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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学 ·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人血清中氨苄西林、丙磺舒的浓度研究 

赵素容，霍 强。李见春。蒋志文 

[摘要]目的：建立测定人血清中氨苄西林、丙磺舒浓度的高效液相色谱法。方法：(1)氨苄西林，以诺氟沙星为内标，血清样品 

用0．6％的高氯酸沉淀蛋白后进行测定；色谱柱为HigginsTM C18柱(250 mm x4．6 mm，5 m)；流动相为有机相(甲醇一乙腈 
一 异丙醇，100：2：5，v／v)：水相(0．01 moL／L磷酸二氢钾，pH 3．5)=23：77；检测波长 210 nm；流速 1．0 mL／min；柱温 30℃。 

(2)丙磺舒，以缬沙坦为内标，血清样品用乙腈沉淀蛋白后进行测定；色谱柱为 Higgins C18柱(250 mm x4．6 mm，5 m)；流 

动相为有机相(甲醇 一乙腈，400：275，v／v)：水相(乙酸 一水，1：60，v／v)=77：23；检测波长 280 nm；流速 1．0 ml／min；柱温 

30℃。结果：氨苄西林在0．14～11．2 ml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r=0．999 5)，最低检测限为0．14 ml；丙磺舒在 

0．20—16．0 S／ml浓度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0．999 1)，最低检测限为0．2O ml。结论：高效液相色谱法操作简便、灵 

敏、专一性好，适用于人体药动学研究。 

[关键词]氨苄西林；丙磺舒；高效液相色谱法；血清药物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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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ampicillin and probenecid in 

human serum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ZHAO Su—rong，HUO Qiang，LI Jian—chun，JIANG Zhi-wen 

(Department of Pharmac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stablish a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concentration of ampicillin and probenecid in human senlm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HPLC)．Methods：(1)Ampicillin was detected by HPLC using norfloxaein as internal standard 

after sample was sedimented with 0．6％ perchloric acid。Higgins C18 column(250 mm x4，6 Innl，5 m)was used，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organic phase(methanol-acetonitrile—isopropanol，100：2：5，v／v)and aqueous phase(0．叭 mol／L potassium dihydrogen 

phosphate，pH 3．5)with a ratio of23：77，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210 nm，and column oven 

at 30℃．(2)Probenecid was detected by HPLC using valsartan as internal standard after sample was sedimented with acetonitrile． 

Higgins Cl8 column(250 mm x4．6 mm，5 m)was used，the mobile phase consisted of organic phase(methanol-acetonitrile， 

400：275，v／v)and aqueous phase(acetic acid-water，1：60，v／v)with a ratio of 77：23，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the detection 

wavelength was set at 280 am，and column oven at 30 oC．Results：Good linearity was obtained within the range of0．14—11．2 tLg／ml 

for ampicillin(r=0．999 5)，and 0．20—16．0 g／ml for probenecid(r=0．999 1)．The mininum detectable concentrations for 

ampicillin，and probenecid were 0．14 g／ml and 0．20 g／ml，respectively．Conclusions：This method is simple，sensitive and specific，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study the pharm acokinetics of ampicillin and probene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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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苄西林丙磺舒胶囊为复方制剂，主要是基于 

丙磺舒可抑制氨苄西林 自肾小管近端的分泌，从而 

使后者血药浓度增高、半衰期延长，以增加氨苄西林 

的临床疗效。为评价氨苄西林丙磺舒胶囊在人体的 

生物等效性，我们参照文献 I2 建立了操作简便、专 

一 性好、灵敏度高的高效液相色谱(HPLC)内标法， 

用于测定人血清中氨苄西林和丙磺舒的浓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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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药品与试剂 氨苄西林对照品(批号 410． 

9803，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内标：诺氟沙星 

(批号450-9801，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丙磺 

舒对照品(纯度 99．4％，由长春银诺克药业有限公 

司提供)，内标：缬沙坦(纯度 >99．0％，由北京法玛 

泰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氨苄西林丙磺舒 

胶囊试 验 制剂 (含 氨 苄西 林 94．72％，丙 磺舒 

101．20％，长春银诺 克药业有 限公 司提供，批号 

20031123，规格，0．25 g)及氨苄西林丙磺舒胶囊参 

比制剂(含氨苄西林97．2％，丙磺舒99．7％，长春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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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050106，规格 0．25 g)； 

