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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制药工程是一个社会关注的朝阳产业，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专业，是救死扶伤、
保人安康的现代“炼丹术”。全国拥有制药工程专业或者学科的大学，可以说，数
不胜数！然后，从教书育人的角度，如何避免该专业的教科书太像化学工程、有机
化学或者药物学三者中的某一种，如何让更好的、独具特色的、系统的该专业教材和
参考书与学生见面，则是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华东理工大学的制药工程，可能是
历史上国内最早建立的制药工程专业，然而对高质量教科书的需求，同样迫切。

自２１世纪以来，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的改革，也要求我们关注和引进国外
的优秀教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作为洪堡基金博士后曾经在西德维尔茨堡
大学工作，这所学校不仅仅以近６００年的悠久历史、伦琴教授在此发现Ｘ射线
而闻名，更由于其拥有很强的物理、医学、化学、制药等学科而引人注目。Ｚｉｍ
ｍｅｒｍａｎｎ教授是该校的制药工程方面的专家、制药工程研究所所长，曾经长期
从事制药方面的科研工作，具有丰富的药物开发和工业实施的经验，发表了许
多与制药工程相关的科研论文。
２００７年当我以华东理工大学校长身份再次访问维尔茨堡大学时，Ｚｉｍｍｅｒ

ｍａｎｎ教授向我赠送了他的经典之作《Ｐｈａｒｍａｚｅｕｔｉｓｃｈ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一书。该
书讲述了制药工程的基础知识，固体制剂、液体药剂、分散型制剂基础知识及相
关的工程技术，书中的许多内容为国内教材所鲜见，尤其是本书中有关各种制
剂的经验数据、颗粒间作用力、液体对颗粒间作用力的影响、乳化特性图等在国
内同类教材中尚不曾见。该书对于促进国内相关专业教学内容的改革很有参
考价值。为此，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引进了该书的版权，并特别委托我国著名
化工专家、德国化工博士、我校的齐鸣斋教授翻译成了中文版《制药工程———药
物的工业生产和研发》专著。

《制药工程———药物的工业生产和研发》一书所涉及的内容既有一定的广度，
重要之处又很有深度，不失为一本优秀的参考书，可供理工院校制药工程类、化工
类及相关专业师生，化工及其他过程工业的科技人员、设计和生产技术人员参考。

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１日于华东理工大学



译者的话

制药工程是制药工业生产和相关行业（如药物制剂、保健品等）生产的重要
基础。制药工程涉及许多单元操作，这些单元操作对于化工生产也有重要的借
鉴作用。随着专业技术的发展和过程工业的发展，制药工程的单元操作已有了
很大的提高。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国内高等院校正在不断地进行着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等方面的改革。跟踪学科发展、引进国外优秀教材已成为教学内容改
革和课程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促进国内相关专业教学内容的改革，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引进了这本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教授经典之作，我们有幸为本书
的翻译推广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本书第一部分讲述了制药工程的基础知识，包括生物药剂学的药物动力
学、药物作用部位，药物质量规划，热力学基础，尺度放大等内容。第二部分叙
述了固体制剂的基础知识，包括粉体、制粒、药片、胶囊、颗粒特性、颗粒层、粉
碎、分离，以及制粒过程技术、干燥、制片剂。第三部分叙述了液体药剂的基础
知识，包括液体流动和表面张力、过滤、搅拌、杀菌动力学和方法。第四部分叙
述了分散型制剂的基础知识，包括悬浮液特性、表面剂、乳化剂特性、分散系统
的稳定性、聚结和聚并的动力学、乳化和均匀化。尤其是本书中有关各种制剂
的经验数据、颗粒间作用力、液体对颗粒间作用力的影响、乳化特性图等，在国
内同类教材中并不多见。本书所涉及的内容既有一定的广度，重要之处又很有
深度，不失为一本优秀的参考书，可供理工院校制药工程类、化工类及相关专业
师生，化工及其他过程工业的科技人员、设计和生产技术人员参考。

全书各章由齐鸣斋翻译，最后由任福正和唐
!

