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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是为适应现代药学的发展和需要而设立的一门新课程，也是
现代药剂学的基础专业课程。虽然药用高分子材料学在经典药剂学中只占了辅料这一
小部分，但随着人们对药物从剂型中释放以及被吸收的过程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大家已
普遍认识到药用高分子材料在药物制剂中的重要性。近五六十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型
药用高分子材料进入市场，它们的安全性和功能性显示出了药用高分子材料作为辅料
在应用上的进步和不可替代性，可以说，没有新型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应用，就没有现代
的药物制剂。

早期的药用高分子材料学多是在“药剂学”课程中简单阐述，内容重复且缺乏合理
连贯性和理论性，学生难以获得系统全面的知识。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药学教育
课程体系中才率先设立独立的“药用高分子材料学”课程。它的产生和发展得到国家医
药行政部门的极大重视。

笔者根据近几年来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以及专业教学的实际需要，参阅了大量
的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和最新科研成果，同时结合笔者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实践的经
验编写了本书。全书共六章，从药用高分子材料概论、药用高分子材料基础知识以及药
用高分子材料的应用这三个方面系统介绍了药用高分子材料学。书中的各章节具有相
对独立性又层层推进，便于教学时由易到难、由浅及深的教学需要。本书注重实用性、
先进性和科学性，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及自学能力。

本书主要由高峰及陈彦佐编写，秦冬冬、金玉、谢木青、王云、叶亚婧、陆益奔、刘文
超、黄宇坤、谭文娟等也参加了部分工作。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华东理工大学优秀教材出版基金的资助以及药学院领导的关
心，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由于国内外药用高分子材料品种的不断增加，本书有一定的局限性，难免存在不
足，敬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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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章　概　论

１．１　课程的目的和任务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是药剂学与高分子材料学的交叉学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有关
药用高分子材料的知识，都是在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化学和高分子材料工艺学等书籍中介
绍的，药剂学和药用辅料等书籍中虽有涉及，但内容分散，信息量小，因此“药用高分子材料
学”课程的开设是为了适应现代药剂学的发展和需要，它是药物制剂专业的基础专业课程。
药用高分子材料是一类具有高分子特性、生物安全性好、能应用于药物剂型制备和药品包
装的高分子化合物，在药用辅料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现代的制剂工业，从包装到复杂
的药物传递系统的制备，都离不开高分子材料，可以说，没有高分子材料的应用，就没有
现代药剂学。因此，了解和熟悉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基本知识，已成为药物制剂技术人员
在设计新剂型、解决生产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优化处方设计和缩短开发时间等方面的迫
切需要。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这一课程学习的目的是使学生在熟悉高分子材料学基本概念与
理论的基础上，掌握药物制剂中常用的天然高分子材料、合成以及半合成高分子材料的结
构、物理化学性质、制备工艺、应用范围、安全性评价以及质量标准等，并且能够初步将这些
基础知识应用在传统药物剂型以及缓释制剂、控释制剂、靶向制剂、长效制剂等现代药物新
剂型中。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这一课程主要介绍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１）高分子材料的一些基本知识，如高分子材料的命名、分类、化学结构、高分子材料的

反应（缩聚、加聚和共聚等）、高分子材料的理化性能和表征技术等。
（２）常见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化学结构、物理化学性质、质量鉴定、安全性评价以及在药

物制剂中的应用等。
目前，药用高分子材料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５０多年来已有部分品种载入国家药典，

其生物安全性和结构稳定性也有相应的质量标准，因此对药用高分子材料学的学习有助于
对有关标准更深入地理解，从而能够做到在制剂工业中更加合理地应用。

由上可见，“药用高分子材料学”这一课程的任务着重于一般高分子材料的理论知识和
药用高分子材料的介绍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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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药用高分子材料与现代药剂学

１．２．１　高分子材料与药剂学的关系
药物一般不能直接供病人使用，为适应治疗、预防或诊断的需要，必须制成适合应用的

剂型（如片剂、胶囊剂、注射剂、软膏剂、栓剂等），而某一剂型的具体品种就成为药物制剂，
简称药剂。药物制剂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或药品管理部门批准的标准，为适应治
疗或预防的需要而制备的某种给药方式的具体品种，如头孢拉定胶囊、盐酸二甲双胍肠溶
片、青霉素粉针剂等。