乙腈、甲醇、异丙醇均由 MERCK公司生产，色谱纯； 

磷酸二氢钾由上海试剂二厂生产 ，特级纯；高氯酸由 

金鹿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分析纯；超纯水自制；空白 

血清由蚌埠市中心血站提供。 

1．2 仪器 LC一10ADvp型高效液相色谱仪，SPD一 

10ATvp型紫外检测器，LC一10ADvp型输液泵，手动 

进样器及支架7725i，保护柱套，微量进样器，均为苏 

州岛津公司产品；N2000色谱数据工作站软件，浙江 

大学智达信息工程有限公司产品；AT130柱温箱， 

AUTO SCIENCE公司产品；TGL 216H高速离心机， 

HEMA公司生产；1901紫外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 

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1．3 色谱条件 氨苄西林 ：Higgins C18柱(250 

mm×4．6 mm，5 m)，C18保护柱(均为天津市特纳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产品)；流动相，有机相(甲醇 一 

乙腈 一异丙醇，100：2：5，v／v)：水相(0．01 mol／L磷 

酸二氢钾，pH 3．5)=23：77；流速 1．0 rnl／min；柱温 

30℃；检测波长210 nm；灵敏度0．01 AUFS。丙磺 

舒：色谱柱同氨苄西林；流动相，有机相 (甲醇 一乙 

腈，400：275，v／v)：水相(乙酸 一水，1：60，v／v)= 

77：23；流速 1．0 ml／min；柱温 30 cI=；检测波长 280 

nm；灵敏度 0．005 AUFS。 

5l7 

1．4 血清样品处理 氨苄西林：精密吸取血清 

0．2 ml置 1．5 ml带盖离心管中，精密加入诺氟沙星 

内标溶液(17 g／m1)20 txl，涡旋 1 min。精密加入 

0．6％ 高氯酸溶 液 0．2 ml，涡旋 2 min，16 000 

r／rain离心 10 rain，取上清液 20 l进样。 

丙磺舒：精密吸取血清 0．2 ml置于带盖 1．5 ml 

离心管中，精密加入缬沙坦内标溶液(7．5 g／m1) 

20 l，涡旋 1 min。精密加入乙腈 0．6 ml，涡旋 2 

rain，16 000 r／rain高速离心10 rain，取上清液20 l 

进样。 

2 结果 

2．1 方法的专属性 氨苄西林：将空白血清、空白 

血清加氨苄西林对照品和内标对照品溶液及受试者 

服药后血清样品按“血清样品处理”项下操作，进行 

HPLC分析，所得色谱见图1。氨苄西林的保留时间 

为 10．8 min，内标诺氟沙星的保留时间为13。2 rain， 

空白血清中内源性物质不干扰氨苄西林及内标的测 

定。丙磺舒 ：同氨苄西林操作得色谱图2。丙磺舒 

的保留时间为 9．6 rain，内标缬沙坦的保留时间为 

10．9 rain，空白血清中内源性物质不干扰丙磺舒及 

内标的测定。 

图 1 氨苄西林专属性色谱图(峰 I：受试者服药后2 h的样品：氨苄西林；峰Ⅱ：内标诺氟沙星) 

空白血清 空白血清加入丙磺舒 

受试者服药后2 h的样品 

图2 丙磺舒专属性色谱图 (峰 I：丙磺舒；峰Ⅱ：内标缬沙坦) 

2．2 标准曲线的制备 氨苄西林：精密吸取不同浓 

度的标准品溶液 0．2 ml于7个带盖 1．5 ml离心管 

中，一50℃冷冻干燥，以空白血清配成每毫升含待 

测氨苄西林 为 0．14、0．28、0．56、1．4、2．8、5．6、 

l1．2 g的标准血清样本。按“血清样品处理”自 

“精密加入诺氟沙星内标溶液(17 m1)20 l”起 

同法操作进行分析，建立标准曲线。以氨苄西林峰 

面积(Ai)与内标物峰面积 (As)的比值(Ai／As)对 

浓度(c， g／m1)进行线性回归，共测得5条标准曲 

线，结果表明氨苄西林在0．14—11．2 ml范围内 
 ̂

线性良好，其平均线性回归方程为： =1．521 1X+ 

0．125 7( =7，r=0．999 5)。最低定量浓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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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g／ml[(n=5，相 对 标 准 偏 差 (RSD) = 

