系统本身ꎬ对其他相关的
研究来说ꎬ均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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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平ꎬ等:基于药物溶解性和渗透性测定的生物药剂分类系统在兽药制剂研发的应用前景

２２５

ＢＣＳ 在药物管理机构中的应用

ＢＣＳ 概念的提出使在考证药物商品在变更及放大前后产品是否保持生物等效时ꎬ不再采用耗时耗资

源的体内研究来进行验证ꎬ而是采用体外溶出度的测定方法 [１０] ꎮ 美国 ＦＤＡ 于 １９９５ 年最早采用并认可
ＢＣＳ 作为生物等效性试验豁免的指导原则ꎮ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ꎬＦＤＡ 发布了将 ＢＣＳ 应用于速释固体口服制剂的
生物等效性豁免的指导原则 [４] ꎬ之后其他监管机构也逐渐接受这一理念并发布了相应的指导原则ꎬ如
ＷＨＯ 于 ２００６ 年发布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ｏ.９３７ꎬ其中附件 ７ 和 ８ 引入了基于 ＢＣＳ 的生物等效性豁免
原则 [１１] ꎬＥＭＡ 于 ２０１０ 年发布的生物等效性研究指南也引入了类似内容 [１２] ꎮ 近年来ꎬ基于 ＢＣＳ 分类体系
免除生物等效研究的应用已扩展至普通口服制剂仿制药的申请ꎮ

２.２

ＢＣＳ 应用的重要意义

对于制药行业而言ꎬＢＣＳ 分类系统的提出使生物等效性试验的豁免更加规范化和合理化ꎮ 已有国家
标准的药物上市时ꎬ若已通过合理及必要的药理学和临床试验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后ꎬ只要通过一些体
外验证试验证明两者具有等效性ꎬ即可批准上市 [１３] ꎬ这不仅为药物的研发上市节约成本和时间ꎬ也可避免
健康试验者服用未上市药物所引起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ꎮ 目前ꎬＦＤＡ 只批准了 ＢＣＳⅠ类药物的生物等
效性豁免 [１４] ꎮ 但Ⅰ类药物数量较少ꎬ故有学者提出ꎬ将渗透性测定时的 ｐＨ 值上限标准依据胃肠道实际

情况从 ７.５ 降至 ６.８ꎬ并根据许多完全吸收药物的通透性试验数据把高渗透性标准从 ９０％降低到 ８５％ꎬ对
Ⅰ类和Ⅱ类药物的豁免可能进行评估ꎬ从而扩大豁免的范围 [５ꎬ１１－１２] ꎮ 目前学界对此争议较大ꎬ但这些争议
从侧面反映了药学工作者对这一分类工具的重视ꎬ表明 ＢＣＳ 对制药行业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ꎮ

此外ꎬＢＣＳ 分类的溶解性和肠渗透性两个依据ꎬ也为新药的研发提供参考ꎮ 这主要体现在药物研发过

程中诸如候选分子的筛选、药物剂型的选择、体内体外相关性以及药物和食物间相互作用等诸多环节 [１５] ꎮ
具体而言ꎬ同样类别、疗效相似的化合物ꎬ其溶解性和渗透性越高越受到青睐ꎬ针对已有的化合物ꎬ可以通
过基团修饰来增加其溶解性和渗透性ꎬ这样有利于缩短药物的研发周期ꎬ减少研发的成本ꎮ 一些吸收较差
的药物ꎬ也可以从上述两个方面进行考虑ꎬ继而开发更为有效的剂型ꎬ提高这类药物的使用价值ꎮ 故 ＢＣＳ
的提出与发展ꎬ对药剂学领域的发展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ꎮ

３
３.１

ＢＣＳ 在兽药制剂研发中的应用
ＢＣＳ 在兽药研发领域应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我国兽药行业自 ２００６ 年强制实施兽药 ＧＭＰ 企业准入管理以来ꎬ发展初具规模ꎬ行业成就巨大ꎮ 随着

