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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碱单体镇痛制剂研究进展
王艳宏，孙雪晴，樊建，赵雪琪，关枫

*

（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 疼痛是几千年来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问题之一。疼痛的起因复杂且种类繁多，长期疼痛还会导致抑郁，开发药
效显著、毒副作用小的镇痛制剂已成为研究热点。近年研究发现，生物碱单体具有 γ-氨基丁酸、大麻素、辣椒碱等镇痛作用靶
点，若将其制剂应用于镇痛领域可借此弥补传统阿片及非甾体类镇痛药物存在成瘾性、副作用高等缺陷，但尚未有相关文献
对此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总括。该文首先介绍了疼痛的产生机制和镇痛的作用靶点，在此基础上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 CFDA） 批准上市的生物碱单体镇痛制剂的应用现状（ 品种数量、剂型种类、用药说明、镇痛作用机制及优点） 进行了统计
和分析，进而对生物碱单体镇痛制剂的研究动态（ 制剂新剂型及新技术） 进行综述，最后指出了此领域研究中存在已上市制剂
的用药信息不完善、研究的科研成果转化不足、已开发生物碱单体镇痛成分种类过少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指出发展方向，
以期为生物碱单体类药物的进一步开发和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疼痛； 生物碱； 镇痛制剂； 镇痛作用靶点； 研究进展

Ｒesearch progress on alkaloid monomer analgesic preparations
WANG Yan-hong，SUN Xue-qing，FAN Jian，ZHAO Xue-qi，GUAN Feng *
（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Harbin 150040，China）
［Abstract］ Pain is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seriously affect people' s quality of lif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causes of pain are
complex and varied，and long-term pain can also lead to depression． It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to develop analgesic preparations
with significant drug effects and small side effects． Ｒ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ertain alkaloid monomers have analgesic targets
such as γ-aminobutyric acid，cannabinoids，and capsaicin． If their preparation is applied to the analgesic field，they can make up for
the defects such as strong addiction and sid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opioid and non-steroidal analgesic drugs，but there is no relevant literature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is field．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mechanism of pain production and the target of analgesia． Based on this，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alkaloid monomer analgesic preparations approved by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CFDA） （ number varieties，type of dosage form，drug description，analgesic mechanism and advantages） was analyzed，and the
research dynamics of alkaloid monomer analgesic preparations （ new formul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were reviewed． Finally，some
problems in this field were pointed out，such as imperfect medication information，inadequat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and
too few kinds of analgesic components in developed alkaloid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as also pointed out for the above problems，
with a view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in-depth research．
［Key words］ pain； alkaloid； analgesic； analgesic target； research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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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是一种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
的主观感觉和情感体验，按持续时间可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
［1］

疼痛。目前全球有 35% ～ 45%的人口饱受疼痛之苦

，现阶

段临床上治疗疼痛多以阿片、非甾体类抗炎药（ NASIDs） 等
［2］

为主，然此类药物多具有胃肠道不良反应
［4］

受性、抑制呼吸、睡眠障碍

、成瘾性［3］ 、耐

等问题。如何能开发出新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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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安全的镇痛制剂已成广大药学工作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

