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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１９４８ 年第一次世界卫生大会批准建立了统一药典的专家委员会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ｓ)ꎬ １９５１ 年更名

为国际药典专家委员会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ｐｏｅｉａ)ꎬ １９５９ 年 再 次 更 名 为 药 品 标 准 专 家 委 员 会 (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该委员会

最初的作用是起草和编纂国际药典ꎮ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疾病

控制和预防方面的协调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ꎬ 尤其是在艾滋病、
ＳＡＲＳ、 禽流感、 结核、 疟疾等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安全的全球性疾

病方面ꎬ ＷＨＯ 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作为成立最早的委员会

之一ꎬ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也不断扩大ꎬ 涉及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药品管理方面的法规性指导文件 (比如药

品的可互换性、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和药品稳定性研究)、 假药和劣药

的处理ꎮ 另外ꎬ 该专家委员会还制定了大量的有关质量控制和质量

保证体系方面的专门指导意见ꎮ
本人于 １９９６ 当选为 ＷＨＯ 药品专家委员会委员ꎬ 作为该委员会

的现任中国籍委员ꎬ 参加了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历次专家委员会会议ꎬ 从

２００３ 年起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并出版技术

报告ꎮ
从 ２００６ 年起ꎬ 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连续翻译出版了第 ３９ ~ ４４

次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技术报告ꎮ 其中关于药品生产的 ＧＭＰ 、
药品预认证、 化学对照品指导原则、 仿制药品质量评价等技术文件

对国内相关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ꎬ 受到大家的广泛好评ꎮ
特别感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李云龙、 李波、 何兰等同事

对技术报告翻译工作的大力支持ꎮ
衷心感谢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湖北省、 浙江省、 福建省药品检验

机构的领导和同事们ꎮ
本报告供国内药品研发、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药品检验、 药

品注册和监督人员参考ꎮ

金少鸿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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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 Ｓａｒａｎｊｉｔ Ｓｉｎｇｈ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ｎｄ Ｈｅａｄ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ＳＡＳ Ｎａｇａｒꎬ Ｉｎｄｉａ

Ｍｒ Ｄｅｒｙｃｋ Ｓｍｉｔｈꎬ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ꎬ ＳＳＩꎬ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Ｇｕａｔｅｎｇ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ｒ Ａｎｇｅｌｉｋａ Ｓｐｒｅｉｔｚｈｏｆｅｒꎬ ＡＧＥＳ ＰｈａｒｍＭｅｄ ＧｍｂＨꎬ
Ｖｉｅｎｎａꎬ Ａｕｓｔｒｉａ

来自联合国机构的代表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ｕｎｄ (ＵＮＩＣＥＦ)
Ｄｒ Ｐｅｔｅｒ Ｓｖａｒｒｅｒ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ꎬ ＵＮＩＣＥ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ꎬ Ｄｅｎｍａｒｋ

来自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的代表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ｕｎｄ ｔｏ Ｆｉｇｈｔ ＡＩＤＳꎬ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Ｍｓ Ｊｏｅｌｌｅ Ｄａｖｉａｕｄꎬ Ｓｅｎｉｏｒ Ｑ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ｒꎬ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 ａｎｄ Ｍｒ Ｒａｇｈｕ Ｋｕｍａｒ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Ｓｗａｍｙ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２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ＰＯ)
Ｍｓ Ｋｏｎｊｉ Ｓｅｂａｔｉ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ｓ Ｍａｒｉａ Ｓｏｌｅｄａｄ 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 Ｖｅｇａꎬ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ｆｉｃｅｒ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ｒ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Ｓｅｉｔｅｒꎬ Ｓｅｎｉ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ꎬ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ＵＳＡ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ＣＯ)
Ｍｒ Ａｌｖａｒｏ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Ａｃｅｂｅｓꎬ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ｒꎬ Ｔａｒｉｆｆ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Ｍｒ Ｒｏｇｅｒ Ｋａｍｐｆꎬ 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ｏｒꎬ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来自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Ｕ)
Ｍｓ Ｊｉｎｎａ Ｌｅｅꎬ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Ｄｒ Ａｎｄｒｅａ Ｌｏｄｉꎬ Ｄｅｐｕｔｙ Ｈｅａｄꎬ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ＥＤＱＭ)ꎬ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Ｆｒａｎｃｅ

来自非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ｓ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ＰＡ)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Ｏｌｉｖｅｒꎬ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ＥＦＩＣ) / ＡＰＩＣ
Ｄｒ Ｂｏｒｉｓ Ｐｉｍｅｎｔｅｌꎬ Ｂｏａｒｄ Ｍｅｍｂｅｒꎬ ＡＰＩＣꎬ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ｒꎬ ＤＳＭ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Ｇꎬ
Ｂａｓｅｌ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ＦＰＭＡ)

Ｄ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 Ｂｅａｔｒｉｃｅꎬ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Ａｂｂｏｔｔꎬ Ａｂｂｏｔｔ Ｐａｒｋꎬ ＩＬꎬ ＵＳＡ

ａｎｄ Ｄｒ Ｒｏｄｎｅｙ Ｈｏｒｄｅｒ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ꎬ Ａｂｂｏｔ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ꎬ Ｔｏｒｑｕａｙ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ＩＧＰＡ)
Ｄｒ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Ｃａｐｐｕｃｃｉｎｏ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ꎬ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ＬＬＣꎬ Ｌａｍｂｅｒｔｖｉｌｌｅꎬ ＮＪꎬ ＵＳ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ＩＰＥＣ)
Ｍｒｓ Ｂｅａｍ Ｓｕｆｆｏｌｋꎬ Ｖｉｃｅ Ｃｈａｉｒꎬ ＩＰＥＣ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Ｂｅｌ￣

ｇｉ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Ｐ)
Ｍｒ Ａ Ｊ Ｍ Ｈｏｅｋ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ＥＯ
ａｎｄ Ｍｒ Ｘｕａｎ Ｈａｏ Ｃｈａｎꎬ Ｍａｎａｇｅｒ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ｌｆ－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ＳＭＩ)
Ｄｒ Ｄａｖｉｄ Ｗｅｂｂｅｒꎬ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Ｆｅｒｎｅｙ－Ｖｏｌｔａｉｒｅꎬ Ｆｒａｎｃｅ

观察员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ＶＩＳＡ)
Ｍｒ Ｍａｔｅｕｓ Ｒ Ｃｅｒｑｕｅｉｒａ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

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Ｂｒａｓｉｌｉａꎬ ＤＦꎬ Ｂｒａｚｉ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ＰＩＣ / Ｓ)
Ｍｓ Ｈｅｌｅｎａ Ｂａｉãｏꎬ Ｆｉｒｓｔ Ｄｅｐｕｔｙ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ꎬ ＰＩＣ / Ｓꎬ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ａｎｄ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ꎬ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Ｉ Ｐ ꎬ Ｌｉｓｂｏｎꎬ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药典委员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ｕｒｎｅｒꎬ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Ｆｒａｎｃ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
Ｄｒ Ｋａｒｅｎ Ａ Ｒｕｓｓｏꎬ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 Ｓｍａｌ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ꎬ ＭＤꎬ ＵＳＡ

来自 ＷＨＯ 大区办公室的代表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Ｂｒａｚｚａｖｉｌｌｅ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ｇ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Ｐ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Ｃａｉｒｏꎬ Ｅｇｙｐ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ꎬ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 Ｉｎｄｉ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Ｍａｎｉｌａꎬ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ＷＨＯ 秘书处

Ｄｒ Ｃ Ｆ Ｅｔｉｅｎｎｅꎬ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Ｈ Ｖ Ｈｏｇｅｒｚｅｉｌꎬ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Ｌ Ｒäｇｏꎬ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Ｓ Ｋｏｐｐꎬ Ｍａｎａｇｅｒ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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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 ２２ 日ꎬ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Ｔｈｅ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在日 内 瓦 召 开 会 议ꎮ 基 本 药 物 与 药 物 政 策 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ＥＭＰ) 干事 Ｈａｎｓ
Ｖ Ｈｏｇｅｒｚｅｉｌ 博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欢迎各位与会代表们的

到来ꎮ 他在开幕式致辞中ꎬ 对与会专家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在 ＷＨＯ 药品质量保证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ꎮ Ｈｏｇｅｒｚｅｉｌ 博士

欢迎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和临时顾问、 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代

表、 抗艾滋、 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 世界银行、 世界海关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 欧洲

联盟、 欧洲理事会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英联邦药学会、 欧洲

化学工业委员会、 国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 国际仿制药联盟、 国

际药学联合会和世界自我药疗产业协会ꎬ 英国和美国药典委员会

的代表ꎬ 匈牙利和南非 ＷＨＯ 合作中心的代表ꎬ 以及来自巴西卫

生监督机构和药品检查合作组织的观察员ꎮ
公共卫生与服务部 (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ꎬ

ＨＳＳ) 助理总干事 Ｃ Ｆ Ｅｔｉｅｎｎｅ 博士因故无法出席会议ꎬ 她以书

面形式发表讲话对专家委员会专家们的到来表示欢迎ꎬ 同时对新

当选的会议主席 Ｉ Ａｄｄａｅ－Ｍｅｎｓａｈ 教授和 Ｓ Ｂａｗａｚｉｒ 教授ꎬ 会议报

告起草人 Ｊ Ａ Ｍｏｌｚｏｎ 博士和 Ｅ Ｗｏｎｄｅｍａｇｅｇｎｅｈｕ Ｂｉｗｏｔａ 先生的工

作表示感谢ꎮ
Ｅｔｉｅｎｎｅ 博士指出ꎬ 第 ４５ 届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公开会

