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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维生素Ｄ３制剂中有关物质检查的反相 ＨＰＬＣ方法。以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乙腈为流动
相；柱温２０℃；检测波长为２６５ｎｍ；流速１０ｍＬ／ｍｉｎ。建立的方法可以使维生素Ｄ３与相邻杂质有效分离。通过光热反应
特性和ＬＣＭＳＤＡＤ对相邻杂质进行了定性。维生素Ｄ３与其主要杂质前维生素Ｄ３、反式维生素Ｄ３和速甾醇Ｄ３互为同分
异构体，在ＬＣＭＳ上具有相同的特征离子峰ｍ／ｚ３８５２７，四者的最大紫外吸收波长分别为２６５，２６５，２７５，２７９ｎｍ。该法专属
性、耐用性较好，检测限和定量限分别为０１μｇ／ｍＬ和０３μｇ／ｍＬ。供试品溶液在室温下放置２４ｈ稳定。应用本法对３种
维生素Ｄ３制剂进行有关物质检查，并与正相ＨＰＬＣ法比较，两种方法结果一致，表明本法适用于维生素 Ｄ３制剂中有关物
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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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 Ｄ３（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３），是一类脂溶性维生
素，能促进钙、磷吸收［１］。对于其原料药和相关制

剂，中国药典２０１０版（ＣｈＰ２０１０）［２］９０６９０７，美国药典
３４版（ＵＳＰ３４）［３］，欧洲药典 ７０版（ＥＰ７０）［４］，

均有收载。其有关物质的测定方法采用的是正相

高效液相色谱法。维生素 Ｄ３有关物质，主要是其
光热转化异构体，包括前维生素 Ｄ３（ｐｒｅｖｉｔａ
ｍｉｎＤ３）、反式维生素Ｄ３（ｔｒａｎｓ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３）和速甾醇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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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３（ｔａｃｈｙｓｔｅｒｏｌ３）
［５－６］。它们的转化途径如图 １所

示。异构体相互间结构差异较小，用反相ＨＰＬＣ分
离较难［７］。目前尚无反相 ＨＰＬＣ法测定维生素 Ｄ３
有关物质的报道。但正相色谱存在保留时间不稳，

柱压易波动等缺陷［８］，使用频率远不及反相

ＨＰＬＣ。
本文首次建立了能够分离维生素Ｄ３及其光热

转化异构体的反相ＨＰＬＣ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方法学考察，将其应用于３种维生素Ｄ３制剂的有
关物质检测。本文方法克服了正相 ＨＰＬＣ的局限，
适用性广，适用于维生素Ｄ３制剂中有关物质检查。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ｓｏｍｅｒｓ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３（ＶＤ３）

#

　材　料

１１　药品和试剂
维生素 Ｄ３对照品（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

所，批号：１０００６１２００６０７）；钙尔奇Ｄ３片（美国惠氏
制药有限公司，批号：１１０３２８６），碳酸钙维生素 Ｄ３
片及维生素Ｄ３粉由南京某药企提供。乙腈、甲醇
为市售色谱纯；正己烷、无水乙醇为市售分析纯；水

为蒸馏水。

１２　仪　器
岛津 ＬＣ１０ＡＴ液相色谱仪，配置 ＬＣ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工作站，岛津 ２０Ａ紫外检测器（日本岛津公司）；
ＴＱＳＱｕａｎｔｕｍＵｌｔｒａＡＭＬＣＭＳ／ＭＳ联用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Ｆｉｎｎｉｇａｎ公司）。