1

一。生物碱是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及微生物中的天然活性物

1. 1

应用现状
疼痛的产生机制
［7］

疼痛由不同类型的刺激与效应感受器的结合而引起

质，尤以中药植物中居多，现有 6 000 种以上的生物碱被发

。

现，有多种生物碱已经明确具有较好的镇痛作用。经查阅，

其效应一般分为 2 类，一种是疼痛信息直接传到痛觉中枢的

国家批准上市的以提取物、有效部位、单体成分等为应用形

中枢神经机制，另一种是疼痛信息间接传到中枢神经系统的

式的生物碱类相关药物约有 37 种，如雪上一支蒿总碱、黄藤

周围神经机制。与周围神经机制有关的疼痛主要由炎症反

素、乌头碱、辣椒碱等，其中具有镇痛作用的生物碱单体有乌

应引起

［8］

，与中枢神经机制有关的疼痛主要由神经异常电活

头碱、辣椒碱、延胡索乙素等 10 种。生物碱类成分具有较好

动引起，故抑制炎症因子及神经异常电活动的药物是良好的

的开发前景，不仅具有毒副作用小、资源丰富、结构可知等优

镇痛制剂。

［5-6］

势，而且具有镇痛作用靶点新颖

，且单体成分适宜制成缓

镇痛作用靶点

1. 2

控释及靶向制剂等新剂型。故本文通过总结已上市的生物

针对疼痛的治疗，通过靶点止痛是有效治疗疼痛的途径

碱单体镇痛制剂的研究进展，以加深生物碱单体成分用于治

之一。镇痛药物的作用靶点见图 1，主要为受体、酶、离子通

疗疼痛的认识，为扩大临床应用及产品研发提供参考。

道及其他活性因子。

图1

镇痛作用靶点图

Fig．1

Analgesic target map
目前临床常用的镇痛药主

好的选择。由于人体在酶的催化作用下可以产生一些导致

要为阿片、NASIDs 及抗癫痫药。阿片类镇痛制剂的作用靶

疼痛的病理反应介质或调控因子，因此成为一类重要的镇痛

传统药物镇痛作用靶点

1. 2. 1

点为中枢神经系统的 μ 阿片受体，但存在成瘾性及依赖性等
［9］

副作用

。抑制环氧化酶活性为 NASIDs 的主要作用机制，

作用靶点，实验表明，对一氧化氮合酶抑制可有效的缓解神
［11］

经性疼痛

。离子通道是具有离子泵作用的蛋白质小孔，

环氧化酶有 COX-1，COX-2 2 个异构酶，多数 NASIDs 非选择

通过选择性的允许某种离子出入可以产生相应的镇痛作用，

性抑制环氧化酶会导致胃肠道损伤、出血及肾毒性的发生。

如调节中枢神经系统 Na 的浓度可抑制神经元兴奋从而产生

+
2+
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减少神经元 Na 和 Ca 的内流为抗癫

镇痛作用

痫药物的作用机制，但其对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肝脏损害较

痛作用

大。目前研究学者致力于阿片、NASIDs 及抗癫痫药作用靶

导进而产生镇痛效果

点以外的镇痛制剂的开发以改善此类传统镇痛制剂的问题。

用靶点，
为饱受疼痛折磨的患者治疗带来了一丝曙光。

1. 2. 2

新型药物镇痛作用靶点

γ-氨基丁酸、谷氨酸、大麻

+

［12］

［13］

2+
，
阻滞神经元 N-型和 T-型 Ca 皆可以产生强效镇

，
调节辣椒素受体阳离子通道可阻滞疼痛信号的传
［14-15］

1. 3

。生物碱单体具有以上新型镇痛作

生物碱单体镇痛制剂

素等受体可以识别微量的药物并与之结合发挥相应的镇痛

1. 3. 1

效应，对于选择性高、副作用小的新型镇痛药物的开发是很

止至 2018 年 11 月 6 日，上市药物的批准文号共有 166 626

品种数量

经查阅 CFDA 国产药品数据库可知，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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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镇痛类生物碱单体制剂共有 28 个品种、264 个批准文

