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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包含磷酸盐缓冲液的人工玻璃

体液组合物，其中所述磷酸盐缓冲液的pH值在

7.0至7.7，特别是7.1至7.6，更特别是7.2至7.5

的范围内。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制备人工玻璃体液

组合物的方法、一种分析物质性能的方法，一种

分析与物质接触后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变化的

方法，以及一种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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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含磷酸盐缓冲液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其中磷酸盐缓冲液具有在7.0至7.7，特

别是7.1至7.6，更特别是7.2至7.5的范围内的pH值。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其中所述磷酸盐缓冲液是磷酸盐缓冲盐

水(PBS)，特别是在0.001至0.2M，更特别是0.003至0.05，最特别是0.005至0.02M的范围内。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其中该组合物包含以下至少一种物

质：至多578μM肌酐、至多28.1mM葡萄糖、至多58.5mM尿素、200至1630μM黄嘌呤、100至800μM

次黄嘌呤、0.1至23mM乳酸钠、50至300μM谷胱甘肽。

4.如权利要求1-3中任一项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其中该组合物包含64.6μM肌

酐、2.2mM葡萄糖、7.6mM尿素、580μM黄嘌呤、309μM次黄嘌呤、10.5mM乳酸钠和200μM谷胱甘

肽。

5.如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其中该组合物包含20至

300mg/L的II型胶原，特别是40mg/L的II型胶原，和/或0.03-0.9％w/v的透明质酸钠，特别

是0.6％w/v的透明质酸钠。

6.如权利要求1-5中任一项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其中该组合物不包含抗坏血

酸。

7.制备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方法，特别是如权利要求3-6中任一项所述的组合物，包

括步骤：

(i)提供葡萄糖、肌酐、乳酸钠、谷胱甘肽和尿素在水中的储备溶液，次黄嘌呤在2：1比

例的甲酸：水中的储备溶液，以及黄嘌呤钠在1M  NaOH中的储备溶液；

(ii)将步骤(i)的储备溶液在pH值为7.0至7.7，特别是7.1至7.6，更特别是7.2至7.5，

最特别是pH值为7.4的磷酸盐缓冲液中混合，并将pH调整为所述磷酸盐缓冲液的pH值；

(iii)将透明质酸加入到步骤(iii)获得的混合物中，并在2至8℃下搅拌至少4小时；

(iv)向步骤(iii)获得的混合物中加入II型胶原；

(v)将步骤(iv)获得的混合物任选地无菌过滤。

8.一种用于分析物质的性能的方法，包括步骤

(i)在体外环境中提供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

(ii)将所述物质施用于人工玻璃体液中；并且

(iii)测定所施用物质的至少一种性质。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中待施用物质可以是大分子、药物制剂、赋形剂、蛋白质

或其组合中至少一种。

10.如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方法，其中待施用物质包括大小在100Da与1800kDa之间，特

别是在1kDa与500kDa之间，更特别地在4kDa与200kDa之间的分子。

11.如权利要求8-10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施用物质的至少一种性质选自稳定

性、生物利用度、从DDS系统的释放和DDS系统降解。

12.如权利要求8-11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中所施用物质在步骤(iii)之前，在人工

玻璃体液组合物中放置最多360天，特别是最多180天，更特别是最多90天。

13.分析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性能的方法，包括步骤

(i)在体外环境中提供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

(ii)将一种物质施用于人工玻璃体液；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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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测定所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至少一种性质。

14.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其由权利要求7所述的方法

制备。

15.一种用于制备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试剂盒，特别是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

的组合物，所述试剂盒包括

(A)磷酸盐缓冲液，特别是磷酸盐缓冲盐水(PBS)，其具有pH值为7.0至7.7，特别是7.1

至7.6，更特别是7.2到7.5，最特别是pH值为7.4；

(B)选自肌酐、葡萄糖、尿素、黄嘌呤、次黄嘌呤、乳酸钠、谷胱甘肽中的至少一种；

(C)II型胶原和/或透明质酸钠；以及任选的

(D)使用说明。

16.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在用于分析如权利要求8-12

中任一项所述的在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的物质的性能的方法中的用途和/或在用于分析

如权利要求13中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性能的方法中的用途。

17.具有7.0至7.7，特别是7.1至7.6，更特别是7.2至7.5的pH值的磷酸盐缓冲盐水用于

制备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用途。

18.如本文所述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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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研究药物和药物制剂的人工玻璃体液

发明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制备人工玻璃体液的方法、用于分析物质性能

的方法以及试剂盒。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治疗黄斑变性或视网膜疾病例如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已证明玻璃体内注射药

物是成功的。在玻璃体内注射中，将药物制剂直接注射到玻璃体液(VH)，即，填充例如人眼

球的晶状体和视网膜之间的空间的透明凝胶。到达视网膜的未改变的药物的施用剂量比例

很高，因此玻璃体内注射通常具有高生物利用度。

[0003] 然而，在模拟真实的体内条件时，用于研究药物制剂在VH中的例如稳定性的体外

试验已证明几乎没有用。VH不在其自然环境中时会迅速降解，并且由于VH中降解产物的积

聚，VH的pH值可能会迅速增加。因此，试验可能无法代表活着的个体眼中的实际情况，尤其

是在较长的时期内，例如几天。在更高级的试验系统中，可以通过应用缓冲系统来稳定VH的

生理pH值。其中，允许降解产物通过半透膜离开VH进入缓冲溶液。

[0004] 在玻璃体内(IVT)注射药物制剂或载药的长效递送(DDS)系统(E .P .Holowka ,

S .K .Bhatia ,Controlled  release  systems ,Drug  Delivery:Materials  Design  and 

Clinical  Perspective ,第2章,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New  York ,2014 ,

ISBN:978-1-4939-1997-0,7-62.)后，治疗剂会保留在VH中，并在生理pH和温度下暴露显著

更长的时间。因此，最重要的是研究这些物质在生理条件下在VH中的稳定性。天然人类VH的

物理和化学差异性是由疾病状况和年龄引起的，这可能直接影响稳定性的预测。当使用动

物来源的VH(例如兔子、猪、猴子或其它)时，存在明显的种内和种间的生物学差异，例如有

关粘度和/或密度的差异性。

[0005] 众所周知，天然VH由各种大大小小的无机和有机分子组成，可以将其大体分类为

缓冲系统、小分子量组分(例如盐和离子)和形成基质的聚合物(例如胶原和透明质酸)。详

细来说，天然VH主要由水组成(98-99％)。其余成分(1-2％)主要是胶原、透明质酸、蛋白质

和小分子量组分，例如抗坏血酸、谷胱甘肽、葡萄糖、乳酸盐、黄嘌呤、次黄嘌呤、肌酐和尿

素，如Kleinberg等人(Vitreous  substitutes:a  comprehensive  review ,Surv 

Ophthalmol .2011Jul-Aug；56(4):300-23)和Amith  Mulla(Role  of  vitreous  humor 

biochemistry  in  forensic  pathology,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Thesis,2005)中

