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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国内上市的注射用替加环素的质量状况。方法

按照国家评价性抽验计划总体要求，采用现行质量标准

进行检验，并开展探索性研究，从多方面对注射用替加环素的质量进行了综合性评价。结果

按现行质量标准检验，12批次注

射用替加环素的合格率为100%。此次评价性抽验样品的现行质量标准包括1个进口药品注册标准和6个局颁标准，设定的检查项
目、采用的检测方法和规定的限度各不相同。经过探索性研究，优化了有关物质检查液相色谱系统；建立了HPLC-ELSD法测定
乳糖含量测定，发现一家生产企业的辅料乳糖含量偏低，降低了替加环素在贮藏期的稳定性。结论

注射用替加环素整体质量

较好，现行质量标准有待统一提高。生产企业需对乳糖的含量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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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assessment of tigecycline for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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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igecycline for injectio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s, the statutory standard methods combined with exploratory research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tigecycline for injection. Results 12 batches of tigecycline for injection were
inspected according to the legal standard, and the qualified rate was 100%. There were six standards of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one standard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imported drugs, and the methods and limits were
not consistent. The exploratory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low lactose content in a production enterprise reduced the
stability of tigecycline during its storage. Conclusion The quality of tigecycline for injection was good, and the
current quality standard needs to be improved. Manufacturers need to monitor the lactos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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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加环素是继多西环素、米诺环素、美他环素

含量100.0%，批号111507-201704，中国食品药品检

后开发的新一代四环素类抗生素，由美国惠氏公司

定研究院。9-氨基米诺环素对照品、9-硝基米诺环素

研究开发，是首个被批准用于临床的静脉内给药的

对照品、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对照品均为F生产企业

[1]

甘氨酰环素类抗生素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

提供。
12批次注射用替加环素均为2019年国家评价性

在2005年6月15日和2006年7月12日批准为治疗复杂
[2]

腹腔内感染和复杂皮肤感染的一线药物 。2012年12

抽验样品，涉及A、B、C、D、E、F、G共7家生产

月由我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与浙江海正药业共同研制

企业(6家国内，1家进口)，处方均为替加环素和乳糖

[3]

的替加环素获得新药证书 。本品适用于18岁以上患

(1:2)制成的无菌冻干制品。调研收集到国内6个制剂

者由特定细菌所致的复杂性腹腔内感染、复杂皮肤

生产企业分别采用的6批次替加环素原料药(分别由

及软组织感染、社区获得性肺炎等。主要不良反应

不同生产企业生产)。

为恶心呕吐、头痛头晕、贫血无力、皮肤红色斑丘

2

疹等反应。

2.1

实验方法
法定检验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数据库查询确

根据各企业药品批准文号信息，按各自执行的

认，注射用替加环素在国内一共有7个批准文号，

现行质量标准进行酸度、溶液的澄清度、杂质的吸

涉及7家生产企业；有进口批文3个，涉及1家生产

光度、有关物质、水分、细菌内毒素、无菌和含量

企业。规格仅有50mg一种。中国药典尚未收载该品

测定等项目的检验。

种，美国药典(USP42)和英国药典(BP2019)均收载原

2.2

料及制剂。注射用替加环素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2.2.1

探索性研究
有关物质分析

理局2019年度全国药品质量评价性抽验计划品种之

参照国外药典和进口注册标准的有关物质HPLC

一。评价性抽验的目的在于客观地评价国内药品的

方法，增加系统适用性溶液，优化色谱条件，对7个

质量现状；分析产品的主要质量问题，进而明确产

生产企业的样品进行了考察。

[4]