行业科技的发展ꎬ兽药剂型逐步丰富ꎬ品种不断增多ꎬ« 中国兽药典» 共收载兽用化学药品 ５９２ 个ꎬ１６ 个剂
型ꎬ其中兽用专用药物品种增加至 ６８ 个 [１６－１８] ꎮ 目前我国兽用新药研发以仿制药为主ꎬ其次是原料药研
发 [１９－２０] ꎮ 药品在批准上市之前ꎬ必须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ꎬ因需要进行体内试验ꎬ故新药开发成本颇
高ꎬ对于兽药而言ꎬ因其应用的靶动物可能不止一种ꎬ所以对产品标签上的每一种动物的安全有效性都要
分别检测 [２１] ꎬ这就意味着兽用新药上市前的过程更漫长ꎬ成本更高ꎬ考虑到经济条件的约束ꎬ将 ＢＣＳ 的概
念应用于兽药是十分必要的ꎮ 目前ꎬ美国药典专家委员会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建议将 ＢＣＳ 应用于犬ꎬ认为
此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２] ꎮ 但作为药物研发的工具ꎬ在其他动物中仍未开展研究ꎮ

ＢＣＳ 理论对候选药物的筛选、剂型的选择均具有指导意义ꎬ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化合物的溶解和渗透特

点来相应地修正其在体内的吸收 [１５] ꎮ 另外ꎬ对于 ＢＣＳ Ⅰ类、Ⅲ类药物授予生物等效性研究的豁免ꎬ则可
降低药物制剂的研发成本ꎬ缩短其上市时间ꎮ 虽然人药 ＢＣＳ 发展已经接近完善 [１２] ꎬ但仍具有某些局限
性ꎬ若将 ＢＣＳ 应用于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兽药研究时ꎬ也会促进人药 ＢＣＳ 的进一步完善ꎮ 因此将 ＢＣＳ

应用于兽药ꎬ不仅可以促进兽用药物发展ꎬ推动我国养殖业进步ꎬ同时还对人药 ＢＣＳ 的完善产生贡献ꎬ将
会给药物研发工作者、养殖户及兽医工作者均带来便利及收益ꎬ故此应用具有重大意义ꎮ

３.２

人用 ＢＣＳ 外推给不同种属动物时的局限性

尽管在兽药上应用 ＢＣＳ 的概念对兽药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ꎬ但想要把人药 ＢＣＳ 直接外推运用到

兽药行业ꎬ仍存在一些局限ꎬ这主要体现在人与动物之间的种间差异ꎮ

３.２.１

解剖学和生理学差异

首先ꎬ动物和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解剖学差异ꎬ若该差异存在于消化系统ꎬ

那么药物在不同物种体内被处置的方式也就存在差异ꎬ从而影响药效发挥ꎮ 例如反刍动物特有的复胃系
统会延长药物到达肠道的时间ꎬ故会延缓其吸收ꎻ犬虽然具有比较简单的结肠ꎬ但是肠绒毛非常发达ꎬ可能

２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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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吸收的重要部位ꎻ马的消化是后肠发酵ꎬ其胃内容物 ｐＨ 值范围较宽ꎬ绝大多数药物的吸收都发生于大
肠ꎻ禽类的消化道较为特殊ꎬ包括用于机械消化的肌胃和分泌消化液的腺胃ꎬ另外ꎬ禽类的盲肠较为发
达 [２３] ꎮ 这些解剖生理学差异都会影响药物在体内的溶出和吸收过程ꎬ所以应用 ＢＣＳ 概念时ꎬ不能进行单
纯的种间外推ꎮ