药； 草乌甲素片、秋水碱片等 13 种药物已被 2015 年版《中国

号，占国产药品批准文号总数的 0. 158%。表 1 对此类镇痛

药典》收录； 辣椒碱凝胶、草乌甲素片等 11 种药物由独家企

制剂的生物碱单体种类、来源、品种、主治病症进行统计，统

业生产； 正清风痛宁片、秋水仙碱片等 27 种药物由多家企业

计表明除硫酸延胡索乙素片、氢溴酸山莨菪碱片外均为处方

生产。

表1

CFDA 批准上市的生物碱单体镇痛制剂

Table 1

CFDA approved marketed alkaloid monomer analgesic preparation
主要来源

种类
辣椒碱

指天椒 （ 长柄椒） 、簇 生 椒 （ 朝
天椒） 、小指 椒 （ 象 牙 辣 椒、细 长
辣椒） 、长辣椒

制剂

风湿痛、背部疼痛及扭伤、拉伤引起的疼痛

辣椒碱凝胶 2，4）

风湿痛、背部疼痛及扭伤、拉伤引起的疼痛

辣椒碱乳膏

乌头碱

川乌、草乌、附子、雪上一枝蒿、 乙酰乌头碱片
白附子

草乌甲素

滇西嘟啦（ 滇西乌头） 、粗茎乌
头、长喙乌头、直喙乌头

关节炎、腰腿痛、带状疱疹引起的疼痛

2，
4）

风湿性及类风湿性关节炎、腰肌劳损、肩
周炎、四肢扭伤

草乌甲素片 2，3）
草乌甲素软胶囊 2，4）

青藤碱

粉防己
青藤、毛青藤、圆叶千金藤

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

2，
4）

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腰肌劳
损、肩周炎、四肢扭伤

注射用草乌甲素 2，4）

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腰肌劳
损、肩周炎、四肢扭伤

草乌甲素口服溶液 2，3）

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腰肌劳损、肩周
炎、四肢扭伤

汉防己甲素片 2，4）

风湿痛、关节痛、神经痛

汉防己甲素注射液 2，4）

关节痛、神经痛

正清风痛宁缓释片 2，4）

风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

草乌甲素注射液

汉防己甲素

主治病症

2，
4）

正清风痛宁片

肌肉酸痛、关节肿胀、疼痛，屈伸不利、风
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

2，
4）

正清风痛宁胶囊 2，4）

肌肉酸痛、关节肿胀、疼痛，屈伸不利、风
湿与类风湿性关节炎

秋水仙碱

百合科植物丽江山慈菇和秋水仙

秋水仙碱片 2，3）

痛风性关节炎

高乌甲素

高乌头、狭盔高乌头、滇西乌头

注射用氢溴酸高乌甲素 2，4）

偏头痛、癌痛、痛经痛、三叉神经痛、神经痛

氢溴酸高乌甲素注射液 2，4）

癌痛、痛经

氢溴酸高乌甲素葡萄糖注射液 2，4）

三叉神经痛

高乌甲素贴片 2，4）

手术后疼痛、恶性肿瘤疼痛、风湿痛

氢溴酸高乌甲素片 2，4）

偏头痛、癌痛、痛经、三叉神经痛、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

延胡索乙素

延胡索、夏天无、小花黄堇、深
山紫堇、华千金藤根、黄叶地不容
块根、秃叶黄皮树树皮等、黄藤

硫酸延胡索乙素片 1，4）

头痛、消化系统疾病引起的内脏痛、月经痛

千金藤碱
莨菪碱

千金藤
天仙子、颠茄、洋金花

千金藤啶碱片 2，4）
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氯化钠注射液 2，4）
消旋山莨菪碱片 2，3）
氢溴酸山莨菪碱片 1，3）
氢溴酸山莨菪碱注射液 2，3）
丁溴东莨菪碱胶囊 2，3）
丁溴东莨菪碱注射液 2，3）
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 2，3）

血管性头痛，如偏头痛
胃肠痉挛所致的疼痛
胃肠绞痛
胃肠痉挛所致的疼痛
胃肠绞痛
胆绞痛和肾绞痛
胆绞痛和肾绞痛
胃肠绞痛

注： 1） 非处方药； 2） 处方药； 3） 被 2015 年版《中国药典》收录； 4） 未被收录。

剂型影响药物的释放速率，进而影响机

肠溶片剂 1 种） 、胶囊剂（ 3 种） 、口服溶液剂（ 1 种） ； 用于静

体作用效果以及毒性。据表 1 可知目前此类上市制剂中用

脉给药的为注射剂（ 注射剂 8 种，粉针剂 2 种） ； 经皮给药途

于口服给药的剂型为片剂（ 普通片剂 10 种，缓释片剂 1 种，

径的制剂为辣椒碱乳膏剂、辣椒碱凝胶剂。其中乌头碱、秋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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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碱、延胡索乙素、千金藤碱 4 种生物碱相对分子质量较