品质量提高的方向 。本文采用现行质量标准进行检

系统适用性溶液的制备：精密称定称取替加环

验，并开展探索性研究，对国内市场上的注射用替

素对照品25mg，置50mL量瓶中，加水5mL溶解后，

加环素产品质量进行了多方面综合性分析，并对现

置80℃水浴中加热30min后，放冷，用水稀释至刻

行质量标准的改进提出建议。

度，作为储备液1。称取替加环素对照品、9-氨基米

1

诺环素对照品、9-硝基米诺环素对照品和米诺环素

1.1

仪器与试药
仪器与试剂

对照品适量，加水溶解并稀释制成每1mL中约含替

岛津LC-20AD高效液相色谱仪； D2 Phaser X-

加环素0.5mg、9-氨基米诺环素、9-硝基米诺环素和

射线粉末衍射仪(德国Bruker公司)；Matrix-F型近红

米诺环素各7.5μg的混合溶液，作为储备溶液2。将储

外光谱仪(德国Bruker公司)；Shimadzu离子阱飞行时

备溶液1和储备溶液2按2:1的比例混合均匀。

间质谱仪LCMS-ITTOF； SpectiaMax M2型酶标仪

色谱条件及系统适用性要求：色谱柱为

(Molecular Devices公司)；ECLIPSE TS100-F型倒置

Phenomenex Luna(C 18,150mm×4.6mm，3μm)；流

显微镜(日本Nikon公司)；ICAP7400电感耦合等离子

动相A为磷酸盐缓冲液(取磷酸氢二钾4.35g和乙二

体发射光谱仪；飞纳电镜能谱一体机Phenom ProX。

胺四乙酸钠0.93g，溶解于950mL的水中，并用磷酸

乙腈为色谱纯，水为超纯水，其余试剂均为分

调节pH值至6.4±0.05)-乙腈(950:50)，流动相B为磷

析纯。

酸盐缓冲液(取磷酸氢二钾4.35g和乙二胺四乙酸钠

1.2

样品

0.93g，溶解于500mL的水中，并用磷酸调节pH值

替加环素对照品：含量97.1%，编号：

至6.4±0.05)-乙腈(500:500)。按表1进行线性梯度洗

Y0001961，批号1，EDQM。米诺环素对照品：含

脱，流速为1.0mL/min。检测波长为248nm；柱温

量85.1%，批号130514-200401，中国药品生物制

30℃。替加环素峰的保留时间应在14~22min之间。

品检定所。乳糖对照品：含量94.7%，批号100058-

理论板数按替加环素峰计算应不低于6000，替加环

201204，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蔗糖对照品：

素峰的拖尾因子应不大于2.0, 9-氨基米诺环素峰与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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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规定，米诺环

出，考察有关物质的变化。

素峰与相邻杂质峰(相对保留时间为1.7)的分离度应

2.2.4

不小于1.0。

原料、辅料和制剂晶型

2.2.2

分别采用X射线粉末衍射仪和近红外光谱仪对收
集到原料和制剂进行晶型分析，考察原料和制剂的

乳糖含量测定
参考中国药典[5]与文献[6]，建立了辅料乳糖

HPLC-ELSD含量测定的方法，并进行了方法学验

晶型一致性。
2.2.5

包材与药物相容性研究

证。对7个生产企业的样品进行了考察。

进行注射剂瓶(西林瓶)与注射用替加环素中15种

表1 梯度洗脱程序
Tab. 1 Gradient elution procedure

离子的提取试验及迁移量研究试验、注射剂瓶内表面
脱片试验和胶塞中抗氧剂及硫化剂的提取试验及迁移

t/min
0

流动相A/%
85

流动相B/%
15

40

57

43

55

0

100

58

0

100

环素和9-硝基米诺环素3种杂质对照品。采用L929细

59

85

15

胞株对替加环素原料及以上3种杂质对照品进行体外

70

85

15

细胞毒性检测，初步探讨杂质的相对毒性。

量研究，考察了注射剂瓶与药品之间的相容性。
2.2.6

杂质的相对毒性评价
调研收集到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9-氨基米诺

2.2.7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加
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1mL约含乳糖0.2mg的溶液。

配伍试验
本品使用说明书中采用0.9%氯化钠注射液、

5%葡萄糖注射液或者乳酸林格氏注射液进行溶解配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取乳糖对照品适量，精密