所述。

[0006] 需要通过开发人工玻璃体液(aVH)来解决上述挑战，该人工玻璃体液能够提供对

物理和化学参数的更好控制，并提高研究的稳固性。这通过独立权利要求的特征来实现。

[0007] 发明简述

[0008] 我们评估了aVH的新组合物，其包含缓冲系统、小分子量(SMW)组分和大分子量

(LMW)组分(例如形成基质的聚合物)，然后其可以用作预测药物或药物制剂稳定性以及在

IVT递送后从DDS系统中的药物释放性能的体外模型。新aVH被证明是用于稳定性和释放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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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的最简单但非常有效的实时体外实验介质。因此，本文所述的新型aVH组合物可以用作研

究工具，也可以用作质量控制工具。

[0009] 根据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了包含磷酸盐缓冲液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磷酸

盐缓冲液的pH值在7.0至7.7，特别是7.1至7.6，更特别是7.2至7.5的范围内。最特别地，磷

酸盐缓冲液的pH值为7.4。磷酸盐缓冲液可以选自磷酸盐缓冲盐水(PBS)、包含Tween的磷酸

盐缓冲盐水(PBST)、包含Tween和叠氮化钠的磷酸盐缓冲盐水(PBSTN)和包含叠氮化钠的磷

酸盐缓冲盐水(PBSN)。

[0010] 所述磷酸盐缓冲液可以是磷酸盐缓冲盐水(PBS)。磷酸盐缓冲盐水的范围可以特

别是0.001至0.2M，更特别是0.003至0.05，最特别是0.005至0.02M。磷酸盐缓冲盐水的pH值

优选为7.4。本发明的优选缓冲液是0.01MPBS，pH  7.4，其包含8gm/L  NaCl、0.2gm/L  KCl、

1.44gm/L  Na2HPO4和0.24gm/L  KH2PO4。

[0011] 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可包含至少一种小分子量组分。小分子量组分可以选自肌

酐、葡萄糖、尿素、黄嘌呤、次黄嘌呤、乳酸钠和谷胱甘肽。所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可包含

至少一种下述组分：至多578μM肌酐，至多28.1mM葡萄糖，至多58.5mM尿素，200至1630μM黄

嘌呤，100至800μM次黄嘌呤，0.1至23mM乳酸钠，50至300μM谷胱甘肽。在一个优选的实施方

案中，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包含64.6μM肌酐、2.2mM葡萄糖、7.6mM尿素、580μM黄嘌呤、309μM

次黄嘌呤、10.5mM乳酸钠和200μM谷胱甘肽。

[0012] 此外，该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可包含20至300mg/L的II型胶原和/或0.03至0.9％

w/v的透明质酸钠。胶原和/或透明质酸钠在人工玻璃体液中用作基质形成成分。在本发明

的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包含40mg/L的II型胶原和/或0.6％w/v的

透明质酸钠。

[0013] 所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可以不包含抗坏血酸。

[0014]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制备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方法，优选如本文所述。该方

法包括步骤(i)，其中提供了葡萄糖、肌酐、乳酸钠、谷胱甘肽和尿素在水中的储备溶液，次

黄嘌呤在2：1比例的甲酸：水中的储备溶液，以及黄嘌呤钠在1M  NaOH中的储备溶液。该方法

进一步包括步骤(ii)，其将步骤(i)的储备溶液在pH值为7.0至7.7、特别是7.1至7.6、更特

别是7.2至7.5、最特别是pH值为7.4的磷酸盐缓冲液中混合，并将pH调整为磷酸盐缓冲液的

pH值。优选地，在不断搅拌混合物的情况下进行混合。在步骤(iii)中，将透明质酸加入到步

骤(iii)获得的混合物中，并将该混合物在2至8℃下搅拌至少4小时。特别地，搅拌该混合物

直到透明质酸完全溶解。该方法进一步包括步骤(iv)，其中将II型胶原优选在不断搅拌下

加入到步骤(iii)获得的混合物中。将步骤(iv)中获得的混合物任选地无菌过滤。

[0015] 磷酸盐缓冲液可以选自磷酸盐缓冲盐水(PBS)、包含Tween的磷酸盐缓冲盐水

(PBST)、包含Tween和叠氮化钠的磷酸盐缓冲盐水(PBSTN)和包括叠氮化钠的磷酸盐缓冲盐

水(PBSN)。磷酸盐缓冲液可以是磷酸盐缓冲盐水(PBS)。磷酸盐缓冲盐水的范围可以特别是

0.001至0.2M，更特别是0.003至0.05，最特别是0.005至0.02M。磷酸盐缓冲盐水的pH值优选

为7.4。本发明的优选缓冲液是0.01M  PBS，pH  7 .4，其包含8gm/L  NaCl、0 .2gm/L  KCl、

1.44gm/L  Na2HPO4和0.24gm/L  KH2PO4。

[0016] 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可包含至少一种小分子量组分。小分子量组分可以选自肌

酐、葡萄糖、尿素、黄嘌呤、次黄嘌呤、乳酸钠和谷胱甘肽。在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所述a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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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物包含64.6μM肌酐、2.2mM葡萄糖、7.6mM尿素、580μM黄嘌呤、309μM次黄嘌呤、10.5mM乳

酸钠和200μM谷胱甘肽。此外，所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可以包含20至300mg/L的II型胶原

和/或0.03至0.9％w/v的透明质酸钠。胶原和/或透明质酸钠在人工玻璃体液中用作基质形

成成分。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中，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包含40mg/L的II型胶原和/

或0.6％w/v的透明质酸钠。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的实施方案中，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包含

40mg/L的II型胶原和0.6％w/v透明质酸钠。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可以不包含抗坏血酸。

[0017]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涉及一种用于分析施用于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物质的性

能的方法，优选地如本文所述。该方法包括步骤(i)，其中在体外环境中提供优选如本文所

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本发明的体外环境可以是小瓶(vial)，优选玻璃小瓶或塑料小

瓶、孔、容器、凹盘、离体的玻璃体内(ExVit)模型，如Patel等人，Evaluation  of  protein 

drug  stability  with  vitreous  humor  in  a  novel  ex-vivo  intraocular  model ,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and  Biopharmaceutics.2017；112:117-186所述

(将其整体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以及任何特殊设计的玻璃或塑料装置。该方法进一步

包括步骤(ii)，其中将待分析的物质施用于人工玻璃体液中。可以将所述物质施用于所述

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特别地，可以将该物质注射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或扩散到人

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或从长效持续释放递送(DDS)系统释放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此

外，该方法包括步骤(iii)，其中测定所施加物质的至少一种性质。由于在将待施用的物质

施用于玻璃体液之前已知其性质，因此对在施用于人工玻璃体液之前和之后的物质的性质

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例如为了分析存在于aVH中时所施用物质的稳定性、生物利用度、从DDS

系统的释放和DDS系统在aVH中的降解(Blanco等人,Protein  encapsulation  and  release 

from  poly(lactide-co-glycolide)microspheres:effect  of  the  protein  and  polymer 

properties  and  of  the  co-encapsulation  of  surfacta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and  biopharmaceutics.1998May；45(3):285-94)。可以立即和/或间隔地