３.２.２

胃排空及肠转运时间

有研究显示ꎬ当用比格犬作为模型动物代替人测定阿司匹林缓释片、灰黄

霉素片、丙戊酸以及氨苄西林的生物利用度时ꎬ发现二者之间误差较大是缘于物种间胃肠排空时间差
异 [２４－２６] ꎮ 比较禁食状态下人、犬和小型猪的胃排空速率ꎬ发现胃排空速率从大到小排序为犬、人、小型
猪 [２２] ꎮ 胃排空时间对药物尤其是高溶解度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影响非常大ꎬ排空过快会导致药物不能完全
溶出ꎮ 另外ꎬ由于犬的肠转运时间比猪和人的都短ꎬ所以同一种制剂在犬及人、猪体内驻留时间存在显著
差异ꎬ进而影响药物的生物利用度ꎮ

３.２.３

胃肠容积

存在较大差异

[２７]

生理容积量是影响药物溶解度的一个关键因素ꎮ 不同物种日常分泌和吸收的液体量

ꎬ如马的胃容积 １８ Ｌꎬ小肠容积 ６４ Ｌꎻ牛的胃容积 ２５３ Ｌꎬ小肠容积 ６６ Ｌꎻ羊胃容积 ３８ Ｌꎬ小

肠容积 ９ Ｌꎻ猪胃容积 ８ Ｌꎬ小肠容积 ９ Ｌꎻ犬胃容积 ０.５ ~ １ Ｌꎬ小肠容积 ０.３ Ｌꎻ人胃容积 １ ~ １.６ Ｌꎮ 另外唾液
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ꎬ唾液日间平均分泌量的种间差异十分明显ꎬ牛为 １６０ Ｌ、马为 ４０ Ｌ、猪为 １５ Ｌ、犬为

０.５ Ｌ、人类大约为 １.５ Ｌꎮ
３.２.４

药物代谢

物种间药物代谢过程也存在较明显的不同 [２８] ꎬ种间药物代谢酶和肠道存在的药物转运

体的表达水平不同ꎬ则会直接影响药物的首过效应和清除速率ꎬ从而影响药物的生物利用度ꎮ

３.２.５

其他

人类和动物用药的剂量、剂型ꎬ同一物种不同品种个体大小ꎬ药物临床使用方法ꎬ例如混饲、

混饮 [２９] 以及部分动物特殊的生活习性ꎬ例如异嗜等ꎬ均会影响药物的代谢和吸收ꎮ

所以将 ＢＣＳ 用于兽药时ꎬ不能忽视上述影响药物在体内吸收的诸多因素ꎬ不能直接进行种间外推ꎬ而

需针对各个物种分别根据其具体情况制定特定的 ＢＣＳ 分类标准ꎮ

３.３

兽药 ＢＣＳ 的研究进展

美国率先开展有关兽药 ＢＣＳ 的研究ꎬ美国药典专家委员会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建议将 ＢＣＳ 应用于犬ꎮ

Ｐａｐｉｃｈ 等 [３０] 为了探讨人药的 ＢＣＳ 分类是否能直接应用于犬ꎬ通过采集 ５０ 种人用药物的药动学参数ꎬ将其
与犬所得的试验参数进行线性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较差ꎬ因此认为不能将人用 ＢＣＳ 标
准直接进行单纯的种间外推ꎮ Ｄｒｅｓｓｍａｎ [３１] 研究发现犬的胃肠液 ｐＨ 值高于人的ꎬ禁食犬的胃肠液 ｐＨ 值有
较大的跨度范围(３ ~ ８) ꎬ这就表明药物在禁食犬体内吸收情况较为复杂ꎬ在进食之后ꎬ犬胃肠液 ｐＨ 值又
会高于人类ꎬ所以对于弱酸弱碱药物来说食物也会显著影响其口服吸收ꎮ

生物利用度是表征药物口服吸收的重要参数之一ꎬ为了研究同一种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在人和动物上

是否存在相关性ꎬＭｕｓｔｈｅｒ 等 [３２] 收集了现有的 １８４ 种化合物的生物利用度文献ꎬ然后把人的数据与其他不
同物种的生物利用度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ꎬ结果表明人与动物的生物利用度参数之间的相关性较差ꎬ由
此也说明 ＢＣＳ 的概念不能直接进行种间外推应用ꎮ