以活性因子为作用靶点的秋水仙碱的镇痛作用为抑制

大，熔点高，易 溶 于 有 机 溶 剂 难 溶 于 水，乌 头 碱 及 秋 水 仙

外周组织活性物质的释放增加抗炎介质水平，是治疗急性痛

［34］

碱

又具有毒性，故目前上市的剂型仅有片剂； 由于辣椒碱

［23］

风性关节炎的首选药物

草乌甲素、高乌甲素、汉防己甲素、青藤碱可能既以受体

的首过效应较强，半衰期为 1. 129 h，临床上需要用药 1 周后
才有效果，因而注射或口服给药不具有优势，其相对分子质

。
［24］

又以离子通道为作用靶点。Wang 等
［25］

+

认为草乌甲素的镇

量较小，熔点较低，lgP 3. 33，符合透皮贴剂的制备特点，乳膏

痛机制与 Na 通道相关，Li 等

及凝胶剂是应用较为广泛的制剂。相较之下草乌甲素、汉防

神经元小胶质细胞产生，有实验发现其镇痛作用是吗啡的 65

己甲素、青藤碱、高乌甲素、莨菪碱的剂型稍微丰富。草乌甲

［26］
倍、
阿司匹林的 7 200 倍，且长期给药并未出现耐受性 ，其

素具有较大的相对分子质量（ 627. 76） ，熔点较高，水溶性及

制剂疗效与双氯芬酸钠片相当

，但安全性较非甾体类镇

脂溶性较差，但理化性质较稳定，除无透皮制剂外，片剂、胶

［28］

。传统观点认为高乌甲素通

则认为其镇痛效果是作用于

［27］

痛药和阿片类镇痛药具优势

［29］

+

，Ou 等［30］ 则认为其可抑制

囊、注射液、口服液目前均已上市； 汉防己甲素的相对分子质

过阻断 Na 通道而起镇痛作用

150 ℃ 左右熔后加
量为 622. 75，易溶于有机溶剂，不溶于水，

［31］
背根神经元 P2X3 受体的表达产生镇痛作用，Yang 等 发

热又固化，至 213 ℃ 复熔，lgP 3. 55，上市制剂为片剂及注射

现，高乌甲素的镇痛强度是氨基吡啶的 7 倍，与哌替啶的镇

剂； 青藤 碱 的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为 329. 39，161 ℃ 熔 解，熔 点

