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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空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单唾液神经节苷脂中有机溶剂残留量 

程速远，徐康森(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北京 100050) 

摘要：目的 建立气相色谱法测定单唾液神经节苷脂中有机溶剂甲醇
、丙酮、氯仿残留量的方法。方法 采用顶空毛细管气相色谱法，采用DB一 

624大口径毛细管柱(30m×0·53ram×3 m)；氢火焰 离子化检测器(FID)，以水为溶剂，初始柱温为 40C维持 3mhn
， 以IOC／min的速率升温至 

160e，堆持 3rain，进样 口温度 ；140"C；检测器温度：250"C；以高纯氮气为栽气，流速 3．0m!·min—I；分流比 ：l：5，实现了各组分的基线分离
。结 

果 本法具有良好的线性，r在0·9995~0．9999之间，RSD一1、于5 (n一5)。结论 经方法学验证，该方法灵敏度
、准确度均迭到有机溶剂残留 

量的检测要求，可用于原料药单唾液神经节苷脂中残留溶剂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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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Three Residual Organic Solvents in GM1 by 

Headspace Capillary Gas Chromatography 

CHENG Su—yuan，XU Kang—sen(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Contro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Beijing 10005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determinc the contents of residua1 organic solvents：methano1、acetone、 

chloroform in GM 1．METHODS Using DB--624 capillary column(30m×0．53mm×3gm)，FID detector and 

programablly increased temperature，the samples were dissolved in water．The initial temperature was kept 

at 40_C for 3min．The temperature was raised tO 160 C at the rate of 10 C ·min-。．RESUL,TS There was a 

good linearity(r=0．9995～0．9999)．The RSD of precision and accuracy was 1ess than 5 9／5．CONCLUSION 

The methods proved to be accurate and sensitive after validation．It iS suitabl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residual organic solvents in GM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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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唾 液 神 经 节 苷 脂 (Monosialotetra— 

hexosy1gang1ioside)是含唾液酸的糖神经鞘脂 ，又称 

施捷因或 GM1，存在 于哺乳类动物细胞膜 ，神经系 

统 中含量尤其丰富，是神经细胞膜的组成成分，在神 

经发生 、生长、分化过程 中起必不可少的作用，对于 

损伤后的神经修复也非常重要。GM1是唯一可以通 

过血脑屏障的一种神经节苷脂，在中柩神经系统病 

变的治疗 中起重要作用，主要用于治疗 中枢神经系 

统病变包括脑创伤、脊髓创伤、脑血管意外 (脑卒 

中)、帕金森氏病等。本品在合成过程 中用到多种有 

机溶剂，其中氯仿是中国药典 2000年版。 二部(附 

录Ⅶ P)限度规定严格的有机溶剂，甲醇、丙酮在“人 

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中有限度的 

规定。根据我国新药审批中对有机溶剂残 留量的要 

求，为了有效控制产品质量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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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用药安全，本文采用顶空毛细管气相色谱法对 3 

种残 留溶剂进行检测，操作简便 ，重现性好，结果准 

确可靠 。 

1 仪器与试剂 

HP6890型气相色谱仪，Agilent6890型顶空进 

样器(安捷伦公司)，单唾液神经节苷脂(阿根廷 TRB 

Pharma 20011004，20021005，20011006)；甲醇、丙酮 

为色谱纯，氯仿为分析纯，水为双蒸水。 

2 方法与结果 ．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DB一624大口径毛细管柱 

(30m×0．53ram×3ptm)，进样 口温度 140C；载气为 

氮气 ，流速 3．0ml·rain ；检测器温度 ：250 C；分流 

比 5：1；柱 温 ：40．C保 持 3rain，10『C／min升温 至 

160 C，保持 3min；顶空条件；顶空平衡温度 70_C，平 

衡时间 20min，进样环温度 80．C，进样环体积 lmI ， 

传输管温度 90lC。 

2．2 对照储备液及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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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丙酮和氯仿适量，分别加入水溶解并稀释成 