测定所述物质的性质，以追踪随时间的性质的变化。

[0018] 待施用物质可以是至少一种下述物质：大分子、蛋白质例如抗体、肽、寡核苷酸、适

体、药物制剂、赋形剂、小分子、药物递送系统(可生物降解和不可生物降解的)、或其组合。

但是，术语物质不应理解为限于上述示例。

[0019] 待施用物质可以包括大小在100Da与1800kDa之间，特别是在1kDa与500kDa之间，

更特别地在4kDa与200kDa之间，最特别地在10kDa与175kDa之间的分子。

[0020] 待施用物质的至少一种性质选自稳定性、生物利用度、从DDS系统的释放和DDS系

统的降解。

[0021] 在步骤(iii)之前，可将施用的物质留在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最多360天，特别

是最多180天，更特别是最多90天。但是，如前所述，可以间隔地测定该物质的性质，以追踪

随时间的性质的变化。然后，步骤(iii)可以限定所述至少一种性质的最后测定的时间。可

以在步骤(iii)之前将人工玻璃体液保持在恒定温度，特别是在32至38℃，更特别是35至37

℃，最特别是36至37℃的温度范围内。

[0022] 本发明的另一个方面涉及用于分析本文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性能的方法，

其中，将一种物质施用于所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该方法包括步骤(i)，其中在体外环境

中提供优选如本文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本发明的体外环境可以是小瓶，优选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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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瓶或塑料小瓶、孔、容器、凹盘、离体的玻璃体内(ExVit)模型，如Patel等人，Evaluation 

of  protein  drug  stability  with  vitreous  humor  in  a  novel  ex-vivo  intraocular 

model,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and  Biopharmaceutics.2017；112:117-186

所述(将其整体内容通过引用并入本文)，以及任何特殊设计的玻璃或塑料装置。该方法进

一步包括步骤(ii)，其中将一种物质施用于人工玻璃体液。可以将所述物质施用于人工玻

璃体液组合物中。特别地，可以将该物质注射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或扩散到人工玻璃

体液组合物中或从长效持续释放递送(DDS)系统释放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此外，该方

法包括步骤(iii)，其中测定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至少一种性质。由于人工玻璃体液组合

物的性质在施用物质之前是已知的，因此对在施用物质之前和之后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

的性质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例如为了分析存在该物质时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稳定性和/

或粘度。通常情况下，该方法允许考虑到所施加的物质来评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耐受

性，特别是通过测定粘度、浊度、渗透压中的至少一种的变化。可以立即和/或间隔地测定人

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性质，以便跟踪性质随时间的改变。待施用的物质可以是至少一种下

述物质：大分子、蛋白质例如抗体、肽、寡核苷酸、适体、药物制剂、赋形剂、小分子、药物递送

系统(可生物降解和不可生物降解的)、或其组合。然而，术语物质不应理解为限于上述实

例。待施用的物质可包括大小在100Da至1800kDa之间，特别是1kDa至500kDa之间，更特别是

在4kDa至200kDa之间，最特别地在10kDa至175kDa之间的分子。施用的物质可以在步骤

(iii)之前在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保留最多360天，特别是最多180天，更特别是最多90

天。但是，如前所述，可以间隔地测定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性质，以便跟踪性质随时间的

变化。然后，步骤(iii)可以限定所述至少一种性质的最后测定的时间。人工玻璃体液可以

在步骤(iii)之前保持恒定温度，特别是在32至38℃，更特别地在35至37℃，最特别地在36

至37℃。

[0023]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一种用于分析如本文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中的物质的性

能和/或如本文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性能的方法。

[0024]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通过如本文所述的制备方法制备的如本文所述的人工玻

璃体液组合物。

[0025]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一种用于制备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试剂盒，特别是如本

文所述的组合物。该试剂盒包括几种组件。组件(A)是磷酸盐缓冲液，特别是磷酸盐缓冲盐

水(PBS)，更特别是0.01M磷酸盐缓冲盐水(PBS)，其pH值为7.0至7.7，特别是7.1至7.6，更特

别是7.2到7.5，最特别是pH值为7.4。组件(B)包含选自肌酐、葡萄糖、尿素、黄嘌呤、次黄嘌

呤、乳酸钠、谷胱甘肽中的至少一种。优选地，组件(B)包含肌酐、葡萄糖、尿素、黄嘌呤、次黄

嘌呤、乳酸钠、谷胱甘肽的混合物，或者组件(B)是选自被称为(B1)肌酐、(B2)葡萄糖、(B3)

尿素、(B4)黄嘌呤、(B5)次黄嘌呤、(B6)乳酸钠和(B7)谷胱甘肽的组分集合。组件(C)包含II

型胶原和/或透明质酸钠。优选地，组件(C)是选自被称为(C1)II型胶原和(C2)透明质酸钠

的组分集合。任选的组件(D)是使用说明。

[0026]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如本文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在用于分析本文所述

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中的物质的性能的方法中的用途。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当将一种

物质施加到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上时，如本文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在用于分析人工

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性能的方法中的用途。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如本文所述的人工玻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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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组合物在用于分析如本文所述的人工组合物中的物质的性能的方法中的用途和/或在用

于分析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性能的方法中的用途，其中将物质施用于如本文所述的人工

玻璃体液组合物。

[0027]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涉及具有pH值范围在7.0至7.7，特别是7.1至7.6，更特别是7.2

至7.5，最特别是7.4的磷酸盐缓冲盐水用于制备如本文所述的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用

