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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药物分析基础知识与药品标准

1. 药物分析的基本任务

任 务 内 容

常规检验 1.成品的检验
2.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
3.贮藏过程的质量考察

新药质量研究 1.新药质量标准研究与制订
2.新药体内过程研究
3.配合其他学科在工艺优化、处方筛选等

研究中的质量跟踪

临床应用的合
理性评估

1.开展治疗药物监测
2.临床药代动力学和药物相互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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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药典

特性——法定性、科学性、时代性

组成——凡例、正文、通则（附录）、索引

各国药典缩写与现行版:

药典名称 缩写 现行版

中国药典 ChP 2015年版

美国药典 USP 39版(2016年)

英国药典 BP 2016年版

日本药局方 JP 第十六改正版

欧洲药典 Ph.Eur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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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版《中国药典》基本情况

基本构成——凡例、正文、通则和索引

 一、二部收载凡例、正文、索引；三部收载凡例、正文、
通则、索引；四部收载凡例、正文（辅料)、通则、索引

 凡例——是为正确使用《中国药典》进行药品质量检定的
基本原则，是对《中国药典》正文、通则与药品质量检定
有关的共性问题的统一规定

 正文——记载药典收载品种及其质量标准。药品质量标准
的主要内容：性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等

 通则——制剂通则、通用检测法、指导原则

 索引——一部包括中文、汉语拼音、拉丁名、拉丁学名索
引；二、三、四部包括中文、英文索引

2016/9/19 药物分析第 章复习要点1-3 4



2016/9/19 5

3.药品检验工作的基本程序

取样——均匀、合理（科学、真实和代表性）

检验——性状、鉴别、检查、含量测定

性状——包括外观、色泽、物理常数等

鉴别——判断药物的真伪，用一组鉴别试验

检查——包括杂质检查（限度试验）、有效性、均
一性和安全性试验四个方面

含量（效价）测定——测定有效成分

原始记录——完整、真实、具体，字迹清晰，不得任意
涂改 ，妥善保管、以备复核检查

检验报告——依据准确，数据无误，结论明确，文字简
洁，书写清晰，格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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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药物分析数据处理与方法评价

① 误差定义、分类、来源、特点

 误差——指测量值与真值之差，是衡量方法的准确度指标.
（有绝对误差和相对误差、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之分）

 系统误差——包括方法、试剂、仪器、操作误差，有固定
的方向(正或负)和大小，重复测定时重复出现

 偶然误差——大小、正负不固定，大误差出现概率小，小
误差出现概率大，正、负误差出现概率大致相等

② 偏差定义、表示方法

 偏差——反映一组测量值之间彼此符合程度，是衡量分析
方法的精密度指标。常用SD、RSD表示

③ 降低误差的方法 ——选择合适方法、校准仪器、做对照试
验、空白试验，增加平行试验、减少测量误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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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数字

 定义——在分析工作中实际能测量到的数据称为有
效数字

 位数与表示方法——由数位准确数字和最后1位欠准
数字构成（首位是8或9可多计1位，小数部分末位0
不能省略 ）

 修约规则——四舍六入五留双（0为偶数）

 运算法则——加减法为绝对误差传递，按小数点后
位数最少的那个数保留其他各数的位数 ；乘除法为
相对误差传递，按有效数位最少的那个数保留其他
各数的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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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分析方法的验证

1. 准确度：用回收率表示（定量）

2. 精密度：分为重复性、中间精密度、重现性 （定量）

3. 专属性：鉴别、检查、含量测定、溶出度、校正因子应考察

4. 检测限：目视法，信噪比法（S/N=2:1或3:1），基于响应值
标准偏差和标准曲线斜率法（LOD=3.3δ/S）

5. 定量限：目视法，信噪比法(S/N =10:1) ，基于响应值标准
偏差和标准曲线斜率法（ LOQ=10δ/S ） （杂质定量）

6. 线性——回归方程、相关系数（定量）

7. 范围——根据测定要求而定（定量）

8. 耐用性——鉴别、检查、含量测定、溶出度、校正因子均应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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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药品质量管理

规范名称 缩写

药品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GLP

药品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GCP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GSP

标准操作规程 SOP

分析质量控制 AQC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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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药物的鉴别试验

药物的性状——外观、溶解度、晶型、物理常数（熔
点、比旋度、吸收系数）

化学鉴别法(注意药物结构的差异和实验现象的区别)
①三氯化铁反应——水杨酸及其酯类（需先水解）药物

生成紫色配位化合物，苯甲酸类生成有色沉淀，苯乙
胺类呈现不同颜色，对乙酰氨基酚呈现蓝紫色

②重氮化-偶合反应——芳香第一胺类的一般鉴别试验。
对氨基苯甲酸酯结构的药物（盐酸丁卡因例外）和磺
胺类药物可直接反应；氯氮卓、奥沙西泮、对乙酰氨
基酚、醋氨苯砜等(酰胺结构)药物需水解后才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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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鉴别法

