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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溶出试验仪计量校准方法研究

阮   俊， 张绍旺， 饶   杰， 龚   榕
(云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228)

摘　要: 药物溶出试验仪是检测活性药物从制剂中溶出速率和程度的设备，是在体外对体内药物生物利用度进行研

究和评价的有效替代仪器。针对我国目前尚无该设备的国家校准规范的情况，该文从设备的物理性能入手，探讨仪

器的计量特性和校准方法，提出校准项目和技术指标：控温误差（37 ℃±0.5 ℃）、温度场均匀性（≤0.5 ℃）及温度波

动度（36.7~37.3 ℃）、转速相对误差（±4%）、定时器的计时相对误差（±2%）。用该校准方法对药物溶出试验仪进行校

准，证明方法可行，目前已在云南省计量校准检测工作中得到实施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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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calibration method of the drug dissolution test instrument

RUAN Jun,   ZHANG Shaowang,   RAO Jie,   GONG Rong

(Yunnan Institute of Measuring and Testing Technology, Kunming 650228, China)

Abstract:  The  drug  dissolution  test  instrument  is  the  equipment  to  detect  the  dissolution  rate  and  degree  of
active drugs from the preparation. It is an effective substitute for the study and evaluation of the bioavailability
of  the  drug in  vitro.  At  present,  there  is  no national  calibration standard for  this  equipment  in  China.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equipment, to explore the measurement and calibration method of the
instrument, the proposed calibration project and technical index, temperature control error (37 ℃±0.5 ℃), the
homogeneity  of  temperature  field  (≤0.5 ℃)  and  temperature  fluctuation  (36.7-37.3 ℃),  relative  error  of
rotational speed (±4%), timing relative error of timer (±2%). This method is proved to be feasible, and has been
applied in yunnan province.
Keywords: temperature control error; homogeneity of temperature field; temperature fluctuation; relative error
of rotational speed; timing relative error of timer

0    引　言

药物溶出试验仪（以下简称溶出度仪）是检测

药物成分从片剂、胶囊剂或颗粒剂等制剂在规定条

件下溶出情况的一种体外试验装置 [1]。我国新版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规定，所有关系到药品

生产质量控制的仪器都必须经过校准。校准是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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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条件下，为确定计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示值，或