途。

附图说明

[0028] 图1：在37℃下孵育1周后，在不同缓冲液强度下制备的三种不同的模拟缓冲液

(SBM)中与还原的抗坏血酸量相关的吸光度分析。

[0029] 图2：测定分离的猪玻璃体液的粘度。

[0030] 图3a和3b：用于比较在天然VH与人工VH中蛋白质稳定性的ExVit模型(图3a)和用

于研究在人工VH中蛋白质稳定性的基于小瓶(vial)的模型(图3b)的图示。

[0031] 图4a和4b：在37℃孵育后，在含有或不含单克隆抗体(mAb)的ExVit或小瓶模型中

PBS和玻璃体液(aVH和pVH)的pH(图4a)和渗透压(图4b)的分析(实验一式三份，结果以平均

值±标准差报告)。

[0032] 图5：在37℃孵育后，在含有或不含mAb的ExVit或小瓶模型中PBS和玻璃体液(aVH

和pVH)的浊度分析(实验一式三份，结果报告为平均值±标准差)。

[0033] 图6a和6b：通过SEC研究了mAb在aVH(ExVit或小瓶模型)、pVH和PBS中的物理稳定

性。图6a表示主峰。图6b表示较高分子量的种类(HMWS，％)(实验一式三份，结果以平均值±

标准差报告)。

[0034] 图7a和7b：通过CE-SDS-NGS研究了mAb在aVH(ExVit或小瓶模型)、pVH和PBS中的物

理稳定性。图7a表示主峰。图7b表示去糖基化的变体(面积％)。

[0035] 图8a和8b：mAb的结合亲和力。图8a表示对抗原-1的结合亲和力。图8b表示在aVH

(ExVit或小瓶模型)和pVH中孵育后从稳定性样品中回收的与抗原-2的结合亲和力。

[0036] 图9：小分子(SM)活性药物成分(API)从各种基于PLGA的LAD玻璃体内植入物的累

积释放(％)。

[0037] 本发明实施方案的详细描述

[0038] I.定义

[0039] 如在本申请中使用的“玻璃体液”可以来自天然或人工来源。天然玻璃体液可以来

自各种动物物种，例如猪、牛、犬、猫、兔和非人灵长类动物，或者可以是人。猪玻璃体液在本

文中缩写为pVH。例如，可以从先前已经摘除的眼睛获得天然玻璃体液。

[0040] 人工玻璃体液优选模仿人类玻璃体液。人工玻璃体液可以由也称为大分子量

(LMW)组分或基质形成组分的各种聚合材料制备，例如天然聚合物，例如但不限于透明质

酸、藻酸盐、琼脂、壳聚糖、明胶、黄原胶、果胶、胶原，或例如合成聚合物，例如但不限于普流

尼克胶、聚乙烯醇、聚磷腈，由PEG、PCL、PLA、PGA、PLGA构成的任何二聚、三聚或多聚胶凝聚

合物、聚丙烯酰胺、聚丙烯酸以及这些聚合物在不同浓度下的组合。可以选择LMW组分、特别

是透明质酸的量以实现最终的aVH组合物的限定的粘度。人工玻璃体液可进一步包含小分

子量(SMW)组分。这些小分子量组分可以选自含氮有机酸、糖、还原剂、例如尿素、嘌呤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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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衍生物、乳酸的盐和抗氧化剂(例如谷胱甘肽)。

[0041] 玻璃体液也可以是人工和天然玻璃体液或其组分以不同组合的混合物。

[0042] “缓冲溶液”是优选具有或能够保持系统的pH值的溶液，例如在pH  5.5和pH  8.5之

间，优选在约pH  7.0和约pH  7.6之间，更优选在pH  7.4。“生理学相关的缓冲溶液”是优选具

有或能够将系统的pH值维持在约pH  7.0至约pH  7.6之间，更优选pH  7.2-7.4的溶液。优选

地，缓冲溶液包含盐。该缓冲溶液可以是例如磷酸盐缓冲盐水(PBS)、碳酸氢盐缓冲液、林格

碳酸氢盐缓冲液、林格乳酸盐缓冲液、模拟体液、其它等渗溶液、细胞培养基和任何其它生

理学上有代表性的缓冲液。

[0043] 本发明的PBS可以包含8gm/L  NaCl、0.2gm/L  KCl、1.44gm/LNa2HPO4和0.24gm/L 

KH2PO4。PBS优选具有7.4的pH值。

[0044] 术语“物质的性能”涉及当施用于本发明的人工玻璃体液或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

时物质性质的变化。物质性质的变化可以是a)化学或物理变化，b)与靶点结合的变化，c)从

一种多晶型形式向另一种多晶型形式的转变，d)物理状态的变化，例如液体变成凝胶。物质

可以是治疗剂或两种或多种治疗剂、赋形剂、制剂(单纯或持续释放)或安慰剂(单纯或持续

释放制剂的安慰剂)。人工VH(aVH)的组成可模拟天然VH的体内生理条件。例如，将一种药物

制剂注入玻璃体液中，就可以模拟该制剂的稳定性和从DDS中的释放，无论是对于人还是动

物的眼睛。例如，可以针对眼后部组织在例如不同的眼睛条件下(对应于由年龄或疾病造成

或多或少的退化的眼睛)针对不同的蛋白质测试不同的扩散和沉淀性能。这些条件可以通

过aVH和本发明的用于分析物质性能的方法，通过改变aVH的性质(例如组成和/或密度和/

或粘度)来模拟和测试。另外，通过考虑在注射位置存在的物理和化学环境，尤其是关于物

质(例如蛋白质或药物制剂)的稳定性和从DDS的释放，可以获得更现实的测试结果。因此，

本发明的人工玻璃体液和方法允许更现实地模拟自然环境(优选眼睛环境)的几何形状。

[0045] 术语“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性能”涉及当将物质施用于本发明的人工玻璃体液

时，该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性质的变化。人工玻璃体液组合物的性质变化可以特别是化学

或物理变化，和/或物理状态的变化，例如凝胶变为液体。

II.实施例

[0046] 材料

[0047] 猪眼是从瑞士苏黎世附近的一家屠宰场获得的。定制的并排的扩散室购自SES 

GmbH-Analytical  Systems(德国Bechenheim)。从Spectrum实验室(美国加利福尼亚)购得

的扩散控制膜的截留分子量(MWCO)为50kDa(目录号131384)。胶原蛋白(II型)(目录号

804001-sol)和透明质酸钠(目录号HA15M)分别购自mdbioproducts和Lifecore 

Biomedical。L-抗坏血酸(目录号A5960)、黄嘌呤钠盐(目录号X3627)、次黄嘌呤(目录号

H9636)、肌酐(目录号C4255)、尿素(目录号51457)、葡萄糖(目录号G8270)、L-谷胱甘肽(目

录号G4251)和乳酸钠(目录号71718)购自美国Sigma  Aldrich。双特异性单克隆抗体(mAb)

在CHO细胞系中生产，由巴塞尔的F.Hoffmann-LaRoche  AG提供。该mAb是基于IgG-1格式的

全长人源化mAb，分子量约为150kDa。在含有糖和表面活性剂的组氨酸缓冲液(20mM，pH 

6.0)中配制mAb，以分别提供张力和稳定性。MW<600道尔顿且LogP为3.24的小分子由巴塞尔

的F.Hoffmann-La  Roche  AG提供。PLGA聚合物购自美国Parsippany的Evonik(RG756S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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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GA  75:25和RG753HPL(DL)GA  75:25)。在与ExVit模型有关的所有实验中，缓冲液室均

使用了磷酸盐缓冲盐水(0.01M  PBS，pH  7 .4)。这些研究中使用的所有其它试剂均为分析

纯。

[0048] 实施例1

[0049] 模拟缓冲介质(SBM)的开发

[0050] 天然VH是一种液体组织，主要由水和少量有机和无机成分(包括形成基质的聚合

物)组成。VH的组成在文献中已有报道。为了制备人工VH(aVH)，首先，重要的是确定一种能

够支持aVH物理化学稳定性的基本缓冲液系统。其次，重要的是要制备一种模拟缓冲介质

(SBM)，该介质包含文献中报道的限定浓度的天然VH的所有小分子量成分。最后，在存在形

成基质的聚合物即透明质酸和胶原(天然VH的固有成分)下制备SBM。然后通过将其在37℃

下保存3个月来评估aVH的稳定性。

[0051] 为了确定正确的缓冲系统，研究了支持生理pH值的两种生物学上相关的缓冲系

统，例如Kerbs  Ringer碳酸氢盐缓冲液和磷酸盐缓冲盐水(PBS)。缓冲系统的组成在表1和

表2中给出。

[0052] 表1:碳酸氢盐缓冲液的组成(改良的Krebs  ringer缓冲液，pH  7.4)