３.４

３.４.１

不同动物进行 ＢＣＳ 研究时有待解决的问题
溶解性测定

ＦＤＡ 有关高溶解性药物的测定条件比较明确ꎬ即在 ３７ ℃ 时ꎬ药物在体积小于 ２５０

ｍＬ、ｐＨ 值在 １ ~ ７.５ 范围内的水性介质中完全溶解 [３] ꎮ 其中温度条件是参考人体的正常体温ꎬ但不同种属
动物的正常体温与人体存在差异ꎬ如猪为 ３８ ~ ３９.５ ℃ ꎬ牛为 ３７.５ ~ ３９.５ ℃ ꎬ鸡为 ４０ ~ ４２ ℃ ꎬ因此针对不同
动物制定药物溶解度测定条件时ꎬ需要考虑每种动物的正常体温ꎮ 另外ꎬＦＤＡ 规定的 ２５０ ｍＬ 的溶出体积
是基于人胃液 ５０ ｍＬ 和送服固体制剂所饮用的 ２００ ｍＬ 水 [３３] ꎬ故用于动物时ꎬ溶出体积确定时需要明确各
物种的胃肠容积ꎮ ＦＤＡ 规定的 ｐＨ 值范围为 １ ~ ７.５ꎬ此范围包括了人各种状态时的 ｐＨ 值ꎬ同时排除了因
小肠液 ｐＨ 值比胃液高而在小肠内有沉淀析出的情况ꎬ所以针对动物ꎬ需要了解其胃肠道 ｐＨ 值的情况ꎬ选
择足够宽的 ｐＨ 值范围ꎬ然后在此 ｐＨ 范围内对药物的溶解度进行测定并分类ꎮ

３.４.２

渗透性测定

生物利用度反映了口服药物制剂的质量和体内的作用效果ꎬ定义为药物在体吸收的

速率与程度ꎬ这个过程包括药物的释放和溶出、在肠腔内潜在的稳定性和结合问题、转移时间以及在肠壁
的有效通透率ꎮ 其中ꎬ肠壁的有效通透率是整个吸收过程的限速步骤ꎬ低通透率是候选药物成功开发最主
要的障碍ꎮ

根据 ＦＤＡ 的 ＢＣＳ 指导原则 [４] ꎬ可以用质量平衡、绝对生物利用度和肠灌流法作为药物通透性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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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

方式ꎮ 具体的模型包括人体内肠灌流、在体灌流的适宜动物模型、人或动物组织的体外转运模型、肠上皮
单层细胞的体外转运模型ꎮ 无论选取何种模型ꎬ均需考虑药物主要的转运机制、代谢途径以及有关转运载
体 / 酶的活性特征 [３４] ꎮ 例如动物机体小肠上皮细胞中高度表达的 Ｐ － 糖蛋白( Ｐ￣ｇｐ) 、多药耐药相关蛋白
( ＭＲＰ) 及乳腺癌耐药蛋白( ＢＣＲＰ) 等 ＡＴＰ 结合盒转运体ꎬ这些转运蛋白对药物的渗透性会产生影响ꎬ若
建立体外转运模型用以预测药物的肠通透性时ꎬ则需要考虑具体药物在动物体内的转运特点ꎬ进而建立与
体内相关性良好的体外预测模型ꎮ