$

　方　法

２１　正相色谱分析条件［２］ａｐｐ５２５３

色谱柱：硅胶色谱柱；流动相：正己烷正戊醇
（９９７∶３）；柱温：３０℃；检测波长：２６５ｎｍ；流速：
２０ｍＬ／ｍｉｎ；进样体积：２０μＬ。
２２　反相色谱分析条件
２２１　色谱条件　色谱柱：ＡｍｅｔｈｙｓｔＣ１８Ｈ柱
（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５μｍ，美国 Ｓｅｐａｘ公司）；流动
相：乙腈；柱温：２０℃；检测波长：２６５ｎｍ；流速：
１０ｍＬ／ｍｉｎ；进样体积：２０μＬ。
２２２　质谱与 ＤＡＤ条件　离子源为 ＡＰＣＩ源；喷
雾电压：４５ｋＶ；毛细管温度：３００℃；鞘电压（Ｎ２）：
２４１３ｋＰａ；源内碰撞电压：１０ｅＶ；电晕放电流：
１０μＡ；蒸发温度：３５０℃。扫描方式为全扫描。
ＤＡＤ扫描范围为２００～４００ｎｍ。
２３　系统适用性试验用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维生素Ｄ３对照品１０ｍｇ，置１０ｍＬ棕
色量瓶中，加甲醇８ｍＬ，避免加热，超声使溶解，甲
醇定容至刻度，充氮后密封，０℃以下避光保存，作
为对照品贮备溶液。取维生素Ｄ３对照品贮备溶液
２ｍＬ，置具塞玻璃容器，通氮后密封，置９０℃水浴中
避光加热１ｈ，取出迅速冷却，加甲醇２ｍＬ，摇匀，置
１ｃｍ具塞石英吸收池中，在２支８Ｗ主波长分别为
２５４ｎｍ和３６５ｎｍ的紫外灯下，将石英吸收池斜放
４５°，并距灯管５～６ｃｍ，照射５ｍｉｎ，使溶液中含有
前维生素 Ｄ３、反式维生素 Ｄ３、维生素 Ｄ３和速甾醇
Ｄ３。此溶液为系统适用性试验用溶液。取此溶液
２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仪，并进行ＬＣＭＳＤＡＤ分析。
２４　光热转化样品溶液的制备

取对照品贮备溶液两份，各２ｍＬ，分别置具塞
玻璃容器中，通氮后密封。其中一份置９０℃水浴
中避光加热１ｈ，取出迅速冷却，加甲醇 ２ｍＬ，摇
匀，此溶液为光热转化样品溶液１；另一份直接加
甲醇２ｍＬ，摇匀，置 １ｃｍ具塞石英吸收池中，在
２支８Ｗ主波长分别为２５４ｎｍ和３６５ｎｍ的紫外
灯下，将石英吸收池斜放４５°，并距灯管５～６ｃｍ，
照射１０ｍｉｎ，此溶液为光热转化样品溶液２。取光
热转化样品溶液１和２各２０μＬ，分别注入液相色
谱仪进行分析。

２５　有关物质测定方法
分别取碳酸钙维生素 Ｄ３片和钙尔奇 Ｄ３片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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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片的均匀细粉、维生素 Ｄ３细粉适量（约相当于
维生素Ｄ３３μｇ），精密称定，置于已加入水４ｍＬ的
５０ｍＬ具塞离心管中，加入无水乙醇甲醇（９５∶５）
２ｍＬ，再精密加入重蒸正己烷１０ｍＬ，２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 １０ｍｉｎ。上清液完全转移至另一试管中，
３０℃下氮气流吹干，甲醇 １００μＬ复溶，作为供试
品溶液。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２０μＬ，注入液相色
谱仪，记录色谱图至主成分保留时间的２倍。

!

　结　果

３１　光热转化异构体定性
前维生素Ｄ３、反式维生素 Ｄ３、速甾醇 Ｄ３与维

生素 Ｄ３四者为同分异构体，相对分子质量为
３８４３４，ＬＣＭＳ结果显示ｍ／ｚ３８５２７，应为其［Ｍ＋
Ｈ］＋峰。ＤＡＤ结果显示，维生素 Ｄ３、速甾醇 Ｄ３和
前维生素Ｄ３的最大吸收波长λｍａｘ分别为２６５，２７９，
２６５ｎｍ，与文献［７，９］报道完全相符；反式维生素
Ｄ３的最大吸收波长 λｍａｘ为２７５ｎｍ，由于目前尚无

反式维生素Ｄ３吸收特性的报道，因此需要进一步
通过保留时间定性。

保留时间定性实验中，系统适用性试验用溶

液、光热转化样品溶液１和２的色谱图分别如图２
中Ａ、Ｂ和Ｃ所示。由图１可知，维生素Ｄ３只加热
而不进行光照仅生成前维生素 Ｄ３；不加热只光照
仅生成反式维生素 Ｄ３