痛效果相当，且无恶心、呕吐等副作用

180 ℃ ，
微溶于水，溶于有机溶剂，lgP 1. 25，目前上市制剂为

癌症及术后等慢性疼痛的治疗。汉防己甲素除可拮抗 Ca 通

［32］

，已经被广泛用于
+

片剂、缓释制剂、胶囊剂； 高乌甲素的相对分子质量 584. 7，

道外，近年研究发现其通过抑制星形胶质细胞 IkB 激酶 β 磷

lgP 2. 13，熔点为 217 ～ 218 ℃ ，微溶于水，溶于有机溶剂，片

酸化和 COX2 / PGE2 途径而起到镇痛作用

剂、贴剂、注射剂为目前的上市制剂； 莨菪碱的相对分子质量

［33］

，临床主要用于

［34］

治疗 风 湿 痛、关 节 痛、神 经 痛 等 慢 性 疼 痛
［35］

，Whitehouse

为 289. 37，熔点为 108. 5 ℃ ，lgP 1. 53，易溶于有机溶剂，可溶

等

于水，故可被制成片剂、胶囊、注射剂。

+
用强于阿司匹林。对于青藤碱，有研究学者认为是抑制 Na
［36］

据了解，上市的生物碱单体类镇痛制剂

通道而产生镇痛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其是通过作用于受

均有明确的用法用量及规格说明。关于用药不良反应及用

［37-38］

体产生镇痛作用

，黄先涛等［39］ 采用盐酸青藤碱治疗各

1. 3. 3

用药说明

研究发现，汉防己甲素可明显抑制关节炎的发展且作

药禁忌的说明中，除乙酰乌头碱片无不良反应说明外其他药

种风湿性疼痛 263 例的有效率为 89%，而阿司匹林对照组 59

物均有明确的不良反应说明，氢溴酸高乌甲素片、乙酰乌头

例的有效率为 86. 5%。

碱片未标注用药禁忌说明； 对于特殊用药人群的应用研究

2

研究动态

14 种药物进行过孕
中，共有 17 种药物进行过儿童用药研究，

生物碱单体有效成分明确，镇痛机制比较清晰，且不同

妇用药研究，12 种药物进行过老年人用药研究； 关于药代动

于传统的药物，近年来学者们围绕其制剂新剂型及新技术方

力学方面，共有 11 种药物含有详细说明； 关于毒理学方面，

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取得进展。

源于有毒中药的生物碱单体成分制剂乙酰乌头碱片、草乌甲

2. 1

缓释制剂

素口服溶液、汉防己甲素注射液、硫酸延胡索乙素片、盐酸消

片剂为延胡索乙素的上市剂型，但其水溶性较差，口服

旋山莨菪碱氯化钠注射液、消旋山莨菪碱片、氢溴酸山莨菪

［40］
生物利用度低，Tung 等 根据其溶解度具有 pH 依赖性的特

碱注射液、丁溴东莨菪碱胶囊、丁溴东莨菪碱注射液、盐酸消

点，制备了延胡索乙素自微乳化给药系统，结果与延胡索乙

旋山莨菪碱注射液有详细说明。
1. 3. 4

镇痛作用机制及特点

素混悬液相比，口服生物利用度提高了 198. 63%。有研究表

以受体为作用靶点的延胡索

［41］

明辣椒碱主要聚集在肠道和肝脏

，Suresh 等［42］ 通过口服

乙素、山莨菪碱中，延胡索乙素通过增多与分布在大脑中大

辣椒碱给大鼠 1 h 后在血液、肠道、肝脏中仅观察到约 24. 4%

麻素受体的结合起到镇痛作用，也有研究发现它是通过拮抗

的药物含量，且 24 h 后这一比例下降到 1. 24%，极短的生物

多巴胺 D 2 受体而起作用，对于顽固性神经性头痛及血管神

半衰期限制了镇痛疗效，故目前仅有乳膏及凝胶制剂上市应

。山莨菪碱的镇痛途径为

De Freitas GBL 等［43］ 通过溶剂化-凝聚法获得辣椒碱白蛋
用，

阻止 M 胆碱受体的释放，在临床中与针刺疗法合用的效果

白纳米颗粒，体外释放实验表明纳米包封的辣椒碱可持续释

［19］

经性头痛的治疗有较好的效果

［20］

与曲马多注射液的效果相同，但无明显副作用的发现

。

放 72 h，且显著降低了导致疼痛的肿瘤坏死因子-α 的水平。

以离子通道为作用靶点的辣椒碱对治疗神经性病理疼

高乌 甲 素 的 相 对 分 子 质 量 584. 7，lgP 2. 13，熔 点 为 217 ～

痛、慢性疼痛、癌症等疼痛均有良好的效果。辣椒碱通过作

218 ℃ ，微溶于水，为了改善市售高乌甲素在体内生物半衰

用于辣椒素受体对 P 物质的消耗来缓解疼痛，有研究者对

［44］
期短的问题（ 在体内仅释放 6 h） ，王雪娇等 通过反相乳液

144 例类风湿性关节炎疼痛患者进行对比用药发现，辣椒碱

聚合法制备高乌甲素-β-环糊精聚合物微球，体外试验表明其

软膏 的 有 效 率 为 87. 5%，非 甾 体 类 外 用 制 剂 的 有 效 率 为

在模拟肠液 pH 环境下释放时间可达 20 h，显著提高了缓释

79. 1%，无吗啡类不良反应［21-22］ 。

效果。盐 酸 千 金 藤 碱 味 苦，目 前 仅 有 片 剂 上 市。张 壮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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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究报道已有多种秋水仙碱前体药物被相继合成