10mg。mI 的对照品储备液。精密量取上述储备液 

适量，加入水溶解并稀释成每 lmI 中含甲醇、丙酮 

和氯仿各 5O，8O，100~g的混合溶液，即为对照品溶 

液。 

2．3 线性关系考察 精密量取对照品储备液适量， 

加 人 水 稀 释成 每 lmI 约 含 甲醇 0．20mg、丙 酮 

0．40mg和氯仿 0．20mg的溶液，作为对照液 I。再 

精密吸取对照液 I各 10，5，2．5，0．5m[ 分别置 

20mI 量瓶中，用水定容，摇匀，作为对照液 Ⅱ、Ⅲ、Ⅳ 

和V。取各浓度的溶液 lmI 置顶空瓶 中，气体 lmI 

自动进样，测定峰面积，以浓度为横坐标，峰面积为 

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结果(见表1)。 

表 l 线性范围和回归方程 

2．4 进样精密度试验 将对照品溶液 1mL置于顶 

空瓶 中，气体 lmI 自动进样。连续进样 5次，计算各 

对照品溶液中甲醇、丙酮和氯仿的峰面积的 RSD分 

别为 1．1 ，2．4 ，】．9 。 

2．5 最低检测限试验 取各储备液适量，分别加水 

溶解并逐步稀释 ，直至其峰高约为噪音的 3倍 ，按公 

式 D。一3NW／A计算检测限(D。为检测限，N为噪 

音峰高 ，w 为各有机残留溶剂峰高)。结果各有机残 

留溶剂甲醇、丙酮和氯仿的检测限为 0．056，0．172， 

1．210~g·mI _。。 

2．6 回收 率试 验 精 密 称 取 GM1样 品 (批 号 

20021004)0．1g，加人 对照 品溶液 lmI 溶解，气体 

lmI 自动进样。另取 1份样品直接测定；同时测定对 

照品溶液。根据峰面积 比计算回收率。甲醇、丙酮和 

氯 仿 的 平 均 回 收 率 (n一 5)为 99．1 ，97．2 ． 

98．4 。 

2．7 重复性试验 按样品测定方法，取 GM1样品 

(批号 20021004)5份进行测定。结果本品中残留溶 

剂 甲醇、丙 酮 和氯仿 的百分含 量 的平 均值 为 

0．054％，0．051 ，0．003 ；RSD值分 别为 2．4 ， 

1．3 和 3．1 。 

2．8 样品的测定 精密称取 GM1样品 0．1g，置于 

顶空瓶 中，加 lmI 水溶解，气体 lmI 自动进样 ，计 

算各样品中有机溶剂残留量。色谱 图(见图 1)。3批 

样品中均未检出甲醇、丙酮和氯仿的残留百分比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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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见表 2)。结果均符合规定。 

图 l 供试品溶液(A)与空白对照溶液(B)的色谱图 

1．甲醇 2 丙酮 3．氯仿 

表 2 样品测定结果( ) 

3 讨 论 

3．1 溶剂的选择 原药在水、、DMF中溶解性 皆良 

好，可是在做溶剂空白时 DMF色谱图中有杂质峰， 

影响测定。水与其他溶剂相比，具有不污染色谱柱、 

不干扰测定、无毒、经济等优点，所以选择溶解性好 

且对各待测组分均无干扰的水做溶剂。 

3．2 色谱条件的选择 甲醇、丙酮和氯仿的沸点分 

别 为 64．7 C、56．5 C、61℃，本 法测定 时柱温 先在 

40 C保持 3min，然后以每分钟 10 C的升温速率升至 

160 C，保持 3min，加快出峰，改善峰形且可较快去 

除溶剂，避免影响以后样品测定。 

3．3 定量方法的选择 用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检测 

有机溶剂的残留量，一般用内标法。但 由于本文采用 

了大口径、厚液膜的毛细管柱 ，且顶空气体进样量大 

(为 lmI )，故采用了外标法。进样精密度试验 RSD 

值较小也进一步验证了外标法的可行性。 

3．4 限度的规定 甲醇、氯仿均为ICH中被列为必 

须限制使用的第二类毒性试剂。 ，限量分别为 

0．3 9／5、0．006 9／5。丙酮为 ICH中被列为第三类试剂， 

限量为 0．5 。中国药典 2000年版对 甲醇和丙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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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量未做规定，对氯仿的限量与 ICH相一致
。 2000附录：64． 