要将药物制成药物制剂，通常来说，需要药用辅料的参与。药用辅料广义上指的是能
将药理活性物质制备成药物制剂的各种添加剂，而其中具有高分子特征的辅料一般被称为
药用高分子辅料。长久以来，人们都把辅料看作是惰性物质，随着人们对药物在剂型中释
放、吸收性能的深入了解，现在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辅料有可能改变药物从制剂中释放的速
度或稳定性，从而影响其生物利用度。国际药用辅料协会（ＩＰＥＣ）对药用辅料的定义是：在
药物制剂中经过合理的安全评价且不包括生理有效成分或前体的组分，它们在药物制剂中
的作用有：①在药物制剂制备过程中有利于成品的加工；②加强药物制剂的稳定性，提高生
物利用度或病人的顺应性；③有助于从外观鉴别药物制剂；④增强药物制剂在储藏或应用
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⑤提高药物疗效，降低其毒副作用。

药用辅料在药剂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实际应用中药用辅料大多数都是高分
子材料。可以说，高分子材料是药物制剂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分子材料与药物制剂
的关系可以简单地用图１．２．１表示。只有获得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批准的、符合一定法规的
药物制剂才能供病人使用。供病人使用的药物制剂中所用的药物、高分子材料也必须获得
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批准，并符合相关法规。

图１．２．１　高分子材料与药物制剂的关系

１．２．２　高分子材料在药物制剂中的应用
药物制剂的性质和质量取决于所选用的高分子材料及其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药物从

制剂中的释放行为，如释放速度、释放部位、释放方式（如脉冲释放等）取决于所选用高分子材
料的性质。新型药物制剂或给药系统的设计和研究取决于新型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开发。

药用高分子材料，依据它们的用途一般可分为三大类：①在传统剂型中应用的高分子
材料；②控释、缓释制剂和靶向制剂中应用的高分子材料；③包装用的材料。

药用高分子材料按材料的来源分类有：①天然高分子材料，如蛋白质类（如明胶等）、多
糖类（如淀粉、纤维素）、天然树胶（如阿拉伯胶等）等；②半合成高分子材料，如淀粉、纤维素
的衍生物（如羧甲基淀粉、羟丙基纤维素）等；③合成高分子材料，如热固性树脂、热塑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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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等。按材料的稳定性分类有：可降解生物材料和惰性材料。
药用高分子材料按材料的种属分类有：无机生物材料、有机高分子生物材料、合金生物

材料、微生物合成材料和生物技术合成生物材料等。
药用高分子材料按材料的特殊功能分类有：药用水凝胶材料、黏膜黏附性材料、双亲

（亲水亲油）生物材料、离子聚合物及其复合物、生物可降解材料和惰性生物材料等。
药用高分子材料按给药系统（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ＤＤＳ）分类有：控释给药系统（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ｒ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ＤＳ）、微粒工程给药系统（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ＤＤＳ）、靶向给药
系统（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ＤＤＳ）、智能给药系统（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ＤＤＳ）、经皮给药系统（ｔｒａｎｓｄｅｒｍａｌＤＤＳ）、
黏膜给药系统（ｍｕｃｏｓａｌＤＤＳ）、植入给药系统（ｉｍ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ＤＤＳ）、多肽蛋白疫苗类药物给药
系统（ｐｅｐｔｉｄ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ｖａｃｃｉｎｅＤＤＳ）和基因治疗给药系统（ＤＮＡＤＤＳｆｏｒｇｅｎｅｔｈｅｒａ
ｐｙ）。其中，微粒工程给药系统包括微球给药（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ｏｒｍｉｃｒ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纳米球或纳
米囊给药（ｎａｎ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ｏｒｎａｎ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脂质体给药（ｌｉｐｏｓｏｍｅ）、大分子胶束给药（ｍａｃ
ｒｏ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ｍｉｃｅｌｌｅｓ）等。另外，还可依据材料的化学结构分类。以下将分别从６个方面介
绍文献报道过的一些重要的药用高分子材料在药物制剂中的应用。
　　１．作为片剂和一般固体制剂的辅料