议的组织召开ꎬ 是为了响应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世界卫生大会召开期间ꎬ
ＷＨＯ 各成员国对药品质量关注的需求ꎮ 本届会议的宗旨是以开

放和透明的方式提供更多的关于专家委员会的信息ꎮ 无论是过去

还是目前进行中的工作ꎬ 凡是涉及到专家委员会的材料信息ꎬ 均

可在相关网页上进行查阅ꎮ 同时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和 ＷＨＯ 秘

书处的成员将就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及其他问题及时进行解释和

回复ꎮ
假、 冒、 伪、 劣严重威胁着公共健康ꎬ 使得大量患者的健康

存在风险ꎬ 同时患者对他们的医疗体系的信任度也岌岌可危ꎮ 因

此ꎬ 打击假、 冒、 伪、 劣对 ＷＨＯ 来说十分重要ꎮ
从 １９４８ 年起ꎬ ＷＨＯ 开始参与药品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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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正是在第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成立的ꎮ 实

际早在 １９４７ 年ꎬ 在国际联盟指导下负责早期健康卫生事务的过

渡期期间ꎬ 专家委员会已经开始开展相关工作ꎮ 因此ꎬ 药品标准

专家委员会是 ＷＨＯ 历史最悠久的项目之一ꎮ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与 ＷＨＯ 其他组织紧密相连ꎬ 例

如得到了来自国家药品监管机构 (ＮＭＲＡｓ)、 药品预认证项目、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 药物选择与使用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支持ꎮ
专家委员会负责的规范性工作不仅直接服务于 ＷＨＯ 成员国ꎬ

也贯穿于 ＷＨＯ 内部及其与其他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ꎬ
抗艾滋、 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等项目的实施中ꎮ

以前工作经费大多从 ＷＨＯ 日常预算中支出ꎬ 现如今超过

８０％的财政经费来源于预算外的基金捐赠ꎬ 如欧盟、 国际药品采

购机制 (ＵＮＩＴＡＩＤ) 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ꎮ
Ｈｏｇｅｒｚｅｉｌ 博士指出: 专家委员会关于药品质量保证和安全的

工作正在成为兴趣焦点ꎮ 专家委员会会议通常每两年举办一次ꎬ
但为了满足逐渐增加的规范性工作ꎬ 过去四年中已为每年举办一

次ꎮ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代表着 ＷＨＯ 内部规范性工作的最高水平ꎬ
历届专家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均发表在 ＷＨＯ 技术报告中ꎬ 并被提

交至每年五月召开的 ＷＨＯ 理事机构执行委员会会议ꎮ
每一位专家委员会成员是以个人身份而非代表他们各自的政

府应邀参会ꎮ
«国际药典» 和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是完全基于药品专家专

家委员会的工作基础的ꎻ 所有指导性文件被送往世界各地供评阅

和修改ꎬ 并最终被专家委员会采纳ꎮ
规范性工作是独一无二的ꎬ 规范和标准是联合国体系中关键

性工作之一ꎮ Ｈｏｇｅｒｚｅｉｌ 博士指出 ＷＨＯ 支持了近 １００ 个国家的药

品相关工作ꎮ
在药品领域ꎬ 标准制定的工作将继续作为 ＷＨＯ 的工作和先

进性的支柱ꎮ
整个专家委员会组织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组织标准化制定过程

的核心ꎮ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对 ＷＨＯ 成员国、 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

十分重要ꎬ 也是所有医药相关项目的内部核心ꎮ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与其他组织紧密相连ꎬ 例如欧洲药品管理

局 (ＥＭＡ)、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ＥＤＱＭ)、 抗艾滋、 结核和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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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全球基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ＣＥ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世界银行、 国际药学联合会 (ＦＩＰ)、 国际制药企业协

会联合会 (ＩＦＰＭＡ)、 国际仿制药联盟 (ＩＧＰＡ)、 世界自我药疗产

业协会 (ＷＳＭＩ)、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药典以及其他团体、 学术研

究机构、 组织、 政府监管机构和 ＷＨＯ 其他专家委员会ꎮ
各位专家和 ＷＨＯ 工作人员致力于这项重要的工作ꎬ 确保患

者能获得高品质的药品ꎮ
某些对患者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的基本药物ꎬ 如治疗结核和疟

疾的药物ꎬ 其质量问题依旧是一个世界性问题ꎮ 在近期提交的预

认证报告和无国界医生组织 (ＭＳＦ) 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同行近

期发表的刊物上ꎬ 这点显得尤为明显ꎮ 相关国际捐助团体正逐渐

意识到劣药的问题ꎬ 许多涉及劣药问题的国家相比过去也更愿意

去承认问题的存在ꎮ 但即便如此ꎬ 要使得贫困患者获得良好品质

的药物仍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ꎮ

公开会议 (Ｏｐｅｎ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星期一)ꎬ 基本药物与药物政策部

(ＥＭＰ) 干事 Ｈ Ｖ Ｈｏｇｅｒｚｅｉｌ 博士代表公共卫生与服务部 (ＨＳＳ)
助理总干事 Ｃ Ｆ Ｅｔｉｅｎｎｅ 博士ꎬ 主持召开了公开会议ꎮ Ｈｏｇｅｒｚｅｉｌ
博士对联合国办事处、 日内瓦国际组织和瑞士特别机构的常驻代

表们ꎬ 以及来自非洲、 美洲 (泛美洲健康组织)、 地中海东部地

区、 欧洲、 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等 ＷＨＯ 区域办事处的代表们的到

来表示欢迎ꎮ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秘书处对涉及的程序和覆盖的关

键区域问题进行了总结ꎬ 在演讲结束后留出时间答复了各种问

题、 意见和建议ꎮ

建议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建议将秘书处总结的要点汇集成短文发布ꎬ 以更好地强调专

家委员会历年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规范性标准和质量指导原则维护

的需要ꎮ
秘书处的总结同时被发送至相关各方ꎬ 并将在医药网站上

发表ꎮ
与会代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ＷＨＯ 指导原则中药品采购标准

的应用及财务等方面ꎮ
协调质量保证和安全: 药品组ꎬ 回复指出指南是为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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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和实施而开发的ꎬ 也在 ＷＨＯ 内部使用ꎬ 尤其是药品预认

证项目中ꎮ 许多合作方和国际组织 (如全球基金) 也采用了由专

家委员会开发的指南ꎮ
针对一些已经消失和并未被列入工作计划的易忽视的疾病

(如美洲锥虫病和黑热病) 的相关工作的问题ꎬ 秘书处回复表示

药品质量保证和安全部门将在审查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计划时作进

一步调查ꎮ
秘书处指出ꎬ 得益于来自不同国家机构、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

大力支持ꎬ 许多专家不计报酬地为 ＷＨＯ 作出了大量贡献ꎮ
会议共同主席指出尽管其有 ２５ 年关于 ＷＨＯ 提高国家药品监

管机构 (ＮＭＲＡｓ) 的质量指南的实施经验ꎬ 但是对指南的研究很

大程度上应由发达国家来进行ꎮ 由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批准通过

的 ＷＨＯ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已被许多国家所采用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意见的焦点主要在资金的削减减弱了规范化

工作的功能ꎬ 这些工作一直支撑着预认证和协助各成员国的责任

与计划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主要关注涉及 ＷＨＯ 质量保证领域规范性工

作资金方面的严重问题ꎮ

关于假、 冒、 伪、 劣药品 (ＳＦＦＣ) 的动态

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期间ꎬ 代表们对国际药品

打假工作组 ( ＩＭＰＡＣＴ) 和假、 冒、 伪、 劣药品的议题进行了讨

论ꎮ 依据世界卫生大会决议ꎬ 成员国政府间的工作组形成的组织

目前正在持续运行ꎮ 关于 ＷＨＯ 在该领域扮演的角色逐渐被关注ꎮ
ＷＨＯ 秘书处准备了两份背景文件并提交至世界卫生大会ꎮ 在提

供给专家委员会文件中的一些背景材料ꎬ 描述了假、 冒、 伪、 劣

药品的有关术语和法律问题ꎮ ＷＨＯ 目前搁置了服务国际药品打

假工作组 (ＩＭＰＡＣＴ) 秘书处的活动ꎮ ＷＨＯ 总干事重新确认对于

整个世卫组织而言ꎬ 假、 冒、 伪、 劣药品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问题ꎮ
ＷＨＯ 打击假药计划是基本药物与药物政策部 (ＥＭＰ) /质量

保证与安全部 (ＱＡＳ) 药品工作计划和团队的一部分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以来的主要出版物

•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 ４４ 次技术报告

(ＷＨＯ 技术报告丛书ꎬ 第 ９５７ 号) 将分发给参加 ２０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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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召开的 ＷＨＯ 执委会会议的代表ꎮ 报告纸质版现已印

刷完成ꎬ 电子版和复印件将分发给第 ４５ 次专家委员会会

议的参会者ꎮ

准备中的出版物

• «国际药典» 第四版第二增补本将很快出光盘和可在线

查阅ꎮ
• 一张包含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批准的所有 ６０ 个当前正在

执行的 ＷＨＯ 质量保证指南的光盘ꎬ 内容采用全面和结构

化的形式ꎬ 将在 ２０１０ 年底前发行ꎮ

专家委员会会议主题

会议讨论了很多有关质量保证方面的议题ꎬ 内容涉及 ８０ 份

文件 (其中包括 ３０ 份质量保证相关的工作文件ꎬ ３０ 份标准和大

约 ２０ 份增加的背景文件)ꎮ
召开了与 ＷＨＯ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联席会议ꎬ 讨论了