③ Vitali反应——托烷生物碱类的一般鉴别试验

④ 茜素氟蓝反应——有机氟化物的一般鉴别试验

⑤ 与硝酸银的沉淀反应——用于氯化物、巴比妥类、异
烟肼、维生素C、含炔基的甾体激素类等药物的鉴别

⑥ 与重金属离子的沉淀反应——盐酸利多卡因与Cu2+

反应形成蓝紫色配位化合物；磺胺类药物与Cu2+生
成有色铜盐沉淀；巴比妥类药物与铜吡啶试液作用生
成紫色或紫色沉淀（含硫巴比妥呈绿色）

⑦ 硫色素反应——维生素B1被铁氰化钾氧化生成硫色
素，溶于正丁醇（或异丁醇等）中，显蓝色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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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谱/色谱鉴别法

紫外光谱——λmax, λmin, E
1%

1cm，A1/A2，化学处理后测定

红外光谱——主要采用溴化钾压片法，标准图谱对照法

（见《药品红外光谱集》） ，官能团特征峰（羰基、羟

基、炔基、氨基等）

其他——近红外、核磁共振、原子吸收、粉末X射线衍射

 TLC，HPLC，GC法——供试品与对照品在相同条件下
进行色谱分离，比较两者保留行为（Rf或tR）(熟悉比移
值(Rf)的计算)

影响鉴别试验的因素（浓度、温度、pH、反应时间、试
剂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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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药物的杂质检查

杂质来源：生产过程和贮存过程

杂质分类

按来源：一般杂质和特殊杂质

按结构：无机杂质、有机杂质、残留溶剂

按性质：信号杂质和有害杂质

杂质限量计算

药物分析第 章复习要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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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杂质的检查方法

杂质 原理 条件 适宜浓度 标准液浓度

Cl Cl﹣+ Ag﹢→ AgCl↓(白) 稀硝酸 50～80µg 10µgCl/ml

SO4 SO4
2﹣+ Ba2+→ BaSO4  

白↓
稀盐酸 100～500µg 100µgSO4/ml

铁 Fe3++6SCNˉ→
[Fe(SCN)6]3ˉ (红)

稀盐酸 10～50µg 10µg Fe/ml

重金属 Pb2+ + S2ˉ → PbS↓
（黄～黑）混悬液

pH
3.0～3.5

10～20µg 10µg Pb /ml

砷盐 AsO3
3- +3Zn+9H+  

→AsH3↑
AsH3 + 2HgBr2→砷斑

盐酸 2µg 1µgAs/ml

醋酸铅棉花, KI, 
SnCl2作用？

溶液浑浊 处理方法

药物分析第 章复习要点1-3



2016/9/19 15

一般杂质的检查方法（续）

重金属

定义——在规定实验条件下能与硫代乙酰胺或硫化
钠作用显色的金属杂质（以铅为代表）

ChP收载方法——第一法 硫代乙酰胺法，第二法
炽灼后的硫代乙酰胺法，第三法 硫化钠法

砷盐——古蔡法和Ag(DDC)法检查砷盐的异同点

残留溶剂测定法——ChP采用GC 法
三种进样方法（顶空等温法，顶空程序升温法，溶
液直接进样法）

计算——内标法、外标法、标准溶液加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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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杂质的检查方法（续）

干燥失重——定义、方法、恒重操作与计算

常用热分析法——热重分析(TGA)， 差热分析
(DTA)， 差示扫描量热法(DSC)

炽灼残渣——炽灼温度、注意事项、恒重操作与计算

酸碱度测定——酸碱滴定法、指示剂法、 pH测定法

溶液颜色检查法——目视比色法，分光光度法，色差
计法

澄清度检查法——比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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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杂质的检查方法

 TLC法——杂质对照品法、供试品溶液自身稀释对照法、
对照药物法、灵敏度法、多种方法结合

 HPLC——外标法、不加校正因子的主成分自身对照法、
加校正因子的主成分自身对照法、峰面积归一化法、多种
方法结合

GC法——内标、外标、峰面积归一化和标准溶液加入法

其他色谱法——毛细管电泳、离子色谱、分子排阻色谱法

光谱法——紫外、红外(无效晶型)、原子吸收(金属杂质)
其他方法——比色、挥发性、臭味、溶解度、旋光性

氧瓶燃烧法——一种有机破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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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药物分析第一次作业（第1章∼

第3章）”进行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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