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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亲水作用色谱法( ＨＩＬＩＣ) 的方法开发策略及其
在铂类抗癌药分析中的应用
秦智莹ꎬ任光辉ꎬ谭雅男ꎬ王永涵ꎬ赵娣ꎬ李宁ꎬ卢杨ꎬ陈西敬
( 中国药科大学基础医学与临床药学学院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９８)
摘要:亲水作用色谱法解决了大多数极性化合物的色谱分离问题ꎬ其已成为包括铂类抗癌药在内的许多极性
化合物的色谱分离的首选ꎮ 亲水作用色谱法在极性化合物的分离与检测、药代动力学研究等的应用均日益广泛ꎮ
如何高效地完成亲水作用色谱的方法开发是药物分析科学家和药代动力学科学家都面临的重要问题ꎬ然而目前还
没有专门的文献对此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研究ꎮ 本文以此为切入点ꎬ围绕亲水作用色谱法方法开发中的固定相选
择、流动相筛选、ｐＨ 值与洗脱的优化等方面ꎬ综述了亲水作用色谱( ＨＩＬＩＣ) 的方法开发策略ꎬ以及其在铂类抗癌药
分析中的应用ꎮ

关键词:亲水作用色谱ꎻ方法开发ꎻ极性化合物ꎻ铂类抗癌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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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１９９０ 年 Ａｌｐｅｒｔ 首次提出亲水作用色谱( ＨＩＬＩＣ) 的概

念ꎬ亲水作用色谱便受到了药代动力学科学家们的持续关注
与应用研究

[１－４]

ꎮ 直至现在ꎬ新的 ＨＩＬＩＣ 固定相依旧层出不

在不到 ３０ 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为一项较为成熟的色谱分离
技术ꎮ

在药物分析和药代动力学的研究中ꎬ包括铂类抗癌药在

穷ꎬ亲 水 作 用 色 谱 的 保 留 机 制 仍 是 色 谱 分 离 研 究 的 热

内的大多数极性化合物一直是研究的难点ꎬ这很大一部分的

点 [５－９] ꎮ 商业化的亲水作用色谱柱( ＨＩＬＩＣ) 早在 ２００３ 年初

原因在于此类化合物的色谱分离相对比较困难ꎬ检测方法比

就进入研发阶段ꎬ目前市场上已有多种类型的亲水作用色谱

较复杂ꎮ 通用型的反向色谱可以满足大多数化合物的保留

柱ꎬ涉及的固定相类型也是非常多ꎮ 可以说ꎬ亲水作用色谱

与定量ꎬ但其对极性化合物的保留却不佳或者没有保留ꎮ 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Ｎｏ.８１４７３２７２、８１５０３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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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极性化合物的药物分析工作带来很大的挑战ꎮ 更大的挑
战是极性化合物的药代动力学研究ꎬ由于所需要分析的样本
多是生物样本ꎬ其中的各种内源性物质或盐类在反向色谱中

保留行为 [６ꎬ１３ꎬ１９－２０] ꎮ

１.１

未经衍生化的硅胶固定相

未经衍生化的硅胶是最常

见的亲水作用色谱固定相ꎬ其在药物分析和药代动力学研究

与极性化合物容易共洗脱ꎬ影响其检测的精密度与准确度ꎮ

中也是最普遍的ꎮ 未经衍生化的硅胶的亲水保留机制很复

亲水作用色谱却可以通过其特有的保留机制来显著地提高

杂ꎬ这也使得其可以实现对不同性质的铂类抗癌药和强极性

极性化合物的保留ꎬ同时也为一般极性化合物和可离子化的

化合物的分离 [２１] ꎮ 在极性化合物方法开发过程中ꎬ未衍生

药物的样本提供新的分离模式

[３ꎬ１０－１１]

