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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中国药典》溶出度检查法情况介绍

⼀一、⽅方法（仪器器装置）

⼆二、测定法（操作⽅方法）

三、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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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一、⽅方法（仪器器装置）2010年年版 -- 上⼀一版 

!溶出度测定法

"第⼀一法（篮法）

"第⼆二法（桨法）

"第三法（⼩小杯法）

!释放度测定法

"第⼀一法（篮法）

"第⼆二法（桨法）

"第三法（桨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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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年版 -- 上⼀一版 

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一、⽅方法（仪器器装置）

2010年年版 — 上⼀一版 2015年年版 — 现版

溶出度测定法

释放度测定法
0 9 3 1 溶出度与释放度测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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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一、⽅方法（仪器器装置）

 ChP201
5 协调后 EP9.4 JP17 USP4

1 2020

篮法 同 + + + + +
桨法 同 + + + + +
⼩小杯法 ⼤大异   +
桨碟法 ⼩小异 + + +

转筒法 同 + + +

往复筒法 ⽆无  + + +
流池法 ⽆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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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一、⽅方法（仪器器装置）-- ⼩小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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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一、⽅方法（仪器器装置）--⼩小杯与⼩小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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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溶出仪

    《中国药典》收载的第三法 （⼩小杯法）可视为⼩小的
桨法。

    当年年，是为了了解决⼩小规格、低紫外吸收固体⼝口服制
剂的溶出度测定⽽而产⽣生。

    如今，通过含量量测定⽅方法的选择，以前的难题已基
本化解。因此，今后，⼩小杯法不不再会有发展，以前存在
的⼩小杯法也会逐渐被取代。

⼀一致性评价



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一、⽅方法（仪器器装置）-- 桨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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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仪器器装置）-- 桨碟法

• 41.2mm
• 92 mm

5倍



桨碟法

     BP   USP ChP2010

碟直径(mm) 41.2 41.2 92

球冠⾼高(碟距容器器底距
离)(mm) 3.3 3.3 29

球冠体积(死体积)(mL) 2.91 2.91 109.16

桨叶上端距杯底距离(mm) 48.3 48.3 73

最⼩小浸没体积(mL) 91.2 91.2 4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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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仪器器装置）--桨碟法



Click to edit Master title style⼀一、⽅方法（仪器器装置）-- 桨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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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法（篮法）

• 第⼆二法（桨法）

• 第三法（⼩小杯法）

• 第四法（桨碟法） 原释放度测定法中的第三法（⽤用于透⽪皮贴剂）
                                                           ⽅方法1，⽅方法2

• 第五法（转筒法）新增⽅方法

• 下⼀一步

《中国药典》溶出度检查法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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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点：

#10mm，不不⼩小于

#10mm处

⼆二、测定法 -- 取样点

⼆二、测定法 -- 取样点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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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原位光纤实时测定法测定

时，赋形剂的⼲干扰应可以忽略略，或可

以通过设定参⽐比波⻓长等⽅方法消除；原

位光纤实时测定主要适⽤用于溶出曲线

和缓释制剂溶出度的测定。

⼆二、测定法 -- 取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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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典溶出度结果判定的沿⾰革 ⑴
阶
段
数
量量 1985 1990-1995 2000

1 6

测定6⽚片，
每⽚片的
溶出量量
均应符
合规定

6⽚片中，每⽚片的溶出量量按标示量量
计算，均应不不低于规定限度(Q)。
         如6⽚片中。有1~2⽚片低于Q，
但不不低于Q-10%，且其平均溶出
量量不不低于规定限度时，仍可判为
符合规定

6⽚片中，每⽚片的溶出量量按标示量量计
算，均应不不低于规定限度(Q)。
        如6⽚片中，如有1⽚片低于Q，
但不不低于Q-10%，且其平均溶出
量量不不低于规定限度时，仍可判为
符合规定。

2 6

如有1⽚片
低于规
定量量，
应重测6
⽚片，均
应符合
规定

6⽚片中，有1⽚片低于Q-10%，应另
取6⽚片复试。
        初、复试的12⽚片中，仅有1~2
⽚片低于Q-10%，且其平均溶出量量
不不低于规定限度时，仍可判为符
合规定。

