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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色谱法测定伊班膦酸钠注射液主成分的方法探讨
黄进宝 1，葛高飞 2*，吴

涛3

(1. 安徽农业大学茶与食品科技学院，合肥 230036；2. 安徽农业大学生物技术中心，合肥 230036；
3. 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合肥 230036)
摘 要：为建立一种药物伊班膦酸钠注射液主成分-伊班膦酸的离子色谱分析方法，采用 Ion Pac AS18 阴离子
交换色谱柱，利用在线淋洗液发生器自动产生氢氧化钾梯度淋洗液（12～70 mmol·L-1，时间程序为 17 min），并使
用自动再生抑制型电导检测。结果表明，伊班膦酸浓度在 0～75.25 g·mL-1 范围内，线性相关系数 R2=0.9995，呈
现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供试液重复进样 5 次，峰面积 RSD 为 0.21%，保留时间 RSD 为 0.01%，理论板数均大于
50 000，方法系统适用性良好；5 份供试样品溶液伊班膦酸含量的 RSD 值为 0.80%，小于等于 2.0%，方法重复性
良好；供试样品 3 个浓度水平的回收率均在 99%～101%之间，加标回收率试验的 RSD 均小于 1.00%，符合药品规
定要求。该方法稳定、重复性好且回收率高，可满足伊班膦酸钠注射液中主成分含量的测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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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the main components in ibandronate sodium injection by ion chroma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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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ibandronate in ibandronate sodium injection using ion chromatography was established in this study. Ion Pac AS18 was used as anion exchange column. Th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with an online eluent generator that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a gradient of potassium hydroxide (12-70
mmol·L-1, time program was 25 minutes), and an automatic regeneration suppressor was used to detecte the conductivit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a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R2= 0.9995) was obtained in the measurement of
ibandronic acid at a concentration range from 0 to 75.25 g·mL-1. A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roduct solution,
after being repeated five times, the RSD value of the peak area and retention time was 0.21% and 0.01%, respectively, and the theoretical plate number was more than 50 000, which suggested a good applicability of this
method. The RSD value of the ibandronic acid content was 0.80% that was less than 2.0%, which indicated a good
repeatability of this method. Recovery rates of the tested samples at three concentrations were between 99%-101%,
and RSD of the recovery rate was smaller than 1.00%, which wa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pharmaceutical
regulations. This assay method is proved to be satisfactory for determination of ibandronic acid in ibandronate
sodium injection with good repeatability, high recovery rate,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determination
of the main components in ibandronate sodium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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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膦酸盐药物是近 20 年发展起来的一类治疗
代谢性骨骼疾病的药物。伊班膦酸（IB）是第 3 代
双膦酸盐药物，广泛应用于肿瘤骨转移的治疗中。
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第 3 代双膦酸盐药物除了能
有效减少肿瘤骨相关事件的发生，缓解骨疼痛外，
还具有潜在的直接抗肿瘤作用[1-3]，并且与化疗药物
合用具有协同作用[4-5]。随着该药临床应用的增多，
建立一种便捷、灵敏的检测方法，用于药品质量检
测、血药浓度监测及为开展临床药学研究提供技术
支持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文献报道的双膦酸类药
物的分析方法很多，有滴定分析法、比色分析法、
气相色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 [6-9]。因伊班膦酸分
子结构中无生色基团（见图 1）
，所含叔胺基团也不
易形成可被紫外线或荧光发射检测到的衍生物，并
且药物极性强、易电离，给分离、检测带来一定的
困难。与此同时，离子色谱法在该类药物分析方面
的应用多以检测药物中的杂质成分亚磷酸根和磷酸
根为主，还没有一种快速有效的方法用来检测伊班
磷酸注射液中的主成分—伊班膦酸的含量[10-11]。为
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建立了一种离子
色谱—抑制电导检测方法，用于准确快速地测定伊
班膦酸钠注射液中伊班膦酸的含量。

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对照品溶液。
1.2.2 供试样品溶液制备 精确量取伊班膦酸注射
液 1 mL 到 20 mL 容量瓶，加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即得供试样品溶液。

Table 1
时间/min
Time
0

图 1 伊班膦酸的化学结构式
Figure 1 Structural formula of ibandronic acid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ICS-3000（美国戴安），分析柱：IonPac AS18，
7.5 μm，250 mm×4 mm（P/N:060549）；保护柱：
IonPac AG18，13 μm，50 mm×4 mm（P/N:060551）；
淋洗液发生器（EG）；检测器箱（DC）；自动进样
器（AS-40）
，Chromeleon 工作站。
伊班膦酸钠标准品（USP，批号 GOL114，纯
度 99.9%），所有样品溶液均由超纯水（18.25MΩ）
配制，试剂均基准级；供试样品为某品牌伊班膦酸
注射液。
1.2 溶液的配制
1.2.1 对照品溶液制备 精确称取伊班膦酸钠标准
对照品 21.000 mg，去离子水溶解并稀释至 200 mL，
摇匀。取 5 mL 溶液到 10 mL 容量瓶中加去离子水