对译稿的有关专业术语作了
修改。由于本书涉及内容范围很广，既涉及传统的制药工程领域，又有生物化
学、医学、生物药剂学等领域的内容，而译者对这些领域的工作未必都熟悉，书
中难免会有翻译不确切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同行不吝指正。

译　者
２０１４年２月于华东理工大学



前　言
近十年来，药物的研发和工业生产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药物由在药店

里进行处方式的配药生产几乎完全被工业生产制备所替代。取代按处方配制
药剂的正是制药工程。
３０年前，在药物生产部门里有药剂师，他们膜拜自己的药剂艺术，并仔细检

验自己的相关知识。按处方配制药剂这一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技术，现已被广泛地
应用于自动化生产装置中。剂型过去被看作不受关注的药物外“包装”，它保证了
药物的稳定性并使得药物使用更方便。首先，近二十五年让人印象深刻发展起
来的生物药剂学能够说明，鉴于药物的作用，剂型的哪些重要作用适合该药物，
因为剂型的特性决定了一种强有力的药物能否真正起到它的作用。制药工程
的一个任务就是，考虑到临床研发而得到的知识及药物释放的范围和速度，这
是要达到最佳治疗效果所要求的（软件），转换成剂型（硬件）可再现的特性。

药剂的研发如今形成了一个激烈竞争的领域。此外，这意味着，一个剂型的
研发及其生产所需要的过程开发的时间在技术上可行的条件下必须限制在最短
时间内。如果具有可靠的物理和物理化学的基础数据和基础知识，能够熟悉、分
析和解决在剂型的方案和研发中出现的问题，只有制药工程能够满足上述这个要
求。人们必须熟悉和掌握生产中可替代的技术，为了可靠起见，首先能开发可再
现的和成本合理的生产过程。研究者必须具有关键知识，如此计划和实施他的实
验，以最小的花费而获得最多的重要信息。在剂型的研发过程中，科学取代了艺
术的位置。本书尽管还不完整，但是，它应该为加速和强化这个过程作出贡献。

在这里，我要感谢ＳｉｌｋｅＤｅｃｋｅｒ博士对本书的校对，以及所提出的大量的不
错的建议。我还从ＨｅｒｍａｎｎＷａｌｚ博士、药剂师ＵｌｒｉｋｅＳｉｎｄｅｌ这里得到了许多
专业方面的建议，对此我同样表示衷心的感谢。与学生们的讨论对我意识到教
学方面的难点也很有帮助，我也要感谢他们。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
感谢我的家人，没有她们的理解就不可能为这本书奉献出这么多的时间。

这里，还要感谢Ｓｐｒｉｎｇｅｒ出版社和合作愉快的工作人员。

Ｉｎｇｆｒｉｅ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博士、教授
１９９８年３月于维尔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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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部分
制药工程基础



概　述

制药工程采用了许多其他学科的成果和方法，以便将药物和辅料开发成制
剂，该药物具有以下优点。

（１） 与每次治疗的剂量、药物释放的最佳速度和范围相适应；
（２） 保证成形药物的质量和具有足够长的稳定时间；
（３） 使病人使用起来简单、方便；
（４） 能满足国家对药物生产许可的要求。
在后续章节中，将展开叙述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认识在药剂的开发和生产

中所遇到的问题，以便能分析这些问题、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应当指出，制剂的质量只有通过系统的质量规划和开发手段才能达到。 这

些规定的质量目标实现的前提是，在开发过程中所选用的辅料及采用的方法相
互紧密地协调，尤其是生产过程明白无误地被人们所掌握。 辅料和设备的选择
中不含有任何专利处方或方法。 如果所阐述的理论都能理解和认识，这种选择
在个别情况下也是有效的。

下面所阐述方法的系统应用是先决条件，以便制剂的开发能够科学、稳固
地进行。



第１章　生物药剂学基础　

第１章　生物药剂学基础

　　在制剂开发的过程中，会存在下述传统的观点：保障药物和制剂的化学及
物理稳定性、含量均一、使用方便，以及可能的难闻的味道和气味的掩盖。随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生物药剂学的不断推进，人们认识到，药剂不仅是药物的“包
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治疗效果。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强力的药物由于不
合适的剂型而变成几乎没有作用的药物。

根据现在的科学观点，在独立测定剂型的阶段和决定最终剂型之前，弄清
药物有哪些生物药物特性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便确保达到治疗的目的。