［７］。据此，可以确定维生素

Ｄ３及其光热转化异构体的出峰顺序。图２Ｂ中除
维生素Ｄ３峰外，仅有一个有关物质峰，为前维生素
Ｄ３峰，其与维生素 Ｄ３的相对保留时间为０８８；图
２Ｃ中，也仅有一个有关物质峰，为反式维生素 Ｄ３
峰，其与维生素Ｄ３的相对保留时间为０７８。由此
可知，图２Ａ中剩下的一个有关物质峰为速甾醇
Ｄ３峰，其与维生素Ｄ３的相对保留时间为０９２。各
峰之间分离良好。在正相 ＨＰＬＣ条件下进行同样
的光热转化试验，结果一致，确证了反相 ＨＰＬＣ上
各光热转化异构体的定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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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ｅｓｔａｎｄ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ＲＰＨＰＬＣ
Ａ：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Ｂ：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Ｐｈｏ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３２　系统适用性试验
精密量取系统适用性试验用溶液２０μＬ注入

液相色谱仪，测定维生素 Ｄ３的峰值，连续进样 ５
次，相对标准偏差为０６１％；前维生素 Ｄ３与反式
维生素Ｄ３、前维生素 Ｄ３与速甾醇 Ｄ３以及维生素
Ｄ３和速甾醇Ｄ３的峰分离度均大于１０。理论塔板
数按维生素Ｄ３计大于８０００。

取维生素 Ｄ３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用甲醇
溶解，定量稀释制成每毫升中含维生素Ｄ３０３μｇ
的溶液，精密量取该溶液 ２０μＬ注入液相色谱
仪，记录色谱图，信噪比按维生素 Ｄ３计大于等
于１０。

３３　色谱方法的验证
３３１　专属性　取碳酸钙维生素 Ｄ３片，经酸
（４ｍｏｌ／Ｌ盐酸溶液，超声３０ｍｉｎ）、碱（６ｍｏｌ／Ｌ氢
氧化钠溶液，超声３０ｍｉｎ）、光照（５０００ｌｘ，７２ｈ）、
氧化（３０％双氧水溶液，超声 ３０ｍｉｎ）、高温
（１０５℃，２４ｈ）等进行破坏，然后按“２５”项下操作
配制破坏性溶液，进样分析。结果表明，经氧化、高

温和酸破坏后，制剂含量降幅程度大，碱和光照破

坏含量降幅不大。但所有破坏实验均会使样品有

关物质个数增多，杂质总量增加。本研究建立的反

相色谱条件能使样品中的主成分、主要有关物质和

相邻杂质有效分离，破坏试验样品典型色谱分离图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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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３Ａ所示。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ＨＰＬＣ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ｍｓｏｆ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ｗｉｔｈ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ｔａｂｌｅｔｓ
Ａ：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ｗｉｔ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３ｔａｂｌｅｔｓ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ｂｙａｃｉｄ；Ｂ：
Ｂｌａｎｋ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按碳酸钙维生素 Ｄ３片的处方，按“２５”项下
操作配制混合辅料溶液，进样分析，结果显示，片剂

中辅料组分在２６５ｎｍ检测波长下不干扰样品的测
定，典型的色谱分离图如图３Ｂ所示。
３３２　检测限和定量限　取维生素 Ｄ３对照品
适量，精密称定，用甲醇溶解，定量稀释制成一

系列浓度的溶液，取上述溶液 ２０μＬ进样，记录
色谱图。结果表明，维生素 Ｄ３的检测浓度为
０１μｇ／ｍＬ（Ｓ／Ｎ＝３），定量浓度为 ０３μｇ／ｍＬ
（Ｓ／Ｎ＝１０）。
３３３　溶液稳定性试验　取碳酸钙维生素Ｄ３片，
按“２５”项下方法制备一批供试品溶液，将多份上
清液混合，每隔２ｈ分别测定一次主峰峰面积，结
果表明，样品溶液在２４ｈ内稳定。
３３４　耐用性试验　取系统适用性试验用溶液，
分别在下列条件下进样，观察峰面积和分离度变

