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765634.6

(22)申请日 2021.07.07

(71)申请人 上海葆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00444 上海市宝山区园康路300号2

幢1楼

(72)发明人 黄平　刘勇　齐月月　仝云　

董真秀　朱高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双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1423

代理人 高利丹

(51)Int.Cl.

A61K 9/08(2006.01)

A61K 31/137(2006.01)

A61K 47/02(2006.01)

A61K 47/12(2006.01)

A61K 47/18(2006.01)

A61P 9/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生物医药化学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及其制备方法。在本发明

通过控制注射液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以及控

制灌封时安瓿瓶内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

于3％，灌封后采用121℃灭菌12min得到最终产

品。通过所述制备方法制备的盐酸肾上腺注射

液，符合国家药品标准，且相比《中国药典》2020

年版标准要求，显著提高了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的稳定性，更能稳定控制肾上腺素磺酸、D‑肾上

腺素的增长，降低了因杂质和异构体的增加而给

患者带来的用药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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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控制注射液中含氧量小于等于

2ppm以及控制安瓿瓶内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灌封后采用121℃灭菌12min。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将氯化钠、焦亚硫酸

钠、L(+)‑酒石酸、氢氧化钠、依地酸二钠加入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的注射用水中溶解后，加

入盐酸调节pH为3.0‑4.5，再加入肾上腺素，加入盐酸保持溶液pH为3.0‑4.5,补加注射用水

至总量获得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控制注射液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经过滤、控制安瓿瓶内

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灌封、121℃灭菌12min。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在配制容器中加入适量的注射用水，使注射用水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2)将氢氧化钠用适量的注射用水溶解，备用；

(3)将氯化钠、焦亚硫酸钠、L‑(+)酒石酸、依地酸二钠以及上述步骤(2)获得的氢氧化

钠溶液加入上述步骤(1)配制好的注射用水中；

(4)加入盐酸调节步骤(3)获得溶液的pH为3.0‑4.5，加入肾上腺素搅拌溶解，加入盐酸

保持溶液pH为3.0‑4.5，添加注射用水至总量获得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控制注射液含氧量

小于等于2ppm；

(5)将步骤(4)获得的注射液过滤；

(6)将步骤(5)获得的注射液按灌封操作程序进行灌封，控制安瓿瓶内产品顶空氧气的

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灌装后采用121℃灭菌12min。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过滤为先经过至少一次0.45μ

m微孔滤膜过滤，再经过至少两次0.22μm微孔滤膜过滤。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控制含氧量小于等于

2ppm的方法为：抽真空先排出配置容器及管路中的空气，再通入氮气，循环3次后，加入适量

的注射用水，通入氮气至注射用水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采用灌装前、灌装后

二级充氮或灌装前、灌装后、预热、拉丝前四级充氮的方式，控制产品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

小于等于3％。

7.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肾上腺素为1mg/ml，所述氢氧

化钠为0.1‑2 .1mg/ml，所述氯化钠为6‑8mg/ml，所述焦亚硫酸钠为0.2‑0 .8mg/ml，所述L

(+)‑酒石酸为0.1‑4mg/ml，所述依地酸二钠为0.01‑0.4mg/ml。

8.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肾上腺素为1mg/ml、氢氧化钠

为1mg/ml、氯化钠为7.3mg/ml、焦亚硫酸钠为0.457mg/ml、L(+)‑酒石酸为2.25mg/ml、依地

酸二钠为0.2mg/ml，所述肾上腺素溶解pH值和注射液最终pH值均为3.9。

9.一种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其特征在于，含有肾上腺素，氢氧化钠，氯化钠，焦亚硫酸

钠，L(+)‑酒石酸，依地酸二钠，注射液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安瓿瓶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

于等于3％。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注射液，其特征在于，所述肾上腺素为1mg/ml，所述氢氧化钠为

0.1‑2.1mg/ml，所述氯化钠为6‑8mg/ml，所述焦亚硫酸钠为0.2‑0.8mg/ml，所述L(+)‑酒石

酸为0.1‑4mg/ml，所述依地酸二钠为0.01‑0.4mg/ml，pH值为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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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药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注射液及其制备方法，具体涉及一种盐酸肾