6⽚片中，有1⽚片低于Q-10%，应另
取6⽚片复试。
          初、复试的12⽚片中，仅有2
⽚片低于Q-10%，且其平均溶出量量
不不低于规定限度时，仍可判为符
合规定。

三、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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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典溶出度判定限度的变迁⑵
阶
段
数
量量 2000 2005

1 6

6⽚片中，每⽚片的溶出量量按标示量量计算，
均应不不低于规定限度(Q)。
        如6⽚片中，如有1⽚片低于Q，但不不低
于Q-10%，且其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规定
限度时，仍可判为符合规定。

6⽚片中，每⽚片的溶出量量按标示量量计算，
均应不不低于规定限度(Q)；
     如6⽚片中，如有1~2⽚片低于Q，但不不低
于Q-10%，且其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Q时，
仍可判为符合规定。

2 6

6⽚片中，有1⽚片低于Q-10%，应另取6⽚片
复试。
          初、复试的12⽚片中，仅有2⽚片低于
Q-10%，且其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规定限
度时，仍可判为符合规定。

6⽚片中，有1⽚片低于Q-10%，但不不低于Q-
20%；应另取6⽚片复试。
     初、复试的12⽚片中，有1~3⽚片低于Q，
其中仅有1⽚片低于Q-10%，但不不低于Q-
20%，且其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Q时，仍可
判为符合规定。

2010年年版、2015年年版同2005年年版（05版延续到现在）

三、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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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外主要药典的溶出度判断标准
阶
段
数
量量 USP/EP/BP/JP/Int.P/IP JP BP

1 6

6⽚片中，每⽚片的溶出量量均不不
低于限度（Q）+5%

*若正⽂文中没有规定Q
值，按下列列标准判断：
6⽚片中，每⽚片的溶出量量
均不不低于限度。

BP正⽂文各品种适⽤用于下列列判
断标准：
测定6⽚片，除另有规定外，45
分钟时每⽚片的溶出量量应不不低于
70%；

2 6

12⽚片 （阶段1+阶段2）的平
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 Q，且每⽚片
均不不低于Q-15% 

如有1~2⽚片低于规定量量，
应重测6⽚片，6⽚片应全
部符合规定

如有1⽚片低于规定值，另取6⽚片
复试，复试的样品均应符合规
定。

3 12

24⽚片（阶段1+阶段2+阶段3）
的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Q，并
未有多于2⽚片低于 Q-15%，
且每⽚片均不不低于 Q-25% 

三、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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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药典和国外药典溶出度结果
判定依据的⽐比较

阶
段

数
量量 USP/EP/BP/JP/Int.P/IP 中国药典

1 6

6⽚片中，每⽚片的溶出量量均不不
低于限度（Q）+5%

（1）6⽚片中，每⽚片的溶出量量按标示量量计算，均应不不低于规
定限度(Q)；
（2）6⽚片中，如有1~2⽚片低于Q，但不不低于Q-10%，且其
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Q%。

2 6

12⽚片 （阶段1+阶段2）的平
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 Q，且每⽚片
均不不低于Q-15% 

（3）6⽚片中，有1~2⽚片低于Q，其中仅有1⽚片低于Q-10%，
但不不低于Q-20%，且其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Q%。可复试。
      另取6⽚片复试；初、复试的12⽚片中，有1~3⽚片低于Q，
其中仅有1⽚片低于Q-10%，但不不低于Q-20%，且其平均溶
出度不不低于Q% 

3 12

24⽚片（阶段1+阶段2+阶段3）
的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Q，并
未有多于2⽚片低于 Q-15%，
且每⽚片均不不低于 Q-25% 

三、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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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USP ChP

Q
Q+5

Q-10
Q-15
Q-20

Q-25

试验数量量 协调 ChP

6 每⽚片溶出量量
≥Q+5% 

每⽚片溶出量量≥Q ；

如1~2⽚片＜Q，但不不低于Q-10%，
且其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Q%；

判定合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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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USP ChP