共同关心的问题ꎮ 在与感兴趣的成员国共同召开的开放会议上ꎬ
对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过程、 工作作风和过去 ４５ 次会议所涉及的

工作成果进行了总结ꎮ

２　 一般政策

２ １　 国际合作

２ １ １　 与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共同合作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欧洲理事会)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和 ＷＨＯ 本专家委员会之间的合作项目

有了简短的更新ꎮ

抗艾滋、 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

抗艾滋、 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与政府、 民间社会团体、 私营

企业和有影响力的机构间保持合作关系ꎮ
根据全球基金的预算ꎬ ３７％ 预算用于药品和保健品的采购ꎮ

比如董事会批准的 １９４ 亿美元项目中ꎬ ６２％用于抗艾滋病ꎬ ２２％
用于抗疟疾ꎬ １６％用于抗结核病ꎮ 按地区统计: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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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占 ５７％ ꎬ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占 １４％ ꎬ 东欧与中亚地区占

７％ ꎬ 南亚地区占 ９％ ꎬ 中东与北非地区占 ６％ ꎮ 整个全球基金在

１４４ 个国家有资助项目ꎮ
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ꎬ 对全球基金药品质量方针做了相应

的修改ꎮ 自 ２００９ 年起ꎬ 该方针一直基于以下三个标准制定ꎮ
• 临床标准— ＷＨＯ、 国家或机构标准治疗指南目录中的药

品 (如该药品未被列入以上任一标准治疗指南ꎬ 则需要

申请方或者接收方提供选择的理由)ꎮ
• 质量标准— 对所有药品而言ꎬ 得到受援国的批准是十分

必要的ꎮ 比如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治疗结核和疟疾药物ꎬ
必须得到 ＷＨＯ 预认证ꎬ 或药品监管部门 (ＳＲＡｓ) 授权ꎬ
或专家审评小组 (ＥＲＰ) 推荐ꎮ

• 质量监测— 需要监测至接收方的整个供应链的药品质量

情况ꎬ 并将监测结果将上报全球基金会ꎮ
由 ＷＨＯ 主导的专家审评小组 (ＥＲＰ) 会减少那些潜在使用

或获利使用的无 ＷＨＯ 预认证和 ＳＲＡｓ 授权的药物制剂 (ＦＰＰｓ)ꎮ
文件提交合规的标准包括药品是在 ＧＭＰ 认证的场地生产ꎬ 并且

已经向 ＷＨＯ 提交文件进行预认证或向药品监管部门提交文件进

行审查ꎮ ＥＲＰ 提供的推荐有效期为 １２ 个月ꎮ
自 ２００９ 年起ꎬ 基于不同方式获得批准使用的药品数量分别

为: ５１ 个基于 ＥＲＰ 推荐ꎬ １８ 个基于 ＷＨＯ 预认证ꎬ ７ 个基于药品

监管部门批准ꎮ
全球基金面临的挑战包括: 对有质量保证的抗疟疾、 结核病

和机会性感染 (ＯＩ) 药品的需求增加ꎻ 寻找符合全球基金要求的

质量控制实验室ꎻ 加强国家监管能力和协调监管网络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专家委员会了解了成立于 １９４６ 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ＣＥＦ) 供应部门的职能ꎮ
供应部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及时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团体提供供

应司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及时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团体提供高质量的

药品ꎮ 供应部的职能如下:
• 监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全球采购和物流操作ꎮ
• 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采购供应以及作为采购服务的

合作伙伴ꎮ
• 确保儿童及其家庭能快速获得质优价廉的物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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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药品采购包括基于供应商评估的供应预

认证工作ꎬ 评估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 对提交的文件进行审核和 (或) 进行 ＧＭＰ 检查以确保其

符 合 ＷＨＯ 的 ＧＭＰ 要求ꎻ
• 使用 ＷＨＯ 技术报告丛书第 ９３７ 号文件中 ＷＨＯ 产品调查

问卷对产品进行评估ꎮ
邀请地方政府参与 ＧＭＰ 决议是基于以下几点:
• 原产国的监管环境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往的经验ꎻ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或其选定的代表进行 ＧＭＰ 检查ꎮ
合同厂商只有在获得 ＵＮＩＣＥＦ 批准且分包商同样被批准的情

况下才能进行分包ꎮ
主要由 ＵＮＩＣＥＦ 工作人员实施检查ꎬ 以确保检查符合 ＷＨＯ

ＧＭＰ 指导原则ꎮ
在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 年ꎬ 共进行了 ８９ 次 ＧＭＰ 检查ꎬ 其中有 ２７ 个

公司没有通过检查ꎬ 占总数的 ３０％ ꎮ 对不符合 ＧＭＰ 检查的公司ꎬ
会给他们出具一份详细的 ＧＭＰ 检查报告ꎬ 并要求其在一个月之

内做出回应ꎮ
ＵＮＩＣＥＦ 除了与当地的监管机构合作之外ꎬ 还与 ＷＨＯ、 国际

红十字委员会 (ＩＣＲＣ) 和无国界医生组织 (ＭＳＦ) 进行合作ꎬ 共

同进行 ＧＭＰ 联合检查ꎮ ＵＮＩＣＥＦ 同时也是国际药品认证合作组织

(ＰＩＣ / Ｓ) 的伙伴ꎮ
对于经过预认证的疫苗ꎬ 治疗艾滋病、 疟疾和结核病的

药品:
• 产品必须经过 ＷＨＯ 预认证并公布在 ＷＨＯ 网站上ꎻ
• 供应商必须向 ＵＮＩＣＥＦ 证实产品与 ＷＨＯ 评估过的产品完

全一样ꎻ
• ＵＮＩＣＥＦ 的采购在 ＷＨＯ / ＵＮＩＣＥＦ 的 ＧＭＰ 检查中可 “追

溯”ꎮ

２ １ ２　 药典协调组织

来自日本药局方的代表简要介绍了药典协调组织 (ＰＤＧ) 当

前的活动ꎮ ＰＤＧ 由欧洲药典会 (ＰｈＥｕｒ)ꎬ 日本药局方 (ＪＰ) 和美

国药典会 (ＵＳＰ) 组成ꎮ 到目前为止ꎬ 在 ＰＤＧ 的工作项目中ꎬ ３４
个通则中的 ２７ 个和 ６３ 个辅料各论中的 ４０ 个已经由上述 ３ 个药典

会完成协调工作ꎮ 在最近的 ＰＤＧ 会议中ꎬ 对溶出度通则进行了修

订ꎬ 并对毛细管电泳项目进行了改正ꎮ 在通过的辅料项目中ꎬ 包

７



括对之前协调的辅料质量标准的修订ꎮ 这些努力的目的是使之前

发布的质量标准获得更高层次的协调ꎮ 根据 ＩＣＨ Ｑ６Ａ 指导原则确

定的 １０ 个通则中已有 ９ 个已经成功进行了协调ꎮ ＰＤＧ 递交的

“堆密度与振实密度” 和 “细菌内毒素” 促进了 ＩＣＨ Ｑ４Ｂ 在第二

阶段发布了这两个标准ꎮ ＰＤＧ 再次强调了一致性监管对协调标准

的重要性ꎮ 在 ＰＤＧ 和 ＩＣＨ Ｑ４Ｂ 的联合会议上ꎬ 一起探讨了加速

对药典标准监管互换性申明的其他方法ꎮ
ＰＤＧ 各方一致同意提供通用方法的协调标准ꎬ 目的是加强协

调ꎬ 以使 ＷＨＯ 能够对当前收录在 «国际药典» 中的标准进行

修改ꎮ

２ １ ３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专家委员会接到通知ꎬ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ＩＣＨ)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５ ~ １０ 日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召开了会议ꎬ
会议的焦点集中在药品质量领域ꎮ 据报道ꎬ 本次会议的亮点是

ＩＣＨ 在全球的执行取得了进展ꎮ
ＩＣＨ 指南 Ｑ８ (药品研发)、 Ｑ９ (质量风险管理) 和 Ｑ１０ (药

物质量体系) 在药品质量领域树立的新典范更多地体现在过程－
产品的理解和过程控制上ꎬ 而不是最终产品检测ꎮ ＩＣＨ 质量执行

工作组 (ＩＷＧ) 在塔林召开了首次培训研讨会ꎮ 培训包括对药品

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个案研究ꎮ 培训随后将在美国华盛顿

和日本东京举行ꎮ
接下来将会在 ＩＣＨ 的三个区域进行药典标准的协调ꎬ 为的是

降低检测需求ꎮ 符合 Ｑ４Ｂ 指南 “在 ＩＣＨ 地区使用药典标准的评

估和建议” 的 ２ 个附录 (附录 １１ 毛细管电泳和附录 １２ 筛分法)
已经进行到了第四阶段ꎬ 另外两个附录 (附录 １３ 堆密度与振实

密度和附录 １４ 细菌内毒素) 已经进行到了第二阶段ꎮ «国际药

典» 也考虑对这些标准进行进一步的协调ꎮ
Ｑ３Ｄ 专家工作组 (ＥＷＧ) 开始起草一个指南ꎬ 为药物原料

药及成品制剂中金属杂质的定性和定量测定提供限度ꎮ
ＩＣＨ 指导委员会同意建立一个关于基因毒性杂质的新的多学

科工作小组ꎮ 新的指南将对药物研发期间和取得许可证后基因毒

性杂质的评价、 定性和控制进行描述ꎮ

２ １ ４　 国际药品管理机构会议 (ＩＣＤＲＡ)

委员会提供了第十四届国际药品管理机构会议的最新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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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新加坡卫生科学局 (ＨＳＡ) 和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主

