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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57)摘要

板山岗颗粒由板蓝根、山芝麻、岗梅等三味

药材经科学方法提取配制而成。本发明公开了一

种采用二元或二元以上泵体高效液相色谱仪测

定板山岗颗粒中(R，S)-告依春含量的检测方法。

属医药技术领域，其包括对照品溶液的制备、供

试品溶液的制备、色谱条件等步骤。本发明的方

法是：采用本文建立的HPLC高效液相色谱法，对

板山岗颗粒中的(R，S)-告依春的含量进行测定，

专属性强，稳定性好，色谱柱为C18色谱柱，流动

相为甲醇-水，流速为1.0ml/min，等度洗脱。该方

法快速灵敏，专属性强，操作简便，对设备的要求

较低，稳定且重现性好，可以用于板山岗颗粒产

品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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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色谱条件：

色谱柱：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的色谱柱，如Kromasil  100-5  column  C18色

谱柱(250mm×4.6mm，5μm)，理论塔板数按(R，S)-告依春峰计算应不低于5000psi；

流动相：甲醇∶水(5～25∶60～100)；检测波长244nm；流速：0.6～1.20mL/min；柱温：25

～45℃。

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R，S)-告依春对照品适量，加水制成每1mL含0.030～0.055mg

的溶液，即得。

3.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本品约3～8g，精密称定，置具塞三角锥形瓶中，精密加入水

25ml，称定重量，超声处理30min，放冷至室温，再次称定重量，用水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

过滤，再微孔滤膜滤过，取续滤液，即得。

4.测定法：照《中国药典》高效液相色谱法试验，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5～

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按外标法计算(R，S)-告依春含量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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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测定板山岗颗粒中(R，S)-告依春含量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一种板山岗颗粒有效成分的检测方法，更具体地涉及一种能对板山岗颗

粒的有效成分-  (R，S)-告依春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感染性疾病是当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病种之一，全球气候的变暖，生态环

境的变化，人类现代  行为的改变，不断助长新的病原微生物的滋生，其中以病毒性感染和

细菌性感染占绝大多数。各种流感病  毒所致的呼吸道感染俗称“感冒”，是侵害人类的最常

见疾病。感冒虽然一般病情不会十分严重，但还是会  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非常不利的影

响，有时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而由于各类微生物结  构和入侵部位的特殊

性以及致病物质特别是感冒病毒的易变性，导致新药研发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病原体变  异

的发展速度，因此试图用一药一方来解决所有感染性疾病非常困难的。当西医临床治疗出

现瓶颈限制时，  很多医药工作者将目光投到中医药、民族医药等传统医药学领域。现代医

学的“病”是建立在解剖、生理、  病理等基础上的微观具体化的认识。而传统医学则是把人

体的内脏和体表各部分组织、器官看成一个有机 的整体，在阴阳、五行、脏腑等理论的指导

下，对疾病的某一阶段进行本质的宏观抽象化的认识，着重强  调于人体内部的协调完整

性。因此中医治疗各类感染性疾病，主要根据祛邪扶正的理论指导，而贯彻中医  整体观和

辨证论治思想，这是临床能取得疗效的关键。正是基于这种中医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思想，

在上  世纪80年代，南宁第一人民医院的医药工作者，应用中医药理论对该院大量临床处方

开展筛选，结合广  西特有的各类中药材，反复应用实践，自主研发创制出了“板山岗颗粒”。

[0003] 板山岗颗粒由板蓝根、山芝麻、白点称(岗梅)3味药材组方，具有清热解毒、凉血等

多种功效，临  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外感、咽喉炎、扁桃体炎、腮腺炎等感染性疾病。该制剂一

经投入临床，就深受患者的  欢迎，它们以其独特的临床疗效、显著的预防保健作用和相对

较低的治疗费用，在维护和增进人们健康方  面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有资料显示，这种医院

制剂在近三十年的销售期间，均位列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呼  吸道系统中成药品种销售数

量的前五位。同时，由于制剂剂型服用方便，中药成分毒性较低，副作用较少，  特别适合应

用于儿童、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但目前板山岗颗粒未设定含量测定的质量控制指标，因此通

过  本发明，我们建立了对板山岗颗粒中(R，S)-告依春的含量测定方法。该测定方法简便快

捷、准确度高、  专属性强，采用本方法可以准确的把握有关药品质量，降低用药风险，提高

产品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对板山岗颗粒中的(R，S)-告依春进行准确

测定的质量控制方法。

[0005] 本发明以如下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0006] 具体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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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色谱柱：Kromasil  100-5  column  C18色谱柱(250mm×4.6mm，5μm)，理论塔板数按

(R，S)-告依春峰计  算应不低于5000psi；流动相：甲醇∶水(12∶88)；检测波长：244nm。流速：

1.0mL/min；柱温：30℃。

[0008] 样品测定：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第四部通则0512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0009]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取(R，S)-告依春对照品适量，加水制成每1mL含

0.040mg的溶液，即得。

[0010]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板山岗颗粒约5g，精密称定，置具塞三角锥形瓶中，精密加

入水25ml，称定重  量，超声处理30min，放冷至室温，再次称定重量，用水补足减失的重量，

摇匀，过滤，再微孔滤膜滤过， 取续滤液，即得。

[0011] 测定法：分别精密吸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定，按

外标法计算(R，S)  -告依春含量即得。

[0012] 本发明的测定板山岗颗粒中(R，S)-告依春含量的方法，可以精确测定板山岗颗粒

中的(R，S)-告依  春的含量，有效控制板山岗颗粒的质量。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中检院(R，S)-告依春对照品高效液相(HPLC)测定图谱。