[0053] 组分 浓度

MgCl2 0.0538gm/L

KCl 0.876gm/L

NaCl 9.29gm/L

Na2HPO4 0.1gm/L

NaH2PO4 0.18gm/L

NaHCO3 1.26gm/L

CaCl2 0.232gm/L

[0054] 表2:磷酸盐缓冲盐水的组成(PBS,0.01M,pH  7.4)

[0055] 组分 浓度

NaCl 8gm/L

KCl 0.2gm/L

Na2HPO4 1.44gm/L

KH2PO4 0.24gm/L

[0056] 以下小分子量(SMW)组分：次黄嘌呤(309μM)、肌酐(64.6μM)、黄嘌呤(580μM)、抗坏

血酸(350μg/mL)、葡萄糖(2.2mM)、尿素(7.6mM)、乳酸钠(10.5mM)和谷胱甘肽(200μM)作为

VH的关键组分在文献中报道。因此，它们被用于制备SBM。如表3和表4中所述，制备了SBM的

各种组合物(组合物1-17)，其含有和不含溶解于基于碳酸氢盐或PBS的缓冲系统中的特定

SMW组分。

[0057] 表3:小分子量组分对含有基于Kerbs  Ringer碳酸氢盐的缓冲系统的模拟缓冲介

质(SBM)在37℃下的存储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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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表4：SMW组分对含有基于磷酸盐缓冲盐水(PBS,pH  7.4,0.01M)的缓冲系统的模拟

缓冲介质(SBM)在37℃下的存储稳定性的影响

[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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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这些SBM在层流气流中用0.22μ过滤器无菌过滤。然后通过在37℃下孵育7天来研

究SBM的储存稳定性。通过测量pH值和澄清度来评估缓冲液的相容性。为了进行pH估算，将

样品(100μL)无菌转移到eppendorf管中，并通过校准的pH计(827pH  Lab,Metrohm,瑞士)进

行分析。目视观察SBM的澄清度，并将样品分类为澄清或浑浊。

[0063] 在表3中，在孵育一周后，所有含有Kerbs  Ringer碳酸氢盐缓冲液的研究组合物

(1-9)均显示浑浊和pH不稳定性。pH值的不稳定性与酸性变化有关。这可能是由于基于碳酸

氢盐的缓冲系统的缓冲能力弱和/或由于缓冲系统与小分子量组分不相容所致。总而言之，

主要由于浊度和pH值变化，所以不可能用Kerbs  Ringer碳酸氢盐缓冲液开发SBM。

[0064] 另一方面，在37℃下孵育7天后，基于PBS的SBM组合物10-17保持澄清(表4)。然而，

所有这些组合物在7天后也显示出酸性pH变化。

[0065] 实施例2

[0066] 较高的缓冲强度、乳酸钠、次黄嘌呤和抗坏血酸对SBM稳定性的影响

[0067] 为了找到稳定的组合物，研究了含或不含乳酸钠、次黄嘌呤和抗坏血酸的SBM，以

及具有较高缓冲强度的SBM。SBM的制备如表5所示。

[0068] 表5：缓冲液强度以及存在/不存在乳酸钠、次黄嘌呤和抗坏血酸对模拟缓冲介质

(SBM)在37℃下的储存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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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0071] 将SBM无菌过滤并在37℃下孵育一周，并分析pH和澄清度。如上所述收集样品并进

行分析。另外，使用1,1-二苯基-2-苦基肼基(α,α-二苯基-β-苦基肼基(DPPH))实验分析样

品中还原的抗坏血酸的量。简言之，将100μL抗坏血酸标准品或测试样品在1900μL  DPPH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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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于37℃在黑暗中孵育30分钟。然后以甲醇为空白，分析样品在517nm处的光密度(OD)变

化。抗坏血酸的存在将溶液的颜色从紫色变为棕黄色。

[0072] 表5中描述的pH结果清楚地表明，较高的缓冲强度(组合物18-20)不足以维持pH。

同样，不含乳酸钠和次黄嘌呤或两者都不含也不能防止酸性pH值变化(组合物21-27)。在7

天后，仅无抗坏血酸的SBM组合物28-30显示出稳定的pH。此外，如图1的DPPH所示，含或不含

抗坏血酸的SBM在517nm处表现出相似的吸光度水平，表明在37℃孵育7天后不存在抗坏血

酸的还原形式。抗坏血酸可能在不到7天的时间内被氧化，导致pH值移至酸性一侧。因此，抗

坏血酸不包括在最终的SBM组合物中。

[0073] 实施例3

[0074] SBM的长期稳定性

[0075] 一旦发现SBM的组合物28稳定了7天，而没有发生pH值或澄清度改变，就进一步表

征了其在37℃下的长期储存稳定性。简言之，制备组合物28，并在LAF下无菌过滤。然后将无

菌的SBM无菌转移到6mL无菌玻璃小瓶中。将玻璃瓶密封并在37℃下孵育3个月。在各个时间

点(例如起始、第1周、第2周、第5周、第8周和第12周)收集样品，并分析pH、澄清度、密度、粘

度和渗透压。为了进行pH估算，将样品(100μL)无菌转移到eppendorf管中，并通过校准的pH

计(827pH  Lab,Metrohm,瑞士)进行分析。目测观察到SBM的澄清度，并将样品分类为澄清或

混浊。使用DMA  38(Anton  Paar)密度计在20℃估算SBM的密度。根据欧洲药典,重量摩尔渗

透压浓度,第2 .2 .35节，European  Directorate  for  the  Quality  ofMedicine ,

Strasbourg,France,2017,第59页所述，用校准的渗透压计(Osmomat  030  3P冰点测定法渗

透压计)估计样品的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范围为0-0.5Osmol/kg。校准后，将50μL样品放入

渗透压计中，并评估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使用SV-1A振动粘度计分析粘度。简言之，将2mL

样品转移到样品架中，并将振动板插入样品中，以确保板不接触样品架的底部或侧壁。测量

粘度并以mPa.S为单位报告。

[0076] 表6：模拟缓冲介质(SBM)在37℃下的长期储存稳定性

[0077]

[0078] 表6中的数据表明，在3个月的研究期内SBM保持稳定。在研究过程中未观察到pH

值、澄清度、密度、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或粘度的变化。因此，选择在较低的PBS强度下的不

含抗坏血酸的SBM组合物(组合物-28)作为开发aVH的合适SBM。

[0079] 实施例4

[0080] 天然玻璃体液的粘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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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研究/释放介质(在这种情况下为aVH)的粘度将对DDS系统中治疗剂的释放速率产