办ꎬ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１２ 月 ３ 日在新加坡召开ꎮ 为了与这

次会议相衔接ꎬ 将于同一地点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 ~ ２９ 日召开 “有
效合作－未来药品监管” 的预备会议ꎮ

全球化及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无尽的益处ꎬ 提高了生活

水平ꎬ 但也对公共卫生和国家药品管理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ꎮ 保健

品的日趋复杂化、 前沿技术的发展及因特网的广泛使用对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机构都提出了更多的挑战ꎮ 国际药品管理机构

会议是一个独特的平台ꎬ 国家药品管理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

可以在此会面ꎬ 增强合作ꎬ 探讨共同关注的话题ꎮ 委员会提出了一

个项目ꎬ 这个项目为药品监管和利益相关方探讨当前国际关心的议

题提供机会ꎬ 比如 Ｈ１Ｎ１ 流感疫情和获取高质量药品ꎮ
预备会议对其他注册的社会团体都开放ꎬ 会上将探讨国家药品

管理机构之间在评价和监督方面的相互合作ꎮ

２ ２　 药品的共同问题－质量保证

２ ２ １　 基本药物

基本药物的选择和使用专家委员会秘书处通报了该委员会的

最新信息ꎮ 目前ꎬ ＷＨＯ 基本药物清单 (ＥＭＬ) 同时包含了推荐

给成人和儿童的所有药物ꎬ 包括剂型ꎮ 第二版 ＷＨＯ 儿童基本药

物清单 (ＥＭＬｃ) 包括儿童用药及相应的年龄限制和新生儿用药ꎮ
然而ꎬ 目前这两份清单存在一些分歧与问题ꎮ 举个例子ꎬ 在 ８ ４
姑息治疗部分没有列举成人用药ꎬ 却列举了很多儿童用药ꎮ 据了

解ꎬ 这是因为部分国家可能没有循证ꎬ 很少用到 ＷＨＯ 基本药物

清单ꎮ
专家委员会简要介绍了 “更适合的儿童用药” 项目ꎬ 这个项

目对加纳、 印度的两个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供了大范围的

资助ꎮ 这个项目正在对非洲法语区国家提供资助ꎬ 其他地区也将

实施ꎮ
ＷＨＯ 基本药物选择和使用专家委员会第 １８ 次会议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 ２５ 日在加纳阿克拉召开ꎮ 会议议程包括剂型、 固定剂

量复合制剂、 临用新配制剂和正在进行的应用程序审查的讨论ꎮ
委员会建议基本药物选择和使用专家委员会在与药品质量保

证相关的议题上进行协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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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植物药和膳食补充剂

传统药物小组过去曾经是基本药物与药物政策部的一个部

门ꎬ 现在转入卫生政策、 发展与服务部ꎮ ２０１０ 年第 ６２ 次世界卫

生大会上采纳的关于传统药物的决议是这个小组活动的依据ꎮ 决

议要求 ＷＨＯ 增强与合作中心、 研究所和各非官方组织的合作ꎬ
共享询证信息ꎬ 对国家层面建设传统药物提供培训项目ꎮ 同时ꎬ
决议要求 ＷＨＯ 继续在传统药物的安全性、 有效性和质量方面对

各国提供技术支持ꎬ 提供将传统药物整合进入卫生系统的政策指

导ꎬ 并且基于传统药物在各国的进展和新的挑战更新 ＷＨＯ 传统

药物战略ꎮ
项目的战略目标和优先领域包括:
— 资本化对传统药物促进自我保健和以人为中心的初级保健

的潜在贡献ꎻ
— 整合传统药物进入卫生系统的方式ꎻ
— 促进协定ꎬ 统一认可尺度ꎬ 将传统药物作为国家卫生系统

的子系统ꎻ
— 增强研究力度ꎬ 提升传统药物及相关产品的质量、 安全性

和有效性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药用植物质量和安全方面的活动主要包括:
• 药用植物材料的质量控制方法— 更新版 (目前正在准备

印刷)ꎻ
• 质量对顺式疗法药物的安全性影响的关键技术问题 (２０１０

年出版)ꎻ
• 植物药质量控制的物质选择指导原则 (准备中)ꎻ
• 药用植物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准备中)ꎻ
• 毒性药用植物风险管理指导原则及部分常用毒性药用植物

质量标准 (准备中)ꎮ
由这个项目制定的关于药用植物的重要 ＷＨＯ 文件包括:
ＷＨＯ 部分药用植物质量标准－卷 １、 ２、 ３、 ４ꎮ
这些质量标准在安全性、 有效性和质量控制方面为广泛使用

的药用植物提供了科学依据ꎬ 同时也为各国提供了帮助他们发展

自己的质量标准和处方的模板ꎮ
新独立国家部分药用植物的 ＷＨＯ 质量标准 (２０１０)ꎮ 出版物

有英语和俄语两种语言ꎬ 包含了目前 ＷＨＯ 已批准的质量标准ꎬ
其中有 １４ 个是新增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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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同时也在药用植物的质量、 安全性、 有效性方面扩展了

询证研究ꎬ 包括回顾分析临床研究报告ꎻ 植物药与其他药物相互

作用的安全性有关的技术文件ꎻ 研究方法学的关键技术议题ꎮ
另外一项进行的活动是第二次 ＷＨＯ 全球药用植物政策和监

管调查ꎮ 调查的目的是评价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年执行

ＷＨＯ 传统药物战略带来的冲击ꎮ 这个调查尝试去收集更新更全

面的关于实践和资质的信息及监测成员国的项目进展情况ꎮ 同

时ꎬ 它也用来确定每个成员国的新需求ꎬ 并更新 ＷＨＯ 传统药物

战略ꎮ
２０１０ 年开发的基础培训准则、 标准和手册包括: 整骨疗法、

推拿、 Ｎｕａ Ｔｈａｉꎻ 用植物药治疗－中国传统医药ꎻ 印度阿育吠陀梵

医ꎻ 尤那尼医学ꎻ 自然医学ꎻ 自然疗法ꎮ

２ ２ ３　 监管支持

ＷＨＯ 在质量、 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的规范工作为的是支持

国家药品管理机构的工作ꎬ 并且通过全球性协商对上述工作进行

推进ꎮ ＷＨＯ 药物监管支持项目的核心功能包括为各国和地区提

供增强药品监管的直接支持ꎻ 发展与持续改进方法ꎬ 协助监管工

作ꎻ 促进交流ꎻ 促进各国家药品管理机构相互协调ꎮ 基于 ＷＨＯ
的数据采集工具和方法ꎬ 国家层面的支持包括评估药品监管系统

以确定需求ꎬ 制定机构规划以及提供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ꎮ
药物监管支持项目的主管简要介绍了专家委员会的当前活

动ꎮ 到目前为止ꎬ 对 ４７ 个监管系统进行了 ５１ 次评价ꎬ 其中包括

区域办公室ꎬ 以及与 ＷＨＯ 秘书处能力建设组进行了紧密的合作ꎮ
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支持ꎬ 为的是鼓励区域协调和支持南部非洲共

同发展体、 东非共同体和加勒比共同体等机构的加入ꎮ
作为对国家药品监管机构人员继续教育需求的回应ꎬ ＷＨＯ

针对成员国的上市许可程序开办了质量、 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的

培训课程ꎬ ５０ 多个成员国的相关人员参加了培训ꎮ 为了对国家药

品管理机构的工作和决策程序进行支持ꎬ 我们开发了一个药品管

理的模型—ＷＨＯ 药物监管一揽子计划ꎮ 作为交换监管信息和建

设监管能力的手段ꎬ 这个模型已经在 ７ 个非洲国家进行测试并

执行ꎮ
非洲药品注册统一倡议是作为对国家监管系统责任权重增加

的回应ꎮ ＷＨＯ 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际发展部、 世

界银行、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威廉 Ｊ克林顿基金及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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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伙伴计划一起共事ꎬ 通过地区监管协调ꎬ 增加安全、 有效

和优质药品的供应ꎬ 提高非洲卫生水平ꎮ 这个议题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 １８ 日ꎬ 在马普托召开的第二次非洲药品监管部门会议上

进行了讨论ꎮ 会议有 ４０ 个国家的药品监管机构的 ５４ 名首脑和官

员参加ꎮ 会议建立了世界银行信托基金ꎬ 用来管理项目捐助ꎮ
ＷＨＯ 持续地与各 ＷＨＯ 地区成员国的国家监管机构紧密合

作ꎬ 为信息交换和知识交流提供便利ꎮ 与区域网络的合作ꎬ 比如

新独立国家的药物网络 (ＤＲＵＧＮＥＴ)ꎬ 使得监管支持提供给很多

的国家ꎮ 检查员接受了如何进行 ＧＭＰ 检查的培训ꎬ 质量控制实

验室接受了管理实验室规范培训ꎬ 为的是达到良好的质量保证水

平ꎮ 监管者组织了大量的能力建设研讨会ꎬ 其中包括新药注册和

如何促进药品监管的研讨会ꎮ

３　 与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联合会议

联合会议围绕着以下三个受普遍关注的议题召开:
— 时间与温度敏感药物产品的储存和运输指导原则ꎻ
— 建议启动一个评估重组人胰岛素候选国际标准品的项目ꎻ
— ＷＨＯ 血液机构 ＧＭＰꎮ
每个议题在每个委员会会议中进行了再次联合讨论ꎻ 每个委员会都

用协调一致的方式采取了适当的行动ꎮ 进一步的细节与建议将包含在本

次报告的具体章节中ꎮ
专家委员会对两个专家委员会联合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的机会表示