[0014] 图2是180801批板山岗颗粒(R，S)-告依春高效液相(HPLC)测定图谱。

[0015] 图3是180802批板山岗颗粒(R，S)-告依春高效液相(HPLC)测定图谱。

[0016] 图4是180803批板山岗颗粒(R，S)-告依春高效液相(HPLC)测定图谱。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但不限定本

发明的范围。

[0018] 利用HPLC法测定板山岗颗粒中(R，S)-告依春含量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0019] 1.仪器与材料

[0020] 1.1仪器与试药

[0021] 仪器：VARIAN  210高效液相色谱仪，包括二元泵，自动进样器，紫外检测器，

Galaxie工作站；万分 之一电子分析天平(型号为BSA124S，赛多利斯仪器有限公司)。

[0022] 试剂：高效液相层析用试剂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

[0023] (R，S)-告依春对照品：批号：11753-201505，由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提供；

[0024] 1.2供试样品

[0025] 板山岗颗粒，广西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批号：180801，180802，180803；

[0026] 2.方法与结果

[0027] 2.1色谱条件

[0028] 液相色谱仪：VARIAN-LC210，检测器：紫外检测器，色谱：Kromasil  100-5  column 

C18(250mm×4.6mm，  5μm)；流动相：甲醇-水(12∶88)；检测波长244nm；流速：1.0mL/min；柱

温：30℃；进样量10μL。

[0029] 2.2对照品溶液的配制

[0030] 精密称取(R，S)-告依春以水为溶剂配制成40μg/mL的标准品储备液。测定时用标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342580 A

4



准品储备液配制 成16μg/mL的对照品溶液。

[0031] 2.3供试品溶液的配制

[0032] 供试品溶液的配制：取板山岗颗粒约5g，精密称定，置具塞三角锥形瓶中，精密加

入水25ml，称定  重量，超声处理30min，放冷至室温，再次称定重量，用水补足减失的重量，

摇匀，过滤，取续滤液适量，  进样前微孔滤膜过滤，即得。

[0033] 2.4阴性样品溶液的配制

[0034] 阴性样品溶液的配制：取不含板蓝根的阴性样品5g，精密称定，置具塞三角锥形瓶

中，精密加入水  25ml，称定重量，超声处理30min，放冷至室温，再称定重量，用水补足减失

的重量，摇匀，过滤，取续 滤液适量，进样前微孔滤膜过滤，即得。

[0035] 2.5线性关系的考察

[0036] 不同浓度对照品溶液的配制及测定：分别精密吸取标准品储备液(40μg/mL)1、2、

3、4、5、6、7、  8mL，置于10mL容量瓶中，用超纯水稀释至刻度，摇匀，过微孔滤膜过滤，依法测

定。以峰面积(Y)为 纵坐标，进样量(X，μg)为横坐标绘制成标准曲线，计算得出线性方程：Y

＝120.047X+0.159(R2＝0.9996)。  结果表明：(R，S)-告依春进样量在0.04μg～0.32μg之间

时，其进样量与其峰面积之间有着良好的线性关系。

[0037] 2.6精密度试验、稳定性试验和重现性试验

[0038] 取(R，S)-告依春对照品溶液(16μg/mL)连续重复进样6次，记录色谱图，考察样品

峰面积的变化  情况。其RSD％为0.79％，表明该含量测定方法的精密度良好。

[0039] 取同一供试品溶液(批号：180801，下同)5.0201g，依“2.3”方法处理后按“2.1”条

件，分别于配制  后0、1、2、4、8、12、24h注入液相色谱仪进行测定，记录色谱峰面积，考察溶

液放置后峰面积的变化  情况。其RSD％为1.57％，表明该供试品溶液在24h内稳定。

[0040] 精密称取同一批次板山岗颗粒5g，共6份，按“2.3.”配制方法制备。依法测定，测得

(R，S)-告依春  平均含量为0.0651mg/g，RSD％为1.10％，表明重现性良好。

[0041] 2.7加样回收率试验

[0042] 加样回收液的配制：精密量取已知(R，S)-告依春含量的板山岗颗粒2.5g(含(R，

S)-告依春0.0651  mg/mL)，分别精密加入对照储备液(40μg/mL)2ml、4ml、6ml，低、中、高浓

度各3份，按“2.3”配制方法  制备，得加样回收供试液。依法测定，计算回收率，计算其结果

如表1。

[0043] 表1  (R，S)-告依春的加样回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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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由上述结果显示：(R，S)-告依春平均回收率为97.97％，RSD为1.51％，表明此测定

方法的加样回收 率符合要求。

[0046] 2.8样品测定

[0047] 样品溶液的配制：取板山岗颗粒样品3批，分别按上述方法制备对照品溶液和供试

品溶液，分别以本  文相对应的色谱条件，以外标法计算(R，S)-告依春的含量，计算其结果

如表2。

[0048] 表2  板山岗颗粒三批样品含量测定结果表

[0049]

[0050] 3.结论

[0051] 用上述高效液相色谱条件测定本品中的(R，S)-告依春含量，结果专属性强、测定

结果准确、在规定 时间内测定方法稳定、可用于本品(R，S)-告依春的含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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