因此，下面介绍生物药剂学的基础知识。当然，介绍范围限于对治疗方案
有效的剂型。对于深入的研究可以参阅相应的教材。

１．１　犔犃犇犕犈方案
为了让药物发挥它的作用，必须使它在作用处达到足够高的浓度，并且在

一段确定的时间之后能从身体内消除。包括从药物的摄入再从身体中排出的
整个时间过程的研究总和，被称之为药物动力学。这些研究按下面的
ＬＡＤＭＥ方案进行分类。

（１）Ｌ释放：研究药物从药剂中释放出来有多快和在什么范围内释放。进
而研究哪些因素影响药物的释放。研究是在体外（试管中）和体内进行的。

（２）Ａ药物的吸收：这里需要确定药物在什么地方、以什么速度和什么范
围内被吸收。在这些研究中，包括各种不同的应用种类。

（３）Ｄ药物在身体中的分布：药物被吸收以后在身体中形成一定的分布。
研究分布就是要确定，分布是如何形成的。同时，让人感兴趣的是，药物是否达
到和在什么程度上达到特定的器官和细胞组织，以及多快形成分布的每一步。

（４）Ｍ药物的代谢：药物通常在身体中发生化学变化。在药物的代谢研
究中需确定，给定的药物在什么程度上进行化学变化，产生哪些相应的产物，这
些转化反应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进行的。尤其重要的是，药物的代谢是否
在肝脏途径（首过效应）已经代谢，在什么程度上代谢。

（５）Ｅ药物从身体中的消除：药物在细胞组织和器官中的停留时间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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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排出的研究中需确定，药物离开原分布空间（分隔空间）的速度有多快，
最终以什么途径、什么方式从身体内消除。

１．２　药物动力学基础
为了让药物起到所期望的治疗作用，必须在作用部位达到足够高的浓度。

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药物在作用部位的浓度可直接确定的这种可能性实际存
在。药物在身体内的分布总是通过血液而形成的。假定药物在作用部位的浓
度总是等于它在血管中的浓度，因此，可以通过确定血液中的药物浓度随时间
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血液浓度，来确定药物的动力学。通过计量可以标绘出
血液中药物浓度的降低速率和程度，也就是它的生物利用度。

　图１１　药物静脉注射后血液浓度的变化过程

当药物作为溶液应用于静脉内时，总的药物量
一下子都处于有效状态。此时，药物显示为最大的
生物利用度，它处于１００％。假定药物在身体中均
匀分布，而且扩散很快，这样可以从血液中药物浓
度的变化曲线求解出它的代谢动力学，如图１１
所示。

若将狋时刻测得的血液中药物浓度记作犮＝
犮（狋），这样可以得出，药物浓度的降低可以用一级
反应方程来描述。

－ｄ犮ｄ狋＝犽ｅｌ犮 （１１）

出现的速率常数犽ｅｌ称为消除常数。为了进行上式的积分，可以先分离变量。
ｄ犮
犮＝－犽ｅｌｄ狋 （１２）

　图１２　作图确定消除常数和初始浓度

考虑到初始条件犮（狋＝０）＝犮０，通过定积分可以得到
ｌｎ犮（狋）＝－犽ｅｌ狋＋ｌｎ犮０ （１３）

由上式可见，该方程表现为一条直线。将测
得的血液中药物浓度犮与时间狋在对数坐标上标
绘，见图１２，所获得的直线的斜率就是消除常数
犽ｅｌ。直线的截距就是狋＝０时刻的药物浓度的对
数，与初始条件相对应。实验初始浓度犮０正好等
于使用剂量犇除以分布容积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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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０＝犮（狋＝０）＝犇犞 （１４）

这样求出的分布容积能超出按实验身体质量所算得的体积许多倍。显然，
这里所指的分布容积不是涉及一个实际的体积，而是涉及一个隔室，在这个隔
室里药物呈均匀分布。这种空间在药物动力学中称为隔室。

　图１３　作图确定消除半衰期狋１／２

血液中药物浓度从初始浓度降低至一半的时
间段被称之为消除半衰期狋１／２。由图１３可见，这
个时间也可以从图中获得，因为标绘的是狋时刻时
药物浓度的对数与时间的关系。在横坐标上可以
读出时间，在该时间段内浓度从原来的值降低至
一半。

上述的实验数据图解求值方法是借助于所谓
的隔室模型的，由此而建立了描述不同隔室的浓
度曲线的微分方程。根据对浓度曲线描述所需的修正隔室数目，人们分别建立
了单个、双个、多个的隔室模型。由实验数据求解参数值可以通过参数拟合的
方法进行，使按模型计算的浓度曲线与实验数据的偏差达到最小。假定与实验
数据最吻合的模型则描述该实验特性是最准确的。
１．２．１　隔室模型
１．２．１．１　药物静脉注射的单室模型