参考文献 (2]周海钧主译 ．药品注册 的国际技术要求质量部分 CM3
：北 京 ：人 

(13国家药典委员会编 ．中IN_N~Cs3．二部，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 民卫生出版社，2000，87． 

CM一纤维 素 固定化 脂肪 酶 的研 究 

陈秀琳(福建省药品检验所 福州 350001) 

‘摘要：目的 研究CM一纤雏素为栽体的固定化脂肪酶的制备方法及比较固定化脂肪酶与游离酶在酶学特性上的变化
。 方法 制备固定化脂肪 

酶的最适条件是 pH5·5，离子浓度为 0．Olmol·L一 的柠檬酸缓冲液，加酶量为 100#·g- 载体，固定化反应时间为 8h
。 结果 所得的固定化酶 

酶活力为 49·6p‘g 载体，回收率为 45 ，最适作用pH值为 i0．6，最适作用温度为 46C，其催化油脂水解操作半衰期为 225h
。 结论 本固定 

化酶制备简便 ，可重复使 用，稳定性较高。 

关键词 ：脂肪酶；固定化；CM一纤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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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ies of the Lipase Immobilized on CarbOxymethylceIIulOse 

CHEN Xiu—lin(Fujian Institute for Drug Control，Fuzhou，3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he conditions of the lipase immobilized on CMC and the enzy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mmobilized lipase have been studied．METHODS The results of the optimal conditions for 

immobilization is that pH is 5．5，ionic strength is 0．01mol·L一 Citric acid buffer liquid and immobilization 

reaction time iS 8h，the amount of lipase is 100 ·g_。support．RESULTS The activity of immoobilized 

lipase is 49．6 g一 Support．The activity recovery is 45％．The optimum temperature and pH for immobilized 

lipase are determined to be 46℃ and pH 10．6 respectively． Its operational half time iS about 225h． 

CoNCLUSIoN The method iS simple，the immobilized lipase iS fairl stability and reused． 

KEY WORDS：Lipase；immobilization；CMC 

脂肪酶能够催化酯的水解反应，从而可从植物 

油和动物脂肪中获得许多化学物质 ；而且脂肪酶能 

在有机溶 剂中催化醇和酸的酯合成反应“ ：酯交换 

反应。 、氨解反应。 、肽合成反应“ 等。因此 ，脂肪酶 

在药物制备、食品及轻工等方面应用较多。目前 ，脂 

肪酶制造油化学品的重要障碍这一脂肪酶价格较 

高。而固定化酶具有可以回收，重复使用，稳定性高， 

产品质量高等优点。本文研究以CM一纤维素为载体 

固定化脂肪酶的最适制备条件，固定化酶的酶学特 

性以及操作的稳定性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试剂 脂肪酶(2500~·g-1脂肪酶 由 

福建龙马生化公司提供)橄榄油(上海化学试剂站分 

作者简介 ：陈秀琳，女 (1972．1l一)。1997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生物 

化学专业。职称 主管药师。从事药品检验工作。联系电话；O59l一 

87621933— 342l 

装厂)聚乙烯醇(聚合度 1750±50启东精细化工二 

厂)考马斯亮兰 G一250(Fluka进口分装)羧甲基纤维 

素一1(上海试制二厂) 

1．2 方法 脂肪酶活力的测定 ：NaoH 滴定法； 

蛋白质含量测定 ：考马斯亮兰法；脂肪酶的固定化 

方法 ：载体先用 10～20倍量的 0．5mol·L 盐酸溶 

液浸泡 ，然后用蒸馏水水洗至中性 ，再用 10倍量的 

0．5mol·I 氢氧化钠溶液浸泡，并用水水洗至 中 

性，如此反复数次，最后再用 10倍量 的 0．5mol· 

L-1盐酸溶液处理成 H型，水洗至中性。称取一定量 

的该载体用 pH5．5 0．01mol·L 柠檬酸缓冲液平 

衡，吸出上清液，并加入一定量酶液，搅拌均匀，在 

4 C下反应 8h，用缓冲液充分洗涤、过滤 ，测定滤液中 

蛋白质浓度，直至滤液中蛋白质浓度为零为止，真空 

干燥，得到固定化酶。水解率的测定 。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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