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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克霉唑凝胶剂的制备工艺及其抗菌活性研究

欧阳亦华　李瑞明

　　【摘　要】　目的　探讨复方克霉唑凝胶剂的制备工艺并研究其抗菌活性。方法　以卡波姆－９４０、主药总量、凝
胶ｐＨ值为因素和以综合评分为考察指标运用Ｌ９（３

４）正交实验方法对复方克霉唑凝胶剂的制备工艺进行研究，并对

制备出的克霉唑凝胶剂进行皮肤组织学抗菌实验。结果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最佳制备工艺为：克霉唑３０ｇ，尿素
２０ｇ，二甲基亚砜１７ｍＬ，甘油１１ｍＬ，卡波姆－９４０１５ｇ，吐温－８０１０ｇ，三乙醇胺调节ｐＨ值到６５０，最后纯化水加
至２００ｇ；生理盐水组合赋性剂组在１０天内愈合的创口较少，复方凝胶剂组合达克宁组在７天内创口全部愈合，与生
理盐水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结论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制备工艺凝胶成型效果较佳，方法稳定可靠，可
用于进一步工艺扩大生产，此外制备出的复方克霉唑凝胶剂抗菌活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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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主药成分包括克霉唑和尿
素，克霉唑是皮肤科常用药，具有抑制和杀灭毛发癣

菌、表皮癣菌、曲菌、隐球菌和白念珠菌等均有较好

抗菌作用，局部外用用于由真菌感染的体癣、足癣、

花斑癣、股癣和外阴阴道炎等病症；而尿素对皮肤角

蛋白有溶解作用，并有抗菌、止痒疗效，两者联合用

药可起到协同作用，增加临床疗效［１－２］。目前对复

方克霉唑临床制剂仅限于对液体制剂、片剂等应用，

有关复方克霉唑凝胶剂的报道研究甚少。凝胶剂是

指将药物与适宜辅料制成的乳胶稠厚液体或者半固

体制剂，是一种常用的外用制剂，具有透皮吸收快、

易于涂布、无油腻感等特点［３－４］。将复方克霉唑制

备成凝胶剂，开发出新剂型，可适用于更多病患人

群，同时有效提高克霉唑生物利用度。因此，本文以

克霉唑和尿素为主药，以卡波普９４０为基质，对其制
备凝胶剂工艺进行正交试验法优化，并对优化后的

凝胶剂进行抗真菌活性研究，为进一步复方克霉唑

凝胶剂的实际生产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１　仪器与试药
１．１　仪器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ＬＥ２２５Ｄ型电子分析天平（苏
州赛恩斯仪器有限公司）；ＭＰ５１２－０１型酸度计（上
海三信仪表厂）；ＤＺＫＷ－４型恒温水浴锅（上海林
茂科技有限公司）；ＳＢ２５－１２ＤＴＤＮ型超声波清洗器
（浙江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试药　克霉唑（湖北兴银河化工有限公司）；
尿素（广州博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卡波姆 －９４０
（广州盛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甘油（郑州博远化

工有限公司）；二甲基亚砜（广州市信洪贸易有限公

司）；吐温－８０（江苏省海安石油化工厂）；三乙醇胺
（济南正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达克宁（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Ｈ６１０２０００１，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自制）；盐酸利多卡因（国药准

字Ｈ１１０２２３９６，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赋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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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沙氏培养基（南京便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麦氏比浊液（北京哲成科技有限公司）。

２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制备
２．１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处方　克霉唑５０ｇ，尿素
２０ｇ，二甲基亚砜１７ｍＬ，甘油１１ｍＬ，卡波姆 －９４０
１５ｇ，三乙醇胺适量，吐温 －８０１０ｇ，最后纯化水
加至２００ｇ。
２．２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制备方法　称取卡波姆 －
９４０１５ｇ，用１１ｍＬ的甘油润湿并加纯化水６０ｍＬ
溶胀，放置过夜备用（Ｉ）；称取克霉唑５０ｇ于烧杯
中，加入二甲基亚砜１７ｍＬ，水浴加热使溶解完全，
备用（ＩＩ）；称取尿素２０ｇ，加入纯化水２０ｍＬ使之溶
解，备用（ＩＩＩ）；将（Ｉ）、（ＩＩ）、（ＩＩＩ）混合，缓慢加入吐
温－８０１０ｇ，加三乙醇胺适量调节ｐＨ值至７０，最
后加纯化水至２００ｇ，搅拌均匀即可。
２．３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处方优化　前期研究发现
制备复方克霉唑凝胶剂主要影响因素有卡波姆－９４０
量（Ａ）、主药含量（Ｂ）、制备溶液 ｐＨ值（Ｃ），采用 Ｌ９
（３４）正交实验方法对处方进行优化，选取主要因素的
３个主要水平进行设计（设计表见表１），并以综合评
分作为指标，综合评分（Ｙ）＝（Ｘ１－２０）×（４０－Ｘ１）＋
（Ｘ２－５０）×（７０－Ｘ２）＋（Ｘ３－８０）×（１００－Ｘ３），
其中，Ｘ１、Ｘ２、Ｘ３分别代表３个点的释放率［５］，１ｈ
的累计释放率满足２０％ ～４０％，５ｈ的累计释放率
满足５０％ ～７０％，１０ｈ的累计释放率满足 ８０％ ～
１００％，当Ｙ值越大，则表示凝胶释药放速度快效果
好，各个因素水平较佳。实验结果见表２和表３。