上腺素注射液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肾上腺素为(R)‑4‑[2‑(甲氨基)‑1‑羟基乙基]‑1，2‑苯二酚，是直接作用在α和β肾

上腺素能受体上的肾上腺髓质和内源性儿茶酚胺的活性成分，主要适用于因支气管痉挛所

致严重呼吸困难，可迅速缓解药物等引起的过敏性休克，亦可用于延长浸润麻醉用药的作

用时间，为各种原因引起的心脏骤停进行心脏复苏的主要抢救用药。

[0003] 肾上腺素结构式如下：

[0004]

[0005] 肾上腺素的分子式：C9H13NO3，分子量为：183.21。

[0006] 天然和合成药物均以L构型为活性体，肾上腺素结构上含有β‑苯乙胺的骨架，L构

型受多种因素影响会转变为D构型，致使产品的药理活性降低。在生产实际中，针对活性组

分L构型异构化而导致的药理活性降低，常规手段是通过生产过程过量投料，以补充产品药

理活性上的降低，但是因为临床使用时并未区分L构型和D构型的含量，实际存在着用药安

全隐患。另一方面，肾上腺素活性组分受环境因素影响亦极易降解为肾上腺素磺酸等杂质。

查阅国内外药典，中国药典ChP2020和英国药典BP2020都对肾上腺素磺酸含量进行了控制，

BP2020对D‑肾上腺素含量也有严格规定。

[0007]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评审中心于2008年发布了国食药监注【2008】7号文‑‑

《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射液机和多组分生化药注射剂基本技术要求的通知》，其文规定了：

小容量注射剂应采取终端灭菌工艺，建议首选过度杀灭法(F0≥12)，如产品不能耐受过度

杀灭的条件，可考虑采用残存概率法(8≤F0≤12)，但均应保证产品灭菌后的SAL(灭菌保证

水平sterility  assurance  level)不大于10‑6。采用其他F0值小于8的终端灭菌条件的工

艺，原则上不予认可。如有充分的依据证明不能采用终端灭菌工艺，且为临床必须注射给药

的品种，可考虑采用无菌生产工艺，但应保证SAL不大于10‑3。对于过滤除菌工艺同时采用了

流通蒸汽辅助灭菌的样品，建议修改为终端灭菌工艺，对确实无法采用终端灭菌工艺的品

种，应修改为无菌生产工艺。

[0008] 如中国发明专利申请CN102335125A(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及其制剂工艺)公开了

一种常用的肾上腺素注射液的制备方法，其采用无菌生产工艺进行生产，并采用100℃下灭

菌30min；但无菌生产工艺对厂房等操作条件要求较高，生产成本亦较高，无菌保证水平不

如终端灭菌工艺。中国发明专利申请CN105982851A(一种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及其制备方

法)也是采用100℃下灭菌30min的方法制备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进一步地，中国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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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CN108078917A(一种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的制备方法)认为CN105982851A所采用的100

℃下灭菌30min的方法会由于高温导致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产生对映异构体，因而采用了

无菌生产工艺以及终端未灭菌的方式；同样，无菌生产工艺的条件苛刻，成本较高，如不在

终端采用灭菌方式，如果生产过程中有任何纰漏，都将导致产品质量的严重问题。

[0009] 因此，开发一种高质量且稳定、成本低廉、无菌保证水平高(F0≥12)的盐酸肾上腺

素注射液的制备方法，满足中国药典2020年二部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的质量标准，并且将

有关物质，如肾上腺素磺酸和D‑肾上腺素含量控制到较低水平,是科研和医药生产领域的

一项研究难点和热点。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能有效控制肾上腺素磺酸和D‑肾上腺素含量且可以采用终

端灭菌工艺的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的制备方法，以制备一种质量稳定可控、安全可靠的盐

酸肾上腺素注射液，降低因杂质和异构体的增加而给患者带来的用药安全隐患，同时成本

低廉。

[0011]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的制备方法：通过

控制注射液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以及控制安瓿瓶内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

灌封后采用121℃灭菌12min的终端灭菌。本发明的申请人通过研究后意外地发现，当注射

液中的氧含量和安瓿瓶内顶空氧气含量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后，原本不能采用高温高压灭

菌的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可以采用高温高压灭菌了，并且采用高温高压灭菌后，不仅使得

