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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药物分析领域，具体涉及甲磺酸

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的检测方

法。本发明为了提供一种操作简便，迅速、精确的

检测方法，用于起始物料F中的有关物质咪唑，具

体是采用液相色谱检测，控制关键HPLC检测条

件：流动相乙腈-水比例为10-30:90-100，酰胺键

合硅胶色谱柱，检测波长200-230nm。通过控制关

键检测参数实现简便，迅速、精确检测的目的，本

发明方法操作简便；测定结果准确可靠；专属性

强；起始物料F保留时间在3～4分钟，咪唑保留时

间在6～7分钟，检测时间较短，为检测产品中有

关物质、控制产品质量、保证药品安全性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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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的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咪唑采用液

相色谱检测，HPLC检测条件如下：

色谱柱：XAmide色谱柱；

流动相：乙腈-水体积比：10-30∶90-100；

流速：0.8-1.2ml/min；

柱温：30-40℃；

检测波长：200-230nm；

理论板数按咪唑的峰计算应不低于2000；

实验材料的处理：

(1)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起始物料F适量，精密称定，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ml

中含起始物料F  0.5-2mg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取咪唑适量，精密称定，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ml中含0.5-5μg的溶液，作为对照

品溶液；所述起始物料F为3-[(3-氨基-4-甲基氨基苯甲酰)吡啶-2-基氨基]丙酸乙酯，结构

式如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的检测方法，其

特征在于：HPLC检测条件中流动相乙腈-水体积比：20∶8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的检测方法，其

特征在于：HPLC检测条件中所述的流速为1.0ml/min；柱温为3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的检测方法，其

特征在于：HPLC检测条件中所述的检测波长为210n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的检测方法，其

特征在于：供试品溶液的制备中加流动相溶解，供试品溶液浓度为1mg/ml，咪唑对照品加流

动相溶解并稀释，其浓度为1μg/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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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的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药物分析领域，具体涉及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

唑的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甲磺酸达比加群酯的起始物料F的名称为3-[(3-氨基-4-甲基氨基苯甲酰)吡啶-

2-基氨基]丙酸乙酯，结构如下：

[0003]

[0004] 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的已知杂质情况分析如下表：

[0005] 杂质情况分析

[0006]

[0007] 上述有关物质检查方法参考起始物料供应商内控标准，可以测定上述已知杂质中

的3-(吡啶-2-基氨基)丙酸乙酯、4-(甲氨基)-3-硝基苯甲酸、3-[(3-氨基-4-甲基氨基苯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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酰)吡啶-2-基氨基]丙酸、3-[(3-硝基-4-甲基氨基苯甲酰)吡啶-2-基氨基]丙酸乙酯，但咪

唑在该有关物质测定条件下不能检出。发明人文献检索后也未发现记载有咪唑检测方法的

相关报道。

[0008] 咪唑作为反应物料，文献报道甚少，为更好的控制起始物料F的质量，发明人提供

了一种能有效检测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的测定方法。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操作简便，迅速、精确的检测方法，用于检测

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为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中的反应物

料。

[0010] 本发明检测方法采用液相色谱检测咪唑，HPLC检测条件如下：

[0011] 色谱相：以酰胺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优选采用XAmide色谱柱；

[0012] 流动相：乙腈-水体积比：10-30:90-100(优选20:80)；

[0013] 流速：0.8-1.2ml/min(优选1.0ml/min)；

[0014] 柱温：30-40℃(优选35℃)；

[0015] 检测波长：200-230nm(优选210nm)；

[0016] 理论板数按咪唑的峰计算应不低于2000；

[0017] 实验材料的处理：

[0018] (1)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起始物料F适量，精密称定，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中含起始物料F0.5-2mg(优选1mg/ml)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0019] (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0020] 取咪唑适量，精密称定，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ml中含0.5-5μg(优选1μg/

ml)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0021] 该检测方法的优点是：操作简便；测定结果准确可靠；专属性更强；起始物料F保留