感谢ꎮ
结论与建议是ꎬ 工作需要继续进行ꎬ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和生物标

准化专家委员会应当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继续合作ꎮ

４　 质量控制－质量标准与检验方法

４ １　 «国际药典»
第二增补本

«国际药典» 的活动和工作计划有所更新ꎮ 专家委员会指出

«国际药典» 第四版第二增补本的编辑工作正在推进ꎬ 将会以一

个光盘版和一个在线版的形式出版ꎮ
此版本将收载专家委员会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审核通过的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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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ꎮ
按工作流程ꎬ 此次会议采用的各论的最终版本完成后将在

ＷＨＯ 药品网站上公布ꎬ 随后将编辑出版ꎮ

与其他药典的合作

秘书处报告专家委员会ꎬ «国际药典» 与 «英国药典» 的进

一步合作已经开始ꎮ
主持 «英国药典» 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英国医学

与健康产品管理局 (ＭＨＲＡ) 与主持 «国际药典» 的 ＷＨＯ 之间

的合作ꎬ 是以两部药典各自工作计划确定的共同优先事项为基

础ꎬ 目的是在药品质量标准领域开展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ꎮ
可以预见ꎬ 通过分享制定制剂质量标准的经验ꎬ 此次合作对

双方来将是互惠的合作ꎬ 可以为用户制定更多的质量标准ꎮ
秘书处告知专家委员会ꎬ 此次质量标准的合作已迅速启动ꎬ

试点阶段包括制定 ３ 个抗感染药的各论 (阿莫西林口服混悬液ꎬ
甲硝唑口服混悬液ꎬ 磺胺甲 唑和甲氧苄啶片)ꎬ 并将在专家委

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ꎮ
注意ꎬ 此次合作是主持药典编撰工作的两个组织之间以协议

的形式开展的合作ꎬ 专家委员会欢迎合作的启动和试点阶段即取

得了审核通过上述 ３ 个质量标准的成果 (见本次报告的 ４ ３ ４ 部

分ꎬ 抗感染药质量标准)ꎮ

４ ２　 现阶段工作计划与未来工作规划

在 ２０１０ 年工作计划的基础上ꎬ 专家委员会讨论和回顾了:
— 当前各论的发展现状ꎻ
— 制定 (包括儿科用药的) 原料和制剂质量标准的新提案ꎮ
新提案制定时需考虑以下情况:
• 当天工作计划中遗留的原料药

— 基于 ＷＨＯ 优先疾病 (包括艾滋病、 结核病、 疟疾以及发

展中国家高流行性疾病) 治疗药品的重要性ꎬ 之前工作

计划列表中的原料药优先启动ꎻ
• 更新后第十六版 ＷＨＯ 基本药物标准目录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与更新后第二版 ＷＨＯ 儿科用基本药物标准目录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中新增药品ꎻ
• 向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表达兴趣的新增品种ꎻ
• ＷＨＯ 特殊疾病项目中推荐的药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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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计划中的药品类别包括治疗艾滋病、 疟疾、 结核病、 抗

感染 (驱虫药ꎬ 抗生素ꎬ 抗原生动物药ꎬ 抗真菌药ꎬ 抗病毒药与

抗微生物药) 的药品ꎬ 口服补液疗法的药品ꎬ 与通用术语 “其他

药品” 中药品 (其他抗病毒药ꎬ 镇痛药ꎬ 解热镇痛药ꎬ 姑息治疗

药ꎬ 抗癫痫药ꎬ 大容量注射剂ꎬ 生殖健康药ꎬ 维生素ꎬ 细胞毒性

药和胰岛素)ꎮ
专家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ꎬ 基本药物质量标准的制定取得

了良好进展ꎬ 特别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ＡＲＶｓ)ꎬ 其中除一个

药物以外ꎬ 所有基本药物目录中推荐的治疗艾滋病的基本

药物至少有一个单剂量或固定剂量复方制剂被 «国际药典»
收载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获悉ꎬ 正在进行的努力可以使工作计划在

线获得或通过与制造商协会的联系获得ꎬ 目的是加强协作和获

取药品ꎬ 这经常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ꎮ
专家委员会审核并原则上批准了提议的新工作计划ꎬ 同意

再次确认了的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列表、 各个疾病项目和合

作组 织ꎬ 目 的 是 确 保 优 先 制 定 的 质 量 标 准 能 反 映 他 们 的

需求ꎮ 　 　 　

４ ３　 药品质量标准 (包括儿童用药)

４ ３ １　 ＨＩＶ 药品及相关情况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以下 ＡＲＶｓ 新各论:
制剂

• 去羟肌苷胶囊

• 依非韦伦 (依发韦仑) 片

• 恩曲他滨胶囊

• 恩曲他滨和替诺福韦片

• 恩曲他滨ꎬ 替诺福韦和依非韦伦片

专家委员会根据质量标准制定的流程在正式协商过程中对上

述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根据收到的评论意见对一致同意的变更进行

修改后ꎬ 通过了上述各论ꎮ

４ ３ ２　 抗疟疾药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以下抗疟疾药新各论:
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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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氟喹片

• 磺胺和乙胺嘧啶片

专家委员会根据质量标准制定的流程在正式协商过程中对上

述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根据收到的评论意见对一致同意的变更进行

修改后ꎬ 通过了上述各论ꎮ
在对青蒿素衍生物各论 (蒿甲醚ꎬ 青蒿素ꎬ 蒿乙醚ꎬ 青蒿

醇ꎬ 青蒿琥酯及相关制剂) 进行全面修订的过程中ꎬ 关联出现了

制定青蒿琥酯注射剂新质量标准的机会ꎬ 该注射剂被特别推荐用

于重症疟疾的治疗ꎮ
因此ꎬ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以下各论:
制剂:
• 注射用青蒿琥酯

专家委员会根据质量标准制定的流程在正式协商过程中对注

射用青蒿琥酯的质量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根据收到的评论意见

对一致同意的变更进行修改后ꎬ 通过了注射用青蒿琥酯的质量

标准ꎮ

４ ３ ３　 抗结核药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以下抗结核原料药和制剂的新各论:
原料药:
• 硫酸卷曲霉素

• 氧氟沙星

• 左氧氟沙星

制剂:
• 卷曲霉素注射液

• 氧氟沙星片

• 左氧氟沙星片

专家委员会根据质量标准制定的流程在正式协商过程中对上

述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根据收到的评论意见对一致同意的变更进行

修改后ꎬ 通过了上述各论ꎮ
以下各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递交给专家委员会目的是增订入

«国际药典»:
• 卡那霉素注射液

尽管此各论已获得通过ꎬ 但是专家委员会的意见要求将转换

因子测定中的国际单位 (ＩＵ) 改为毫克ꎬ 故要求再次传阅ꎮ
为避免使用任意转换因子ꎬ 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举办的药品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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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与质量控制会议期间ꎬ 提出了一个文本的修订版ꎬ 同意用

ＨＰＬＣ 法代替现有的微生物测定法将是优选的方案ꎬ 因为这样可

以将卡那霉素的含量直接用质量来表达ꎮ
然而ꎬ 人们认识到ꎬ 用 ＨＰＬＣ 法测定该物质将会碰到卡那霉

素 ＵＶ 吸收差而引起的测定困难ꎮ 因此ꎬ 在对 «国际药典» 收载

的可能的 ＨＰＬＣ 法和其适用范围进行讨论后ꎬ 最终建议开发衍生

化 ＵＶ 检测方法ꎬ 而不是使用更为复杂的可能没有广泛使用的检

测器如电化学检测器ꎬ 因为复杂检测器可能还没有获得广泛使

用ꎮ 虽然这种 ＨＰＬＣ 法仍然在调查中ꎬ 但大家一致认为ꎬ 一旦准

备就绪ꎬ 修订后的各论会传阅征求意见ꎮ
与此同时ꎬ 为了提供各论给用户ꎬ 会议同意将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在 ＷＨＯ 药品网站公布通过的文本ꎬ 该文本包含来自秘书处的适

当注释ꎬ 说明文本中的含量测定方法不久将会被修订ꎮ
专家委员会赞同参会者在协商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ꎮ

４ ３ ４　 抗感染药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以下抗感染制剂的新各论:
• 阿莫西林口服混悬液

• 左旋咪唑片

• 甲硝唑口服混悬液

• 磺胺甲 唑和甲氧苄啶片

专家委员会根据质量标准制定的流程在正式协商过程中对上

述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根据收到的评论意见对一致同意的变更进行

修改后ꎬ 通过了上述各论ꎮ

４ ３ ５　 其他药品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以下制剂的新各论:
• 左炔诺孕酮片

• 奥司他韦胶囊

• 碳酸氢钠静脉注射液

专家委员会根据质量标准制定的流程在正式协商过程中对上

述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根据收到的评论意见对一致同意的变更进行

修改后ꎬ 通过了上述各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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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４　 «国际药典» 修订稿