ꎮ 随着亲水作用色谱

化硅胶固定相的亲水作用色谱柱可以作为常备的基础亲水

的广泛应用以及质谱技术的快速发展ꎬ铂类抗癌药和强极性

作用色谱柱ꎮ 除非有明确的文献参考或极性化合物性质特

化合物 在 不 同 基 质 甚 至 细 胞 内 药 代 动 力 学 研 究 成 为 可

别复杂ꎬ不同内径和长度的该类色谱柱可以作为方法开发中

能 [２ꎬ１０ꎬ１２] ꎮ 亲水作用色谱并非一般所熟知的正相色谱ꎬ尽管

固定相筛选的一个因素ꎮ 此外ꎬ未经衍生化的硅胶固定相色

二者的洗脱方式很类似ꎬ但亲水作用色谱的溶剂系统为反相

谱柱对极性药物和代谢物进行分析时可获得比反向色谱更

色谱的模式ꎮ 由于其使用了有机溶剂－水溶液的溶剂系统ꎬ

高的信号强度ꎬ且样品处理方法简单ꎮ 尤其是在使用质谱检

其与主流的 ＥＳＩ－ＭＳ 检测器兼容性甚至超过了反向色谱ꎬ因

测器时ꎬ其因没有键合相的流失而带来相对更低的质谱背景

物的研究中的使用日益广泛 [１３－１４] ꎮ

１.２

极性 化 合 物 的 药 代 动 力 学 研 究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研 究 手

是在硅胶颗粒的内部与表面均嵌入桥式乙烷 [１１] ꎮ 亚乙基桥

而亲水作用色谱串联质谱技术( ＨＩＬＩＣ－ＭＳ / ＭＳ) 在极性化合
亲水作用色谱( ＨＩＬＩＣ) 为包括铂类抗癌药在内的大多数

段 [１２ꎬ１４－１５] ꎮ 然而ꎬ亲水作用色谱与传统的反相色谱、正相色

信号ꎬ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信噪比ꎮ
杂化颗粒固定相

杂化颗粒固定相的代表是亚乙基桥

杂化颗粒ꎮ 亚乙基桥杂化颗粒属于无机－有机材料ꎬ其结构
杂化颗粒的保留机制与未衍生化硅胶相类似ꎬ但也有区别ꎮ

谱都不相同ꎬ而且许多从事药物分析和药代动力学研究的科

杂化颗粒的亲水性较硅胶颗粒弱ꎬ主要在于其颗粒的表面酸

学家对这项相对较新的色谱分离技术了解不多ꎮ 亲水作用

性不强而且表面的带电情况不同ꎮ 在一些情况下ꎬ比如由于

色谱的保留机制并非单一的液－液分配ꎬ还包括离子相互作

流动相的原因导致其表面的硅醇基未明显带电荷的情况下ꎬ

用、吸附作用和亲水保留作用等ꎮ 亲水作用色谱的保留很少

杂化颗粒会表现出和硅胶颗粒相似的保留行为ꎮ 杂化颗粒

有一种保留机制占主导ꎬ更多是几种保留机制的组合ꎬ这就

的优势在于其具有比硅胶颗粒更高的化学稳定性ꎬ这是由于

ꎮ 综合以上内容可

杂化颗粒的表面因引入基团而具有一定的立体位阻ꎮ 化学

面向分析科学家和药代动力学研究人员ꎬ就亲水作用色谱方

化的硅胶颗粒仅在低 ｐＨ 下较为稳定ꎮ 因此ꎬ在所分离的化

形成了其独特的保留特性和选择性

[６ꎬ１１]

知ꎬ亲水作用色谱方法的方法开发策略十分重要 [１６] ꎮ 本文

稳定性的优势在高 ｐＨ 的流动相条件下最为显著ꎬ而未衍生

法开发中的固定相选择、流动相筛选、ｐＨ 值与梯度的优化等

合物需要使用高 ｐＨ 流动相来获取好的保留的情况下ꎬ杂化

多个方面的开发策略进行了综述ꎬ并以铂类抗癌药为例ꎬ介
绍亲水作用色谱法在铂类抗癌药分析中的应用进展ꎮ
１

固定相选择

颗粒固定相应当取代硅胶颗粒固定相而成为首选ꎮ
１.３

氨丙基固定相

氨丙基固定相又称氨丙基键合固定

相ꎬ一般认为其是碳水化合物的首选亲水作用色谱固定相ꎮ

尽管亲水作用色谱( ＨＩＬＩＣ) 的固定相发展到现在已经拥

在药代动力学研究中ꎬ如果一个化合物的结构类似于或者是

有许多种类ꎬ但它们均为易于吸附水和其他极性溶剂的极性

经改造的碳水化合物ꎬ氨丙基固定相应首先进行筛选ꎮ 氨丙

固定相ꎬ这些固定相可以使得极性溶质能够从流动相中分配

基固定相的特点是其在流动相的作用下易于质子化而带正

ꎮ 常见的亲水作用色

电荷ꎬ其对阴离子化合物具有较好的保留而对碱性化合物保

到固定相的表面上的极性溶液层

[６ꎬ１７]