Q
Q+5

Q-10
Q-15
Q-20

Q-25

试验数量量 协调 ChP

6⽚片

未满⾜足每⽚片溶出量量≥Q+5% ；
且每⽚片均不不得低于Q-15%；
不不多于2⽚片低于Q-15%， 
但不不低于Q-25% ，可复试

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Q， 1~2⽚片
低于Q，其中仅有1⽚片低于Q-
10%，但不不低于Q-20%，可
复试

判定可复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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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USP ChP

Q
Q+5

Q-10
Q-15
Q-20

Q-25

试验数量量 协调 ChP

6
12⽚片中，平均溶出量量
不不得低于Q，且每⽚片
均不不得低于Q-15%

12⽚片，平均溶出度不不低于Q% ，
有1~3⽚片低于Q，其中仅有1⽚片低
于Q-10%，但不不低于Q-20%，

判定合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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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USP ChP

Q
Q+5

Q-10
Q-15
Q-20

Q-25

试验数量量 协调 ChP

6
12⽚片中，平均溶出量量不不得低于Q，
1⽚片~2⽚片低于Q-15%， 且不不得
低于Q-25% ，可复试

判定的最终阶段，
不不再复试

判定可复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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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阶段

USP（第三阶段) ChP（第⼆二阶段)

Q
Q+5

Q-10
Q-15
Q-20

Q-25

协调（第三阶段) ChP（第⼆二阶段)

24⽚片 ，平均溶出量量不不低于Q，
不不得有多于2⽚片低于Q-15%，
且不不得低于Q-25% 

12⽚片，平均溶出度不不低于Q% 
有1~3⽚片低于Q，其中仅有1⽚片低
于Q-10%，但不不低于Q-20%

判定的最终阶段，不不再复试 判定的最终阶段，不不再复试

判定合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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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典和国外药典协调后的溶出度判定标准⽐比较

三、结果判定

6⽚片 12⽚片 24⽚片

Q
Q+5

Q-10
Q-15
Q-20

Q-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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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判断标准的思维⽅方式有所不不同。

ChP：⾸首先6⽚片溶出量量均应达到⼀一个限度，即Q，若
有个别⽚片达不不到Q，则认为是偶然事件，可接受；如
不不是个别，或是有个别但差距⼤大，或⼤大⼤大低于Q，直
接枪毙，中间状态可复试6⽚片，看是否是偶然事件，
是，合格，否则，不不合格。

USP/EP/JP（协调后）：第⼀一阶，⾸首先把⻔门槛提的⾼高
⾼高，给⼈人以标准提⾼高很多的印象，但如果达不不到也不不
会判为不不合格，还可⼀一⽽而再，再⽽而三的复试，复试的
判断标准⼜又降得较低，最终⼜又往往得出合格的结论。

三、结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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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编
号

USP/EP/BP/JP/Int.P/IP 中国药典

1 相对复杂 简洁、清晰

2 实验样品多 实验样品少

3 质量量区分性相对强些 质量量区分性相对稍差

4 利利于促进⽣生产企业提⾼高
产品溶出的意识

企业易易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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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结论

1. 不不存在ChP的限度需 + 5才能执⾏行行USP判断

2. 如果执⾏行行USP/EP/JP（协调后）判断依据，
国内产品不不会出现⼤大⾯面积的不不合格。若部分
产品在不不合格边缘，则会增加检验⼯工作量量。

3. 总⽽而⾔言之， ChP的结果判定和USP/EP/JP
（协调后）标准在宽严⽅方⾯面并⽆无明显的质的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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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

" 基于PDG协调出了了⼀一个统⼀一的标准

" 基于USP/EP/BP/JP/Int.P/IP均采⽤用了了协调后的标准

" 基于ChP的结果判定和USP/EP/JP（协调后）标准在宽严
⽅方⾯面并⽆无明显区别

" 基于⽬目前国情、国⼒力力，是否“独树⼀一帜”？

      好处：采⽤用国际统⼀一判断限度，利利于与国际接轨，这也
是协调的本源。

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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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P

平均溶出量量 RSD
平均溶出量量，⼀一定的范围
⽽而不不是：不不低于Q

RSD要⼩小

类似于：“含量量均匀度” ⼀一要中⽬目标（Q），
⼆二要不不乱跳（R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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