实物量具或标准物质所代表的值，与相对应的被测

量的已知值之间关系的一组操作，而溶出度仪的校

准则是保障药品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措施。美国是该

领域的开拓者和发展者，已有 50年的研发历史，拥

有多种校准用标准片。我国市场上溶出度仪品牌种

类较多，各仪器厂商根据自家仪器制定内部操作规

程进行自校准，适用范围窄，所用工具、测量方式、

测量成本差异程度大[2-3]。国内校准溶出度仪的方法

现有机械方法和化学方法 2种。机械方法主要是对

仪器的外观检查、搅拌桨摆动幅度和转篮摆动幅度

的检查、转杆垂直度的检查；化学方法国内厂家目

前是用水杨酸标准片来进行自校准。我国目前尚无

该设备的国家校准规范，究其原因是还没有确定校

准该设备的国家级标准物质。本文从设备的物理

性能即温度 [4-5]、转速 [6]、时间 [7-9]着手来探讨其校准

方法。

1    设备原理

溶出度是指在规定条件下活性药物从制剂中溶

出的速率和程度[1]。溶出度仪是为溶出度测定法提

供一种微机控制的机电一体化试验设备，是测量药

品溶解程度，模拟口服固体制剂在胃肠道中崩解和

溶出的体外简易试验设备，是在体外对体内药物生

物利用度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有效的替代仪器，也是

保证和衡量固体口服制剂生产工艺及质量是否合理

和稳定的一项重要手段。其主要由电动机、恒温装

置、转篮、搅拌桨、溶出杯及杯盖等组成，如图 1所

示。该仪器采用四柱支撑结构形式，有双排十二杯

十二杆、双排八杯八杆、双排四杯四杆、单排六杯六

杆等结构；机头有固定式和电动升降式，机械性能

稳定；具备温度的控制、转速的调节、时间的设定

3项基本功能。

2    校准条件

2.1    环境条件

温度为 10~35 ℃；相对湿度不大于 85%；操作

环境应洁净无尘。

2.2    校准用设备条件

温度计或测温装置至少 2套，测温范围 30~
40 ℃，温度修正值的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 0.1 ℃
（k=2），分辨力不大于 0.05 ℃；转速表不低于 0.1
级；秒表 10 min内最大允许误差±0.07 s。
2.3    被校准仪器的前期检查

根据仪器说明书的要求，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为

220V±22 V，操作环境应洁净无灰尘，仪器不应受强

光直射，周围无强磁场、电场干扰，无强气流及腐蚀

性气体，应避免其他冷、热源影响。

检查并确认是否所有用于校准该设备的标准器

其计量性能都符合要求。

检查溶出度仪外壳是否平整、清洁，无影响其

功能的缺陷，仪器应标明制造单位名称、型号、出产

编号、制造日期，国产仪器还应有计量器具制造许

可证标志及编号，仪器的转篮、搅拌桨、溶出杯等应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要求，无影响计量

特性的缺陷。

3    校准项目及方法

3.1    控温误差的校准

溶出度仪主要模拟人体内环境进行测量，如水

浴温度超出人体正常值则会影响药物的溶出度，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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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溶出度仪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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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测量结果不准确，因此要对该指标进行校准[10]。

TA

TB TM

使用温度计或测温装置，向溶出度仪水浴槽中

加入蒸馏水至刻度线后开机，将温度设定为 37.0 ℃
并加热，将温度计插入溶出度仪 A溶出杯摆放区域

内，达到热平衡后温度计测量该处温度 3次，取平

均值得到 。采用同样方法依次测量每个溶出杯

摆放区域，得到温度值 ，···， ，按下式计算各点

的温度误差：

∆Ti = 37.0−
(
Ti+∆T0

)
(1)

∆Ti式中： ——温度误差，℃；

Ti—各溶出杯摆放区域温度测量的平均

值，℃；

∆T0——温度计的修正值，℃；

i——溶出杯摆放区域（A~M）。

∆Ti取偏离 37 ℃ 最大值的 作为该溶出仪的最

大温度误差[11]。按照CFDA2016指导原则/FDA(DAP-
LOP.002)要求，各溶出杯内溶出介质的温度均应

为 37 ℃±0.5 ℃。

3.2    温度场均匀性及波动度的校准

溶出度仪的水浴箱处于额定温度，并已达到热

稳定状态，箱内各溶出杯之间的温度差异及单杯中

的温度波动十分重要，直接影响药物在各溶出杯中

的溶出速率，所以应对其进行校准[12-13]。

3.2.1    温度场均匀性

T IA T IIA

T IB

T IIB

温度设定为 37.0 ℃，将温度计Ⅰ插入溶出度仪

工作区域任意位置固定，另一支温度计Ⅱ插入溶出

度仪溶出杯摆放区域 A，热平衡后测量水温，测量

顺序为Ⅰ→Ⅱ→Ⅱ→Ⅰ，不少于 2个循环，取平均

值得到温度计测量值 、 。将温度计 II插入

溶出度仪溶出杯摆放区域 B,按上述方法得到 和

，则位置 A和 B之间的温差为

∆TA−B =
∣∣∣∣(T IIA−T IIB

)
−
(
T IA−T IB

)∣∣∣∣ (2)

∆TA−C

按上述方法还可以得到工作区域中 A和 C之

间的温差 ，位置 B和位置 C之间的温差可按

下式计算：
∆TB−C = |∆TA−C−∆TA−B| (3)