３.４.３

ＦＤＡ 的药物评估与研究中心( ＣＤＥＲ) 已经将 ＢＣＳ 概念引入一些指导性文件 [３５－３６] ꎬ一

溶出度测定

些经过工艺放大或审批后变更的新产品ꎬ其生物等效性研究可被体外溶出度试验所代替ꎬ从而授予其生物
等效性研究豁免ꎮ

ＣＤＥＲ 建议体外溶出度试验应该遵循以下条件:①试验方法应该为美国药典( ＵＳＰ) 规定的转篮法或

浆板法ꎻ②试验所使用的溶出介质体积应为 ９００ ｍＬꎻ③溶出介质包括:０.１ ｍｏｌＬ －１ ＨＣｌ 或不含酶的 ＵＳＰ 模
拟胃液、ｐＨ４.５ 的缓冲液、ｐＨ６.８ 的缓冲液或不含酶的 ＵＳＰ 模拟肠液ꎮ ④每一种制剂ꎬ必须测定至少 １２ 个
剂量单位的溶出度ꎬ绘制溶出曲线ꎮ 若 ２ 个溶出曲线的相似因子( ｆ ２ ) 值大于 ５０ꎬ则认为这两种制剂具有相
似的溶出过程ꎮ

现在认为传统的转篮法和浆板法提供的环境是相对封闭的ꎬ与体内吸收和体内流体力学性质缺乏相
关性 [３６] ꎬ故现在针对溶出度的测定进一步发展了与生理环境相关的溶出介质ꎬ还提出了动态溶出度的测
定方法ꎮ 无论如何ꎬ溶出度测定条件的选择主要依据胃肠道环境的模拟结果ꎮ 通常需考虑机体胃内的 ｐＨ

值和酶ꎬ表面张力ꎬ胃液体积ꎬ温度及肠道内的 ｐＨ 值、压力等因素ꎮ 在体外溶出试验中ꎬ通过选择不同的
溶出装置和溶出介质ꎬ实现对胃肠道环境的模拟ꎮ 因此针对不同动物建立其体外溶出度测定方法时ꎬ需要
考虑以上因素ꎮ

３.５

基于 ＢＣＳ 理论提高兽药制剂生物利用度的基本策略

目前新药研发过程中ꎬＢＣＳ 的概念已不仅仅用于使药物获得生物等效性试验豁免权ꎬ也开始应用于从

初期到临床试验阶段的处方设计 [３７] ꎬ深入了解药物的理化性质及生物药剂学性质有助于新药研发ꎮ ＢＣＳ
是从生物药剂学角度制定处方研发策略的有力工具ꎮ

３.５.１

提高药物溶解性

溶解性低不仅会降低药物在体内的吸收与生物利用度ꎬ而且影响药物制剂的制

备ꎮ 常用的兽药剂型ꎬ如可溶性粉、溶液剂、针剂等都需药物有一定的溶解度 [３８] ꎮ 因此ꎬ增加难溶性兽药
的溶解度是兽药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难题ꎮ ＢＣＳ 主要应用于 ＢＣＳ Ⅱ类药物的处方设计ꎬ其重点主要解决难
溶性药物的增溶问题ꎬ具体方法如下:
１) 减小粒径

减小粒径的途径主要有:① 微粉化:药物的溶出速率随药物颗粒表面积的增大而增加ꎮ

根据普朗特的边界层方程ꎬ减小粒径ꎬ尤其是降到小于 ５ μｍꎬ能降低扩散层厚度ꎬ从而加速溶解ꎬ进而提高
难溶性药物的生物利用度ꎬ如阿莫西林、灰黄霉素、地高辛和非洛地平等ꎮ ② 纳米晶体技术:原理同微粉
化ꎬ通过湿法珠磨、高压匀浆或控制沉淀等方法ꎬ将难溶性药物颗粒粒径减小到纳米范围ꎬ进而提高难溶性
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３８－３９] ꎮ
２) 制成固体分散体

固体分散体是指药物以分子、无定型或微晶等状态均匀分散在某一固态载体物

质中所形成的分散体系ꎮ 将难溶性兽药分散在水溶性载体中可增加溶解度ꎮ 常用的水溶性载体材料有聚
乙二醇、聚维酮、表面活性剂、有机酸、糖、醇、纤维素衍生物等 [３９] ꎮ 目前ꎬ难溶性兽药中有广谱抗菌药氟苯
尼考ꎬ抗球虫药地克珠利、妥曲珠利、癸氧喹酯等应用固体分散体增溶的研究报道 [４０－４２] ꎮ
３) 结构修饰