表 1 伊班膦酸的洗脱程序
The elution program of ibandronic acid
Eluent B/%
Eluent A/%
(100 mmol·L-1 KOH)
(H2O)
88

12

7.0

88

12

7.1

30

70

12.0

30

70

12.1

88

12

17.0

88

12

1.3 色谱条件
ICS-3000 系统；柱温：30℃；淋洗液：氢氧化
钾梯度淋洗（A 为去离子水，B 为 100 mmol·L-1
KOH），洗脱程序见表 1；流速：1.00 mL·min-1；进
样量：25 μL；检测方式：抑制型电导检测，阴离子
自动电解连续再生微膜抑制器 ASRS 300 4 mm
（P/N:
064554），自循环模式，抑制电流 124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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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测定方法的建立
本研究在实验室前期检测伊班磷酸注射液中杂
质含量的方法基础上，通过加标试验分别确定了亚
磷酸、磷酸和伊班膦酸的出峰顺序和时间（见图 2）；
并进一步对试验方法进行优化，以期得到伊班磷酸
的快速检测方法。具体方法优化过程如下。
2.1.1 试验方法 A 依据上述方法，将伊班膦酸注
射液稀释 20 倍作为供试样品溶液，定量环精密吸取
25 μL ， 进 样 测 定 。 淋 洗 液 程 序 为 0 min 开 始
12 mmol·L-1 KOH，保持 20 min；20～25 min，
50 mmol·L-1 KOH，保持 10 min；35.0～35.1 min，
12 mmol·L-1 KOH，保持到 40 min。
由图 3A 可知，该方法伊班膦酸峰型不好，理
论板数 7 659，拖尾因子 1.74。伊班膦酸注射液中的
磷酸根和盐磷酸根没有出峰，说明注射液中的磷酸
根和亚磷酸根均在检测限以下。本方法不适合测定
伊班膦酸注射液的主成分含量。
2.1.2 试验方法 B 改变试验方法 A 的洗脱程序，
缩短最大浓度（50 mmol·L-1 KOH 不保持）的洗脱
时间。将伊班膦酸注射液稀释 20 倍作为供试样品溶
液，定量环精密吸取 25 μL，进样测定。由试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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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图 3B）可知，本法伊班膦酸未出峰，本方法不
适合测定伊班膦酸注射液的主成分含量。
2.1.3 试验方法 C 改变试验方法 A 的洗脱程序，
减 少 12 mmol·L-1 KOH 的 保 持 时 间 ， 增 加
50 mmol·L-1 KOH 的保持时间。将伊班膦酸注射液
稀释 20 倍作为供试样品溶液，定量环精密吸取
25 μL，进样测定。从图 3 C 图可以看出，本法伊班
膦酸保留时间 19.253 min，峰型较好，理论板数
15 729，拖尾因子 1.43。本方法可用于测定伊班膦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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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注射液的主成分含量，拟继续优化方法以缩短分
析时间。
2.1.4 试验方法 D 将试验 C 的洗脱程序改为等度
恒流，40 mmol·L-1 KOH 流动相 20 min。将伊班膦
酸注射液稀释 20 倍作为供试样品溶液，定量环精密
吸取 25 μL，进样测定。由试验结果（图 3 D）可知，
本法伊班膦酸保留时间 15.827 min，峰型不好，理
论板数 1 906，拖尾因子 1.87。本方法不适合测定伊
班膦酸注射液主成分的含量。

1..亚磷酸；2.磷酸；3.伊班膦酸 1.phosphorous acid; 2. phosphoric acid; 3 ibandronic acid
图 2 亚磷酸、磷酸和伊班膦酸标品的离子色谱图谱
The ICS-chromatogram of phosphorous acid, phosphoric acid and ibandronic acid standard compounds

Figure 3

图 3 不同柱条件测定伊班膦酸的方法图谱
The ICS-chromatogram of ibandronic acid under different column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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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试验方法 E 采用试验方法 A 中的洗脱程
序，减少 12 mmol·L-1 KOH 的保持时间，增加
50 mmol·L-1 KOH 的保持时间。将伊班膦酸注射液
稀释 10 倍作为供试样品溶液，定量环精密吸取
25 μL，进样测定。由图 3 E 可知，本法伊班膦酸峰
型不好，理论板数 7 659，拖尾因子 1.74。本方法不
适合测定伊班膦酸注射液的主成分含量。

Figure 4

图 4 伊班膦酸的检测图谱
The ICS-chromatogram of ibandronic acid

2.1.6 试验方法 F 改变方法 E 梯度程序，把最高
洗脱浓度增加到 70 mmol·L-1 KOH。将伊班膦酸注
射液稀释 20 倍作为供试样品溶液，定量环精密吸取
25 μL，进样测定。图 3 F 的试验结果表明，本方法
柱效高（理论板数 45 487），拖尾因子小（1.26）
，
可满足本品的含测要求。由图谱的保留时间可知，