制。经测定，3种注射液pH值均为酸性。替加环素在

称定，分别加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1mL中约含

水溶液中易氧化降解并发生差向异构体，替加环素

乳糖0.15、0.2和0.25m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1)、

水溶液在酸性条件下易发生异构化[7]。采用HPLC法

(2)和(3)。

测定替加环素在3种注射液中的有关物质变化情况，

系统适用性溶液的制备：取乳糖对照品与蔗糖

考察配伍稳定性。

对照品各适量，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3

1mL各含0.2mg的溶液。

3.1

结果与分析

色谱条件：用氨基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乙腈-

法定标准检验结果与分析
按现行质量标准检验，12批次样品均符合规

水(70:30, V/V)为流动相；流速为1.0mL/min；柱温为

定，合格率100%。

45℃。用蒸发光散射检测器检测(参考条件：漂移管温

3.1.1

度92℃，载气流速为2.6L/min)。进样体积10μL。

有关物质
各质量标准采用的高效液相色谱系统不统一；

系统适用性要求：系统适用性溶液色谱图中，

控制的已知杂质各不相同，但均检查了替加环素差

乳糖峰与蔗糖峰之间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理论板

向异构体；各杂质限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替加环

数以乳糖峰计算不得低于5000。以对照品溶液浓度

素差向异构体的限度为2.0%~3.0%，总杂质含量限度

的对数值对相应的峰面积的对数值计算线性回归方

为3.0%~6.0%。12批次样品均检出替加环素差向异构

程，相关系数(r)应不小于0.99。

体，含量在0.32%~0.79%范围内；12批次样品总杂质

测定法：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与供试品溶液，

含量在0.44%~0.82%范围内。样品中的杂质主要来源

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用线性回归方

是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见图1。

程计算供试品中乳糖的含量。

3.1.2

2.2.3

加速稳定性试验

含量测定
本 品 标 准 规 定 均 为 “ 应 为 标 示 量 的

分别称取不同生产企业替加环素原料53mg置

96.0%~116.0%”，12批次样品的标示量在

西林瓶中，用胶塞和铝盖密封。取去除外包装和标

103.2%~109.8%范围内，均值为106.2%，接近于限度

签的注射用替加环素和密封后的替加环素原料于

的中间值106.0%。

25℃、强光照射条件下放置和60℃放置5和10d后取

3.1.3

装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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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差向异构体。

1.00

A生产企业和B生产企业采用的原料检出的杂

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

0.80

总杂质

质个数均在10个以内，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分

含量/%

0.60

别为0.03%和0.09%，总杂质分别为0.09%和0.16%。

0.40

其余生产企业采用的原料检出的杂质个数均大于10

0.20
0.00

个，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在0.19%~0.59%范围
A1 A2 B

C1 C2 C3 D1 D2
生产企业

E

F1

F2

G

图1 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和总杂质含量柱形图
Column diagram of the epimer and total impurity content
of tigecycline

Fig. 1

12批次样品的装量差异RSD在0.07%~0.84%范
围内，批内差异良好。11批次样品的平均装量均在
0.15g左右，与处方量基本一致。D生产企业的两批
样品有一批平均装量低于0.13g，与处方量0.15g不
符，批间差异较大。
注射用替加环素为替加环素和乳糖(1:2)制成的无
菌冻干制品，D企业一批样品的平均装量明显低于其
他批样品，但替加环素标示量却与其他批样品处于同
一水平，推测是处方中另一成分乳糖添加量不够。
3.2

探索性研究结果与分析

3.2.1

为更好地控制有关物质分离效果，在国外药典
和进口注册标准的有关物质HPLC方法基础上，增加
了系统适用性溶液，色谱图见图2。综合国外药典和
进口注册标准，注射用替加环素已知杂质有8个，用
相对保留时间定性的未知特定杂质有5个，利用9-氨
基米诺环素、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9-硝基米诺环
素和米诺环素对照品确证了4个杂质；参照国外药典
和进口注册标准中的杂质相对保留时间，并依据降
解机理及质谱裂解规律，通过LC-MS推测出3个已知
杂质结构和2个特定杂质的可能结构，见表2。

mAU

75

1

25

2 345

0
-25

定杂质4、开环杂质、9-硝基米诺环素和醌类似物。
均检出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
A生产企业的两批样品检出有关物质个数均仅有两
个，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分别为0.39%和0.51%，
总杂质分别为0.40%和0.54%。其余生产企业检出的
杂质个数均大于5个，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在
0.36%~0.73%范围内，总杂质在0.52%~0.83%范围内。
从有关物质检出情况可以看出，制剂的有关物
质与原料的有关物质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主要还是
与制剂的生产工艺相关。
乳糖含量测定
文献报道，乳糖可显著减少替加环素的差向异
构化，从而提高稳定性，替加环素与乳糖质量比
为1:2时最佳 [8] 。采用建立的HPLC-ELSD法，测定
注射用替加环素中的乳糖标示量，乳糖标示量在
66.3%~96.1%范围内，D生产企业有一批样品的乳糖
标示量为66.3%，明显低于处方量，验证了该批平均
装量低于处方量是辅料乳糖添加量不够的推测。其
余11批次样品的的乳糖标示量在87.0%~96.1%范围
内，乳糖添加量均未达到处方量。
3.2.3

加速稳定性试验
替加环素原料于25℃强光照射和60℃放置5d和

10d后，有关物质均有所增加，氧化物、替加环素差
向异构体、醌类似物和特定杂质5变化明显，其中都

7

50

12批次注射用替加环素均未检出特定杂质2、特

(1)原料的有关物质变化

替加环素

100

(2)制剂的有关物质

3.2.2

杂质谱分析

125

内，总杂质在0.34%~1.05%范围内。

6

是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增加的最多。

10 11 12 13 14

89

替加环素原料经强光照射10d后，A生产企业和B
生产企业采用的原料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基本不