时间在3.05分钟，咪唑保留时间在6.71分钟，检测时间较短。

[0022] 本发明有关物质检测方法的有益效果是操作简便，检测迅速，专属性更强，测定结

果准确可靠；为检测杂质、控制产品质量、保证产品的安全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

附图说明

[0023] 图1溶剂HPLC图。

[0024] 图2咪唑HPLC图。

[0025] 图3起始物料F  HPLC图。

[0026] 图4咪唑+起始物料F混合样HPLC图。

[0027] 图5咪唑紫外扫描图。

[0028] 图6起始物料F紫外扫描图。

[0029] 图7咪唑线性关系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通过对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特征和优点，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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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本发明权利要求的限制。

[0031] 由于咪唑的分析检测方法文献报道甚少，故发明人根据该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

物料F各组分的物理、化学性质，认为分析检测咪唑可采用色谱法。预试中采用十八烷基键

合硅胶作为固定相，水相采用水、缓冲盐进行分析，结果咪唑在此条件下无保留，与溶剂峰

保留时间一致。虽然加入离子对试剂后增强了保留，但峰型较差，检测灵敏度不高。然后又

选用酰胺键合硅胶为固定相，适当调整流动相比例后，峰型较好，空白无干扰，验证结果表

明采用酰胺键合硅胶检测可行、科学、可靠，能有效的控制甲磺酸达比加群酯起始物料F的

有关物质。具体试验研究以下：

[0032] 实验材料的处理：

[0033] (1)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起始物料F适量，精密称定，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中含起始物料F0.5-2mg(优选1mg/ml)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0034] (2)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0035] 取咪唑适量，精密称定，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ml中含0.5-5μg(优选1μg/

ml)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0036] 实施例1

[0037] 咪唑的检测方法采用液相色谱检测，HPLC检测条件如下：

[0038] 色谱柱：岛津C18(250mm×4.6mm  5μm)

[0039] 流动相A：水

[0040] 流动相B：乙腈

[0041] 等度洗脱：流动相A：流动相B(90:10)；运行50min，流速1.0mL/min，柱温：35℃，进

样体积：10μL，检测波长：210nm。

[0042] 结果：主峰无保留，峰型较差，空白干扰检测，再优化。

[0043] 实施例2

[0044] 咪唑的检测方法采用液相色谱检测，HPLC检测条件如下：

[0045] 色谱柱：岛津C18(250mm×4.6mm  5μm)

[0046] 流动相A：0.02mol/L磷酸二氢钾(磷酸调PH4.0)

[0047] 流动相B：乙腈

[0048] 等度洗脱：流动相A：流动相B(90:10)；运行50min，流速1.0mL/min，柱温：35℃，进

样体积：10μL，检测波长：210nm。

[0049] 结果：主峰无保留，峰型较差，空白干扰检测，再优化。

[0050] 实施例3

[0051] 咪唑的检测方法采用液相色谱检测，HPLC检测条件如下：

[0052] 色谱柱：岛津C18(250mm×4.6mm  5μm)

[0053] 流动相A：0.05mol/L磷酸二氢钾(含0.1％庚烷磺酸钠，磷酸调PH3.5)

[0054] 流动相B：乙腈

[0055] 等度洗脱：流动相A：流动相B(95:5)；运行40min，流速1.0mL/min，柱温：35℃，进样

体积：10μL，检测波长：210nm。

[0056] 结果：峰型较差，空白干扰检测，再优化。

[0057] 实施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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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本发明咪唑的检测方法采用液相色谱检测，HPLC检测条件如下：

[0059] 色谱柱：XAmide色谱柱(250mm×4.6mm  5μm)

[0060] 流动相：A：水

[0061] B：乙腈

[0062] 等度洗脱：流动相A：流动相B(20:80)，运行15min。流速1.0mL/min，柱温：35℃，进

样体积：10μL，检测波长：210nm。

[0063] 结果：峰型较好，空白无干扰，该方法操作简便，迅速、精确，拟作为咪唑的检测方

法。

[0064] 一、以下为本发明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检测方法的检测条件筛选实验。