生显著影响。因此，aVH的粘度必须与天然VH相似。如前所述，VH是液体组织，在眼睛中时在

压力下的性能像凝胶。从眼睛中分离出VH后，它主要由于胶原纤维的定向失调而液化。VH的

流变性受胶原纤维浓度和定向的影响很大。通常情况下，胶原原纤维以特定的顺序排列，从

玻璃体基底开始到眼睛的后方(Le  Goff等人,Adult  vitreous  structure  and  postnatal 

changes.,Eye.2008Oct；22(10):1214-22)。因此，在不破坏VH基质结构的条件下估算VH的

粘度非常重要。由于分析程序的复杂性，因此无法获得有关天然VH的实际体内粘度的特定

信息。在这里，我们已经使用振动粘度计估算了天然VH的粘度，因此该信息可用于制备具有

适当粘度的aVH。

[0082] 从屠宰场采购了刚分离的猪眼，没有进行任何进一步处理，例如热处理。在整个运

输过程中，眼睛被保存在冰浴中的等渗溶液中。在粘度测量之前，将眼睛在37℃下保存2小

时。孵育后，从巩膜切开眼睛(1x1  cm)以进入VH。将振动板插入眼睛，确保振动板不会触及

底部或侧壁。另外，为了了解胶原纤维的方向对总粘度的影响，通过将振动板垂直或平行于

胶原纤维放置来测量粘度。

[0083] 如图2所示，当将板平行于胶原纤维放置时，天然(此处为猪)VH的粘度为71±

43mPa .S。有趣的是，当板垂直于胶原纤维放置时，粘度没有显著差异(78±42mPa .S)。由于

透明质酸和胶原(在限定的定向上)主要负责天然VH的粘度，因此将这些成分视为aVH中的

粘度增强剂。根据透明质酸溶液的浓度对粘度的结果(表7)，使用0.6％w/v的HA制备aVH。在

此，重要的是要注意，使用不同浓度的不同分子量的透明质酸可以达到相似的aVH粘度。

[0084] 表7：不同浓度的平均分子量为1.01至1.8MDa的透明质酸水溶液的粘度

[0085] 透明质酸(浓度％w/v) 粘度(mPa.s)

0 0.98±0

0.03 1.78±0.02

0.1 7.47±0.01

0.2 18.3±0.13

0.4 42.24±0.22

0.6 72.88±2.88

0.9 139.37±2.80

[0086] 实施例5

[0087] 使用SBM制备优选的人工VH

[0088] 一旦确保了SBM的长期稳定性，就可以将其用于制备aVH。简言之，如前一部分所述

制备优化的SBM，然后加入确定量的透明质酸(HA)以制备0.6％的HA-SBM溶液。通过在2-8℃

搅拌过夜将HA溶解在SBM中。第二天，将II型胶原添加到HA-SBM溶液中以制备40mg/L的最终

胶原浓度。所得的aVH通过0.22μ滤器无菌过滤。将aVH保存在2-8℃直到进一步使用。优选的

aVH的最终组成见表8。

[0089] 表8：优选的人工玻璃体液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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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0091]

[0092] 实施例6

[0093] 人工玻璃体液(aVH)的储存稳定性

[0094] 研究了aVH在37℃下的储存稳定性。对于本研究，将3mL  aVH无菌转移到6mL无菌玻

璃(I型)小瓶中，并在37℃下孵育3个月。以预定的时间间隔，即起始、第1周、第2周、第5周、

第8周和第12周收集样品，并分析pH、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密度和粘度。使用本文所述的方

案进行分析。

[0095] 表9：人工VH在37℃下的长期储存稳定性。

说　明　书 13/19 页

16

CN 111278426 A

16



[0096]

[0097] 如表9所述，在整个研究期间，所有理化参数保持稳定。在3个月时间点仅观察到粘

度的微小变化，这可能是由于HA聚合物的部分降解。因此，在下一步中，将aVH与天然VH进行

比较以评估蛋白质的稳定性。

[0098] 在发现aVH在37℃下可稳定3个月后，将50μl分子量约为150kDa的120mg/ml双特异

性单克隆抗体(mAb)注入aVH和天然VH中，并对其稳定性进行研究。假设是，如果发现mAb在

天然VH和aVH中的稳定性相当，则可以证实aVH有潜力替代天然VH进行体外/离体稳定性和/

或释放(来自DDS制剂)研究。

[0099] 实施例7

[0100] mAb在aVH和天然VH中的稳定性(实验设置)

[0101] 根据Patel等人(Evaluation  of  protein  drug  stability  with  vitreous 

humor  in  a  novel  ex-vivo  intraocular  model.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and  Biopharmaceutics.2015；95(Pt  B):407-17)和Patel等人(Evaluation  of  protein 

drug  stability  with  vitreous  humor  in  a  novel  ex-vivo  intraocular 

model.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eutics  and  Biopharmaceutics .2017；112:117-

186)报道，一旦从眼睛中分离出VH后，VH的pH迅速增加(至pH约8.5)。碱性pH值改变的原理

尚不完全清楚，但文献指出，在分离和/或VH降解产物积累后，VH的微环境迅速发生变化。分

离的VH中升高的pH值(大约pH  8.5)和浓缩的降解物可能对蛋白质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并且可以刺激mAb的降解，而这种降解在体内情况下不会发生，从而使这项研究容易产生假

象。目前，只有一种可靠的工具可用于研究分离的pVH中蛋白质药物或药物递送系统的稳定

性。前述的ExVit模型已经成功解决了碱性pH值变化和VH降解产物产生的问题。为了将aVH

建立为稳定性预测工具，在aVH(在ExVit和小瓶中)与分离的天然VH(在ExVit中)之间进行

对比研究非常重要。因此，研究了三个测试组：1)使用ExVit模型在aVH中孵育的蛋白质，2)

使用ExVit模型在分离的猪VH(pVH)中孵育的蛋白质，以及3)在密封小瓶模型中在aVH中孵

育的蛋白质。

[0102] 猪玻璃体液的分离(pVH)

[0103] 用解剖刀在靠近结膜的切口打开猪眼，并用无针头的一次性注射器收集透明的

VH。然后将VH通过0.22μm过滤器进行无菌过滤，以确保去除任何微生物污染和细胞碎片。将

VH储存在(以小的等份试样)-70℃以下，以避免可能的代谢活性和VH降解或变化。在VH分离

的整个过程中，将眼球放在冰浴中。所有实验均根据视觉和眼科研究协会(ARVO)对于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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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眼科和视觉研究的声明进行。