0

Fig. 2

10

20

30
t/min

40

50

60

图2 系统适用性溶液色谱图
Chromatograms for the system suitability solution

变，总杂质增加量分别为0.06%和0.13%；其余四个生
产企业采用的原料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增加量在
0.30%~0.48%范围内，总杂质增加量在1.49%~2.28%

(1)原料的有关物质

范围内。经60℃放置10d后，A生产企业和B生产企业

6批次替加环素原料均未检出特定杂质2、特定

采用的原料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增加量分别为0.01%

杂质4、9-硝基米诺环素和醌类似物，均检出替加环

和0.09%，总杂质增加量分别为0.12%和0.35%；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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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主要杂质归属
Tab. 2 The ascription of major impurtities

杂质编号

相对保留时间

杂质名称

结构推测方式

结构

来源推测

1

0.12

特定杂质1

—

—

降解杂质

2

0.23

特定杂质2

—

—

降解杂质

3

0.36

开环杂质

—

降解杂质

4

0.50

特定杂质3

LC-MS

降解杂质

5

0.55

氧化物

LC-MS

工艺杂质，降解杂质

6

0.64

9-氨基米诺环素

对照品

工艺杂质，降解杂质

7

0.74

对照品

工艺杂质，降解杂质

8

0.76

特定杂质4

—

—

降解杂质

9

—

未知杂质

—

—

降解杂质

10

1.20

9-硝基米诺环素

对照品

工艺杂质

11

1.25

醌类似物

LC-MS

工艺杂质、降解杂质

12

1.64

米诺环素

对照品

工艺杂质

13

1.67

三环类似物

LC-MS

工艺杂质、降解杂质

14

1.85

特定杂质5

LC-MS

降解杂质

替加环素差向异
构体

注射用替加环素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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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四个生产企业采用的原料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

含量低，加速稳定性试验表明第一类原料的稳定性

量增加量在3.20%~5.24%范围内，总杂质增加量在

强于第二类原料，说明第一类原料的晶型具有一定

6.48%~12.65%范围内。从结果可知，原料经强光照射

的优势。

后的的稳定性比高温放置后稳定性好，A生产企业和

(2)制剂的晶型

B生产企业采用的的原料稳定性最好。

通过对制剂的原始近红外光谱经数学处理后进

(2)制剂的有关物质变化

行聚类分析发现，7家生产企业的制剂之间差异并不

注射用替加环素在25℃强光照射10d后，替加

明显，X-射线粉末衍射特征峰基本一致。

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增加量均未超过0.1%，总杂

本制剂为替加环素与乳糖按1:2的比例制成的无

质增加量均未超过0.2%。于60℃放置10d后，生产

菌冻干粉(块状物)，虽然各生产企业的原料晶型和所

企业D制剂的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增加量在

用辅料乳糖的来源不尽相同，但其制剂工艺基本一

3.38%~4.03%范围内，总杂质增加量在3.32%~4.03%

致，替加环素原料与乳糖混合经溶解、过滤、冷冻

范围内；其余6个生产企业制剂的替加环素差向异构

干燥等步骤处理后，其晶型已趋于一致，因此7家企

体含量增加量在1.43%~2.25%范围内，总杂质增加量

业制剂产品的近红外光谱和X-射线粉末衍射特征峰

在1.28%~2.27%范围内。从结果可知，制剂经强光照

的差异并不明显。

射后的的稳定性比高温放置后稳定性好，其中生产
企业D的制剂经高温放置后稳定性最差。
A生产企业和B生产企业制剂的替加环素差向异

有关物质考察中，发现A和B生产企业的制剂中
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和总杂质含量并没有明显低于其
他生产企业制剂，由此推测注射用替加环素的质量跟

构体明显增加，与其采用的原料的稳定性不一致。

原料无明显相关性，主要与制剂生产工艺相关。

制剂的稳定性与原料无相关性。

3.2.5

包材与药物相容性研究

本次抽验收集到A、D和F生产企业的各2批次样

本次抽验的样品为低(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品，以及C生产企业的3批次样品，将同一生产企业

