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用辅料

先进的药用辅料表征仪器组合

通过在每个步骤对粉体进行测试，确保所选药用辅料可提高固体剂型的下述属性：
稳定性 | 含量均匀性 | 抗缺陷性 | 溶解速率 | 生物可利用性

密度、颗粒尺寸、可
压缩性和流动性可用
于定义颗粒强度和均
匀性，以及干燥后的
水分损失。

可通过观察孔隙度、
密度、颗粒尺寸和内
聚力来研究颗粒水分
含量。

干燥

湿法制粒

Autotap | Ultrapyc | NOVAtouch 系列 | VSTAR

输入
材料

固体
剂型

混合

测量比表面积、固体密度和水吸附

比表面积在药物粉体、成分、API 和药用辅料的净化、加工、混合、制锭和包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表面积还会影响
药物的保质期、溶解速率和生物可利用性。您可使用安东帕气体吸附仪（如 AutoFlow BET + 或 NOVAtouch）来测量比表面
积值。使用 VSTAR 进行水吸附表征，您可以将化合物的水吸附特性与其保质期、水吸附速率以及亲水性等重要信息关联起
来。Autotap 振实密度分析仪能够精确测量可压缩性，从而有助于您做出明智的包装决策。使用 Ultrapyc 5000 测量真密度，
可获得材料质地特性的相关重要信息，使您确保交付的化合物结晶态正确无误。

Autotap 的主要特征

NOVAtouch 系列的主要特征

- 操作简单，易于使用，并实现了高度自动化

- 完全适用于比表面积和介孔孔径分析，符合
USP <846> 要求

- 符合大多数国际公认的标准方法要求，包括
USP <616>
- 通过用户可选择、可锁定的振实次数，提供可重复
的测试方法参数
Ultrapyc 的主要特征
- TruPyc 技术适用于各类样品，并获得准确的结果
- TruLock 盖子能够提供无与伦比的可重复性
- 帕尔帖温度控制提供优于 ±0.05 °C 的稳定性
- PowderProtect 模式可安全测量超细粉末
- 符合 USP <699> 要求

- 高灵敏度气体吸附分析仪，可同时测量四个样品
- 专有的冷自由空间最小化技术可提高灵敏度
- 集成化触摸屏可显示实时数据，并简化用户体验
VSTAR 的主要特征
- 投气歧管和蒸汽源均处于同一恒温控制箱内
- 从蒸汽源到样品管的出色温度控制消除了吸附蒸汽局
部凝结的可能性，并可确保最高准确度
- 可同时分析四个样品，可实现前所未有的高通量

药物活性成分
(API) + 药用辅料

干燥颗粒
首先，必须检验进厂
原辅料的以下特性：
颗粒特性
- 尺寸
- 密度
- 孔隙率
- 比表面积
体积特性
- 粉体流动
- 湿度
- 吸附
- 体积密度
- 振实密度
- 可压缩性

粉体混合物的颗粒尺
寸、比表面积、密
度、流动性和内聚强
度会影响含量均匀
性，可对其进行监测
以防止出现分离。

颗粒表面积、孔隙
度、尺寸和流动性将
进一步影响制锭和胶
囊填充等工艺步骤。

先进的药用辅料表征仪器

MCR 粉体流变仪

PSA 粒度分析仪

制药过程中的固体剂型由药物活性成分和辅料组成。利用
MCR Evolution 流变仪，您可以在生产的各个阶段对药用
辅料进行表征，并研究工艺参数对药用辅料的影响。使用
配备粉体流动池和粉体剪切池的 MCR Evolution 流变仪可
轻松确定流动性和可压缩性这两个参数。在不同温度和湿
度条件下进行测试可更好地了解处理和加工期间的粉体特
性，如由于吸附湿气而引起的流动性变化有助于预测粉体
是否适合制粒或直接压缩。可压缩性和内聚性的测定有助
于提高压片和胶囊填充工艺的可加工性和稳定性，这样就
可以避免常见的生产缺陷。

安东帕的 PSA 有助于减少多步工艺（如制锭）所需的成
本和时间。在规定的工艺条件下，您可以在生产线中直接
研究药用辅料的特性。通过测量颗粒尺寸，您可以确定对
流动性和可压缩性的影响。细小的药用辅料可能会降低粉
体的流动性，因为它们为表面黏着力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
个更大的表面积，从而导致更具黏着力的流动。制粒步骤
有助于提高可流动性。在制锭过程中，由于粉体对压机的
粘性降低，模具的填充能力提高，压实度也因此提高。适
当的颗粒尺寸可减少药片和胶囊的处理和包装问题。

配备粉体流动池和粉体剪切池的 MCR Evolution 流变仪的
主要特征

PSA 系列的主要特征

- 符合 QM 要求，如 GMP 或 21 CFR Part 11

- 只需一台仪器即可测量干燥形态或分散于任何合适液体中
的药用辅料

测量粉体的流动性

- 简单、安全、清洁地处理和制备样品

测量颗粒尺寸

- 多激光技术适用于各种粒径

- 精确的温度和湿度控制

- 准确、可重复的粒径分布

- 模块化流变仪理念设计，适用于测量流化态和压实态粉
体，以及悬浮液和固体（配备其他 MCR 配件）

- 符合 QM 要求，如 GMP 或 21 CFR Part 11

- 终身保证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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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与在线应用中的密度，
浓度， 黏度以及折光的测量
– 液体密度及浓度测量仪器
– 饮料分析系统
– 酒精检测仪器
– 啤酒分析仪器
– 二氧化碳测量仪器
– 精密温度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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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流变仪
– MultiDrive 流变仪

黏度测量

– 黏度计
– 落球式黏度计
– 旋转流变仪/黏度计

化学与分析技术
– 微波消解/萃取
– 微波合成

高精密光学仪器
– 折光仪
– 旋光仪
– 拉曼光谱仪

石油石化测试仪器

– 闪点、常压蒸馏、氧化安定性
– 针/锥入度、软化点
– 燃料油、润滑油等常规测试

表面力学性能测试仪器
–
–
–
–
–

微/纳米力学测试系统
微/纳米压痕仪
划痕测试仪
摩擦磨损测试仪
原子力显微镜

材料特性检测

安东帕在线商城

– 小角X射线散射仪
– 固体表面Zeta电位分析仪

颗粒表面

– 激光（微米/纳米）粒度仪

固体材料直接表征
–
–
–
–
–
–
–

比表面积，孔径分析仪
化学吸附仪
蒸汽吸附仪
压汞仪
薄膜孔径分析仪
真密度计
振实密度计

安东帕微信公众号

www.anton-paar.com/particle-character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