口服固体制剂（如片剂和胶囊剂等）在临床中应用的最为广泛，一般在市售药物剂型中
的比例占到８０％以上，制备过程中常加入以下５类高分子材料充当稀释剂、黏合剂、崩解
剂、润滑剂和包衣材料。

（１）稀释剂：微晶纤维素、粉状纤维素、糊精、淀粉、预胶化淀粉等。
（２）黏合剂：淀粉、预胶化淀粉、聚维酮、甲基纤维素、琼脂、海藻酸、卡波姆、羧甲基纤维

素钠、微晶纤维素、糊精、乙基纤维素、瓜尔胶、羟丙甲纤维素等。
（３）崩解剂：海藻酸、微晶纤维素、明胶、交联聚维酮、羧甲基淀粉钠、干淀粉、预胶化淀粉等。
（４）润滑剂：聚乙二醇等。
（５）包衣材料：传统的片剂是用糖浆包衣，废时而且耗能较大，而薄膜包衣操作简单，高

分子材料的衣膜只要加２０～１００μｍ厚就具有封闭孔隙和使粗糙表面变光滑的作用，并且
也具有一定的防潮作用。常用的薄膜包衣材料可分为两类：

（ｉ）肠溶性包衣材料：肠溶性材料是耐胃酸且在十二指肠易溶解的聚合物。常用的肠
溶性包衣材料有丙烯酸树脂等。

（ｉｉ）水溶性包衣材料有海藻酸钠、明胶、淀粉衍生物、水溶性纤维素衍生物等，另加入泊
洛沙姆或聚乙二醇则具有共混增塑等作用。
　　２．作为缓释、控释制剂的辅料

高分子材料在现代药剂学中的重要用途之一是作为药物传递系统的组件、膜材和骨
架，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促进了药物制剂技术的突飞猛进，通过合成、改性、共混和复合
等方法，一些高分子材料在分子尺寸、电荷密度、疏水性、生物相容性、生物降解性和增加智
能官能团等方面呈现出理想的特殊性能，尤其是在缓、控释制剂的开发应用中。缓、控释给
药的机制一般可分为５类：扩散、溶解、渗透、离子交换和高分子接枝。以下就前４类传递系
统常用的高分子材料分别介绍如下：

（１）具有渗透作用的高分子渗透膜。这类高分子渗透膜具有不同的水蒸气透过性，按
照每２５μｍ厚的膜２４ｈ水蒸气的透过量（以ｇ／１００ｃｍ２为单位）可以进行排序，从大到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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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依次为聚乙烯醇（０．１５５）、聚氨酯（０．０４６～０．１５５）、乙基纤维素（０．１２）、醋酸纤维素
（０．０６～０．１２）、醋酸纤维素丁酸酯（０．０７８），流延法制得的聚氯乙烯（０．０１６～０．０３１），挤出
法制得的聚氯乙烯（０．００９～０．０１６）、聚碳酸酯（０．０１２）、聚氟乙烯（０．００５）、乙烯／醋酸乙烯
共聚物（０．００２～０．００５）、聚酯（０．００３）、聚偏二氯乙烯（０．００２）、聚乙烯（０．００１）、乙烯／丙烯
共聚物（０．００１）、聚丙烯（０．００１）、硬质聚氯乙烯（０．００１）。

（２）用于扩散控释的材料。扩散控释包括膜控释和骨架控释。常用的有纤维素衍生
物、壳多糖、胶原、尼龙、聚烷基氰基丙烯酸酯、聚乙烯、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聚氯乙烯和
硅橡胶等。

（３）溶解、溶蚀或生物降解的材料以及能形成水凝胶的材料。常用的有交联羧甲基纤
维素钠、微晶纤维素、甲壳素、明胶、羟丙甲纤维素、聚乙二醇、聚乙醇酸、聚乳酸、聚乙醇酸／
聚乳酸共聚物、聚己内酯、交联聚维酮和黄原胶等，这一类聚合物具有水溶性、水不溶性或
生物降解性等不同的性质，药物释放通过水膨化层的扩散、高分子链的松弛或高分子链的
断裂等作用。

