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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HPLC 相比，用 TOC 分析进行清洁验证的优势
科技的发展和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全球制药工业开始
衡量提高效率和产量的其他途径。在这个竞争激烈
的行业中，至关重要的是降低过高的成本，消除那
些不必要且冗长的验证工作，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
药品质量。过去几年里，将总有机碳TOC分析这种非
专属性方法用于清洁验证的做法受到了越来越多关
注，因为事实证明，高效液相色谱（HPLC）之类的
专属性分析检测是清洁验证过程中的瓶颈，在很大
程度上造成了设备在清洁之后的停工期。
本文探讨的是与传统的分析方法相比，用非专属性
方法进行清洁验证的优势，帮助制药行业认识到使
用TOC分析这种新方法后，资源生产力的增强、产量
的提高、设备停工期的减少和收入的增加。

为什么采用 TOC 进行清洁验证
进行清洁验证越来越多的公司利用 TOC 分析来进行
清洁验证，因为它比其它方法更快速、简便和经济。
TOC 方法可以获得较高的样品分析量，减少清洁验证
规程的执行时间。即使是对一般认为不溶于水的化
合物和生物技术行业里常见的大分子蛋白也同样实
用。此外，FDA 已经将 TOC 方法 1 规定为检测污染
物残留的标准程序。
在清洁验证调查中，经常需要根据一个以上的目标
残留物或化合物建立接受标准限制。HPLC 的局限性
在于，它在一次试验中，只能检测一种残留物。因
此在清洁验证中，多种化合物就需要多个分析实验
才能完成。在这些实验中许多无法预料到的污染物
和清洁剂可能会被忽略，在色谱中就会显示出许多
不明的峰。由于 TOC 是一种非专属性方法，所以可
检测到超过一种的目标化合物。

HPLC 的最大缺点：假峰、管制审查、
高额的维修费用
由于设置和分析耗时过长，使用 HPLC 的结果经常是，
要花一两天的时间才能认证设备符合清洁标准，由
此造成生产停机。（HPLC）不明的峰以及高额的维
修费用都是导致停工的原因。另外，在对制药设施
进行检查后，FDA 发出的警告信中，HPLC 是被引用
最多的分析方法。近期的警告信所提到的问题有，
HPLC 方法会导致不充分的检测，无法确定不明的峰，
无法在使用之前校正仪器，检测的线性程度低，仪
器准确度的不足，无法在分析之前使仪器达到合适
状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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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运行 HPLC 仪器的操作人员培训及认证程度不
足也受到高度关注。一封最近的警告信写道：
“……HPLC 测试的流程不全面，因为样品的运行时间
和保留时间……在你们提供的实验方法里没有确定。
我们的调查员发现贵实验室的员工习惯性地在活性
峰洗脱后停止色谱的运行，导致不能检测到在活性
峰之后洗脱的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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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这方面的监督，说明 FDA 意识到了 HPLC 的缺
点 。 这 些 认 识 在 FDA “Guide to Inspections of
Pharmaceutical Quality Control Laboratories"
（《FDA 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审查指南》）中得到
了进一步体现。“有时公司员工没有受到充分的培训，
也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弄清需要进一步调查和解释的
情况。所以他们在遇到色谱中无法解释的峰时，就
将其忽略，而不是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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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用 HPLC 分析进行清洁验证会有许多不确
定因素。不明的峰，也就是“假峰”，是不确定因素之
一，可导致冗长的排除困难时间和验证操作的失败。
以往的进样、污染物、气泡、柱内的污垢，磨损的

保护柱，以及样品中痕量的污染物和清洁剂都是导
致 HPLC 需要更换组件的因素。比如，磨损的聚合物
接头或管材，被污染的保护柱会影响峰形，需要更
换。根据峰形的变化，保护柱需要每周甚至每天更
换，这大大地增加了计划外的维修费用。

拥有成本

器的校正等。由于有不能确定的化合物以及仪器正
常运行所需的众多复合组件，HPLC 的操作费用会增
加。

由 HPLC 引起的停产所耗成本
表 1 显示的“停工期计算”比较了制药工业中常用于清
洁验证的分析方法所引起的停产造成的相关费用。

一般情况下，一台 TOC 分析仪的价格比一台 HPLC 仪
器低 37%。大部分制药设施中都有在线 TOC 分析仪
用于确认 USP 标准的纯水使用。同一台分析仪可用
于纯水检测和清洁验证，节省了一大笔购买资金。
另外，TOC 分析的操作费用也要比 HPLC 仪器低 40%
到 80%。TOC 不会占用额外的时间来进行频繁的维
修，无需更换柱子以及去除污染物，更不使用具有
良好脱气性的溶剂，及每天进行柱子的平衡和检测

“停工期计算”显示制药公司使用 HPLC 和 TOC 按 315
个生产日（每个工作日 24 小时，每周工作 7 天），
生产一种“大受欢迎”的制剂。5 使用 750 种资源进行
药物产品生产，产品年毛利为$2,500,000,000。用
TOC 来进行清洁验证，制药企业由停产所造成的花费
可降低 97%。

表 1. 停工期计算
HPLC

TOC

影响因素和假设条件

企业每小时成本计算
（企业每小时创造的价值）
产品一年的毛利

$2,500,000,000.00

$2,500,000,000.00

除以总生产时间

7560

7560

$330,687.83

$330,687.83

$330,687.83

$330,687.83

等于每小时创造的价值

假设新颖/受欢迎的产品
假设 315 个生产日，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

员工停工期
（一个员工每小时为企业创造的平均价值）
企业每小时创造的价值
除以在岗员工人数
等于每一个员工每小时创造的价值

750

750

$440.92

$440.92

由于设备不能投产而导致的停工期
（设备由于各种因素不能进行投产的平均时间）
用于排除困难和操作仪器的人工时间
乘以员工每小时平均创造的价值
等于停产期所消耗的成本

16.75

0.75

$440.92

$440.92

$7,385.36

$330.69

25.75

0.75

员工停产期所耗成本
（公司等待重新投产引起的叠加性成本）
生产设备停产的时间

$330,687.83

$330,687.83

等于员工停工期所耗的成本

$8,515,211.64

$248,015.87

停工期总成本

$8,515,211.64

$248,015.87

乘以公司每小时创造的平均价值

参与该过程的人数

表 2. 棉签法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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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物质

溶解度
（根据默克索引）

实际溶解度

TOC 溶解度

HPLC 回收

TOC 回收

磺胺醋酰

微溶

>10,000 ppm

>5,000 ppm

91.00%

93.10%

磺胺苯酰

难溶

300 ppm

127 ppm

71.20%

78.00%

磺胺噻唑

难溶

600 ppm

254 ppm

82.40%

86.50%

非专属性方法的简便性
HPLC 操作要求随时关注样品的分析，员工需进行专
门的培训。TOC 分析不需要专门的培训，将分析方法
开发时间降低 60%。TOC 还可以减少最终用户的决
定点，消除停工期和人工造成的错误，优化清洁验
证和认证过程。简化的 TOC 备案过程可确保合规性
和促进实时备案，这样可以加快所检查仪器、检查
结果的认可过程。因此可以尽快恢复生产，这一点
对制药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不溶有机物的回收百分比
对于非专属性方法的使用，有人认为如果有不溶有
机物，用 TOC 进行清洁验证的回收率较差，回收百
分比不可能超过 50%。表 2 比较了用 HPLC 和 TOC
对三种“不溶有机物”进行分析的棉签法回收百分比。

TOC 在 20 毫升水中回收浓度为 4μg/cm2 或百万分之
一的试样，反应有效率在 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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