依此类推，可以得到所选全部位置之间的温

差，取其中最大温度差值作为该溶出仪的温度场均

匀性。按照 CFDA2016指导原则 /FDA(DAP-LOP.
002)要求，各溶出杯内溶出介质的温度均匀性应为

0.5 ℃。

3.2.2    温度波动度

温度设定为 37.0 ℃，将温度计Ⅰ放置在有代表

性的溶出杯摆放区域，热平衡后每隔 1 min测量

1次温度，不少于 16组数据（并不少于一个温度波

动循环），取其中最小值与最大值的范围作为溶出

度仪的温度波动度 (36.7 ~ 37.3 ℃)。
温度波动度 = Tmin ∼ Tmax (4)

Tmin式中： ——温度计 I在同一溶出杯摆放区域最小

温度值，℃；

Tmax——温度计 I在同一溶出杯摆放区域最大

温度值，℃。

3.3    转速相对误差的校准

溶出度仪的转篮（搅拌桨）转速分别可设定为

25 r/min、50 r/min、100 r/min和 200 r/min，或其他常

用转速，其准确度也会影响药物的溶出度，故应对

该参数进行校准。

将转篮（搅拌桨）转速分别设定为 25  r/min、
50 r/min、100 r/min和 200 r/min，或其他常用转速

（最大允许误差为±4%），不少于 3点。各点用转速

表测量 3次，取平均值为该点的测量值，按下式计

算转速相对误差：

∆ω =
ω−ω0

ω0
×100% (5)

∆ω式中： ——仪器的转速相对误差，%；

ω——转速表 3次测量的平均值，r/min；
ω0——转速设定值，r/min。

3.4    定时器的计时相对误差的校准

在测量药物溶出度的过程中，通常要设定计时

器，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测量，如果计时不准确，将会

误导实验人员观测药物的溶出度，因此要对该参数

进行校准[14]。

∆t

分别设置定时器时间点为 2 min、5 min、10 min
（计时误差为±2%），各点用秒表测量 3次，取平均

值为该时间点的测量值，按式（6）计算计时相对误

差，取最大的 为该溶出仪定时器的计时相对误差。

∆t =
t− t0

t0
×100% (6)

∆t式中： ——定时器的计时相对误差，%；

t——秒表 3次测量的平均值，min；
t0——仪器设定值，min。

4    校准实验

为了验证该校准方法的可行性，对天津市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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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RC806D药物溶出试验

仪按本方法进行校准，结果见表 1。

使用本校准方法评定得到药物溶出试验仪温度

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0.12 ℃，k=2；温度均匀

性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0.05 ℃，k=2；温
度波动性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0.08 ℃，

k=2；转速 25~200 r/min示值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

为 U=0.56%~1.2%，k=2；定时器的计时 2~10 min相

对误差的扩展不确定度为 U=0.15%~0.7%，k=2。
由表 1可知，该仪器的各项指标均符合校准项

目指标的要求，本文校准方法能够合理、准确地评

价药物溶出试验仪的性能，为从事该校准的技术人

员提供参考。

5    结束语

本文药物溶出试验仪校准方法是根据仪器原理

进行设计的，能有效地检测溶出度仪的准确性和安

全性,确保药物成分从片剂、胶囊剂或颗粒等制剂在

规定条件下溶出的速度和程度准确、有效、可靠。

校准技术和方法已经在云南省计量校准检测工作中

得到了实施和应用,成为 JJF(滇)13——2017《药物

溶出试验仪校准规范》。但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只能校准设备空载的情况，无法验证转篮的清洁

度、搅拌桨的清洁度、脱气等因素的影响等。因此，

下一步将研制药物溶出试验仪系列国家标准物质，

将其引入校准过程，更为全面、完整地考核设备，使

我国药物溶出试验仪校准方法取得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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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药物溶出试验仪校准结果

校准项目 技术指标 校准结果

控温误差 37 ℃±0.5 ℃ 37 ℃±0.21 ℃

温度场均匀性 ≤0.5 ℃ 0.17 ℃

温度波动度 36.7~37.3 ℃ 36.92~37.15 ℃

转速相对误差 ±4% 1.4%

定时器的计时相对误差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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