（４）离子交换树脂。离子交换树脂由能解离成大量离子基团的高分子聚电解质交联而
成，可用于离子药物的控制释放，具有水不溶性，根据其解离反离子的电性不同可分为阳离
子交换树脂和阴离子交换树脂。目前用于药物制剂的离子交换树脂有波拉克林交换树脂
（即二乙烯苯／甲基丙烯酸钾共聚物，英文名ｐｏｌａｃｒｉｌｉｎｐｏｔａｓｓｉｕｍ，商品名ＡｍｂｅｒｌｉｔｅＩＲＰ）等。
　　３．作为液体制剂或半固体制剂的辅料

这类高分子材料有纤维素衍生物、卡波姆、泊洛沙姆、聚乙二醇和聚维酮等，充当制剂
中的基质、助悬剂、胶凝剂、乳化剂、分散剂、增溶剂和皮肤保护剂等。
　　４．作为生物黏附性材料

生物黏附性是指天然或合成的药用高分子材料所具有的能够黏附到腔道黏液或上皮
细胞的能力，将具有生物黏附性的药用高分子材料与药物混合能显著增强药物与黏膜接触
的紧密性和持久性，常见的这一类高分子材料有纤维素醚类（羟丙基纤维素、甲基纤维素、
羧甲基纤维素钠）、海藻酸钠、卡波姆、聚卡波非（ｐｏｌｙｃａｒｂｏｐｈｉｌ）、聚乙烯醇及其共聚物、聚维
酮及其共聚物、瓜尔胶、羧甲基纤维素钠及聚异丁烯共混物等。
　　５．用作新型给药装置的组件

这类聚合物为水不溶性，有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聚酚胺、硅橡胶、对苯二甲酸树脂、
聚三氟氯乙烯和聚氨酯树脂等。
　　６．用作药物产品的包装材料

属于这类的高分子材料有高密度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碳酸酯、氯乙烯和偏氯
乙烯共聚物等。

１．３　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概况

１．３．１　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历史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可追溯到高分子化学工业发展的近半个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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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如果将天然的高分子材料也包括在内的话，其历史可与药用辅料的历史并驾齐驱。通
常人们将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类的远古时代至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这一阶段是人类无意识的应用药用高分子材料的阶段。早在远古时期，天然高分子材

料就作为药用辅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应用，如我国东汉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伤寒
论》和《金匮要略》中曾经记载采用动物胶汁和淀粉糊等药用天然高分子材料作为中药制剂
的赋形剂。千百年来，中药制剂及辅料的特点之一就是药辅合一，植物中大量的纤维素、淀
粉、动物中的蛋白质、胶汁和蜂蜜中的多糖等都是药用天然高分子材料，直到２０世纪初，纤
维素、淀粉、多糖、蛋白质、胶汁和黏液汁依然是传统制剂中不可缺少的赋形剂、崩解剂、填
充剂和黏合剂。虽然高分子的概念形成得较晚，但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出现和使用却伴随着
整个药物制剂的发展史。

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这一阶段产生了一大批至今还具有重要意义的药用高分子材料，如聚氯乙烯、聚乙烯、

聚丙烯、聚苯乙烯和聚碳酸酯等。１９２０年德国人史道丁格（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ｅｒ）发表了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论文《论聚合》，提出了“高分子”和“长链大分子”的概念，这一概念在法拉第学术会
议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所预言的含有某些官能团的有机物可以通过官能团间的反应而
聚合，例如聚苯乙烯和聚甲醛等，后来都得到了证实。１９３０年，史道丁格发现了高聚物溶液
的黏度与分子量之间的关系，推动了当时塑料等工业的蓬勃发展。为了表彰史道丁格在高
分子领域中的杰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于１９５３年授予他诺贝尔化学奖，史道丁格成为高
分子科学的奠基人。随着对高分子材料的认识，大批化学家投入聚合物的合成和新材料的
研发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合成了聚维酮，４０年代醋酸纤维素产生并应用于片剂的包衣材料，
５０年代亲水性水凝胶用于缓控释制剂，６０年代以药用高分子材料为原料的微囊诞生，此后
大批合成及天然改性高分子材料的出现为药物制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至今。
这一阶段是药用高分子材料学与药物制剂学有机融合并推动药物制剂学快速向前发