Table 2

可以缩短分析时间。
2.1.7 试验方法 G 改变方法 F，缩短 70 mmol·L-1
KOH 的保持时间。将伊班膦酸注射液稀释 20 倍作
为供试样品溶液，定量环精密吸取 25 μL，进样测
定。由结果（图 4）可知，本方法分析时间短，柱
效高（理论板数 52 022）
，拖尾因子小（1.20），可
满足伊班膦酸注射液中的主成分含量测定要求。
2.2 方法学验证
2.2.1 线性范围与定量限 精确称取伊班膦酸钠标
准对照品适量，加去离子水溶解并稀释至 100 mL，
摇匀，得伊班膦酸对照品母液。分别精确量取不同
体积的母液到 10 mL 容量量瓶中加去离子水至刻
度，摇匀，得一系列浓度的对照品溶液（0、12.54、
25.08、40.14、50.17、60.20 和 75.25 mg·L-1），作为
线性测试液。定量环定量吸取 25 μL 标准对照品进
样测定，由溶液浓度（x）对伊班膦酸峰面积（y）
进行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y = 1.5493x–2.4747，相
关系数（R2）为 0.9995（n=7），呈现良好的线性关
系。按 10 倍的信噪比计算伊班膦酸的定量限为
10 μg·L-1。
2.2.2 系统适用性 把伊班膦酸注射液精确稀释
20 倍，得供试样品溶液。定量环定量吸取 25 μL，
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重复进样 5 次，考察峰面
积及保留时间变异情况。

表 2 含量测定系统适用性试验
The applicability test of the content determination system
1
2
3
4
5

Average

RSD / %

时间 Time/min

11.875

11.877

11.876

11.878

11.879

11.878

0.01

峰面积 Peak area

74.006

74.945

74.024

74.312

74.415

74.162

0.47

理论塔板数 Theoretical plates

51 922

51 369

51 832

52 002

51 666

—

—

参数 Parameter

处理
Treatment
80%-1
80%-2

表 3 伊班膦酸测定回收率试验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s for recovery of IB
添加量/mg
测定值/mg
Adding quantity of ibandronic acid Measured value of ibandronic acid
79.23
79.14
80.02

78.56

回收率/%
Recovery rate
99.87
98.17

80%-3

80.31

79.62

99.14

100%-1

100.02

100.51

100.49

100%-2

100.34

101.02

100.68

100%-3

100.19

101.56

101.37

120%-1

120.25

119.65

99.50

120%-2

120.36

122.43

101.72

120%-3

120.08

121.78

100.81

Average/%

RSD /%

99.06

0.71

100.85

0.37

100.68

0.91

注：1 mg 伊班膦酸钠相当于 0.93 mg 伊班膦酸。Note：1 mg ibandronate is the equal of 0.93 mg ibandron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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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以看出，供试液重复进样 5 次，峰面
积 RSD 为 0.47%（小于 2%）
，保留时间 RSD 为 0.01%
（小于 1%）
，理论板数均大于 50 000，本方法系统
适用性良好。
2.2.3 精密度 精密量取伊班膦酸注射液 1 mL 至
20 mL 定量瓶，加去离子水稀释至刻度，作为供试
样品溶液；称取伊班膦酸钠标准对照品 22.000 mg，
加去离子水制成每 1 mL 含伊班膦酸约 50 μg 的溶
液，作为对照品溶液。定量环分别定量吸取 25 μL
供试样品和对照品，进样测定，记录色谱图。按外
标法以峰面积计算伊班膦酸含量，比较 6 份样品间
含量差异。6 份样品的含量分别为 98.29%、100.28%、
99.97%、99.02%、98.10% 和 100.59%，RSD 值为
1.06%，不大于 2.0%，说明本方法重复性良好。
2.2.4 回收率 取辅料和伊班膦酸钠标准品，配制
含不同浓度伊班膦酸的注射液样品，浓度比例分别
为 80%，100%和 120%，按上述方法测定，计算伊
班膦酸的含量，并计算回收率。
由表 3 可知，配制样品 3 个浓度水平的加标回
收率分别为 99.06%、100.85%和 100.68%，而且加
标回收率试验的 RSD 均小于 1.00%，说明此测定方
法稳定、可靠。
2.2.5 耐用性 取伊班膦酸注射液样品，分别调整
不同试验条件测定含量，考察含量变化情况。将柱
温由 30 ℃分别调整到 28 和 32℃，测定结果含量分
别为 100.98%和 100.02%。将流速由 1.0 mL·min-1
调整为 0. 9 和 1.1 mL·min-1，依法测定，结果含量
分别为 100.86%和 100.12%。测定结果平均值为
100.50%，相对标准偏差 RSD 为 0.49%。

3

结论

改进了离子色谱-电导抑制器测定伊班膦酸含
量的方法。该方法简便、重现性好、适用性强，为
伊班膦酸药物主成分含量的检测提供了实用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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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对于监测双膦酸盐药物的使用情况具有重要
的理论指导意义。
致谢：本试验得到了赛默飞世尔公司工程师韩
春霞的技术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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