表１　正交因素水平表

水平
卡波姆－９４０量
（Ａ，ｇ）

主药量

（Ｂ，ｇ）
制备溶液

ｐＨ值（Ｃ）
空白

（Ｄ）

１ ０．５ ２３ ６．５０ １
２ １．０ ２５ ７．００ ２
３ １．５ ２７ ７．５０ ３

　注：当主药量为２４时：克霉唑∶尿素＝３ｇ∶２０ｇ；当主药量为２５时：
克霉唑∶尿素＝５ｇ∶２０ｇ；当主药量为２７时：克霉唑∶尿素＝７ｇ：２０ｇ

表２　正交实验结果

实验号 Ａ Ｂ Ｃ Ｄ 实验结果综合评分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８６．４０
２ １ ２ ２ ２ －２６０．５８
３ １ ３ ３ ３ －３２５．０１
４ ２ １ ２ ３ １０４．９０
５ ２ ２ ３ １ ９７．５８
６ ２ ３ １ ２ ４２．６６
７ ３ １ ３ ２ ８８．５５
８ ３ ２ １ ３ ６５．７０
９ ３ ３ ２ １ －６６．２８
Ｋ１ －２５７．３３０ ２．３５０ －２６．０１３ －５１．７００
Ｋ２ ８．７１３ －３２．４３３ －７３．９８７ －４３．１２３
Ｋ３ ２９．３２３－１１６．２１０ －４６．２９３ －５１．４７０
Ｒ ３３９．０４３ １１８．５６０ ４７．９７４ ８．５７７

表３　方差分析表

方差来源 偏差平方和 自由度 Ｆ比 Ｆ临界值 显著性

Ａ １９９８６５．２２７ ２ １３．５４１ ４．４６０ 

Ｂ ２２２８４．８８４ ２ ８．３９５ ４．４６０ 

Ｃ ３４７９．６４０ ２ ０．０６２ ４．４６０

极差 ２２５７７３．０３ ８

　注：ａ＝０．０５

　　由以上表２正交实验结果和表３方差分析结果
分析可得，三个因素对制备工艺影响程度依次为

Ａ＞Ｂ＞Ｃ，表明卡波姆 －９４０量对制备工艺的影响
最大，其次是主药量和凝胶剂的 ｐＨ值。由方差分
析各因素中水平影响结果 Ａ３＞Ａ２＞Ａ１，Ｂ１＞Ｂ２＞
Ｂ３，Ｃ１＞Ｃ２＞Ｃ３，因此可以确定最佳制备工艺为
Ａ３、Ｂ１、Ｃ１，即克霉唑３０ｇ，尿素２０ｇ，二甲基亚砜
１７ｍＬ，甘油１１ｍＬ，卡波姆 －９４０量为１５ｇ，吐温
－８０１０ｇ，三乙醇胺调节 ｐＨ值为６５０，纯化水加
至２００ｇ。
２．４　方法验证　按照正交实验得到的最佳制备工
艺方法，采用克霉唑３０ｇ，尿素２０ｇ，二甲基亚砜
１７ｍＬ，甘油１１ｍＬ，卡波姆 －９４０量为１５ｇ，吐温
－８０１０ｇ，三乙醇胺调节 ｐＨ值为６５０，纯化水加
至２００ｇ连续制备３份复方克霉唑凝胶剂，对凝胶
剂进行综合评分，综合评分结果分别为９４４、９２７、
９８４，平均值为９５２，ＲＳＤ％ ＝１８２％，表明该制备
工艺条件所得出的复方克霉唑凝胶剂质量较好且工

艺稳定。

３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抗菌活性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的抗菌活性主要针对真菌感

染，尤其对白念菌株感染的各类癣和阴道感染。目

前临床上治疗真菌感染常用药物为达克宁，故在复

方克霉唑凝胶剂抗菌活性研究中优选达克宁作为阳

性对照组［６］。实验动物选用日本的大耳白兔，均为

雄性，体重（３０±０５）ｋｇ，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
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白念珠菌由临床分离得到，