8．19％)]。 

丙磺舒：精密吸取不同浓度的标准品溶液 0．2 

ml于7个带盖1．5 ml离心管中，氮气吹干，以空白 

血清配成每毫升含待测丙磺舒为0．20、0．40、0．80、 

2．0、4．0、8．0、16．0 g的标准血清样本。按“血清 

样品处理”自“精密加入缬沙坦内标溶液(7．5 

m1)20 l”起同法操作进行分析，建立标准曲线。以 

丙磺舒峰面积 (Ai)与 As的比值 (Ai／As)对浓度 

(C， g／m1)进行线性回归，共测得5条标准曲线，结 

果表明丙磺舒在 0．20～16．0 g／ml范围内线性 良 
 ̂

好，其平均线性回归方程为： =0．293 9X+0．019 2 

(／／,：7，r=0．999 1)。最低定量浓度为 0．20 g／ml 

( =5，RSD=12．08％)。 

2．3 回收率试验 氨苄西林：取空白离心管分别精 

密／Jn~O．2 ml不同浓度的标准品溶液，一50 cc冷冻 

干燥，加入 0．2 mt空白血清，配制成低、中、高三个 

浓度(分别为 0．28、1．4和 5．6 m1)的血清样品 

各 5份，精密加入0．6％的高氯酸提取液0．2 ml，涡 

旋2 rain，16 000 r／rain高速离心 10 rain，取上清液 

20 进样，测得 Ai；另取低、中、高相同浓度的标准 

品溶液各 2份，除上述加入0．2 ml空白血清改为加 

入0．2 ml流动相外，其余操作步骤同上，得到 As。 

按下式计算提取回收率(％)=Ai／As×100％，其平 

均提取回收率为79．6％ ～96．O％，RSD小于 10％。 

丙磺舒：取空白离心管分别精密加入0．2 ml不 

同浓度的标准品溶液，氮气吹干，加入 0．2 ml空白 

血清，配制成低、中、高三个浓度(分别为 0．40、2．0 

和 8．0 m1)的血清样品各 5份，精密加入乙腈提 

取液 0．6 ml，涡旋 2 rain，16 000 r／rain高速离心 

10 rain，取上清液20 1进样，测定得到Ai；另取低、 

中、高相同浓度的标准品溶液各 2份，除上述加入 

0．2 ml空白血清改为加入 0．2 ml流动相外，其余操 

作步骤同上，得到As。按下式计算提取回收率(％) 

= Ai／As X 100％，其平均提取 回收率为 97．6％ ～ 

100．6％，RSD小于5％。 

2．4 精密度试验 氨苄西林：同回收率测定方法配 

制成低、中、高三个浓度的血清样品，按血样处理方 

法自“精密加入诺氟沙星内标溶液(17 g／m1)20 

l”起同法操作，分别测定日内精密度和连续5天的 

日间精密度。血清样品低、中、高三个浓度的日内 

RSD均小于 10％，日问 RSD低浓度小于 16％，中、 

高浓度均小于 1O％。 

丙磺舒：同回收率测定方法配制成低、中、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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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浓度的血清样品，按血样处理方法，自“精密加入 

缬沙坦内标溶液(7．5~g／m])20 l”起同法操作，分 

别测定日内精密度和连续5天的Et间精密度。血清 

样品低、中、高三个浓度的日内RSD均小于 5％，日 

间RSD均小于 1l％。 

2．5 稳定性试验 氨苄西林：按标准曲线配制方法 

配制浓度分别为0．28、1．4和5．6 g／ml的血清样 

品，每个浓度各4份，一份立即按“血清样品处理” 