难溶性弱酸或弱碱性药物ꎬ可通过制成可溶性盐ꎬ使其变为极性化合物增加溶解度ꎮ

这种方法简单方便ꎬ相关的药物也最多ꎮ 如抗菌药中头孢喹肟用其硫酸盐ꎬ沙拉沙星用其盐酸盐ꎬ头孢噻
呋用其钠盐、盐酸盐来提高溶解度 [４３－４５] ꎮ
４) 环糊精包合

包合是指一种分子被包嵌于另一种分子的空穴结构内而形成包合物的技术ꎮ 难溶

性兽药包合物在水中溶解时ꎬ 由于包合材料的亲水性从而提高药物溶解度ꎮ 常用包合材料有环糊精
( ＣＹＤ) 及其衍生物ꎬ尤以 β￣ＣＹＤ 多用ꎮ 用羟丙基 －β － 环糊精包合吡喹酮ꎬ使溶解度增大 ２７ 倍ꎮ 羟丙基 －
β －环糊精包合对伊维菌素也有很好的增溶效果 [３９ꎬ４６] ꎮ
５) 引入亲水基团

难溶性药物分子中引入亲水基团如多元酸盐、磺酸钠、羧酸钠、醇、氨基、糖等ꎬ可

增加其在水中的溶解度ꎮ 如不溶于水的氢化可的松ꎬ通过酯键引入亲水基团琥珀酸钠( 丁二酸钠) 形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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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前药ꎬ可制成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注射液 [３９ꎬ４６] ꎮ
(６) 乳化技术

目前ꎬ乳化技术备受重视ꎬ水相与油相同时存在ꎬ亲水性药物和疏水性药物均能被溶

解ꎮ 乳化液包括 ３ 种类型:油包水( Ｗ / Ｏ) 型、水包油( Ｏ / Ｗ) 型及双连续相ꎬ药物在乳液中的增容量高出药
物在水中和油中的溶解度之和 [３８－３９ꎬ４６] ꎮ

３.５.２

提高药物渗透性

从理论上讲ꎬ药物从肠腔进入血液的转运途径有 ３ 种:载体介导的主动转运、易

化扩散被动转运及旁路转运ꎮ 大多数口服药物通过被动转运吸收ꎬ故药物脂溶性强弱是决定药物吸收的
关键因素ꎬ脂溶性较高的药物其膜渗透性更好ꎮ 药物脂溶性主要由药物本身的化学结构决定ꎬ因此ꎬ可通
过优化其化学结构的方法来增加脂溶性ꎬ从而提高其渗透性ꎮ 部分亲水性药物可经旁路转运透过肠膜ꎬ此
类药物可通过在处方中加入渗透促进剂的方法来提高其渗透性ꎮ 常用的渗透促进剂有脂肪酸、胆盐、表面
活性剂、多糖等 [２ꎬ３９] ꎮ 总体而言ꎬ制剂学手段在低渗透性药物的处方设计中作用有限ꎬ是一个尚待探讨的
领域 [３３] ꎮ

４

小结
生物药剂分类系统对兽药研发、管理乃至行业发展均体现了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虽然人药 ＢＣＳ 已经近

乎完善ꎬ然而由于存在物种间差异ꎬ限制了其种间外推ꎮ 但是研究者可以参照建立人药 ＢＣＳ 的理论及方
法ꎬ建立种间的相关性ꎬ或者参考不同物种自身的生理生化特性等创建新的标准ꎮ 目前国外在此方面已开
展相关的研究ꎬ但在建立标准上仍存在一些难以攻克的难题ꎬ有待深入探讨及研究ꎮ 若成功将 ＢＣＳ 应用
于兽药ꎬ则有利于解决兽药研发及应用上存在的问题ꎬ进而推动兽药制剂行业的发展ꎬ所以将 ＢＣＳ 应用于
兽药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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