化。改变的条件有：柱温变化范围在±２５％内；流
速变化范围在±１０％之内；不同厂家不同型号色谱
柱：ＡｇｉｌｅｎｔＴＣＣ１８柱（４６ｍｍ×１５０ｍｍ，５μｍ），岛
津ＶＰＯＤＳ柱（４６ｍｍ×２５０ｍｍ，５μｍ）；不同来
源的乙腈。维生素Ｄ３与各有关物质相对响应及分
离度不受影响。可知建立的方法耐用性较好。

３４　色谱方法的应用
用建立的ＲＰＨＰＬＣ法对碳酸钙维生素Ｄ３片、

钙尔奇 Ｄ３片以及维生素 Ｄ３粉按“２５”项下操作

进行有关物质检查，并与中国药典２０１０版正相高
效液相色谱法（ＮＰＨＰＬＣ）进行对比。两种方法结
果一致：除前维生素Ｄ３外，未检出其他杂质。符合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版维生素 Ｄ３原料药有关物质检查
要求［２］９０６９０７。

"

　讨　论

４１　色谱条件的选择和优化
维生素Ｄ３为甾醇类化合物，极性很弱，其在氰

基（ＣＮ）、氨基（ＮＨ２）等极性固定相上的保留较
弱，但可通过改变流动相洗脱能力进行调节。以纯

有机相（甲醇或乙腈）为流动相，在上述两种色谱

柱上，系统适用性试验用溶液的色谱图中均显示一

个色谱峰，保留时间 ｔＲ小于５ｍｉｎ；调节流动相中
水的比例，当水比例增加至４０％，氰基柱和氨基柱
上的色谱图中仍显示一个色谱峰，保留时间大于

２３ｍｉｎ。
苯基柱和Ｃ１８柱等极性较弱或非极性固定相对

维生素Ｄ３保留适宜。在苯基柱上，流动相为甲醇
水（８５∶１５）时，能分离出包括主峰在内的３个色谱
峰，分离度分别为１０和１５，保留时间为４０ｍｉｎ
左右，继续增加流动相中水比例至２０％，出峰时间
延长至５１ｍｉｎ，分离度分别为０６和２０。以纯甲
醇为流动相，Ｃ１８柱保留时间为１０ｍｉｎ，可以明显分
离出含主峰在内的 ２个色谱峰。在甲醇中加入
２０％乙腈后，Ｃ１８柱上保留时间延长至１５ｍｉｎ，色谱
峰出峰顺序改变。通过一系列优化，最终以十八烷

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固定相，乙腈为流动相的色谱条

件，能分离出包括主峰在内的４个色谱峰，且保留
时间适宜，为３０ｍｉｎ左右。

实验中发现，增加流动相中水的比例，维生素

Ｄ３及其异构体保留明显增强，但分离度没有任何
改善，无法通过改变流动相中水的比例来改善分

离。另一方面，乙腈对维生素 Ｄ３及其异构体的洗
脱能力小于甲醇。此现象与绝大多数实验经验相

反，推测与乙腈能分离异构体有关，需要进一步

研究。

维生素 Ｄ３在 Ｃ１８柱上保留对温度较为敏感。
柱温由２０℃升高至３０℃，保留时间缩短了２０％
左右，分离度也受到影响，最小分离度由１２下降
到１０８。为了尽量缩短分析时间，又保证分离，最
终选择２０℃作为柱温。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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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应　用
本试验中所测定的碳酸钙维生素Ｄ３片和钙尔

奇Ｄ３片中，维生素 Ｄ３含量非常低，需要通过提取
浓缩方式进行测定。复溶溶剂为１００μＬ，无法通
过主成分自身稀释对照法进行杂质定量。因此，本

研究中规定：以定量限０３μｇ／ｍＬ（供试品浓度的
１％左右）为限度，除前维生素 Ｄ３外，不得检出其
他超过定量限的单个杂质。为了排除灵敏度低的

仪器其定量限无法达到本研究中的浓度，在系统适

用性试验中进一步规定了定量限信噪比应大于等

于１０。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ａｎＪＦ，ＬｉｕＬＸ．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Ｄ３ｉｎｃａｌｃｉｕｍｗｉｔ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Ｄ

