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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编写格式符合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的结构与编写》的规定。 

本标准贯彻了国家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参考了行业标准《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2015年版》，采用了相应国家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并结合了公司具体情况起草、制定而得。 

本标准由上海珈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提出。 

本标准由上海珈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珈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谢红、周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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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C四异棕榈酸酯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维生素C四异棕榈酸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维生素C四异棕榈酸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 

    GB/T 1684-2015 化妆品检验规则 

    GB/T 1685-2006 化妆品产品包装外观要求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令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化学名称、INCI 名称、CAS、分子式、相对分子质量、结构式 

化学名称：抗坏血酸四异棕榈酸酯；四己基癸醇抗坏血酸酯；抗坏血酸四-2-己基癸酸酯 

         Ascorbyl Tetraisopalmitate；Tetrahexyldecyl Ascorbate；Ascorbyl tetra -2 -hexyldecanoate 

INCI 名称：抗坏血酸四异棕榈酸酯（四己基癸醇抗坏血酸酯） 

Ascorbyl Tetraisopalmitate（Tetrahexyldecyl Ascorbate） 

CAS 号: 183476-82-6 

分子式：C70H128O10 

相对分子质量：1129.76（按2007年国际相对原子量表计算） 

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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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1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浅黄色液体；轻微特征性气味。 

4.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维生素 C四异棕榈酸酯的理化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密度（原液，20℃） 0.92-0.96 g/cm3  

折光率（原液，25℃） 1.440-1.480 

纯度（HPLC） ≥97% 

汞（mg/kg） < 1 

砷（mg/kg） < 2 

铅（mg/kg） < 5 

镉（mg/kg） < 5 

 

4.3 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维生素 C四异棕榈酸酯的微生物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菌落总数（CFU/ml） < 100 

霉菌和酵母菌（CFU/ml） < 10 

耐热大肠菌群（/ml）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ml）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ml） 不得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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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净含量 

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疫总局令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总则 

除另有规定外，本标准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或以上规格，水为GB/T 6682规定的一级水。 

 

5.2 性状 

目视，本品应为无色至浅黄色液体；鼻嗅，本品有轻微特征性气味。 

 

5.3 密度测定 

5.3.1 仪器与设备 

5.3.1.1 量筒 100ml，一个。 

5.3.1.2 水银温度计 1支，0～100℃，分度为 1℃。 

5.3.1.3 密度计 1 支，0.900～1.000。 

5.3.2 分析步骤 

将洗净干燥的 100 mL 量筒放于试验台上，试样混 ，缓慢的注入约 110mL 试样于量筒中，不能产

生气泡，手执干净密度计的上端，小心置于量筒中，勿使密度计与量筒底及量筒壁相接触。当摆动停止

后，按弯月面上缘进行读数。 
测定样品溶液的温度为 20℃。 
 

5.4 折光率测定 

5.4.1 仪器与设备 

5.4.1.1 阿贝折射仪。 
5.4.1.2 恒温水浴槽。 

5.4.2 分析步骤 

按仪器要求调节校正，并按仪器说明书进行连接。 

将折射仪放置在光线充足位置与恒温水浴槽相连。调节仪器温度为25℃±0.2，将蒸馏水用干净一

次性滴管加在折射棱镜表面1～2滴，进行校正，25℃蒸馏水折光率应为1.3325，然后将棱镜表面擦干。 

测定时将样品用干净滴管加在折射棱镜表面1～2滴，然后将进光棱镜盖上。旋紧聚光照明部件的转

臂和聚光镜筒使上面的进光棱镜的进光表面得到均 照明。调节目镜视场，使明暗分界线落在交叉视场

中，旋转，微调手轮，同时调节聚光镜位置，使视场中明暗两部分具有良好的反差和明暗分界线具有最

小的色散；旋转调节手轮，使明暗分界线准确对准交叉线交点，按“READ”读数，此时目镜视场下方显示

的示值即为样品的折光率，读数至0.0001，三次读数的平均值为样品的折光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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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含量测定 

5.5.1 仪器与设备 

5.5.1.1  高效液相色谱仪，四元泵，自动进样器，柱温箱，紫外检测器。 

5.5.1.2  分析天平，感量 0.1 mg。 

5.5.1.3  超声波清洗器。 

5.5.1.4  移液器。 

5.5.1.5  容量瓶，10ml。 

5.5.2 试剂和材料 

5.5.2.1  乙腈，HPLC 级。 

5.5.2.2  甲醇，HPLC 级。 

5.5.2.3  四氢呋喃，HPLC 级。 

5.5.3  分析步骤 

5.5.3.1  样品处理 

精密称取维生素 C 四异棕榈酸酯约 40mg（精确至 1mg），置于 10mL 容量瓶中，用流动相释至刻度，

0.45 μm 过滤膜过滤，进样。 

5.5.3.2  色谱条件 

色 谱 柱：Agilent Zorbax SB-C18（4.6 mm X 250 mm，5 μm） 

流 动 相：乙腈：四氢呋喃：甲醇=5:4:1； 

进    样：10 μL； 

柱    温：30℃； 

波    长：236 nm； 

流    速：0.8 mL/min。 

运行时间：30min 

5.5.3.3  测定 

在“5.3.3.2”色谱条件下，取“5.3.3.1”项下的溶液进样，进行色谱分析。 
5.5.3.4  参考图谱 

 

图1 维生素 C四异棕榈酸酯 HPLC 参考图谱（维生素 C四异棕榈酸酯:17.049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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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空白流动相 HPLC 参考图谱（2-6min 小峰主要为四氢呋喃引起） 

5.3 汞的检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方法检测。 

5.4 砷的检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方法检测。 

5.5 铅的检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方法检测。 

5.6 镉的检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方法检测。 

5.7 菌落总数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方法检测。 

5.8 霉菌和酵母菌检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方法检测。 

5.9 耐热大肠菌群检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方法检测。 

5.10 铜绿假单胞菌检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方法检测。 

5.11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2015年版方法检测。 

6 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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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JJF 1070规定的方法检测。 

7 检验规则 

按 GB/T 1684-2015 执行。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包装 

按 GB/T 1685-2006 执行。 

8.2 运输 

必须轻装轻卸，按上下标志堆放，避免剧烈震动、撞击、日晒、雨淋。 

8.3 贮存 

应贮存在温度不高于30℃的通风干燥仓库内，密闭保存，有条件者冷藏更佳。堆放时必须距离地面 

20cm, 距内墙 50cm ，中间留有通道，不得倒放，切忌靠近水源或暖气，避免阳光直射，并严格掌握先

进先出原则。 

本产品的保质期为一年，凡符合上述运输、贮存条件且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产品，在保质期内其质

量应符合本标准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