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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维来司他钠溶剂残留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的方法学研究 

唐庆华，胡伟松 
(广西桂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桂林 541002) 

摘要 建立液固顶空气相色谱法分析西维来司他钠中溶剂残留。采用 DB—FFAP大口径毛细管柱，以正丙醇为内标进 

行定量。正己烷 、丙酮、醋酸乙酯 、甲醇、乙醇、DMF的回收率分别为96．9％，101．6％，95．4％，101．2％，105．2％， 

98．7％。最低检测限分别为0．09 g·g-。，0．02 g·g～，0．08 g·g-。，0．0l g·g-。，0．0l g·g-。，0．16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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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维来司他钠是治疗伴有全身I生炎症反应综合征 

的急性肺损伤的药物。该原药的制备工艺曾使用了正 

己烷、丙酮、醋酸乙酯、甲醇、乙醇、DMF等有机溶 

剂，故应对此类溶剂进行残留检测。笔者对诸多药物 

进行了液体及固体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均获得较好 

的效果 6]。本文建立的液固顶空气相色谱法，进样自 

动化，精密度好，数据准确，操作简便，经济可行。 

1 仪器与试药 

岛津 GC一17A气相色谱仪，HSS一4A顶空进样装 

置，CLASS—GC 10色谱工作站。 

西维来司他钠原药(本公司 正己烷、丙酮、醋酸 

乙酯、甲醇 、乙醇、DMF及正丙醇均为AR。 

2 方法与结果 

2．1 色谱条件 

色谱柱：DB—FFAP大口径毛细管柱30 m X 0．53 

mm X 1．5 m；柱温：初温35 oC(5rain)，升温速率75 

℃ ·rain～，终温 1lOOC(3．5min~气化室：160~C；检测 

器：FID，250~C；载气：氮气，初速5ml·rain一‘(6rain)， 

速率2 ml·min一，终速 l0 ml·min (1min)；顶空瓶、 

针：85℃；样品恒温 30rain，进样量 100 l。7种溶 

剂色谱图见图 1。 

2．2 溶液及试样制备 

2．2．1 内标溶液制备 

精密移取正丙醇 0．03ml(0．0241g)，置 lOml容量 

瓶，用水稀释并定容，作为内标溶液。 

2．2．2 对照品试样制备 

分别精密移取正己烷0．02m](0．0092g)．丙N O．02m] 

(0．0152g)，醋酸乙酯 O．Olml(0．0079g)，甲醇O．02ml(0． 

015％)，乙醇0．02ml(0．0148g)，DMFO．02ml(0．o157g)，置 

10 ml容量瓶，用水稀释并定容，作为对照品贮备液；精 

密移取对照品贮备液O．Olml置顶空瓶，加入内标溶液 

O．Olml，加盖密封，作为对照品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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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7种溶剂色谱图 

1．正己烷：2．丙酮i 3．醋酸乙酯：4．甲醇 

5．乙醇：6．正丙醇 (内标 )：7．DMF 

2．3 线性关系及检测限 

精密移取对照品贮备液0．001，0．005，0．01，0．015． 

0．02ml，置顶空瓶中，并分别加入内标溶液0．01ml，加 

盖密封，依法进样 3次，分别以各溶剂与内标的峰面 

积之比A和各溶剂的量c进行线性回归，当正己烷、丙 

酮、醋酸乙酯、甲醇、乙醇、DMF在0．92～18．4 g， 

1．52～ 30．4 g，0．79-15．8 g，1．50-30．0 g， 

1．48-29．6 g，1．57-31．4 g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 

回归方程分别为： 

A=679．13C+0．1478．r=0．9991 

A=33．557C-1．0062，r=0．9994 

A=33．094C-0．6192，r=0．9989 

A=48．592C-1．2408，r=0．9995 

A=32．926C-1．4527，r=0．9990 

A=79．333C-2．0830．r=0．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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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噪LLS／N=3时，正己烷、丙酮、醋酸乙酯、甲 

