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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式硫酸铁溶液的处方改进
王建平①,颜耀东, 闫　玲,马长勇
( ①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　药剂科　北京　100089)

摘　要:目的　重新确定碱式硫酸铁溶液处方。方法　依据化学反应方程式计算处方中各组份用量 。结果　依据新的处方

及工艺, 制得合格药品。结论　应重新修订碱式硫酸铁溶液处方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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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 Rornanucci等 [ 1]首次将碱式硫酸铁溶液 (孟氏

液, Monsell)应用于严重出血性胃炎的止血治疗并获成功后,

孟氏溶液已成为上消化道出血及腹部手术严重渗血的止血

处理手段之一 [ 1、2] , 其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血小板及纤维蛋

白的血栓形成, 并使红细胞聚集, 血液加速凝固而止血, 以

5% ～ 10%浓度为宜, 现临床多用于治疗消化性溃疡出

血 [ 3、4] , 耳鼻喉及口腔外科的止血等。但依《中国人民解放军

医疗机构制剂规范》[ 5]及 《中国医院制剂规范》 [ 6]中处方及

工艺配制碱式硫酸铁溶液, 均无法获得合格药品, 经重新计

算处方各组份用量, 依新处方及工艺配制, 可得合格药品。

1　试药

　　硫酸亚铁 (上海黄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批号:

20070606, 药用级 );硫酸 (山东博山制药有限公司, 批号:

20061020, 分析纯 );硝酸 (北京市李遂 化工厂, 批号:

20060816, 分析纯 )。

2　方法与结果

2.1　原处方存在问题　原处方 [ 5]:硫酸亚铁 1 045g, 硫酸

55mL, 硝酸 75mL, 蒸馏水适量,制成 1 000mL。 原制备方法:

取硫酸缓缓加入 800mL水中, 加热近沸,加硝酸, 搅拌。将硫

酸亚铁约分成 4份, 分 4次加入上液中, 随加随搅,直至气泡

停止生成, 若溶液显黑色, 则再滴加硝酸至无红棕色气体生

成。煮沸, 溶液至显红色且硝酸除尽, 放冷, 加水使成全量,

滤过, 分装, 100℃流通蒸汽灭菌 30min即得。

　　依原处方配制,存在如下问题而无法获得合格药品:( 1)加

入硫酸亚铁约 60%后,溶液呈黑色,无气泡产生,滴加过量硝酸

无变化,提示反应未完全。 ( 2)按处方投料,所得溶液体积大于

1 000mL,约为 1 400mL。 ( 3)依质量标准, 不得检出亚铁盐及硝

酸盐,实际检测中,此两项均不合格。 ( 4)铁盐含量不合格,在将

溶液浓缩至 1000mL后,测得浓度约为 12%,不符合要求。

2.2　问题分析　依据化学反应方程式对处方进行分析:

12FeSO4· 7H2O+4HNO3 +3H2SO4※3Fe4 (OH) 2 (SO4 ) 5 +4NO←+86H2O

　　 ( 1)处方中硫酸亚铁为 7水合物, 含水量为 45.3%, 则

处方量中硫酸亚铁含水量为 473.4g,反应中全部释放出来 ,

与原工艺中的 800mL蒸馏水相加, 约为 1 273mL, 再加硫酸

与硝酸的体积,总量约为 1 400mL, 远大于处方中的 1 000mL。

　　 ( 2)处方中硝酸用量不足　处方中硝酸用量为 75mL,浓

硝酸浓度为 65% ～ 68%, 以 65%浓度计算, 假设硫酸足量,

则可与 645g硫酸亚铁反应, 即硫酸亚铁转化率为 61.7%,此

时溶液中有大量亚铁离子存在。

　　 ( 3)处方中硫酸用量不足:处方中硫酸用量为 55mL, 硫

酸浓度 95% ～ 98%, 以 95%浓度计算, 假设硝酸足量, 则可

与 593g硫酸亚铁反应, 即硫酸亚铁转化率为 56.7%, 此时溶

液中有大量亚铁离子存在。

2.3　解决方法

2.3.1　重新计算处方用量　依化学反应方程式,重新计算处方

中各组份的用量为:硫酸亚铁 1 045g,硝酸 78.9g(以 65%浓度计

算为 121mL),硫酸 92g(以 95%浓度计算为 97mL)。

2.3.2　制备　取硫酸 、缓缓加入 300mL水中, 加热近沸, 加

硝酸, 搅拌,将硫酸亚铁缓慢分多次加入上液中, 随加随搅,

直至全部加完并无气泡生成。检测溶液中亚铁盐及硝酸盐,

若含有亚铁盐而无硝酸盐,则再滴加硝酸至无红棕色气体生

成, 若既有亚铁盐又硝酸盐, 则滴加硫酸至无红棕色气体生

成, 若有硝酸盐而无亚铁盐, 则煮沸溶液至显红色且使硝酸

除尽。反复检查亚铁盐及硝酸盐至合格后, 放冷, 加水使成

全量, 滤过,分装, 100℃流通蒸汽灭菌 30min即得。

2.3.3　检查 [ 5]　 ( 1)亚铁盐检测:本品稀释液 ( 1※20) 2mL,

加新鲜配制的铁氰化钾数滴, 应呈棕色 ,不得显瞬时消失的

绿色或蓝绿色 。 ( 2)硝酸盐检测:本品稀释液 ( 1※ 10)与等

量硫酸混合, 冷却,加入硫酸亚铁晶体一小粒 ,晶体不得变棕

色或在其周围不应显棕黑色。

2.4　验证　依上法制备 3批碱式硫酸铁溶液,制得暗红棕色液

体,无臭,均未检出亚铁盐及硝酸盐;经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

机构制剂规范》2002年版中收载的含量测定方法测得上述 3批

碱式硫酸铁溶液中 Fe含量分别为 20.95%、21.3%、21.5%,均符

合要求,说明新的处方及制备工艺可行。

2.5　结论　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机构制剂规范》2002年

版及《中国医院制剂规范》西药制剂第二版中关于碱式硫酸铁

溶液的处方及制备工艺进行修订,以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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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原料质量直接影响制剂质量 [ 7]　由于反应是定量进行

的, 必须确保三者反应量准确, 才有利于生成 Fe4 (OH) 2

(SO4 ) 5。但原料本身含量存在着差异及吸水或挥发等因素,

实际原料含量或浓度, 往往比规定要低, 如硫酸浓度常

<95% (应为 95% ～ 98% ) ,硝酸浓度甚至≤60% (应为 65%

～ 68% )。因此, 配制孟氏溶液时应先对原料进行检查, 保证

质量, 调整用量,才有助于溶液质量的提高。

3.2　配制时应在较大容器中进行, 因反应产生大量气泡,易

使液体溢出而影响药品质量。

3.3　硫酸亚铁加入时一定要缓慢加入,因 1次加入量过多,

会瞬时产生大量 NO气体气泡, 易使液体溢出, 进而影响溶

液中硫酸 、硝酸量,从而对 Fe2+转化为 Fe3+有影响。

3.4　一定要严格检查溶液中亚铁盐及硝酸盐, 因亚铁盐禁

用或慎用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 依原处方及工艺, 溶液中有

8%亚铁离子,在消化性溃疡出血的应用中, 必将产生较大的

毒副作用。

3.5　因光线可使 Fe3+转化为 Fe2+,故药品应避光保存。

3.6　因反应产生大量有毒气体 NO,故反应应在通风橱中进

行, 并注意个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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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容量注射液不溶性微粒检查取样方法的考察
王　晖①,徐　腾
( ①广州军区联勤部药品仪器检验所　广东　广州　510500)

摘　要:目的　考察小容量注射液的不同取样方法对不溶性微粒计数的影响。方法　采用光阻法测定静脉给药的小容量注

射液不溶性微粒检查 。结果　不同检验方法,测得的结果会产生一定差异。结论　合并取样的方法更能体现容器所含的不

溶性微粒的真实数值;合并取样的样品量最好不低于 30mL。

关键词:静脉给药;小容量注射液;不溶性微粒;不同取样方法

　　注射剂是临床治疗疾病的主要措施, 但注射剂中的不溶

性微粒易造成血管栓塞 、静脉炎 、肺肉芽肿 、血小板减少 、过

敏反应 、热原反应等, 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中国药典》 2005

年版新增了静脉给药用注射液不溶性微粒检查,并规定了用

光阻法测定不同规格静脉给药用注射液的几种方法。本文

根据光阻法的药典方法对 20个批号的小容量注射液 (玻璃

安瓿 )的不溶性微粒进行考察。

1　仪器与试药

1.1　仪器　ZWF-J6注射液微粒分析仪 (天津市天河医疗

仪器研制中心 );玻璃注射器。

1.2　试药　氯化钠注射液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天津药业

焦作有限公司 ),氯化钾注射液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天津

药业焦作有限公司 ), 葡萄糖注射液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

解放军第 178医院 ), 乙酰谷酰胺注射液 (浙江诚意药业有限

公司 ),西咪替丁注射液 (徐州莱恩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南国
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哈森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胞磷胆碱钠注射液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 盐

酸异丙嗪注射液 (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 、天津药业集团新

郑股份有限公司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白云山明兴制药有

限公司 ) (规格 、批号见表 1) 。

2　方法与结果

　　取样方法　根据文献 [ 1]方法, 小剂量注射剂可用全取样

法及合并测量法, 在合并测量法中规定溶液取样量为 20mL

以上。样品先用砂轮划易折点, 再用以下方法取用。方法 1:

全体积取样法, 取样品 3支, 翻转 20次, 超声处理 30s, 用洁

净水冲洗开启处,掰开, 取 3支样品测定。方法 2:合并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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