项下操作；第二份室温放置 12 h后，按“血清样品处 

理”项下操作，考察样品在室温条件下的稳定性；第 

三份反复冻融 3次后于第 2天i贝0定血清中药物浓 

度，考察样 品在冻融条件下的稳定性；第 四份于 
一 20℃保存 l5天后，用 37℃水浴解冻，按“血清样 

品处理”项下操作，测定血清中药物浓度，考察样品 

在冷冻条件下的稳定性。结果显示低浓度 RSD均 

小于20％，其余RSD均小于 15％，表明血清样品在 

室温放置和冷冻储存等情况下稳定。 

丙磺舒：按标准曲线配制方法配制浓度分别为 

0．40、2．05和 8．0 ml的血清质控样品，每个浓 

度各 4份，第一份立即按“血清样品处理”项下操 

作；第二份室温放置 12 h后，按“血清样品处理”项 

下操作，考察样品在室温条件下的稳定性；第三份于 
一 20℃保存 15天后，用 37 水浴解冻，按“血清样 

品处理”项下操作，测定血清中药物浓度，考察样品 

在冷冻条件下的稳定性；第四份解冻 3次后于第 2 

天测定血清中药物浓度，考察样品在冻融条件下的 

稳定性。结果显示 RSD均小于 5％，表明血清样品 

在室温放置和冷冻储存等情况下稳定。 

2．6 方法应用 我们应用以上建立的 HPLC法测 

定氨苄西林和丙磺舒的血药浓度，评价氨苄西林丙 

磺舒胶囊在人体 的生物等效性取得满意结果。 

20名健康志愿受试者空腹 口服氨苄西林丙磺舒胶 

囊0．25 g后，用上述方法处理血样，得平均血药浓 

度 一时间曲线见图3、4。 

3 讨论 

采用 HPLC法测定氨苄西林和丙磺舒的血药浓 

度，文献 中多采用外标法／外标法和外标法／内 

标法。本实验分别选取诺氟沙星和缬沙坦为内标 

物，建立了HPLC内标法／内标法测定氨苄西林和丙 

磺舒的血药浓度，其准确度高、重现性好，更适合生 

物样品的分析。 

pH值对氨苄西林的保留时间及其与内标的分 

离度有较大影响，在测定氨苄西林浓度时曾使用pH 

4．0、3．5、3．0的0．01 tool／L磷酸二(下转第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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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表明植物来源的药物所占比重在逐步的提高， 

显示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辅助药物 13类使用合 

理，只有奥美拉唑1类 DUI 1．27偏离 1，原因是部分 

患者使用奥美拉唑注射急性处理，辅助药物使用合 

理性相对较好。 

3．5 出院带药情况 出院带药作为住院患者的后 

续治疗，本次调查中发现出院带药还是 以激素加 

DMARDs辅以护胃药及抗骨质疏松药的治疗为主。 

平均患者带药种类基本符合要求，且注射剂及抗菌 

药物使用比例均低于 10％，在合理使用范围内。但 

国家基本药物品种数占31．04％，需加强，通用名数 

38．7％，使用率较低，出院带药处方在使用通用名方 

面还需加强 ⋯。 

药学服务要求药师从传统的“以药物为中心” 

逐步向“以病人为中心”转化 。本研究通过对某 

三甲医院 RA患者用药的分析，获取本地区 RA临 

床治疗用药的整体情况及趋势，并全面分析医务人 

员在用药过程中存在的优点与不足，为医嘱用药的 

点评与干预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临床医生改进 RA 

的临床治疗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并对临床药师加强 

与临床医生间的沟通提供了有利的基础，从而进一 

步促进临床用药的安全、合理、经济、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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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名健康受试者口服氨苄西林丙磺舒胶囊0．25 g后氨苄西林的平 

均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氢钾，以pH 3．5的 0．01 mol／L磷酸二氢钾作为水 

相能获得满意的保留时间和分离度。 

文献  ̈ 报道关于丙磺舒血药浓度测定所用的 

检测波长在254 nm附近，此波长下血清中内源性物 

质干扰多。对丙磺舒进行紫外全扫描发现其在 

280 nm波长附近有吸收峰(但弱于末端吸收)，此波 

长下血清内源性物质干扰少、灵敏度高，故本实验选 

择 280 nm作为丙磺舒的检测波长。 

本实验建立的HPLC内标法干扰小、灵敏度高、 

操作简便，单个样品分析时程在 15 min内完成，适 

合大量生物样品检测。 

6 8 1l】 12 l 5 

时 间／h 

图4 2O名健康受试者口服氨苄西林丙磺舒胶囊0．25 g后丙磺舒的平均 

血药浓度时间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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