展的时代。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国际上提出了功能高分子的概念，即依据分子
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理论，设计和合成新结构的高分子，以此制备具有功能的新材料，与此同
时，北京大学冯新德教授率先在国内提出生物高分子的概念，将高分子引入医学与药学领
域。随着高分子材料在缓释、控释和靶向制剂中的广泛应用，药用高分子材料的某些特殊
属性，如渗透性、吸附性、生物相容性、生物可降解性和生物黏附性等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出
来。此外，高分子材料学还从理论上解决了制剂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如从润湿理论、扩散理
论、吸附理论和黏合理论等四方面解释了高分子材料与人体组织黏膜间的相互作用，此理
论不但使生物黏附材料在胃、眼、口腔和鼻等黏膜给药系统得到广泛的应用，也为缓控释、
靶向和智能化给药提供了更多的材料选择。

近２０年来，药用高分子材料与药物制剂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从常规制剂到药物传递系
统，从普通水凝胶到智能化给药，药用高分子材料在蛋白质转运、纳米制剂和基因药物上的
应用再次证明它存在的价值和不可代替性，在美国、日本和欧洲，每年有数十种新的药用高
分子材料上市并应用于药物制剂，文献杂志上介绍的新材料、正在开发的新产品以及取得
的专利更是不计其数。专家预言，２１世纪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的特殊性能将成为研发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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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和新剂型的核心技术。

１．３．２　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化学药物的开发越来越艰难，新药上市的数量在逐年下降，常规剂型在国际市

场上的销量停滞不前，而采用新的药用高分子材料制备的新剂型如口腔速崩片、胃漂浮片
和结肠靶向制剂等新型产品的需求量逐年增大，可以说未来的国际医药市场将是新制剂和
新剂型的天下。现代药物剂型与制剂正向着多样化、复杂化和专一化的方向发展，为其服
务的药用高分子材料也必须发展变化。其总体发展趋势如下：
　　１．品种、规格的多样化

由于剂型与制剂的多样化，与之相适应的药用材料也必须多样化，才能满足制剂的需
要，药用材料很难像传统“辅料”那样，一个品种一种规格的“辅料”就可满足多种剂型的需
要。由于新剂型对载体有特殊的功能要求，使得载体应用范围变窄，这就要求有不同种类、
不同规格的材料供市场选择。比如现代皮下埋植剂型，载体要求在体内有一年以上的缓控
释作用，只能选取相应降解周期的材料，如聚己内酯（ＰＣＬ），且必须有一定大小的分子量，否
则达不到制剂设计要求。
　　２．材料分子结构的复杂化

从近几年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趋势看，每年新增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人工合成的药用
高分子材料，另外还有对已有天然、半天然材料的改性，这些合成与改性材料的分子结构比
以前更加复杂。例如，最初脂质体组成的材料一般为磷脂与胆固醇类，磷脂类主要包括卵
磷脂和大豆磷脂，这种脂质体具有一般的所谓被动肝靶向，易被单核巨噬细胞系统（ＭＰＳ）
吞食。如果将一般脂质体改为长循环脂质体，则原有天然磷脂类材料必须先换成人工合成
的膜材料二硬脂酸磷酰乙醇胺（ＤＳＰＥ），然后再接上ＰＥＧ链，才能够避免ＭＰＳ的吞噬，后
者的材料只能靠合成得到。其他如热敏脂质体和ｐＨ敏感脂质体等的材料也同样需要在普
通脂质体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改性得到。
　　３．材料功能的专一化