固定相可以分为几个大类ꎬ即未经衍生化的硅胶、杂化的颗
粒、氨丙基、两性离子、酰胺ꎬ此外还有不常用的琥珀酰亚胺
键合物与环糊精类等 [２ꎬ１３ꎬ１８－１９] ꎮ

在方法开发时ꎬ了解不同种类固定相的性质和适用范围

对于固定相的筛选至关重要ꎮ 为所需要研究的铂类抗癌药
和强极性化合物选择适当的固定相是方法成功开发的第一
步和关键一步ꎬ合适的固定相可以显著地提高方法开发效
率ꎮ 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开发成本ꎬ在决定为所需要研究的铂
类抗癌药和强极性化合物采购亲水作用色谱柱时ꎬ应首先确
定大致的固定相范围ꎮ 尽管每种类型的固定相有其特别的
适合范围ꎬ但在实践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ꎬ适当扩大固定相
选择范围可以提高方法开发的成功率ꎮ 许多文献已经证实ꎬ
不同的流动相配比、流动相 ｐＨ 值、颗粒的大小和柱长等因素
都会显著地影响亲水作用色谱固定相的保留机制和最终的

留较弱 [２２] ꎮ

１.４

两性离子固定相

两性离子固定相色谱柱是商品化亲

水作用色谱柱很常见的一大类ꎬ其中以默克公司的 ＳｅＱｕａｎｔ
ＺＩＣ－ＨＩＬＩＣ 系列为代表ꎮ 两性离子固定相以磺烷基三甲铵
乙酯最为常见ꎬ其表面可同时提供带正电和负电荷的官能
团 [２１] ꎮ 这些相反的电荷最终通过合成位置而使得两性离子
固定相表面的总净电荷接近为零ꎮ 因此ꎬ改变流动相 ｐＨ 对
两性离子固定相的带电状态几乎没有任何影响ꎮ 在两性离
子固定相的方法开发中ꎬ流动相 ｐＨ 通过影响化合物的离子
状态从而影响其保留ꎮ

１.５

酰胺基固定相

酰胺基固定相本身是有利于酸性化合

物的保留ꎬ因其既有氢受体又有供体的位点 [７] ꎮ 在使用酰胺
基固定相开发酸性化合物的方法时ꎬ酸性化合物处于游离状
态时能与酰胺基具有良好的相互作用 [２２] ꎮ 在低到中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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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ｐＨ 条件下ꎬ酰胺基固定相对碱性化合物的保留也是很理

一样重要ꎮ 即使是合适的固定相ꎬ不恰当的 ｐＨ 值也会让之

性弱ꎬ但其稳定性相对较好ꎮ

ｐＨ 值对亲水作用色谱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ꎬ即影响

想的ꎮ 尽管酰胺基固定相相对于氨丙基固定相来说其反应
１.６

二醇固定相

二醇固定相相比于以上其他的固定相很

少有人了解ꎬ但其代表性的色谱柱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ｅｘ Ｌｕｎａ ＨＩＬＩＣ

前的努力前功尽弃ꎬ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方法开发的成败 [２１] ꎮ
化合物的电离状态和改变固定相表面的电荷 [２１ꎬ２５] ꎮ 当 ｐＨ
值较高时ꎬ酸性化合物和弱碱性化合物都会出现比较完全的

也是商品化 ＨＩＬＩＣ 色谱柱中的一个系列ꎮ 二醇固定相的结

电离ꎮ 电离化的增强会使固定相对化合物的吸附和保留增

化的硅胶差距并不明显ꎮ 二醇固定相的保留机制包括了分

此外ꎬｐＨ 值的改变对固定相的保留性能和选择性也有

构是以丙二醇键合到未衍生化的硅胶上ꎬ但其极性与未衍生

加ꎬ从而使得化合物的保留时间增加 [２２ꎬ２６] ꎮ

ꎮ 二醇固定相对大多数的极性化合物而言

很大的影响ꎮ 当流动相 ｐＨ 逐渐上升时ꎬ固定相的硅醇活性

力学研究中ꎬ单一极性化合物可以通过二醇固定相实现弱保

硅醇的表面会带上负电荷ꎮ 带负电的硅醇会使其极性增加ꎬ

配、氢键作用等

[７]