，如生物

态较好，包封率较高，其工艺操作可行，为千金藤碱新型制剂

聚合物-秋水仙碱、荧光-秋水仙碱、金属配合物-秋水仙碱等，

的研发提供实验依据。

前体药物降低了秋水仙碱的毒性，若将其用于镇痛制剂的开

控释制剂

2. 2

发会使秋水仙碱更好的造福于人类。

－1
延胡索乙素在水中的溶解度为 24. 96 mg·L ，属难溶性
［46］

3

问题与展望

首先运用固体分散体技术将延胡索乙素溶

疼痛的病因错综复杂，种类众多，且易于变化，传统镇痛

解，
继而通过渗透泵技术制备延胡索乙素单室单层渗透泵

药因不可忽视的缺点（ 如成瘾性、胃肠道刺激性） 使其应用受

片，此方法提高延胡索乙素溶解度的同时，又达到控释的效

到了限制，随着中药现代化的深入研究，生物碱单体因不可

药物，黄瑜等

果，
为延胡索乙素更好的发挥药效提供了新的思路。青藤碱
［47］

的上市制剂为片剂、缓释片剂、胶囊剂，Sun 等

将其制成

替代的镇痛作用有望成为镇痛领域一线药物，但同时也面临
诸多挑战。
某些已上市生物碱单体镇痛制剂的用药信息不完善，

新型的肠定位渗透胶囊，通过 4 次肠定位和零级释放的实验

3. 1

表明具有明显的缓释效果，达到维持血药浓度、减少毒副作

亟待加强相关药物的基础研究
辣椒碱乳膏、乙酰无头片、草乌甲素片、汉防己甲素注射

用的目的。

液、氢溴酸高乌甲素注射液等制剂缺乏药代动力学、特殊人

速释制剂

2. 3

汉防己甲素的相对分子质量较大，易溶于有机溶剂，不

群用药、毒理学的说明，且无相关文献可供参考，甚至乙酰乌

溶于水，片剂及注射剂为其上市剂型，鉴于汉防己甲素溶液

头碱片、氢溴酸高乌甲素片未进行不良反应、用药禁忌的标

呈 pH 依赖性，在体液环境时溶解度迅速下降，又具有肝脏首

注。为了确保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些制剂亟待加强相

［48］

通过 Box-Behnken 效应面法在前人的基

关药物的基础研究，以完善用药信息。尤其是有些生物碱单

础上对汉防己甲素滴丸的工艺优化，并通过转篮法测定了汉

体既是镇痛的有效成分，也可能是毒性成分，更应加强药代

防己甲素滴丸与片剂的体外溶出速率，得到汉防己甲素滴丸

动力学和毒理学研究，并可根据不同的生物碱的分子作用靶

24. 6 min，说明汉防己甲素在滴丸中
和片剂的 t 50 分别为 5. 4，

点，进行结构的筛选及设计合成仅在作用靶点部位发挥作用

溶出速率远远大于片剂，达到速释目的。

的化合物，以实现减毒增效。某些生物碱单体的镇痛机制有

过效应，果秋婷等

经皮给药制剂

2. 4

待进一步研究，如草乌甲素、高乌甲素、汉防己甲素、青藤碱

Cao 等［49］ 采用聚乙烯醇和麦芽糖浇铸法制备了盐酸青

的镇痛机制众说纷纭，它们的镇痛作用究竟是单靶点还是多

藤碱微针，将微针阵列插入箔和大鼠皮肤，并测定其体外渗

靶点尚需深入探寻。

透情况，微针阵列给药后 48 h 内渗透速率稳定，但对皮肤有

3. 2

轻微的刺激性，为青藤碱透皮给药开辟了一个新途径。秋水

中的应用略显不足，应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力度

制剂的新技术、新剂型在上市的生物碱单体镇痛制剂

仙碱是一种水溶性强碱，属于高溶解性、低渗透性药物，是治

目前上市的生物碱单体类镇痛制剂主要以片剂、注射

疗痛风性疼痛最有效的药物，过去有关于静脉注射给药致死

剂、口服溶液剂等常规剂型为主，近年来科研人员已经应用