ｃａｐｓｕｌｅ［Ｊ］．ＣｈｉｎＨｏｓｐＰｈａｒｍ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０６，

２６（４）：４９８－４９９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ｐａｒｔ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二部）［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

［３］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３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ｒｙ２９［Ｓ］．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Ｐｏｒｔ

Ｃ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２３２４－２３２５
［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７．０［Ｓ］．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ＥＤＱＭ），２０１０：１６７５－１６８０

［５］　ＰｅｔｒｉｔｚＥ，ＴｒｉｔｔｈａｒｔＴ，Ｗｉｎｔｅｒｓｔｅｉｇｅｒ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ｌｌｏ
ｑｕｉｎｏｎｅａｎｄｃｈｏｌｅｃａｌｃｉｆｅｒｏｌｅｎ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ｒａｎｕｌａｔｅｓｆｏｒｍｅｄｂｙ
ｍｅｌｔｅｘｔｒｕｓｉｏｎ［Ｊ］．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６，６９（１／２）：
１０１－１１２

［６］　ＢｅｎｍｏｕｓｓａＡ，ＤｅｌａｕｒｅｎｔＣ，ＬａｃｏｕｔＪＬ，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ｈｏｌｅｃａｌｃｉｆｅｒｏｌ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ｂｙｃａｌｃｉｕｍ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ｈｙｄｒｏｘｙａｐａｔｉｔｅ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ｆｌｕｏｒｏａｐａｔｉｔｅ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Ｊ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１９９６，７３１（１／
２）：１５３－１６０

［７］　ＬｕＺＲ，ＣｈｅｎＴＣ，ＨｏｌｉｃｋＭＦ．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ｌｌｉｇｒａ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３ｉｓｏｍｅｒｓｂｙａｔｗｏｓｔｅｐ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
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ｃｔａＰｈａｒｍＳｉｎ（药学学报），１９９２，２７
（５）：３６９－３７２

［８］　ＤｉｎｇＬ．Ｄｒｕｇ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药物色谱分析）［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８：１８１－１８４

［９］　ＡｂｉｌｌｉｏｎＥ，ＭｅｒｍｅｔＢｏｕｖｉｅｒＲ．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ｎ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２［Ｊ］．ＪＰｈａｍＳｃｉ，１９７３，６２（１０）：１６８８－
１６９１

·本 刊 讯·

《中国药科大学学报》编辑部召开２０１１年度编委会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０日，《中国药科大学学报》编委会在中国药科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召开。《中国药科大学学报》
主编彭司勋院士、《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副主编王广基教授和在宁近４０位编委和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副主编王明时教授主持并致欢迎辞。首先，主编彭司勋院士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肯

定了编辑部在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希望编委能认真履行编委的责任和义务，积极为刊物撰写优质稿件，使编委

会的工作真正取得实效。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副主编王广基教授发表了重要讲话。王广基校长

充分肯定了《中国药科大学学报》编辑部２０１１年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感谢编委会和编辑部成员为《中国药科大学学
报》作出的奉献和努力，希望今后继续加强组稿工作，保持《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在中国药学学术期刊的领先地位，最后

向编委们表达了新年祝福。《中国药科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邹栩编审作２０１１年工作总结：《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在
２０１１年取得了喜人成绩：编辑集体被教育部评为“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团队”；编辑部网站荣获“中国高校科技期刊
优秀网站”；在“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中位居高校学报学术期刊（医学类，１２６种）排行榜第２位，全国药学学术
期刊第５位，评为“ＲＣＣＳＥ中国权威学术期刊”；编辑部成员获得中国高校科技期刊优秀青年编辑，江苏省科技期刊优
秀编辑奖等单项奖以及２位青年编辑获得江苏省新闻出版岗位技能大赛银奖。邹栩主任对一年来编委们为学报工作
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并呼吁全体编委在２０１２年继续支持《中国药科大学学报》的工作，认真履行编委职责，认真
审稿、组稿，保证我校这一学术窗口健康可持续发展。期刊编辑部主任郑晓南编审也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后，与会

编委就如何进一步提升刊物的竞争力，如何进一步打造精品期刊，栏目创建以及争取优质稿源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编委会取得圆满成功。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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