[0065] 色谱条件选择

[0066] 由于咪唑在常规反相HPLC测定条件下未能检出，且咪唑易溶于水，检测条件不断

筛选后最终选用乙腈-水作为流动相，XAmide色谱柱(250mm×4 .6mm，5μm)作为色谱柱，流

速：1.0ml/min；当乙腈-水比例为(20:80)时，咪唑杂质对照和主成分之间均达到良好的分

离。暂定此方法作为起始物料F中有关物质咪唑检测方法。

[0067] 二、以下为本发明检测方法的色谱条件确定后，验证其测定效果的实验。

[0068] 1.本发明检测方法的专属性研究

[0069] 对照品溶液：取咪唑适量，精密称定，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ml中含1μg的溶

液，作为对照品溶液。

[0070] 供试品溶液：取起始物料F适量，精密称定，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ml中含起

始物料F1mg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0071] 系统适用性溶液：取对照品溶液及供试品溶液各1ml，混合制成系统适用性溶液。

[0072] 分别取流动相、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系统适用性溶液各10μl，注入液相色谱

仪，结果见图1～图4，流动相的溶剂峰均不干扰咪唑及起始物料F的峰，且咪唑及起始物料F

的峰完全分离。说明本发明检测方法的专属性较强。

[0073] 2.测定波长的选择

[0074] 取起始物料F、咪唑对照品各适量，分别用稀释溶剂溶解并稀释制成适宜浓度的供

试品溶液，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中国药典2010年版二部附录IVA)在200～400nm范围内

扫描，结果见图5咪唑紫外扫描图、图6起始物料F紫外扫描图，其结果见表1。

[0075] 表1  波长选择结果表

[0076] 样品名 峰波长nm

起始物料F 220

咪唑 210

[0077] 结果，起始原料起始物料F在220nm处有最大吸收，而杂质在210波长处有较强的吸

收，根据检测杂质含量就高不就低的原则，选择检测波长为210nm。

[0078] 3.进样量的确定

[0079] 取咪唑制成浓度为0.1μg/ml的溶液，进样10μl，进样量约1ng，即起始物料F样品中

的咪唑含量大于0.1％可有效检出。

[0080] 4.线性试验

[0081] 精密称取杂质咪唑对照品适量，用稀释剂制成一定浓度的对照溶液，进样分析，记

说　明　书 4/6 页

6

CN 106033079 B

6



录色谱图，线形图见图7，结果见表2。

[0082] 表2 咪唑线性试验结果

[0083]

[0084] 5.检测限定量限

[0085] 测定线性试验项下样品稀释后再检测，取基线噪声3倍值的量作为检测限。取基线

噪声10倍值的量作为定量限。结果见表3。

[0086] 表3  定量限及检测限

[0087] 溶剂 定量限(μg/ml) 检测限(μg/ml)

咪唑 0.257 0.082

[0088] 6.进样精密度试验

[0089] 取杂质对照液，连续进样测定6次，记录峰面积，考察进样精密度，其结果见表4。

[0090] 表4  进样精密度试验结果

[0091]

[0092] 结果显示进样精密度良好。

[0093] 7.重复性试验

[0094] 取xx批样品，按拟定的方法分别平行制备6份供试品溶液，同时制备相对应的咪唑

对照溶液。照上述确定的有关物质检测色谱条件，精密量取1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

图，其有关物质检查重复性试验结果见表5。

[0095] 表5  有关物质检查重复性试验结果

[0096] 序号 1 2 3 4 5 6

咪唑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097] 8.样品测定回收率

[0098] 平行称取起始物料F样品9份，各约10.0mg，每3份分别按50％、100％、150％加入杂

质咪唑对照液，作为供试品溶液，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按外标法计算结果。结果见表6。

[0099] 表6 咪唑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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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0101] 9.小试样品及中试样品的检查

[0102] 样品(批号：20140101、20140102、20140103)，按照本发明拟定的检测方法进行检

查，其结果见表7。

[0103] 表7 起始物料F中咪唑测定结果表

[0104] 批号 20140101 20140102 20140103

咪唑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0105] 综上，采用本发明检测方法测定起始物料F中的咪唑，测定结果准确可靠，专属性

强，起始物料F保留时间在3～4分钟，咪唑保留时间在6～7分钟，检测时间较短，为检测产品

中有关物质、控制产品质量、保证药品安全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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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4 页

9

CN 106033079 B

9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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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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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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