　图１４　药物静脉注射的单室模型

药物动力学的最简单的隔室模型之一就是
图１４所示的药物静脉注射的单室模型。当狋＝
０时刻药物剂量犇应用于静脉内，接着药物就进
入血液，即中心的隔室。药物的消除可用一级反
应动力学方程描述，见式（１１）～式（１４）。将式
（１３）取反对数，并考虑到式（１４）定义的虚构初
始浓度，可以获得时刻狋在中心的隔室的药物浓度为

犮（狋）＝犇犞·ｅｘｐ（－犽ｅｌ狋） （１５）

消除常数犽ｅｌ及隔室体积犞是待拟合的模型参数。
若将式（１５）中的浓度犮用初始浓度犮０的一半代入，可以得到半衰期狋１／２为

狋１／２＝ｌｎ２犽ｅｌ （１６）

表１１中所列的是一些典型的止痛药的消除半衰期狋１／２。如表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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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值的差别是很大的。
表１１　一些药物的半衰期狋１／２

药物 狋１／２／ｈ
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
４乙酰氨基酚
苯基保泰松

０．２
２　
７２

　　对描述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随时间变化曲线的式（１５）进行积分，可以获
得血液浓度曲线下面积ＡＵＣ（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

ＡＵＣ＝∫
∞

０
犮（狋）ｄ狋 （１７）

ＡＵＣ表示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的一个度量。药物静脉注射应用曲线所求解的
面积定义为完全的生物利用度。它的值设定为１００％。

通过对式（１５）的积分，获得

ＡＵＣ＝犇犞∫
∞

０
ｅｘｐ（－犽ｅｌ狋）ｄ狋＝－犇犽ｅｌ犞［ｅｘｐ（－犽ｅｌ∞）－ｅｘｐ（－犽ｅｌ０）］（１８）

由此可得

ＡＵＣ＝犇
犽ｅｌ犞 （１９）

这里，积分一般式∫ｅ－狌狏ｄ狏＝－１狌ｅ－狌狏。
１．２．１．２　单室模型：口服给药应用

对药物口服应用进行药物动力学观察时，可以将胃肠道的中央室串联起
来，看作拟隔室。在该隔室服入的药物剂量为犇。药物被吸收进入血液，其速
率服从一级反应方程，特征速率常数为侵入常数犽ｉｎ。被关注的是中央室中的药
物浓度的变化过程。

该模型的数学处理可导出一组微分方程，下标１、２、３分别表示了图１５
中所示的相应的隔室。

图１５　口服药应用的单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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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犮１ｄ狋＝－犽ｉｎ犮１ （１１０）

ｄ犮２
ｄ狋＝犽ｉｎ犮１－犽ｅｌ犮２ （１１１）

ｄ犮３
ｄ狋＝犽ｅｌ犮２ （１１２）

初始条件为犮１（狋＝０）＝犇／犞，犮２（狋＝０）＝０和犮３（狋＝０）＝０。通过积分可以
获得

　　　　　犮１（狋）＝犇犞·ｅ
－犽ｉｎ狋 （１１３）

犮２（狋）＝ 犇犽ｉｎ
犞（犽ｉｎ－犽ｅｌ）（ｅ

－犽ｅｌ狋－ｅ－犽ｉｎ狋） （１１４）

犮２（狋）＝ 犇犽ｉｎ
犞（犽ｅｌ－犽ｉｎ）（ｅ

－犽ｉｎ狋－ｅ－犽ｅｌ狋） （１１５）

犮３（狋）＝犇犽ｉｎ犽ｅｌ
犞（犽ｅｌ－犽ｉｎ）

１
犽ｉｎ（１－ｅ

－犽ｉｎ狋）－１犽ｅｌ（１－ｅ
－犽ｅｌ狋［ ］） （１１６）

式（１１５）被称为巴特曼（Ｂａｔｅｍａｎｎ）方程。它在药物动力学中起到重要作
用，因为它适合正确描述很多种药物在中央室中的浓度。这三个公式表达了上
述三个隔室中的药物浓度，即胃肠道中的、血液中的、尿／粪便中的药物浓度。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央室的药物浓度犮２（狋）的变化。

模型，即式（１１５）对血液浓度实验数据的拟合可借助于口服药物应用的单
室模型来进行，可求得下列参数。

（１）吸收常数犽ｉｎ；
（２）犽ｉｎ与犽ｅｌ的比值；
（３）通过对式（１１５）积分可以获得口服应用对比静脉注射应用的相对生

物利用度。
１．２．１．３　双室模型

一系列药物在中央室测量的药物浓度对时间的半对数标绘显示了对图１２
的偏离，见图１６。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的切线表现为斜率不相等。这两个不
同斜率直线所对应的阶段分别为α相和β相。