本方法制得的产品满足中国药典2020年版标准要求的F0≥12，还稳定控制了肾上腺素磺

酸、D‑肾上腺素的增长。

[0012] 进一步地，本发明所述控制注射液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的方式包括多种：可以

是仅在灌封前控制配制好的注射液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灌封前的其他步骤中可以不对

溶液中的含氧量进行处理；也可以是配制过程中针对部分步骤的溶液选择性控制溶液中含

氧量小于等于2ppm，并且在灌封前控制或确认配制好的注射液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或

全部配制过程中的溶液都控制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并且在灌封前控制或确认配制好的注

射液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13] 优选的，本发明所述制备方法为将氯化钠、焦亚硫酸钠、L(+)‑酒石酸、氢氧化钠、

依地酸二钠加入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的注射用水中溶解后，加入盐酸调节pH为3.0‑4.5，再

加入肾上腺素，加入盐酸保持溶液pH为3.0‑4.5,补加注射用水至全量，控制注射液含氧量

小于等于2ppm，经过滤、控制安瓿瓶内顶空氧气的含量小于等于3％灌封、121℃灭菌12min。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在配制容器中加入适量的注射用水，使注射用水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16] (2)将氢氧化钠用适量的注射用水溶解，备用；

[0017] (3)将氯化钠、焦亚硫酸钠、L‑(+)酒石酸、依地酸二钠以及上述步骤(2)获得的氢

氧化钠溶液加入上述步骤(1)配制好的注射用水中；

[0018] (4)加入盐酸调节步骤(3)获得溶液的pH为3.0‑4.5，加入肾上腺素搅拌溶解，加入

盐酸保持溶液pH为3.0‑4.5，添加注射用水至总量，控制注射液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19] (5)将步骤(4)获得的溶液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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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6)将步骤(5)获得的溶液按灌封操作程序进行灌封，控制安瓿瓶内产品顶空氧气

的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灌封后采用121℃灭菌12min。

[0021] 进一步地，所述过滤为先经过至少一次0.45μm微孔滤膜过滤，再经过至少两次

0.22μm微孔滤膜过滤。

[0022] 进一步地，通入氮气或二氧化碳等惰性气体控制步骤(1)中注射用水、步骤(4)中

注射液和步骤(6)中安瓿瓶顶空的氧含量。

[0023]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控制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的方法为：抽真空先排出配置

容器及管路中的空气，再通入氮气，循环3次后，加入注射用水至相应的量，通氮至注射用水

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24]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6)中，采用灌装前、灌装后二级充氮或灌装前、灌装后、预热、

拉丝前四级充氮的方式，在灌封时安瓿瓶内充入氮气控制产品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

于3％。

[0025] 进一步地，所述氯化钠、焦亚硫酸钠、L(+)‑酒石酸、氢氧化钠、依地酸二钠和肾上

腺素的用量为：1mg/ml的肾上腺素、0.1‑2 .1mg/ml的氢氧化钠、6‑8mg/ml的氯化钠、0.2‑

0.8mg/ml的焦亚硫酸钠、0.1‑4mg/ml的L(+)‑酒石酸和0.01‑0.4mg/ml的依地酸二钠。

[0026] 优选的，所述肾上腺素为1mg/ml、氢氧化钠为1mg/ml、氯化钠为7.3mg/ml、焦亚硫

酸钠为0.457mg/ml、L(+)‑酒石酸为2.25mg/ml、依地酸二钠为0.2mg/ml，pH值为3.9。

[0027] 本发明的上述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注射液中氧气含量小于

等于2ppm，安瓿瓶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

[0028] 进一步地，本发明所述注射液中含有肾上腺素1mg/ml，氢氧化钠0.1‑2.1mg/ml，氯

化钠6‑8mg/ml，焦亚硫酸钠0.2‑0 .8mg/ml，L(+)‑酒石酸0.1‑4mg/ml，依地酸二钠0.01‑

0.4mg/ml，pH值为3.0‑4.5，注射液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安瓿瓶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

于等于3％。

[0029] 优选的，本发明所述注射液中，所述肾上腺素为1mg/ml、氢氧化钠为1mg/ml、氯化

钠为7.3mg/ml、焦亚硫酸钠为0.457mg/ml、L(+)‑酒石酸为2.25mg/ml、依地酸二钠为0.2mg/

ml，所述注射液pH值为3.9，注射液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安瓿瓶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