由于现代剂型与制剂要求的功能越来越专一，同样也要求其载体材料功能的专一化，
如口服结肠定位黏附系统，要求材料在酸碱及一般蛋白酶环境中必须很稳定，只有在偶氮
还原酶环境中才发生降解，并且还必须具有一定的黏膜黏附作用，这样的材料在自然界中
目前尚未发现，只有通过人工合成，且这个大分子除具有可被偶氮还原酶作用的偶氮键，必
须能抗酸、碱与耐蛋白酶外，还必须具备黏附性的基团，如多糖支链、羧基、羟基等。这样的
大分子是复杂的，也是专一的，几乎与释药系统呈对应关系。
　　４．向专门化、集团化、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药用高分子材料生产的以下几个特点：
（１）生产专门化：由于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功能专一化，使产品的可应用范围变窄。由于

材料结构的复杂化，使得生产工艺程序复杂化，这只有专门化生产才能实现，不可能像生产
“辅料”那样，作为工业产品的“副产物”。

（２）生产集团化：由于产品应用范围窄和社会需求量少，使产品市场小，如果产品单一、
规格不多，必然在生产上难以形成规模，这就必须将小厂合并形成集团，才能形成具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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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与一定效益的企业，才能在社会竞争中生存。
（３）高技术、高附加值：药用高分子材料，特别是具有特殊功能的材料，技术难度大、工

艺复杂、生产设备昂贵。通常产品技术含量越高，具有越高的附加值。如制备脂质体的原
料，有的１ｇ价值几千元，并不亚于一般的抗癌原料药，这是传统“辅料”不可能与之比拟的。

１．３．３　我国药用高分子材料发展现状与展望
国外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起步于２０世纪中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逐渐形

成了专业化的研发机构、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以及较完善的质量标准体系。我国药用高分子
材料的研究和开发起步较晚，与欧美制药巨头相比，无论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还有一定
的差距，有关高分子材料理化性质和生物学性质的测试还不全面。曾经有专家给国内制剂
落后的现状加了三个脚注：品种少、附加值低、制剂技术差。这与国内药用辅料工业的落后
以及“重原料，轻制剂”的观念有关。我国的改革开放方针和政策为我国医药工业和药用高
分子材料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和环境，特别是加入ＷＴＯ以后的十余年来，中国已有相
当数量的药用高分子材料被开发和应用，如淀粉的改性产物（羧甲基淀粉钠、可压性淀粉
等）、纤维素及其衍生物（微晶纤维素、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羟丙甲纤维素等）、丙烯酸树脂
类（肠溶型、胃崩型、胃溶型、渗透型等）等，有的已具有大吨位的生产能力。合成的聚合物，
如泊洛沙姆、卡波姆、聚维酮、聚乳酸、己内酯／丙交酯嵌段共聚物、聚乙二醇、聚乙烯醇、乙
烯／醋酸乙烯共聚物（ＥＶＡ）、苯乙烯／二乙烯苯树脂、聚甲基丙烯酸、乙氧基乙酯、聚乳酸、聚
甲基氰基丙烯酸、交联羧甲基纤维素和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等，有的已获生产批准，有的
还在开发之中。应用于药物包装的高压聚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聚碳酸酯、聚酯等塑料，
近年来发展速度相当快。塑料眼药水瓶、软膏管、水剂瓶、薄膜袋、聚氯乙烯和铝箔复合材
料泡罩包装等都已普遍使用。

在现代药物制剂向着多样化、复杂化、专一化发展的前提下，我国的医药工业正面临着
机遇和挑战，必须化机遇与挑战为压力与动力，推动我国药物新剂型与新制剂的改革，促进
我国药用高分子材料的研制与开发，改变我国药用高分子材料和制剂落后的局面。对于国
家政策管理层面，国家正在改变重“主”轻“辅”的观念，国家医药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
要大力加强对新型药用高分子材料开发的力度与投入，新建集药用高分子材料研制、开发、
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基地，同时教育部计划将来在药学院中增设药用高分子材料专业，培
养一批既具有药剂学理论基础，又具有研究、开发药用新材料的人才，以满足医药工业发展
的需要。与此同时，加强药用高分子材料学科和现代药剂学的合作与相互渗透，加强药学
院与理工院校科研人员间的相互合作，让从事药剂学工作的人员多懂些高分子材料科学知
识，让从事高分子材料研究的人员多了解些药剂学知识，为药用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发展提
供强大的技术保障。因此，药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在我国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途，重点将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开发性能优良、国外已收载入法定文件中的药用高分子，如高黏度羟丙基纤维素、
甲基纤维素、乙基纤维素、羟丙甲纤维素酞酸酯、醋酸羟丙甲纤维素琥珀酸酯、聚醋酸乙烯
酞酸酯、交联聚维酮、聚乳酸、聚乳酸／聚乙醇酸共聚物、高黏度脱乙酯壳多糖和聚卡波
非等。