４ ４ １　 抗疟药: 青蒿素衍生物

自 ２００８ 年起ꎬ «国际药典» 中青蒿素衍生物各论的总体修订

工作已经启动ꎮ
特别需要修订的方面是有关物质和含量测定的检测方法ꎬ 和

各论中要求控制的新增的潜在杂质ꎮ

青蒿琥酯

随着注射用青蒿琥酯新各论的进展ꎬ ２００９ 年修订的青蒿琥酯

的各论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改ꎬ 以增加用于注射用原料的特殊要

求ꎮ 因此ꎬ 新修订的文本已递交给专家委员会讨论ꎮ 在公众提问

和讨论过程中收到的意见的基础上ꎬ 该各论加入一致同意的变更

后获得了通过ꎮ

其他青蒿素衍生物

此次全面修订包含青蒿素衍生物的约 １５ 个各论ꎮ 青蒿琥酯

和青蒿琥酯片各论已经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获得了通过ꎮ 提议剩余的

青蒿素衍生物一系列各论优先修订以便于用户可以及时获得ꎮ
ＷＨＯ 疟疾治疗指南中规定抗疟治疗不再使用单一疗法ꎬ 与

指南保持一致ꎬ 专家委员会同意当抗疟药质量标准修订时ꎬ 优先

考虑复方制剂而不是单组分制剂ꎮ
专家委员会高兴地注意到工作取得了进展ꎬ 特别是青蒿醇

(双氢青蒿素) 和蒿甲醚的原料各论ꎮ 此外ꎬ 人们认识到联合疗

法中使用的固定剂量复方制剂的其他质量标准已经开始有所进

展ꎬ 例如ꎬ 青蒿琥酯和阿莫地喹片或青蒿醇和磷酸哌喹片ꎮ

４ ４ ２　 其他药品

磷酸奥司他韦

磷酸奥司他韦的各论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初次获得通过ꎮ 在接到

一些关于硫酸灰分和有关物质的意见后ꎬ 该文本的修订版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发布ꎬ 导致最后通过的修订后的文本中只保留了有关物

质测定中建议修订的部分ꎮ 为了回应用户在进行硫酸灰分测定过

程中持续出现的困难ꎬ 考虑对该版本进行进一步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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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通过了新修订版本ꎬ 现在 «国际药典» 收载的

磷酸奥司他韦质量标准新版本与 «欧洲药典» «美国药典» 和

一致ꎮ

肝素

２００９ 年通过的肝素各论版本出现了一个简短的更新ꎬ 以便于

增加一个电泳法来测定肝素中潜在的黏多糖杂质 (硫酸软骨素

Ｂꎬ 硫酸软骨素和含过硫酸盐的硫酸软骨素)ꎮ 专家委员会指出修

订工作已经启动ꎮ

维生素 Ａ
维生素 Ａ 补充疗法是由 ＷＨＯ 与合作组织的若干举措支持的ꎮ

ＵＮＩＣＥＦ 表达了对含有油状维生素 Ａ 浓缩液的口服制剂药典质量

标准的兴趣ꎬ 该制剂可用于治疗抗维生素 Ａ 缺乏症、 干眼症和营

养性失明ꎮ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ꎬ 以下品种的质量标准草案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举行的 “药品质量标准及质量控制实验室研讨会” 远程视频会议

上进行了准备和初步讨论:
• 油状维生素 Ａ 浓缩液ꎻ
• 小儿维生素 Ａ 胶囊ꎻ
• 小儿维生素 Ａ 口服液ꎮ
会上对上述质量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和意见收集ꎬ 修改后的

质量标准提交给了第 ４５ 次专家委员会会议ꎮ
• 根据协商和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ꎬ 委员会在质量标准作

适当修改后批准了油状维生素 Ａ 浓缩液的各论ꎮ
小儿维生素 Ａ 软胶囊有特殊的给药形式ꎬ 其配备有一个可切

割的小型奶嘴使液体内容物能通过轻松挤压进入儿童嘴里ꎮ 考虑

软胶囊为单元容器ꎬ 液体内容物为实际给药形式ꎬ 委员会决定把

这种剂型归到维生素 Ａ 口服液的质量标准下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对

小儿维生素 Ａ 口服液的质量标准进行修改ꎬ 使其标准能够应用于

上述单剂量制剂ꎮ 胶囊的质量标准因此被撤销ꎮ

对乙酰氨基酚

以下品种的质量标准草案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举行的 “药品质

８１



量标准及质量控制实验室研讨会” 远程视频会议上进行了准

备和初步讨论:
• 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液ꎻ
• 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混悬液ꎮ
会议对上述质量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和意见收集ꎬ 修改后的

质量标准提交给了第 ４５ 次专家委员会会议ꎮ 根据协商和讨论过

程中提出的意见ꎬ 委员会在质量标准作适当修改后批准了上述的

各论ꎮ

４ ５　 对原有制剂通则及相关方法正文的审核

４ ５ １　 药典协调组织 (ＰＤＧ): 统一的通则正文

专家委员会更新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国际药典» 举行的非正式

研讨会上的讨论和建议ꎮ 考虑到与 ＰＤＧ (欧洲药典会ꎬ 日本药局

方及美国药典会) 的统一ꎬ 前次会议上专家委员会建议对 «国际

药典» 通用方法进行修改ꎮ
在第 ４２ 次与第 ４４ 次会议上ꎬ 专家委员会对提出的建议表

示赞同ꎬ 建议 “ «国际药典» 的相关方法正文应与最后定稿的

统一的 ＰＤＧ 正文一起审核ꎬ 以便确定差异以及确定 «国际药

典» 正文内容修订的合适程度ꎮ 任何变更申请均会根据 ＷＨＯ
常规协商程序进行公布ꎮ 一旦提交的建议被专家委员会确定并

通过ꎬ ＷＨＯ 秘书处将联系 ＰＤＧꎬ 酌情考虑关于使用 ＰＤＧ 统一

通则正文的决定”ꎮ
根据上述建议ꎬ ＷＨＯ 秘书处对 ＰＤＧ 提出正式要求ꎬ 要求

ＰＤＧ 的三个药典会授权使有签字的文本作为 «国际药典» 出版的

依据并且同意将文本转换为 «国际药典» 格式ꎮ
专家委员会同意单独的 ＰＤＧ 方法正文符合以下任一条件即可

包含在 «国际药典» 中:
• 符合 «国际药典» 标准要求的方法: 包括分析方法章节

中对现行进行替代的方法或一个新方法ꎮ 当新方法计划替

代现有方法时ꎬ 存在过渡期发布两种方法使得原有方法在

相关标准修订前仍能使用的情况ꎮ
• 方法作为指导意见在 «国际药典» 标准中特定参考的:

包括补充信息章节ꎮ
• 作为一般信息没有在 «国际药典» 标准中进行引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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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补充信息章节ꎮ
对现行 «国际药典» 正文的更改会根据 ＷＨＯ 常规协商程序

进行公布ꎮ
当 «国际药典» 的分析方法章节出现新增正文ꎬ 建议在原有

标准中指出使用新增正文的原因ꎮ
在该策略下 ＰＤＧ 审核的统一的通用方法如下:
• 炽灼残渣 /硫酸灰分ꎻ
• 注射用制剂的装量检查ꎻ
• 对微粒污染物的检查: 可见异物ꎻ
• 非灭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 微生物计数检查ꎻ
• 非灭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 控制菌检查ꎻ
• 非灭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 药用制剂与药用物质的微生物

接受限度ꎻ
• 崩解试验ꎻ
• 含量均匀度ꎻ
• 溶出度试验ꎻ
• 无菌试验ꎻ
• 片剂脆碎度ꎮ
目前 ＰＤＧ 仍在对上述检查项的统一进行讨论ꎮ
专家委员会对提交的意见与背景文章中概述的通用方案表示

赞同ꎬ 建议提交审评修改的正文处应添加明确的说明来解释统一

的方法执行的策略 (例如修订、 新增或者增补信息)ꎮ
专家委员会同样建议一旦统一的 ＰＤＧ 方法被收录在 «国际药

典» 中ꎬ 需要建立机制确保将来 ＰＤＧ 正文中的更改会出现在

«国际药典» 对应的正文处ꎮ

４ ５ ２　 单剂量制剂的含量均匀度

由于固定剂量复方制剂 (ＦＤＣｓ) 重要性的提高ꎬ 专家委员会

讨论了 «国际药典» 方法 ５ １ 章节中含量均匀度方法的运用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当 ＡＰＩ 含量低于 ５ｍｇ 时ꎬ 胶囊或片剂形式的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的质量标准是否需要对含量均匀度做出要求ꎬ
要根据其自身特点考虑ꎮ 制定 ＦＤＣｓ 的质量标准时需要考虑到

ＷＨＯ 的指导方针ꎮ 含一种及以上的活性成分的片剂 /胶囊的含量

均匀度检查需要根据规格做出对应说明ꎮ 同时ꎬ 根据 «国际药

典» 采用的 ＰＤＧ 实施的统一正文ꎬ 通用方法正文 ５ １ 章节不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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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改ꎮ 专家委员会指出ꎬ 当特定的单独的片剂或胶囊质量标准

中缺乏对含量均匀度的要求时ꎬ 质量均匀度检查 (５ ２) 应该符

合相关通用标准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当标准中明确要求均匀度检查时:
— 尽可能在各论标准中描述分析方法ꎻ
— 在合理的情况下ꎬ 将含量均匀度测定得到的 １０ 次结果的

平均值用于含量的计算ꎬ 以避免对片剂或胶囊的混合样品

的重复分析ꎮ

４ ６　 «国际药典» 的通用政策与修订

４ ６ １　 溶出度的更新

根据几次会议上部分标准中新增溶出度实验的讨论结果ꎬ 汇

总文件已提交专家委员会ꎮ
专家委员会赞同的建议与重点推荐如下:
• 对含有极易溶解 ＡＰＩ 的片剂与胶囊实施标准化的溶出度

实验:
— 替代崩解实验 (采取适用于如异烟肼与盐酸乙胺丁醇片的

溶出度实验模式)ꎻ
— 与标准的修正案一致ꎮ
• 将对新增的溶出度实验的起草内容进行进一步审核ꎮ
根据这些建议ꎬ 针对部分具有极易溶解 ＡＰＩ 的药品的新旧标

准制定了溶出度实验方案 (如青蒿素衍生物)ꎮ 同时ꎬ 对交叉引

用通用方法的标准ꎬ 仍然需要补充溶出度实验要求ꎮ 考虑到工作

量ꎬ 建议优先修订还在进行溶出度实验研究的ꎬ 或直接引用通用

方法未做特殊要求的ꎬ 以及由于生物利用度或难溶性已被建议优

先考虑的标准 (下表中星号表示已在第 ３１ 次专家委员会报告中

确定的品种)ꎮ
下列 １６ 个标准ꎬ 选自附录 １ 中的 ＱＳＭ / ＥＣ / ０７ ２１ 号文件ꎬ

包括自 ２００７ 年发布后修改的标准:
• 氨苄西林胶囊

• 蒿甲醚胶囊

• 蒿甲醚片

• 青蒿素胶囊

• 青蒿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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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蒿醇片