在单室模型中，假定药物在隔室中的分布是非常快速完成的。因此，在隔
室中的浓度降低只是由于消除而产生的。

在图１６所示的α相，存在着一个不可再忽略的、在中央的和周边室之间
的药物进行分布的时段。两个隔室相互之间处于平衡状态。这个实际特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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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双室模型来描述，见图１７。

图１６　药物在带有周边室的中央室
中的浓度变化曲线

图１７　药物静脉应用的双室模型

与中央室处于平衡态的第二隔室被称为周边室。在这个空间中，药物浓度
的建立和消除只能通过中心分布空间来实现。

周边室也是个假定的隔室。对于尼古丁，这个隔室就可以与脂肪组织同等
看待。在治疗过程中，如甲癣的治疗或长效β交感神经类似药物的应用中，周
边室是非常重要的。在后面叙述的物质类型中，受体表现出了周边室。当血液
中几乎不再体现药物浓度时，周边室中仍然有药物存在。

对于如图１７所示的双室模型，其微分方程组为

　　　　　　　　ｄ犮１ｄ狋＝－（犽＋－犽ｅｌ）犮１＋犽－犮３ （１１７）

ｄ犮２
ｄ狋＝犽ｅｌ犮１ （１１８）

和 ｄ犮３
ｄ狋＝犽＋犮１－犽－犮３ （１１９）

对于分布空间犻＝２，３，初始条件为犮犻，０＝犮犻（狋＝０）＝０。对于犮１有：犮１（狋＝０）
＝犇／犞。

微分方程组的解仅给出了中央室中的浓度变化，为

犮１（狋）＝ 犇
犞（α－β）［（α－犽－）ｅ

－α狋＋（犽－－β）ｅ－β狋］ （１２０）

其中α和β为分配系数。它们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
α·β＝犽ｅｌ犽－ （１２１）

以及 α＋β＝犽－＋犽＋＋犽ｅｌ （１２２）
将式（１２０）的前部因子乘以后面各项，并将幂数前系数合并成犃因子和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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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以得到
犮１（狋）＝犃ｅ－α狋＋犅ｅ－β狋 （１２３）

其中 犃＝犇（犽－－β）犞（α－β） （１２４）

和 犅＝犇（α－犽－）犞（α－β） （１２５）

如图１７所示，因子犃和犅可以作图求解。进一步的详细描述可参见本章参
考文献［１］。
１．２．２　剂量的面积定律

对式（１１５）的巴特曼（Ｂａｔｅｍａｎｎ）方程进行积分，可再次获得曲线下的面
积。积分的结果是令人关注的。为了进行积分，式（１１５）可以改写如下：

犮２（狋）＝犃ｅ－犽ｉｎ狋－犃ｅ－犽ｅｌ狋 （１２６）

其中 犃＝ 犇犽ｉｎ
犞（犽ｅｌ－犽ｉｎ） （１２７）

由此可得

ＡＵＣ＝∫
∞

０
犮２（狋）ｄ狋＝犃∫

∞

０
ｅｘｐ（－犽ｉｎ狋）ｄ狋－犃∫

∞

０
ｅｘｐ（－犽ｅｌ狋）ｄ狋 （１２８）

通过定积分可以得到

ＡＵＣ＝－犃犽ｉｎ（－１）＋
犃
犽ｅｌ（－１） （１２９）

以及 ＡＵＣ＝犃１
犽ｉｎ－

１
犽（ ）ｅｌ＝犃（犽ｅｌ－犽ｉｎ）犽ｉｎ·犽ｅｌ （１３０）

将式（１２７）代入上式，可得

ＡＵＣ＝犇
犽ｅｌ犞 （１３１）

由此可见，表示生物利用度的血液浓度曲线下面积与吸收常数无关，只与消除
过程有关。这个特性与所选的隔室模型的形式无关。它首先是由剂量所决定
的，因此被称为剂量的面积定律。

通过制药工艺的措施可以影响吸收常数。由剂量的面积定律可知，这些措
施对生物利用度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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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曲线下面积是药物在任何应用方式下生物利用度的一个度量。它可
以用于比较药物在不同应用方式和不同形式下的利用度，推荐的就是由其静脉
动力学所确定的最大值。