（２）利用天然资源及化学修饰方法，寻找新的可供药用的高分子材料，特别是能改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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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释放及传递性能，提高溶出度和释放度、生物黏着性及溶胀性，较小的毒性、刺激性和免
疫抗原性的高分子辅料。另外还可改善在高速压片时片剂成形的速度或防止辅料与药物
相互作用的辅料。

（３）针对现已开发应用的高分子辅料规格不齐和型号不全的情况，对原有已生产的药
用材料应扩大品种数量，增加商品型号与规格，如乙基纤维素（中型号、标准型号）、羟丙甲
纤维素（ＨＰＭＣ２９１０、２２０８、２９０６）、微晶纤维素（ａｖｉｃｅｌＰＨ１０１、ＰＨ１０２、ＰＨ１０３）、卡波姆
（Ｃａｒｂｏｍｅｒ９１０、９３４、９３４Ｐ、９４０、９４１、１３４２）、泊洛沙姆（ｐｏｌｏｘａｍｅｒ１８８、２３７、３３８、４０７）
等，让制剂工作者有更多的选择。

（４）鼓励企业参与开发新的化学实体（ＮＣＥ）。由于辅料不像药品，使用者是药厂，附加
值相对较低，长期的安全性试验投资大、回收期长，因此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
在资金上予以帮助。

（５）开展再加工辅料产品的研究和生产，如多种辅料的微丸、微球、微粒、复合辅料以及
薄膜包衣的水分散体等，以改善各种常用辅料的应用性能。

（６）完善药用高分子辅料的质量标准，全面开展工艺和物理化学性能的研究，缩短与国
外质量的差距。经典的对辅料的研究，一般只限于物理药学方法，如溶解度、吸水性、挥发
性和有限的功能性研究，而现代的辅料研究除此之外，还要利用材料学的方法，进行辅料的
多种功能性的研究，如片剂辅料要研究可压性、流动性、成粒性、松密度或实密度、与水分的
相互作用等，这类性质对于优化处方和有效地传递药物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４　有关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国内外法规和参考资料

在现代的制剂工业中，从包装到复杂的药物传递系统，都离不开辅料。作为药品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的药用辅料，由于在制剂中的比例较大，对药品的安全性和质量的可控性都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药品及其有关辅料的管理也一直受到国家政府的重视。作为
一名药物制剂从业人员，不但要了解遵守国家药品立法的重要意义，而且要懂得如何更好
地去执行它。
１９８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全

面系统地规定了针对药品及其有关材料的管理。《药品管理法》第二章第六条规定指出，
“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以及直接接触药品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药
用高分子材料作为药用辅料或包装材料理所当然地也应当符合《药品管理法》中的所有
规定。
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０日，我国卫生部发布了《关于新药审批管理的若干补充规定》。按照规

定，新辅料分为两类，第一类指我国创制的或国外仅有文献报道的药物辅料，以及已有的化
学物质首次作为辅料应用于制剂的；第二类指国外已批准生产并应用于制剂的药用辅料，
以及已有的食品添加剂首次作为辅料应用于制剂的。对这两类辅料生产应提供的申报资
料有具体规定。此外，国家药典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辅料标准也对药用高分子材料和用
于医药品的包装材料有要求。
２０００年４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布了《药品包装用材料容器管理办法（暂行）》，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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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了药品包装材料的分类与标准、注册管理和监督管理，是专业工作的政策依据。
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８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其中