• 卡马西平片

• 乙酰红霉素片

• 琥乙红霉素片∗
• 硬脂酸红霉素片∗
• 灰黄霉素片∗
• 布洛芬片

• 吲哚美辛片

• 苯妥英钠片∗
• 利福平、 异烟肼和乙胺丁醇片

• 利福平和异烟肼分散片

• 利福平、 异烟肼和吡嗪酰胺分散片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的研讨会上对优先列表进行了讨论ꎬ 推荐对在列

表上的标准优先安排ꎬ 但由于以下青蒿素衍生物已不再销售ꎬ 因

此不需要对其标准进行修订:
• 蒿甲醚胶囊

• 蒿甲醚片

• 青蒿素胶囊

• 青蒿素片

为了尽快地制定含有溶出度实验的标准ꎬ 专家委员会赞同采

用公开易行的方法制定实用方案ꎮ 专家委员会进一步建议ꎬ 当条

件允许时ꎬ 在早期制定溶出度的通用指南ꎬ 以便于新标准中包含

溶出度实验ꎮ

４ ６ ２　 干粉

国际药典委员会与英国药典委员会合作制定阿莫西林口服混

悬液的标准时ꎬ 碰到了如何处理病人变更剂型的问题ꎬ 我们注意

到两部药典在剂型选择上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 «英国药典» 关注终产物 (如复溶溶液、 混悬液或注射

液) 并反映在标准名称上 (如阿莫西林口服混悬液)ꎻ
— «国际药典» 考虑复溶前的产物 (如干粉———许多注射用

粉针或口服粉末的例子可在第四版中找到)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举行的研讨会上针对阿莫西林口服混悬液的质量

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推荐参考 «国际药典» 口服液或干粉复溶

混悬液的标准制定方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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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同意鉴于注射用粉针也是需要在使用前复溶的剂型ꎬ
由于在复溶后立即使用ꎬ 不需要考虑长期保存的稳定性与无菌

性ꎬ 因此不受口服粉末质量方针的影响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通过在质量标准标题处添加介词 “用” 来将

«国际药典» 中以液体形式生产的制剂与复溶的注射液进行区分ꎮ
为了向专家委员会说明上述策略ꎬ 以下列标准草案的标题为

例进行了报告:
— 卷曲霉素注射用粉末更改为注射用卷曲霉素ꎻ
— 青蒿琥酯注射用粉末更改为注射用青蒿琥酯ꎮ
修订已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被采用同时公布于 ＷＨＯ 药品网站ꎬ

以下为修订内容:
— 阿米卡星注射用粉末修改为注射用阿米卡星ꎻ
— 卡那霉素注射用粉末修改为注射用卡那霉素ꎮ
对于下表所列的注射用粉末的原标准要求对其做出相应修

订ꎬ 可在对这些标准进行技术原因的修订或版本更新时一同

修订:
— 两性霉素 Ｂ 注射用粉末ꎻ
— 氨苄西林钠注射用粉末ꎻ
— 青霉素钾注射用粉末ꎻ
— 氯唑西林钠注射用粉末ꎻ
— 琥珀酸钠泼尼松龙注射用粉末ꎻ
— 琥珀酸钠强的松注射用粉末ꎻ
— 普鲁卡因青霉素注射用粉末ꎻ
— 硫酸链霉素注射用粉末ꎮ
在口服混悬液或干粉复溶溶液的质量标准制定中应考虑最终

剂型ꎮ 以下氨苄西林口服混悬液标准正文反映了本次会议讨论结

果ꎮ 根据上述结果ꎬ 专家委员会对标准采用了新方针ꎮ

标准名称

标准的名称与要求应与最终制剂而不是粉末相一致ꎮ

定义

应在定义中对口服混悬液、 复溶溶液或终产物为液体的制剂

进行区分并且在该部分明确描述以复溶溶液为最终形式的制剂ꎮ

３２



通用标准的引用

终产物为 “口服用液体制剂” 的通用标准ꎬ 标题为 “口服用

粉末、 口服混悬液与口服滴液” 的粉末部分标准将会包含在原标

准的口服粉末部分中ꎮ

生产

当质量标准中对干粉有特殊要求时ꎬ 可在生产章节找到声明

或检查法ꎬ 检查法可能有限度也可能没有限度 (如水分含量的检

测)ꎮ 同时应考虑到标签注明的复溶产物使用时期的质量ꎮ 因此

在生产章节对使用终点时的含量作出最低限度要求:
“根据生产说明书规定复溶的阿莫西林混悬剂储存在标签规

定使用温度下ꎬ 按照含量测定项下方法检测时ꎬ 其阿莫西林含量

不得少于标示量的 ８０ ０％ (Ｃ１６Ｈ１９Ｎ３Ｏ５Ｓ)”ꎮ

检查

称取一定量的复溶溶液或混悬液而不是干粉进行检查ꎮ 例如

“准确称取口服混悬液适量 (约相当于阿莫西林 ６０ｍｇ)ꎬ 稀释”ꎮ
口服散剂的原标准应该根据这个新方针进行修订ꎬ 推荐对将要修

订的注射用粉针的质量标准实施上述相同策略ꎮ

５　 质量控制———国际标准物质 (国际化学对照品和

国际红外对照图谱)

５ １　 关于国际化学对照品的动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 ＥＤＱＭ) 从先前的

ＷＨＯ 化学对照品协作标化中心———Ａｐｏｔｅｋｅｔ ＡＢ 处接管了 ＷＨＯ
国际化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 的建立、 制备、 储存和发放职责ꎮ 过去

由 Ａｐｏｔｅｋｅｔ ＡＢ 保存和发放的标准物质从现在开始将由 ＥＤＱＭ 来

发放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和 ９ 月ꎬ 启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ꎮ 会议达

成以下基本共识:
１ 对于对照品的分析鉴定ꎬ ＥＤＱＭ 将遵循 ＷＨＯ 对于化学对

照品建立、 保存和发放的一般指导原则ꎬ 最终在药品标准专家委

员会第 ４１ 次会议上修改和通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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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在首次活动中ꎬ ＥＤＱＭ 将优先研制以下 １０ 种国际化学对

照品 (表 １)ꎮ

表 １　 ＥＤＱＭ 优先研制的国际化学对照品

号码 物质

１ 青蒿素

２ 系统适用性用苯芴醇

３ 双氢青蒿素

４ 青蒿琥酯

５ 青蒿素甲醚

６ 依非韦伦 (依发韦仑) 杂质 Ｂ

７ 洛匹那韦

８ 恩曲他滨

９ 富马酸替诺福韦酯

１０ α－蒿甲醚

专家委员会成员对 ＥＤＱＭ 在制备一级对照品领域的专业技术

和经验的新发展表达了赞赏ꎮ 新的合作使得 ＩＣＲＳ 更容易获得ꎬ 从

而促进 «国际药典» 成为对公共健康有主要影响的药品的标准和

分析方法的参考ꎮ
专家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记录ꎬ 并签署了同意书ꎮ

５ ２　 加快国际化学对照品发放的建议

ＩＣＲＳ 之前被专家小组临时批准ꎬ 然后在年会期间最终被专家

委员会批准ꎮ 过程如下:
“由 ＷＨＯ 化学对照品协作标化中心通过充分的实验和鉴定ꎬ

提交新建立的国际化学对照品ꎬ 并写入中心的年度报告中ꎮ 该报

告主要在 «国际药典» 和药物制剂 ＷＨＯ 专家顾问小组成员中传

阅ꎬ 并要求专家认真考虑该提议和附加的分析文件ꎬ 并在 ３ 个月

内 (以邮寄时间为准) 告知中心所有的保留意见或反对意见ꎮ 针

对上述情况ꎬ 中心将会通过协商或其他必需的分析验证来确认ꎮ
假如在 ３ 个月内未收到反对意见ꎬ 被确定的新国际化学对照

品将暂时被批准ꎬ 并将在随后的专家委员会会议中被最终批准ꎮ”
在新对照品研制、 储存补给用候选物质分析和库存物质稳定

性监测完成后ꎬ ＥＤＱＭ 将会发布一份独立的分析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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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在合作实验室的帮助下暂时提交分析案例报告ꎮ 假如