是弱保留ꎬ因此其在复杂化合物的分离没有优势ꎮ 在药代动

发生变化ꎬ例如当流动相 ｐＨ 在酸性的范围逐渐往上增加时ꎬ

留而快速出峰ꎬ缩短样品的分离时间ꎮ

促进流动相中的极性溶剂吸附于固定相表面的亲水层ꎬ而增

２

加表面亲水层的厚度ꎮ 固定相的亲水层厚度越厚ꎬ极性化合

亲水作用色谱的流动相筛选
正如之前所述ꎬ亲水作用色谱的流动相体系是与反向色

谱相同的ꎬ即有机相－水相系统ꎮ 然而亲水作用色谱的流动
相并不是简单地照搬反向色谱ꎬ而且其流动相的洗脱性质也
不相同 [４ꎬ１１ꎬ２３] ꎮ 有机相比例提高时洗脱能力反而减弱ꎬ即有
机相是亲水作用色谱的弱洗脱剂而水相是强洗脱剂ꎮ

亲水作用色谱的有机相以乙腈为主ꎬ部分极端情况下可
以选择非极性要更强的丙酮 [１８ꎬ２３] ꎮ 然而ꎬ丙酮自身的来源限

物与固定相的作用时间就越长ꎬ保留作用也就越强ꎮ 在方法
开发实践中ꎬ流动相 ｐＨ 值的改变会对酸性化合物的保留有
比较显著的影响ꎮ 酸性化合物在高 ｐＨ 的条件下ꎬ其保留时
间一般会延长ꎬ这是化合物自身电离和固定相的电荷改变共
同作用的ꎮ 对于碱性化合物来说ꎬ流动相的 ｐＨ 值改变似乎
对其保留时间影响较小ꎮ 不同 ｐＨ 值的流动相下碱性化合物
保留基本是相似的ꎬ这可能是碱性化合物自身改变与固定相

制和性质导致其很少使用ꎬ而且使用丙酮应选择非 ＰＥＥＫ 的

变化的相互作用下的结果ꎮ

ＨＩＬＩＣ 中不会筛选有机相ꎬ直接采用乙腈作为有机相ꎮ 乙腈

别且其会在流动相中变化ꎬ保留趋势是很难仅凭理论就可以

性ꎮ 在质谱检测器中ꎬ由于乙腈的挥发能力强且亲水作用色

喻ꎮ 在流动相 ｐＨ 值的初筛中ꎬ一般选择低 ｐＨ( ｐＨ ３) 、中等

色谱柱ꎮ 乙腈是目前 ＨＩＬＩＣ 分离中使用最广泛的ꎬ一般在
在紫外检测器的背景基线较低ꎬ取决于其良好的紫外透过
谱中乙腈比例高ꎬ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质谱检测的响应ꎮ
亲水作用色谱的水相体系选择范围比较大ꎮ 除了反向
色谱中常用的水之外ꎬ异丙醇、乙醇和甲醇都可以作为亲水
作用色谱的水相体系

[８ꎬ１８ꎬ２３]

ꎮ 这几种洗脱剂的洗脱强度从

大到小分别是:水、甲醇、乙醇、异丙醇ꎮ 水是亲水作用色谱
中最强的洗脱剂ꎮ 水相体系的扩大也带来选择上的复杂ꎬ一
般以水为最初的选择 [７] ꎮ 在水作为水相并不理想时ꎬ可以逐
步替换为甲醇、乙醇和异丙醇ꎬ这对增加铂类抗癌药和强极
性化合物的保留很有益

[２１ꎬ２４]

ꎮ

除上述外ꎬ亲水作用色谱的流动相选择还有一些基本原
则ꎮ 首先ꎬ在使用乙腈－水的流动相体系时ꎬ乙腈的含量至少

事实上ꎬ由于极性化合物的酸碱性本身就会有细微的差
准确预测的ꎮ 流动相 ｐＨ 值的筛选和优化的重要性不言而
ｐＨ( 约 ｐＨ ７ 左右) 、高 ｐＨ 值( ｐＨ ９)３ 个水平ꎬ这是考虑到绝
大多数的亲水作用色谱柱的 ｐＨ 耐受范围ꎮ 为了 ｐＨ 值调节

的方便性和兼容性ꎬ ｐＨ 值调整的多数是在水相中进行的ꎮ
考虑到亲水作用色谱中的流动相中乙腈含量比较高ꎬ流动相

ｐＨ 值会在水相 ｐＨ 值的基础上往中性靠拢约 １ 到 １.５ 个 ｐＨ
单位ꎮ 考虑到 ｐＨ 值调整的烦琐与复杂ꎬ一般建议使用四元
泵ꎬ设置好不同的酸碱流动相进行调配ꎮ 自动化的 ｐＨ 调整