于等于3％。

[0030] 该注射液在高温高压下灭菌(121℃下灭菌12min)，F0≥12，且产品呈无色或几乎

无色的澄明液体，等渗，pH为3.0‑4.5，满足中国药典2020年版标准要求，加强了对肾上腺素

磺酸的控制，增加了对D‑肾上腺素的控制，且能稳定控制肾上腺素磺酸和D‑肾上腺素的增

长，产品安全有效、质量稳定可控，相较于无菌生产工艺，生产成本低廉。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以下根据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实施例并不对本发明做任何形式的

限定，除非特别说明，本发明采用的试剂、方法和设备为本技术领域常规试剂、方法和设备。

[0032]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实施例所用产品、试剂和材料均为市购。

[0033] 实施例1‑4

[0034] 实施例1‑4的组分和配比如表1所示：

[0035] 表1实施例1‑4组分和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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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组分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肾上腺素 1mg/ml 1mg/ml 1mg/ml 1mg/ml

氯化钠 6.5mg/ml 6.0mg/ml 7.3mg/ml 8mg/ml

焦亚硫酸钠 0.6mg/ml 0.8mg/ml 0.457mg/ml 0.2mg/ml

L(+)‑酒石酸 4.0mg/ml 3.5mg/ml 2.25mg/ml 0.1mg/ml

依地酸二钠 0.4mg/ml 0.01mg/ml 0.2mg/ml 0.3mg/ml

氢氧化钠 2.1mg/ml 1.5mg/ml 1mg/ml 0.1mg/ml

盐酸溶液 适量至pH  3.0 适量至pH  3.5 适量至pH  3.9 适量至pH  4.5

注射用水 适量至1ml 适量至1ml 适量至1ml 适量至1ml

[0037] 实施例1‑4的制备方法如下：

[0038] 实施例1：

[0039] (1)在配制容器中加入总量95％的注射用水，通入氮气使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抽

真空先排出配置容器及管路中的空气，再通入氮气，循环3次后，加入注射用水至总量体积

的95％，通氮至注射用水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40] (2)氢氧化钠用适量的注射用水溶解，备用；

[0041] (3)将氯化钠、焦亚硫酸钠、L‑(+)酒石酸、依地酸二钠、以及上述步骤(2)获得的氢

氧化钠溶液加入上述步骤(1)中配制好的注射用水中；

[0042] (4)加入盐酸调节步骤(3)获得溶液的pH为3.0，加入肾上腺素搅拌溶解，加入盐酸

保持溶液pH为3.0，添加注射用水至总量，通入氮气控制注射液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43] (5)将步骤(4)获得的注射液经过一次0.45μm微孔滤膜过滤，再经过两次0.22μm微

孔滤膜过滤；

[0044] (6)将上述步骤(5)获得的注射液按灌封操作程序进行无菌灌封，采用灌装前、灌

装后、预热、拉丝前四级充氮的方式，控制安瓿瓶内产品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

灌装后采用121℃灭菌12min。

[0045] 实施例2：

[0046] (1)在配制容器中加入总量90％的注射用水；

[0047] (2)氢氧化钠用适量的注射用水溶解，备用；

[0048] (3)将氯化钠、焦亚硫酸钠、L‑(+)酒石酸、依地酸二钠、以及上述步骤(2)获得的氢

氧化钠溶液加入上述步骤(1)中配制容器中的注射用水中；

[0049] (4)加入盐酸调节步骤(3)获得溶液的pH为3.5，加入肾上腺素搅拌溶解，加入盐酸

保持溶液pH为3.5，添加注射用水至总量，通入氮气控制注射液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50] (5)将步骤(4)获得的注射液经过一次0.45μm微孔滤膜过滤，再经过两次0.22μm微

孔滤膜过滤；

[0051] (6)将上述步骤(5)获得的注射液按灌封操作程序进行无菌灌封，采用灌装前、灌

装后、预热、拉丝前四级充氮的方式，控制安瓿瓶内产品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

灌装后采用121℃灭菌12min。

[0052] 实施例3：

[0053] (1)在配制容器中加入总量95％的注射用水，通入氮气使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抽