由药物应用获得的曲线下面积ＡＵＣ除以同种药物不同应用方式的ＡＵＣ
得到的比值，被称为相对生物利用度。
１．２．３　作用时间和治疗范围

　图１８　剂型确定中的重要概念

依据血液浓度，可以确定生物药物的
几个重要概念，见图１８。为了起到可观
察到的药物治疗作用在血液中至少达到
的药物浓度，被称为最低有效浓度ＭＥＫ
（ＭｉｎｉｍａｌＥｒｆｏｒｄｅｒｌｉｃｈｅＫｏｎｚ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当药物浓度超过ＭＥＫ值时，它就开始起
作用了，这个作用一直持续到血液中的浓
度降低到ＭＥＫ值以下。这个血液中浓
度一直处于ＭＥＫ值以上的时间段被定
义为作用时间。当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超
过某一值而产生不再可以承受的副作用时，称这个浓度为最大可接受浓度
ＭＡＫ（ＭａｘｉｍａｌＡｋｚｅｐｔｉｅｒｂａｒｅＫｏｎｚ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这个高于ＭＥＫ值，但又低于
ＭＡＫ值的药物浓度的范围，被称为药物的治疗范围。

１．２．４　多次给药和积累
药物的一次给药只能看作是例外情况。于是，人们关心对于某一确定的药

物剂型而言，药物多次给药时的血液浓度是怎样的。
在多次给药时，人们将第一次的剂量称为初始剂量，而后接着给药的剂量

被称为维持剂量。初始剂量和维持剂量不必相等。
两次给药之间的时间间隔被称为剂量间隔时间τ。将剂量间隔时间除以半

衰期，可以获得相对剂量间隔时间ε：

ε＝τ狋１／２ （１３２）

如果剂量间隔时间比半衰期的２倍还多，即当ε＞２时，每次的药物应用可
以看作是单次的给药。单次给药的血液浓度相互之间没有可观察到的影响，甚
至根本没有影响。

当相对剂量间隔时间在ε＜１．５的区域时，在新给药前，原先使用的药物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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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多次给药的积累

有明显的药物浓度，如图１９所示，
出现两次给药的药物浓度的相互迭
加。当相对剂量间隔时间在ε＜１
的区域时，由于迭加会出现积累，即
血液浓度从开始使用起逐渐增加。
但是，因消除速率与药物浓度成正
比，所以消除速率也同时开始提高
了。这样，大约４次应用以后达到
新的动态平衡，即稳态，当然是在更
高浓度水平上建立的平衡。只要这个更高浓度水平处在ＭＡＫ值以下，可观察
到的积累就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超过这个值，那就必须增大剂量间隔时间（锯
齿形曲线），或者在较大的初始剂量下，降低后续给药的剂量。

人们将每天１～２次剂量条件下血液浓度就开始升高的药物称为强积累的
药物。例如，强积累的物质有铅盐、氯苯基烷（ＤＤＴ）、毛地黄毒苷、苯二氮卓
类等。
１．２．５　首过效应

在胃肠道中吸收的物质在从肝脏进入全身血液循环之前，先随着门静脉的
血液系统传递进入肝脏。如果药物经口服应用进入血液的肝脏通道，已经以较
高的百分率代谢了，只有少部分吸收的药物未经变化地进入大循环，人们就认
为该药物表现为高的首过效应。在这种条件下，即使药物能完全吸收，只能表
现出相对很差的生物利用度。首过效应的大小可以通过比较注射应用的生物
利用度与口服应用的生物利用度来估计。比如，首过效应高的物质有β神经阻
滞剂，如心得舒、心得安、心得平、心得乐、天然的雌激素和黄体激素。上述物质
代谢稳定，人们在甾类化合物结构的第１７位引入如乙基基团，由此而达到口服
作用稳定的化合物的目的。

１．３　药物应用部位的选择
药物合适应用部位的选择必须考虑它的吸收能力、药物在该处的吸收速

度、随后代谢的程度及药物产生的治疗范围。
应用部位在个体之间体现出较强的差异，或者在该处药物的利用度在很大

程度上与病人的敏感度有关，应用部位只对药物有大的治疗范围是合适的（类
似用汤匙计量浓果汁）。

１１




	第一部分制药工程基础
	第二部分固体制剂：一般质量指标和基本操作
	第三部分液体药剂———一般质量指标和基本操作
	第四部分分散型制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