[0104] 实验设置

[0105] ExVit是两隔室模型，即VH隔室和缓冲隔室。如图3a所示，两个隔室由扩散控制膜

隔开，MWCO为50kDa。缓冲室始终充满无菌PBS(0.01M,pH  7.4)，而VH室始终充满无菌pVH或

无菌aVH。用无菌Teflon帽密封该装置，并在37℃孵育过夜(MaxQ-4000培养箱,Thermo 

Scientific)。孵育后，将缓冲液室的PBS替换为新鲜的无菌PBS(在37℃下预孵育)。同时，将

50μL(120mg/mL)的mAb注入VH隔室。将装置密封并在37℃下孵育规定的时间间隔，即起始、

第2周、第4周和第8周。含有pVH或aVH的无mAb的VH室被视为阴性对照。另外，为了研究pH、温

度和PBS对mAb稳定性的影响，将装有PBS的含有50μL  mAb的VH隔室用作对照。在规定的时间

间隔，将样品从VH隔室中无菌转移到无菌玻璃小瓶中。通过估计样品的pH、重量摩尔渗透压

浓度和总蛋白浓度来评估模型的性能。进一步评估样品以研究mAb的物理稳定性和结合亲

和力。

[0106] 小瓶中aVH的实验设置

[0107] 将2mL无菌过滤的aVH无菌转移到6mL无菌玻璃小瓶中(图3b)。将25μL  120mg/mL的

mAb制剂注射到测试样品中，其中不含mAb的aVH被视为对照。将小瓶在37℃下孵育，并在规

定的时间间隔即最初、第2周、第4周和第8周收集样品。通过各种分析技术分析样品，以评估

mAb的稳定性。

[0108] 表10：研究设计，以研究在两种不同模型(ExVit和小瓶)中天然VH和人工VH中的

mAb稳定性。

[0109]

[0110] 实施例8

[0111] mAb在aVH和天然VH中的稳定性(模型性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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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重要的是要确认可以在存在mAb的ExVit和小瓶模型下研究aVH。为了确认在37℃

下长期孵育后，对测试组A、B和C和对照组A、B、C和D(根据表10)的pH、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

和澄清度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在每个时间间隔检查pH。简言之，从ExVit和小瓶模型中从对

照(单独的pVH、单独的aVH和缓冲液+mAb)和测试品(pVH+mAb，aVH+mAb)中收集100μL样品。

如前所述，分析pH和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绘制时间间隔分别相对于pH单位或Osmol/kg的

pH和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结果。

[0113] 在体内，VH一直被缓冲至生理pH。因此，为了模拟mAb的长期稳定性，将aVH或天然

VH的pH维持在生理值非常重要。从图4a所示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添加mAb制剂后，所有

测试样品和对照样品(ExVit或小瓶模型)的pH值在整个两个月的研究期内均保持稳定。此

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aVH和pVH的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保持在0.31至0.33Osmol/kg之间

(图4b)。这表明mAb制剂始终在aVH/pVH中均匀分布，不会改变其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在这

项研究中，发现aVH在ExVit模型以及小瓶中都是稳定的，因此可以将aVH中研究的蛋白质稳

定性与分离的pVH进行比较。

[0114] 实施例9

[0115] 评估mAb在aVH和天然VH中的物理稳定性

[0116] 通过以下多种分析技术，例如显微镜、比浊法、尺寸排阻色谱(SEC)和毛细管电泳

十二烷基硫酸钠-非凝胶筛分(CE-SDS-NGS)，对样品的mAb物理稳定性进行评估。

[0117] 显微术评估不溶性颗粒

[0118] 蛋白质通常对物理、化学和环境应力非常敏感，这些应力很容易产生可溶和不可

溶的颗粒(大聚集体)。为了评估不溶性颗粒，每次间隔将2mL样品无菌转移至无菌FTU管中。

用显微镜(Keyence  VHX-600数字显微镜)评估样品中可见颗粒的存在。

[0119] 比浊法

[0120] 蛋白质的物理稳定性也可以通过比浊分析来评估。使用2100AN浊度仪(HACH)估算

在选定时间点的对照和测试样品的浊度。仪器在0.1至150NTU之间校准。为了评估浊度，在

每个时间间隔将2mL样品无菌转移到无菌FTU管中。将结果绘制为FTU单位与时间的关系(图

5)。

[0121] 尺寸排阻色谱(SEC)

[0122] 使用尺寸排阻色谱(SEC)偶联紫外-可见光检测器评估mAb的片段和可溶性聚集体

的水平。内部已开发了SEC方法来评估mAb。简言之，将50μL样品(对照和测试样本)注入从

Tosch  Bioscience(TSK凝胶，G3000SWXL，7.8–300mm，5μ)获得的分离柱中。以0.5mL/min流

速，使用0.2M磷酸盐缓冲液(pH  7 .0)作为流动相进行聚集体和碎片的分离。使用Waters-

2489检测器(Waters公司，MA,美国)在280nm处进行紫外-可见光检测。在Waters  2695HPLC

(Waters公司，MA,美国)上进行分析，并使用Empower-2软件处理数据。

[0123] 毛细管电泳十二烷基硫酸钠-非凝胶筛分(CE-SDS-NGS)

[0124] 通过CE-SDS-NGS进一步证实了稳定性样品中可溶性聚集体和碎片的水平。使用

Beckman  Coulter毛细管电泳系统(Proteome  Lab  PA800)在非还原条件下进行CE-SDS-NGS

分析。将毛细管在70psi下用0.1mMNaOH(持续5分钟)、0.1mM  HCl(持续1分钟)和去离子水

(持续1分钟)冲洗。将SDS  MW凝胶缓冲液以50psi的压力加载到毛细管中。然后以10kV电动

注入未还原的样品，并以15kV进行分析。使用32-Karat软件处理数据。计算主峰、聚集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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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轻链和重链的面积，并将结果绘制为峰面积(％)与时间的关系。

[0125] 通过使用显微镜分析(显微镜评估和浊度)观察可见颗粒的存在来评估测试和对

照样品中颗粒和不溶性聚集体的形成。在37℃下孵育2个月后，结果在任何测试组或对照组

中均未显示可见颗粒。同样，当将50μL的mAb制剂注入测试或对照中时，未观察到立即沉淀

或颗粒形成。浊度分析进一步证实了结果(图5)，其中测试组的浊度读数保持在10FTU以下，

并且它们也与对照组相当。这表明mAb在aVH中的孵育过程中未产生可见或亚可见的聚集

体。

[0126] 可溶性聚集体的形成尽管未经实验证实，但可能会影响蛋白质药物的安全性和/

或功效。在图6a和6b中的SEC结果表明，在测试B和C中孵育2个月后，mAb的单体含量没有变

化。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表明在pVH(测试-B)中以及在小瓶中在aVH中(测试-C)孵育时，