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生产药品所需的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典要求。第六章第四条还规定
了有关药品包装的管理等事项。
２００２年８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生产药品所

需的原料、辅料以及直接接触药品的容器和包装材料，必须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司为规范药用辅料注册申报，颁布了

《药用辅料注册申报资料要求》。该要求首次定义新的药用辅料为首次在我国生产并应用
的药用辅料，并对新的药用辅料注册申报资料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３日，为加强药用辅料的生产管理，保证药用辅料的质量和安全，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充分征求各方面的基础上，发布了《药用辅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这
是我国第一次由监管部门全面系统地对药用辅料进行ＧＭＰ管理的官方文件，该管理规范
规定了药用辅料生产企业实施ＧＭＰ质量管理的基本范围和工作要点，对药用辅料的生产
质量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其他的管理规定如高分子材料的应用性能及物理化学性质的质量要求，在我国国家标
准总局和化学工业部发布的有关树脂、塑料及试验方法的国家标准和部颁标准中都有
规定。

对于药物及其相关材料的研究和开发，发达国家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已逐步形成了一套
比较完整的技术要求，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了统一标准的方法（ＩＳＯ
９０００），１９９５年药用辅料协会经过协商发布了大批量生产辅料的ＧＭＰ指导原则，２００１年经
过修改以适应ＩＳＯ９０００：２０００的要求。历经４年，ＩＰＥＣ以ＩＳＯ９００１为基础，继续进行
ＧＭＰ指导原则的研究，其初稿先后经过ＩＰＥＣ欧洲委员会和日本委员会的评阅，最终形成
了全球性大部分国家可能被接受的原则。而这一原则，一般认为可以保证辅料生产的安全
并符合大部分国家药典的规定。

由于各国对药用高分子材料的检测标准不一致，造成国际市场上的供货货源鱼龙混
杂，因此世界上一些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的药品管理部门和生产部
门成立了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Ｕｓｅ，ＩＣＨ）。
１９９１年以来，ＩＣＨ经过数年的研讨、协商，已经协调了一些高分子辅料的标准依据，如以美
国药典为蓝本的有微纤维素、玉米淀粉、羧甲基纤维素钙、羧甲基纤维素钠、粉状纤维素、醋
酸纤维素、醋酸纤维素酞酸单酯、羟丙基纤维素和低取代羟丙基纤维素等；以欧洲药典为蓝
本的有乙基纤维素和羟乙基纤维素；以日本药典为蓝本的有聚维酮、羟丙甲纤维素和甲基
纤维素等。药用辅料手册标准实验法（ＨＰ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包括有粉末压制特性、密
度、松密度及摇实密度、流动性、平衡水分、颗粒脆碎度、粒度、扫描电镜、溶解度、吸水及脱
水图像、吸附等温线和比表面等粉体材料学及物理化学性能的测定法，在欧美国家还具有
标准方法的性质。

美国药学会和英国药学会编写的《简明药物手册》中，记载了近十年来有关药用高分子
辅料的光谱图以及系统的物化性质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由美国药学会和英国药学
会合编的另一本《药用辅料手册》中，详细地记载了每一种药用辅料被相应国家和地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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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资料，对于保证制备安全有效的制剂是一本十分重要的参考书。此外，Ｂｕｇａｙ和
Ｆｉｎｄｉａｙ编写的《药用辅料》一书，以精美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及核磁共振谱表征了一些药
用辅料，如微晶纤维素、淀粉、乙基纤维素、羟内甲纤维素、甲基纤维素、聚乙二醇、预胶化淀
粉等分子的特性，是药剂研究验证辅料真伪不可或缺的一本参考书。

在研究和开发工作中遵从有关的工作规范，参考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可保证实验数据
的质量和正确性，这也是促使实验数据得到国际承认的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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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郑俊明．药用高分子材料学［Ｍ］．３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９．

思考题
１１　药用辅料在药物制剂中有什么作用？
１２　我国药用高分子材料有哪些法规？
１３　依据药用高分子材料的用途一般可将其分为哪几类？
１４　“药用高分子材料学”课程的任务是什么？
１５　简要描述药用高分子材料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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