用沙氏培养基接种，在２８℃条件下培育２４ｈ，同时
用０５麦氏比浊液作为对照，配制５×１０８ＣＦＵ／ｍＬ
细菌悬浮液，备用。采用同体自身对照法，建立白色

念珠菌感染的动物模型，将达克宁、生理盐水、赋性

剂和复方克霉唑凝胶剂作用于感染部位，考察复方

克霉唑凝胶剂抗白念珠菌感染的药效，具体如下：取

１２只日本大耳白兔分别于１２只笼子里面饲养，每
只兔子背部做４个伤口，并将４个伤口随机分为４
组：Ａ组，生理盐水组；Ｂ组，阳性药物（达克宁）组；
Ｃ组，赋性剂组；Ｄ组，复方克霉唑组；试验前准备工
作：在实验开始前２４ｈ取动物并在其背部备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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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背部脊椎两侧部位脱毛，脱毛面积占全身总面

积的１／３，禁食１２ｈ。实验前将脱毛区消毒，盐酸利
多卡因溶液在兔子脱毛区给兔子进行局部麻醉。待

麻醉后，用手术刀在麻醉部位做切口，待创口血流停

止后涂抹白色念珠菌溶液０２ｍＬ。用纱布和塑料
布将创口固定１２ｈ，之后伤口分别涂抹生理盐水、达
克宁、赋性剂、复方克霉唑凝胶剂。连续进行６天涂
抹工作，同时观察、记录动物伤口变化，继续观察、记

录伤口变化４天。结果见图１和表４。

图１　各组创面愈合情况

表４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抗菌作用结果

组别
剂量

（ｍＬ／只）

创口数

（ｎ）

观察１０天愈合

创口数（ｎ）

Ｐ值（与生理

盐水组比较）

生理盐水组 ２ １２ ２

赋性剂组 ２ １２ １ ＞０．０５

阳性对照组 ２ １２ １２ ＜０．０５

复方克霉唑凝胶剂组 ２ １２ １２ ＜０．０５

　　由图１可知生理盐水组和赋性剂组在１０天内
愈合的创口数目较少，而达克宁组和复方克霉唑凝

胶剂组在第７天均愈合创口数１２个，可见达克宁组
和复方克霉唑凝胶剂组效果比生理盐水组和赋性剂

组治愈效果好；整体变化趋势上，复方克霉唑凝胶剂

疗效优于或等同于达克宁组；由表４中可知达克宁
组和复方克霉唑凝胶剂组与生理盐水组和赋性剂组

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即复方克霉唑凝
胶剂组和达克宁组疗效优于生理盐水组和赋性剂组

抗菌效果。

４　讨论

复方克霉唑中的克霉唑属于吡咯类广谱抗真菌

药，对癣菌、曲菌、白念珠菌有较强的选择性，将其与

具有皮肤角蛋白有溶解作用的尿素做成复方制剂能

有效的治疗阴道炎、各类型皮肤癣和甲沟炎等。凝

胶剂具有良好的缓释、控释药作用［４，７］，其主要因为

所制备的复方克霉唑凝胶剂是亲水性三维网状聚合

物，水溶性高分子经交联或与疏水单体共聚而成，而

凝胶剂可以在水中溶胀但不溶解，吸收大量水分后

达到溶胀平衡，并保持原有网络结构，将主药包埋于

凝胶的孔道中，避免药物受外界水分的影响，药物通

过溶解和扩散作用不断向外释放药物［７－８］。相对常

规的乳膏制剂，用卡波姆作为基质制备的凝胶剂具

有明显优势，如无刺激性、减少过敏反应、易于涂布、

无油腻感、更易吸收等。卡波姆 －９４０作为骨架材
料常应用经皮的缓控释制剂，制备过程中其用量直

接影响制剂的成型、凝胶粘度和主药释放度等综合

评分，但卡波姆 －９４０用量并不是越多越好。本文
以克霉唑和尿素为主药，采用正交实验方法对凝胶

剂进行设计，通过较少实验次数对实验进行整体设

计、综合比较和统计分析，实验过程中所用的正交实

验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既保证了全面实验要求，又

达到了实验目的［９］。制备复方克霉唑凝胶剂实验

中发现，作为基质的卡波姆９４０对凝胶剂的质量综
合评分影响较大，用量过多和过少都会影响凝胶剂

的成型性，这可能是因为含水量多少会影响到卡波

姆９４０的延展性，为此在该凝胶剂的制备过程中应
当依此为考虑的重点。此外，二甲基亚砜能促进经

皮吸收药物，三乙醇胺能够调节 ｐＨ值，使凝胶剂
ｐＨ值可以在某一特定值或某一范围，接近中性的凝
胶剂避免了对皮肤的刺激性。正交试验所优选出的

最佳制备工艺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显示该工艺条

件可靠稳定，可应用于工业化生产。本文以硝酸咪

康唑软膏（达克宁）为阳性对照药，验证优化工艺制

备的复方克霉唑凝胶剂抗真菌效果，结果显示复方

克霉唑凝胶剂抗真菌效果与达克宁相近。由于本实

验条件有限，复方克霉唑凝胶剂的抗菌活性研究中

只是对创口数目的愈合做了统计和比较，暂没有从

组织学角度考虑，后期将在复方克霉唑凝胶剂抗菌

活性的全面研究中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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