包装，均使用注射用冷冻干燥无菌粉末用卤化丁基

不同批次样品在60℃放置10d后的替加环素差向异构

橡胶塞，铝盖封口。卤化丁基橡胶塞又分为氯化和

体含量的增加量进行比较，A生产企业两批次样品

溴化两种。除C生产企业使用的是覆膜胶塞，其余生

的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的增加量分别为2.06%和

产企业均使用普通胶塞。

2.25%，C生产企业三批次样品的替加环素差向异构

通过注射剂瓶(西林瓶)与注射用替加环素相容

体含量的增加量分别为2.05%、2.06%和2.06%，F生

性试验, 说明药液与注射剂瓶内表面之间未发生明显

产企业两批次样品的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的增加

的As、Cd、Hg、Pb、V、Mo、Se、Co、Sb、Ba、

量分别为1.65%和1.68%，同一个生产企业不同批次样

Li、Cr、Cu、Sn和Ni等15种离子的迁移。

品的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增加量基本一致。D生

注射剂瓶脱片试验，结果显示大部分样品内表

产企业的两批次样品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含量的增加

面光洁，无明显可见脱片或者异物；E生产企业的注

量分别为3.38%和4.03%，其中乳糖含量低的替加环

射剂瓶内表面存在较多脱片或者异物，但样品0月、

素差向异构体含量的增加量比乳糖含量正常的样品大

加速1月、加速2月注射剂瓶内表面脱片与可见异物

0.65%，其稳定性不如乳糖含量正常的样品。

不呈逐渐增多的趋势，说明样品内表面与药品相容

3.2.4

性良好。法定检验中，E生产企业样品的不溶性微粒

原料和制剂晶型
(1)原料的晶型

检查结果也偏高，提示该企业应注意加强对注射剂

通过对不同生产企业采用的替加环素原料近红

瓶的安全性能(如内表面耐水性)以及不溶性微粒和可

外光谱聚类分析，替加环素原料可分为两类。A生产

见异物的检查。

企业和B生产企业采用的原料为第一类，其性状为黄

B生产企业的胶塞提取实验中检测出抗氧剂

色粉末，X-射线粉末衍射图谱中有明显衍射峰；其

BHT，平均含量为0.0047%，其他生产企业胶塞样品

余生产企业采用的原料为第二类，其性状均为橙色

均未检测出抗氧剂BHT, 符合欧洲药典5.0“3.1.6”

粉末，X-射线粉末衍射图谱中无明显衍射峰。

项下规定的抗氧剂总量不得过0.3%的限度要求。所

有关物质考察结果显示第一类的两个原料杂质

有生产企业的胶塞均检出可提取S，平均含量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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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0.0102%。注射用替加环素在加速放置[试

1.2

验温度(40±2)℃]零个月、一个月及两个月后均未检

1
含量%

测到迁移出的抗氧剂BHT和可提取S。
综合以上实验，目前企业采用的药品包装材料
对注射用替加环素的质量和使用安全性没有影响。
3.2.6

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
稀溶液
浓溶液

0.8
0.6
0.4
0.2

杂质的相对毒性评价

0

本次抽验收集到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9-氨基

氯化钠

米诺环素和9-硝基米诺环素三种杂质对照品。采用
L929细胞株进行体外细胞毒性检测，毒性强度顺序

2

为替加环素、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9-硝基米诺环

1.5
含量%

素、9-氨基米诺环素，见图3。从构效上分析，差向
异构体毒性弱于替加环素，9位碳上接氨基活性效果
120.0

0

相对增殖率/%

80.0
替加环素

40.0

差向异构体

20.0

9-氨基米诺环素
9-硝基米诺环素
2000 1000 500 250 125 62.5 31.2 15.6 7.8 3.9
浓度/(μg/mL)

图3 替加环素及其杂质毒性的构效关系
Fig. 3 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 of tigecycline and its
impurity toxicity

3.2.7

总杂质
稀溶液
浓溶液

1

100.0

0.0

乳酸林格氏

0.5

弱于接硝基。

60.0

葡萄糖
配伍溶液

配伍试验

氯化钠

葡萄糖
配伍溶液

乳酸林格氏

图4 配伍试验替加环素差向异构体和总杂质含量比较图
Fig. 4 Compatibility test comparison of the epimer and total
impurity content of tigecycline

检测方法和限度各不相同，对于目前已知的替加环
素杂质、未知的特定杂质未能全部进行监控，可能
造成部分杂质漏检，影响样品质量和用药安全性。
建议对质量标准进行统一提高。
生产工艺的不稳定和乳糖含量偏低，使替加环
素和乳糖的实际处方比例未能达到真正的1:2，建议
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监控乳糖的标示量，保证处
方能够切实实施，增加储藏期的替加环素稳定性。

按照使用说明书中药物配制与处理中的配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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