mAb不会产生高分子量物质(HMWS，可溶性聚集体)和低分子量物质(LMWS，片段)。另一方面，

将mAb在PBS(对照A)中于37℃孵育相同的时间后，观察到主峰显著损失(2.3％)。出人意料

的是，与测试C相比，测试A在2个月的时间点主峰损失较小。在测试C(小瓶模型)中，mAb仅暴

露于作为缓冲系统在aVH中存在的PBS中，而在测试A(ExVit模型)中，mAb还另外暴露于存在

于缓冲液室中的PBS。这可以解释与测试C相比，在测试A中观察到的主峰损失略高。

[0127] 进行CE-SDS-NGS分析以评估物理稳定性，并主要评估在PBS和VH中于37℃孵育后

mAb的片段化。图7中所示的结果证明了主峰面积的损失(图7a)和较小分子量的去糖基化变

体的同时增加(图7b)。主峰的损失为对照A组中的约25％，其比测试B中的损失(约7％)高约

400％。此外，与测试B相比，对照样品的LMWS面积增加了300％以上。与在SEC中观察到的相

似，与在小瓶设置中的aVH(测试-C)孵育的mAb相比，在ExVit设置(测试-A)中aVH孵育的mAb

显示在主峰中损失更高，而LMWS增加。此外，测试A中mAb的物理稳定性高于对照A，而测试C

中mAb的物理稳定性更接近测试B。其进一步确认了在SEC分析期间观察到的结果。重要的是

要注意，在测试A、测试B和测试C中观察到的LMWS具有相似的类型，这进一步支持了使用aVH

代替天然VH来预测体内蛋白质稳定性的观点。

[0128] 实施例10

[0129] 评估mAb在aVH和天然VH中的结合亲和力

[0130] 使用SPR-Biacore  T100/T200仪器(GE  Healthcare)评估了mAb稳定性样品与其靶

抗原的特异性相互作用。进行了双重结合SPR分析以评估mAb及其靶抗原之间的相互作用。

根据欧洲药典,重量摩尔渗透压浓度,Section2.2.35 ,European  Directorate  for  the 

Quality  of  Medicine,Strasbourg,France,2017,第59页进行SPR测定，该文献以其整体引

入本文作为参考。通过标准的胺偶联将捕获性抗人Fab抗体(Human  Fab  Capture  Kit ,

GEHealthcare)固定在Biacore  CM5-生物传感器芯片上，以实现>5000RU的偶联密度。使用

PBS-T(磷酸盐缓冲盐水，含0.05％聚山梨酯20，pH  7.4)作为运行缓冲液和稀释缓冲液，以

25℃和10μL/min的流速进行分析。将mAb稳定性样品(从aVH/pVH/PBS中提取)以多种浓度

(13.85/19.04/26.18/36.00μg/mL)注入测量池中90秒。在(检测和参比)流动细胞上以0.5μ

g/mL的浓度注射抗原1持续60秒，然后以2.5μg/mL的剂量注射抗原2持续60秒，监测两种抗

原的复合稳定性持续30秒。然后，通过以30μg/mL的流速注入60秒的10mM  pH  2.1甘氨酸溶

液，使芯片表面再生。抗原与捕获的mAb样品的相对结合水平可通过将mAb样品的捕获水平

相对于参比材料(定义为100％的活性)进行标准化来进行调整。将获得的各个结合域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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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各自抗原的相对活性相对于孵育时间作图。

[0131] 如图8a和8b所示，在测试组A、B和C中，分别观察到mAb与抗原1的结合亲和力(下降

20％)和与抗原2的结合亲和力(下降10％)显著下降。尽管在测试组A、B和C中观察到mAb的

物理稳定性存在差异，但这些组之间的结合亲和力损失无显著差异。可能是由于抗体CDR中

的化学改变直接影响了其对抗原的结合亲和力。此mAb的化学稳定性受到诸如pH和温度等

环境因素的极大影响。在稳定性研究中，整个研究期间所有组的pH和温度均保持恒定。因

此，所有组中mAb的化学稳定性可能受到同等影响，因此mAb的结合亲和力也类似地受到影

响。

[0132] 实施例11

[0133] 加载了小分子(SM)活性药物成分(API)的PLGA植入物的制备以及API从在aVH中的

长效递送(LAD)植入物中的体外释放

[0134] 这些LAD植入物是通过热熔挤出工艺生产的，与市售产品Ozurdex非常相似，后者

由地塞米松作为SM  API和PLGA作为基质形成聚合物组成。SM加载的聚(丙交酯-乙交酯共聚

物(PLGA)植入物是使用已经建立的内部热熔挤出方案制备。简言之，使用热熔挤压制备了

四种不同的植入物(F-1、F-2、F-3和F-4)。这些植入物的聚合物类型(疏水性和封端)、聚合

物分子量和挤出温度各不相同。植入物的详细组成和工艺参数如表11所示。为了制备植入

物，将聚合物和API均匀混合并在两个不同温度(F-1和F-2在90℃，以及F-3在110℃)下挤

出。此外，为了了解灭菌对植入物质量的影响，使用电子束灭菌方法对一部分F-3批次进行

了灭菌(F-4)。使用10MeV,20KW线性加速器Mevex(Ottawa,CN)同时进行电子束处理，在室温

下以25kGy的标准目标剂量进行电子束灭菌。然后将所有植入物立即保存在2-8℃下，直至

进一步使用。

[0135] 表11：SM加载的PLGA  LAD植入物的组成和加工参数

[0136]

[0137] 鉴定这些植入物的各种关键参数，例如挤出后API的量、均匀性和稳定性，并且对

于释放API至关重要。LAD植入物的API的体外和体内释放很容易受到复杂的相互依存的配

方和工艺变量的影响。这些参数可能与形成基质的聚合物(例如聚合物的MW、聚合物的疏水

性等)和/或API(疏水性、API的物理状态(例如多晶型物或盐形式))有关和/或与工艺有关

(例如灭菌、挤出温度等)。为了捕获这些变量对API释放的影响，选择正确的释放介质非常

重要。因此，评估了将aVH用作用于玻璃体内给药的LAD植入物的释放介质的可能性。简言

之，将5mg上述不同的植入物(F-1至F-4)在2mL  aVH中在37℃下孵育4周。在孵育1、7、14、21

和28天后收集样品，并通过HPLC方法(内部开发)进行分析，以对SM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如

图9所示，所有植入物在4周后均显示出不同水平的SM释放。植入物F-2由降解最快的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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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因此与所有其他植入物相比，它显示出最快的释放。植入物F-1和F-3的成分相同，但

在不同温度下挤出。与F-1相比，F-3的释放量明显更高。释放的差异可能是由于F-3在API的

Tg(96℃)以上挤出这一事实。较高的挤出温度可能导致疏水性药物与聚合物均匀混合，最

终导致API更快释放。F-2在API的Tg以下挤出，因此API可能仍保持其原始颗粒形式，导致与

聚合物不均匀混合。由于API是疏水的，因此这些API颗粒可能在aVH中显示出非常差的基于

溶出和扩散的释放。有趣的是，与F-3相比，F-4的释放显著较慢。电子束灭菌过程可能会在

可生物降解的PLGA聚合物中引入结构变化，从而导致API释放缓慢。

[0138] 重要的是，作为释放介质的aVH能够根据其关键质量特征(即API的释放)来区分植

入物。在aVH中进行的这项实验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类型的聚合物之间的差异，并且还可以

获得来自温度和灭菌等加工过程的差异。换句话说，作为释放介质的aVH能够区分已知的或

至少预期表现不同的制剂。因此，aVH不仅可用于研究制剂的稳定性(如前面实施例中突出

显示的那样)，而且还可用于研究LAD制剂中API的释放。此外，本文公开的aVH可以更好地模

拟关于从LAD植入物中API释放和/或药物释放的体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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