系统可以精确到 ０.１ 个 ｐＨ 单位ꎮ 以沃特世 ＡｕｔｏＢｌｅｎｄ Ｐｌｕｓ
技术为代表ꎬ该技术通过软件自动在线配制所需要的不同
ｐＨ 值和离子强度的流动相ꎮ 在经过这步筛选获取大概的
ｐＨ 值范围后可以根据需要再细化 ｐＨ 值的范围ꎮ

在 ３０％到 ４０％以上ꎮ 当水的比例高至 ６０％到 ７０％时ꎬ几乎任

４

何亲水作用色谱柱都会失去对极性化合物的保留ꎮ 其次ꎬ流

亲水作用色谱的方法开发优先选择等度洗脱的方法ꎮ

动相应至少包含 ３％的极性溶剂ꎬ如水、甲醇、乙醇或异丙醇ꎮ

等度洗脱可以保持流动相稳定的 ｐＨ 值和固定相表面恒定的

乙腈有助于质谱检测器的检测ꎬ但亲水作用色谱需要极性溶

品的进样之间也需要进行充分的柱平衡ꎬ以免出现保留时间

剂来维持固定相表面的亲水层ꎮ 在分离较为复杂的混合物

漂移的现象ꎬ这比反向色谱的要求更为严格ꎮ 由于等度洗脱

或者化合物的保留较弱时ꎬ９５％左右的高比例乙腈可以尽可

可以比梯度洗脱更快地完成柱平衡ꎬ在缩短平衡时间的同时

能的增大保留ꎬ改善分离效果ꎮ 然而较强的保留作用也会导

带来更好的保留稳定性ꎮ 在方法开发中ꎬ首先使用等度进行

致保留时间延长ꎬ整个样本的分析时间增长ꎮ

流动相比例的筛选ꎬ从 ４０％ 到 ９５％ 的范围设计几个比例筛

尽管高比例的乙腈可以提高极性化合物的保留且高比例的

３

流动相 ｐＨ 值的选择

流动相的 ｐＨ 值优化在反向色谱中的作用就已被广泛重

视ꎮ 在亲水作用色谱中ꎬ流动相 ｐＨ 值的优化与固定相选择

等度洗脱与梯度洗脱的优化

微环境ꎬ这会使得色谱分离重现性更好ꎮ 亲水作用色谱在样

选ꎮ 考虑到水相有不同的选择ꎬ也应尝试不同的水相来进行
筛选 [１６] ꎮ 在筛选时ꎬ由于水相的含量和水相的类型均应考
察ꎬ应 对 这 两 个 参 数 进 行 正 交 试 验 设 计 或 者 拉 丁 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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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１６] ꎮ

梯度洗脱在亲水作用色谱( ＨＩＬＩＣ) 中的方法开发尽管复

杂烦琐ꎬ但其却是文献报道中最常用的方法

[１２ꎬ１５ꎬ２４]

ꎮ 梯度洗

奥沙利铂的定量检测 [２８] ꎮ

７

结语

亲水作用色谱( ＨＩＬＩＣ) 的方法开发过程中涉及的色谱分

脱可以满足一些复杂的分离需要或者得到足以满足文献发

析参数较多且相互影响ꎮ 如果仅凭反向色谱积累的经验来

表优分离效果 [２１] ꎮ 梯度洗脱的方法开发应建立在等度洗脱

进行亲水作用色谱的方法开发会误入歧途ꎬ更有甚者会导致

开发的基础上ꎬ一般在等度洗脱得到相对合适的流动相后进

错误的判断而中断方法的开发ꎮ 在药代动力学研究中ꎬ为铂

行ꎬ这样不仅更有目的性且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ꎮ 典型的亲

类抗癌药等强极性化合物制定合适的亲水作用色谱开发策

水作用色谱的梯度洗脱与反向色谱是相反的ꎮ 亲水作用色

略尤为重要ꎬ在方法开发前期就进行各个参数的评估判断ꎬ

谱的梯度设置是起始阶段应该是高比例的乙腈ꎬ增加极性化

在方法开发过程中逐个条件的尝试优化ꎬ最终将所有条件作

合物的保留ꎬ然后乙腈的比例逐渐下降ꎬ流动相的洗脱能力

为系统进行优化ꎮ 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ꎬ不仅实现亲水作用

增加ꎬ样品被洗脱出峰ꎮ 考虑到亲水作用色谱的固定相的状

色谱方法的开发效率ꎬ也会提高方法开发的质量和成功率ꎮ

态对保留的影响ꎬ在样品进样前其所需要的平衡时间更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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