真空先排出配置容器及管路中的空气，再通入氮气，循环3次后，加入注射用水至总量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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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95％，通氮至注射用水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54] (2)氢氧化钠用适量的注射用水溶解，备用；

[0055] (3)将氯化钠、焦亚硫酸钠、L‑(+)酒石酸、依地酸二钠、以及上述步骤(2)获得的氢

氧化钠溶液加入上述步骤(1)中配制好的注射用水中；

[0056] (4)加入盐酸调节步骤(3)获得溶液的pH为3.9，加入肾上腺素搅拌溶解，加入盐酸

保持溶液pH为3.9，添加注射用水至总量，通入氮气控制注射液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57] (5)将步骤(4)获得的注射液经过两次0.45μm微孔滤膜过滤，再经过两次0.22μm微

孔滤膜过滤；

[0058] (6)将上述步骤(5)获得的注射液按灌封操作程序进行无菌灌封，采用灌装前、灌

装后二级充氮的方式，控制安瓿瓶内产品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灌装后采用

121℃灭菌12min。

[0059] 实施例4：

[0060] (1)在配制容器中加入总量85％的注射用水，通入氮气使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抽

真空先排出配置容器及管路中的空气，再通入氮气，循环3次后，加入注射用水至总量体积

的85％，通氮至注射用水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61] (2)氢氧化钠用适量的注射用水溶解，备用；溶解氢氧化钠的注射用水为通氮至注

射用水中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的注射用水；

[0062] (3)将氯化钠、焦亚硫酸钠、L‑(+)酒石酸、依地酸二钠、以及上述步骤(2)获得的氢

氧化钠溶液加入上述步骤(1)中配制好的注射用水中；

[0063] (4)加入盐酸调节步骤(3)获得溶液的pH为4.5，加入肾上腺素搅拌溶解，加入盐酸

保持溶液pH为4.5，添加注射用水至总量，通入氮气控制注射液含氧量小于等于2ppm；

[0064] (5)将步骤(4)获得的注射液经过两次0.45μm微孔滤膜过滤，再经过两次0.22μm微

孔滤膜过滤；

[0065] (6)将上述步骤(5)获得的注射液按灌封操作程序进行无菌灌封，采用灌装前、灌

装后二级充氮的方式，控制安瓿瓶内产品顶空氧气的体积含量小于等于3％，灌装后采用

121℃灭菌12min。

[0066] 实施例1‑4制备方法中的相关参数如表2：

[0067] 表2实施例1‑4的制备参数

[0068]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肾上腺素溶解pH 3.0 3.5 3.9 4.5

最终pH 3.0 3.5 3.9 4.5

灭菌方式 121℃、12min 121℃、12min 121℃、12min 121℃、12min

[0069] 实施例5质量结果分析

[0070] 将实施例1‑4中制得的肾上腺素注射液样品与市售参比制剂进行质量对比以及稳

定性对比，肾上腺素磺酸和D‑肾上腺素结果见表3所示：

[0071] 表3实施例1‑4与参比制剂质量及稳定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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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3] 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0点时，实施例1‑4中产品的肾上腺素杂质水平(肾上腺

素磺酸、D‑肾上腺素)与参比制剂无明显差异。8天高温稳定性考察中，本发明肾上腺素磺酸

增长幅度显著较小，实施例1‑4相比0点最多增加了6.1％(实施例4)，最低仅增加了3.5％

(实施例1)，而参比制剂增加了8.2％；8天强光照稳定性考察中，实施例1‑4的8天强光照样

品的肾上腺素磺酸均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稳定性，实施例1相比0点仅增加了0.8％，实施例2

增加了1.3％，实施例3增加了1.0％，实施例4增加了1.4％，而参比制剂增加了12.7％。

[0074] 将实施例1‑4中制得的肾上腺素注射液样品与参比制剂进行质量对比以及稳定性

对比，性状结果见表4所示：

[0075] 表4实施例与参比制剂质量及稳定性对比

[0076]

[0077]

[0078] 从表4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实施例1‑4所得产品在高温和强光条件下放置8天，性状

均符合规定，而参比制剂在强光条件下放置4天以上，溶液逐渐显粉红色，不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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