醇、乙醇、DMF的最低检测限分别为0．09 g‘g～， 

0．02 g‘g- ，0．08 g‘g～，0．01 g‘g～，O．01 g‘ 

g～，0．16 g‘g～。 

2．4回收率试验 

用已测得残留量的试样，精密添加对照品贮备液 

0．01ml，按本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计算加样回收率。 

结果见表 1。 

表1 回收率测定结果 (n=3) 

g’g一。 g’g一。 g ‘g一。 ％ 

正 己烷 0 87．9 85．2 96．9 

丙 酮 20．3 l45．3 l67．9 101．6 

醋酸 乙酯 0 75．5 72．0 95．4 

甲 醇 0 143．4 145．1 101．2 

乙 醇 21．5 l4l|5 l70．3 l05．2 

DMF 4．4 l50．1 l52．6 98．7 

2．5 精密度及稳定性试验 

取同一试样，连续顶空进针6次，正己烷、丙酮、 

醋酸乙酯 、甲醇、乙醇及DMF峰面积与内标峰面积 

之比，RSD分别为3．1O％，2．61％，2．84％，2．26％， 

1．53％，4．18％取供试品试样，日内测定，结果稳定， 

日间测定，样品中丙酮、乙醇及DMF的残留量基本不 

变 ，RSD分为 2．86％，2．15％，4．32％。 

2．6 样品测定 

称取 3个不同批号的西维来司他钠原料药，每份 

约0．1g，各置顶空瓶中，分别加入内标溶液0．01ml，加 

盖密封，装入试样转盘，按本顶空气相色谱法进行测 

定。经检测，均未检出正己烷 、醋酸乙酯及甲醇，丙 

酮、乙醇及DMF溶剂残留量均符合规定l 7l，结果见表2。 

3 讨论 

有关西维来司他钠溶剂残留的测定方法，目前尚 

未见文献报道。本文采用固体药物与内标溶液共存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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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进样，测定组分保留时间与X,J-N品溶液进样一致， 

添加组分回收完全。 

表2 样品测定结果 (n=3) 

注 ：正 己烷 、醋 酸 乙 酯 和 甲醇 均 末检 出 

采用固体顶空气相色谱法测定原药中有机溶剂残 

留，以添加标准气体的方式使原药中有机溶剂气化通 

常需要较高的加热温度。而本文建立的液固顶空气相 

色谱法，其可行性已经得到证实1：~-6】，该方法以微量注 

射器注入适量的标准溶液及内标溶液并使之气化，在 

未改变原药物化性能的状态下，水分子可激活有机溶 

剂分子的流动，加速固体原药中有机溶剂分子的脱附 

及气固相平衡，让固体试样的测定能在较低的温度下 

完成。 

本文方法操作简便、精确，测试结果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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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headspace gas chrom atography for the determ ination of 

residual solvent in Sivelestat Sodium Hydrate 

Qinghua Tang，Weisong Hu 

(Guangxi GuHin pharmaceutical Co．．Ltd．Guilin 54~oo2) 

Abstract To develop solution-solid headspaee gas chromatography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residual solvent in Sivelestat Sodium 

Hydrate．Using DB—FFAP Wide Bore capillaD,column and n—propanol as internal standard．The relative recovery'of n—hexane was 96
． 

9 1，acetone was 101．6 1，ethyl acetate was 95．4％，methanol Was 101．2％
．ethanol was 105．2％．N．N—dimethylformamide was 98．7％． 

The lowest test limits of n—hexane，acetone，ethyl acetate，methanol，ethanol and N
，N—dimethylform amide are respe( tively 0．09 g·g一 

，0．02 g‘g-l,0．08 g’g ，0．0l g’g～，0．0l g’g-l
,0．16 g·g_。． 

Keywords Sivelestat Sodium Hydrate；residual solvent；gas ehromatograph~；solution—solid(the two phase balance)headspace 

gas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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