的报道，故目前仅有口服片剂被上市应用，但其口腔生物利

纳米技术、脂质体技术、固体分散技术及微针技术等将生物

［50］
，Gina 等［51］ 结合透皮途径与弹性脂质纳米
用度低（ 44%）

碱单体成分制成缓释、控释、速释、前体药物等新型制剂，但

囊泡的优点，将秋水仙碱制成透皮制剂，在对体内动物痛风

研究多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距离上市仍有一段距离，应加快

模型评估时发现其与市场上的片剂相比起效迅速、作用时间

科研成果的转化力度。含吗啡成分的镇痛制剂虽存在不足，

延长，提高生物利用度的同时减少副作用的发生。草乌甲素

但剂型的开发却很丰富，如口服给药、肺部给药、透皮给药

具有较大的相对分子质量（ 627. 76） ，熔点较高，水溶性及脂

等，
生物碱单体制剂的研发可借鉴吗啡镇痛制剂的研究思

溶性较差，目前研究学者致力于其经皮给药途径的研究，冯

路，将常规制剂和制剂的新技术、新剂型相结合以克服生物

［52］

怡等

使用表面活性剂等将草乌甲素制成 O / W 微乳透皮

制剂，以望改善其水溶性及脂溶性，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
［53］

莨菪碱易溶于有机溶剂，可溶于水，李美燕等

以不同质量

浓度和配比的壳聚糖、β-甘油磷酸钠为辅料制备氢溴酸东莨
菪碱温敏型鼻用原位凝胶，以提高患者顺应性。
2. 5

前体药物制剂
［54］

Feng 等

通过化学合成反应制备出辣椒碱前体药物，

碱药物溶解度低、半衰期短等缺点。
3. 3

已上市的生物碱镇痛药物数量有限，应积极从中药中

遴选镇痛作用靶点新颖的生物碱单体进行开发研究
现已有 6 000 种以上的生物碱被发现，但用于临床研究
的仅约百种，已上市的单体类镇痛制剂仅 10 种。中医药是
一个伟大宝库，应该努力挖掘。研究发现很多中药生物碱单
体具有镇痛作用且作用靶点新颖，如马钱子碱可通过抑制电

并利用二硫键及自组装给药系统成功的制备出辣椒碱前体

压门控钠通道而镇痛［56］ ，吴茱萸碱［57］ 的作用靶点为辣椒素

药物纳米粒（ Cap-SSVE NPs） ，Cap-SSVE NPs 水溶性较好，且

［58］
受体（ TＲPV1） ，苦参碱 可激活大麻素受体-2 和上调电压

明显减轻胃肠道黏膜的刺激性，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有研

门控钙离子 N-型通道表达，促进抑制性神经递质（ γ-氨基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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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
甘氨酸） 合成和释放，亦有动物实验表明钩吻碱、甜菜碱、
［59］

角蒿酯碱、骆驼蓬碱

、白屈菜碱、苦豆子碱［60］ 具有镇痛作

用。中药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宝贵财富，从中药中遴选具有镇
痛作用新靶点的生物碱单体进行开发研究，可充分发挥我国
中医药的优势，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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