检验按照上述被批准的指导原则来完成ꎬ 并且候选物质作为标准

品是适用的ꎬ ＩＣＲＳ 将临时发放ꎮ 在分析试验显示结果需要进一步

考察的情况下ꎬ 秘书处将会联系合作实验室来协助完成ꎮ ＩＣＲＳ 的

发放在临时发放后开始ꎮ
分析案例报告将与描述所有建立 ＩＣＲＳ 相关活动的 ＥＤＱＭ 统

一年度报告一起ꎬ 首先分发给 «国际药典» 和药物制剂 ＷＨＯ 专

家顾问小组来做评论ꎬ 随后提交给专家委员会批准ꎮ 分析案例报

告将作为附件被附到年度报告中ꎮ
拟定的简化程序将会加速新对照品的建立ꎬ 同时使 ＷＨＯ 对

ＩＣＲＳ 的迫切需求能够做出更快的回应ꎮ
另外ꎬ 需要有发放对照品的明确规定ꎬ 这也将提交给专家委

员会来审议批准ꎮ
专家委员会支持加速发放程序ꎬ 该程序可加快 ＩＣＲＳ 的可用

性进程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认可了这项新的程序 (附录 １)ꎮ

５ ３　 拟定首批生物合成人胰岛素国际标准品

在与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联合会议中ꎬ 委员会初步讨论

评估了人重组胰岛素候选国际标准品ꎮ
ＷＨＯ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研制了由复合物制备的国际生

物标准物质ꎬ 这些标准物质是测定生物学或免疫学特性所需

要的ꎮ
«国际药典» 对理化检验对照品 (ＩＣＲＳ) 进行了描述ꎬ 并得

到了专家委员会在其药物制剂规范方面的认可ꎮ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通过了建立标准品的提案ꎬ 进一步定

义了 ＩＵꎬ 并研究了诊断领域标准物质制备的潜在应用ꎮ 药品标准

专家委员会指出诊断学超出了它的授权范围ꎮ 两个专家委员会都

认为需要开展进一步工作来决定拟定的标准物质在诊断领域是否

能够使用ꎬ 同时要求 ＷＨＯ 公布活性和质量单位间的校正因子ꎮ
在 «国际药典» 胰岛素及其相关制剂的各论中ꎬ 胰岛素是物

理和理化方法检验的主要标准物质ꎬ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建议把

其扩展为国际化学对照品ꎮ 如果对照品要在含量测定中使用ꎬ 分

析数据应当以质量单位毫克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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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质量控制———国家实验室

６ １　 外部质量保证评价计划

外部质量保证评价计划 (ＥＱＡＡＳ) 旨在为每个参加的实验室

提供机会ꎬ 通过测定保密的盲样考察实验室检测水平ꎬ 并确定其

在政府质量控制实验室网络中采用给定分析方法进行检测的能

力ꎮ 该体系应当会加强网络内各实验室间的互信ꎮ
目前ꎬ ＷＨＯ 已能维持这项服务ꎬ 并提供第五期 ＥＱＡＡＳ 项目

的样品和实验操作规程ꎮ 所有六个 ＷＨＯ 区域中有 ６０ 个质量控制

实验室受邀参加了该计划ꎮ
第五期———过程 １: 非水滴定测定含量

参与者需要按照 «国际药典» 第四版甲硝唑各论标准中的方

法测定一个常规样品中甲硝唑的含量ꎮ ５２ 个参与者提交了结果ꎮ
１２ 个实验室 (占参与者的 ２３％ ) 的报告结果为可疑或不满

意ꎮ ＷＨＯ 要求这些实验室报告它们的失败原因以及相印的纠正

和预防措施ꎮ 秘书处通知相关实验室处理可疑或不满意结果的主

要方法ꎮ
第五期———过程 ２: 半微量卡尔费休法测定水分

研究目前正在进行ꎬ 并将在截止日期前向委员会汇报ꎮ
第五期能力验证计划概况

能力验证计划已呈报给委员会并列于表 ２ 中ꎮ

表 ２　 第五期能力验证计划项目

编号 实验 样品
结果反馈

截止时间

５ ３ 溶出度实验 青蒿素甲醚和苯芴醇片 ２０１１ ４ １

５ ４ 密度和 ｐＨ 测定 阿巴卡韦口服溶液 ２０１１ ９ １５

５ ５ ＨＰＬＣ 法测定含量 阿莫地喹和青蒿琥酯片 ２０１２ ３ １５

５ ６ 溶出度实验 利福平胶囊 ２０１２ ８ １５

５ ７ ＴＬＣ 法检查有关物质
青蒿素甲醚和苯芴醇口

服混悬液
２０１２ １２ １５

会上ꎬ 讨论了实验室的能力建设以及实验室人员变动是否对

实验室能力有影响等问题ꎮ 建议通过交叉检查来确认实验失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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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由人员变更引起ꎮ
委员会记录了本次项目中最近的活动ꎬ 全力支持质量控制实

验室在其质量控制能力建设中的工作ꎮ

６ ２　 ＷＨＯ 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在实验室资质预认证期间ꎬ 审查员们注意到 ＷＨＯ 药品控制

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修订版的指导原则有益于药品微生物实验室

质量管理规范中具体文本的补充ꎮ
在第 ４４ 次会议上ꎬ 一份关于药物制剂标准的草案已递交给

ＷＨＯ 专家委员会ꎬ 该草案依照常规程序进行传阅并征求意见ꎮ
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的非正式磋商期间ꎬ 讨论了一项关于质量保证系

统、 药品和风险分析的修订草案ꎬ 该草案也邮寄给专家征求意

见ꎮ 征集到的专家的意见正在评价中ꎮ
在会议期间ꎬ 有选择地任命了一组专家ꎬ 由他们审评征集到

的意见并通过了该指导原则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将会收到本次审评

确认的审查结果并确认通过该指导原则 (附录 ２)ꎮ

７　 质量保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７ １　 ＷＨＯ 药品 ＧＭＰ 主要原则的更新

一系列非正式磋商讨论了关于更新 ＷＨＯ ＧＭＰ 主要原则的提

案ꎬ 收到了增加补充文本内容的意见反馈ꎮ 关于 ＷＨＯ 药品质量

保证、 实验室质量控制和技术转让指导原则的磋商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至 ３１ 日举行ꎬ 讨论结果表明在第一章下加入一个关于 “产
品质量评审” 的新章节 (１ ６) 的必要性: “质量保证” 是 ＷＨＯ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中药品的主要原则ꎮ

另外ꎬ 建议进一步加强一些更新ꎬ 包括风险管理的概念 (新
文本 １ ２、 １ ４ 和 １ ５ 章节)ꎬ 用 “药品” 替代 “药”ꎬ 以及文中

其他部分关于关键人员和相关段落的章节中 “质量单位” 的

概念ꎮ
专家委员会一致同意更新相应的指导原则ꎬ 推荐公布的全部

指导原则作为报告的附件ꎬ 以取代先前公布的附件 ４———ＷＨＯ 技

术报告系列ꎬ ９０８ 号ꎬ ２００３ (附录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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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ＷＨＯ 关于血液机构的 ＧＭＰ
根据最近全球范围内的讨论ꎬ 其中包括第 ６３ 届世界卫生大

会ꎬ 血液制品的质量保证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血液机构

和血液收集的新概念目前正在进行全球性的讨论ꎬ 因为当前大量

的血液样本必须被丢弃ꎮ 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加强血液制品监管

的决议ꎮ 为了响应这个决议并服务成员国ꎬ 起草了新的血液机构

质量管理规范ꎮ
为向成员国综合提供全套 ＷＨＯ ＧＭＰ 文本ꎬ 依据生物标准化

专家委员会专家们在血液制品方面的专业知识ꎬ 药品标准专家委

员会同意审议这一新的 ＧＭＰ 文本ꎮ 新的 ＧＭＰ 文本描述了血液机

构完整的全系列步骤ꎮ 它是由一个内部全面评估后成立的特别小

组、 ＷＨＯ 成员国和血液监管网络共同起草ꎮ 此外ꎬ 它还发布在

网上供公众评论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认为该文本比其他药物制剂文本更加全面ꎮ

然而ꎬ 因为新指导原则使用的特殊环境和使用者通常不习惯应用

整体 ＧＭＰ 原则工作ꎬ 所以新指导原则更具有用户友好性是可以

接受的ꎮ
新的药品质量管理规范由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血液制品方

面的专家修订 (附录 ４)ꎮ 建议增加一个注释来解释它比其他药物

制剂指导原则更加全面的原因ꎮ

７ ３　 ＷＨＯ 非无菌药物制剂的取暖系统、 通风系统和空调系

统 ＧＭＰ 的更新

　 　 非无菌药物制剂的取暖系统、 通风系统和空调系统 ＧＭＰ 补

充指导原则 (ＨＶＡＣ) 已于 ２００６ 年出版ꎮ 该文本在 ＮＭＲＡ 相关的

环境中被认为是相当独特的ꎮ
检查员和用户的反馈表明ꎬ 该文本将受益于一个更新ꎬ 以允

许包含这一领域的新趋势ꎬ 并协调其他相关的已发表新文本ꎬ 例

如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 ６ 日ꎬ 非正式协

商会议讨论了循环评议时收到的关于质量保证系统、 药品和风险

分析方面内容的评论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修订了提案文本ꎬ 并要求

这一领域的专家进行技术支持ꎮ 专家委员会还创建了一个小子

群ꎬ 专门致力于在专家委员会会议之前和期间收到的附加评论的

处理ꎮ
会议期间组建的专家组根据收到的评论对指导原则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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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过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将把该综述作为最终采用的指导原则

(附录 ５)ꎮ 委员会进一步推荐整个指导原则的出版物作为报告的

附件ꎮ

７ ４　 ＷＨＯ 制药用水 ＧＭＰ 的更新

ＷＨＯ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指出: ２００５ 年ꎬ 药品标准专

家委员会采用了制药用水ꎬ 并作为附录 ３ 发表在第 ９２９ 号 ＷＨＯ
第 ３９ 次技术报告中ꎮ 在实施期间ꎬ ＷＨＯ 资格认证检查组对其认

可并提议更新ꎮ 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日内瓦举行的非正式磋商期间ꎬ 对

质量保证系统、 药品和风险分析进行了重新确认和讨论ꎮ 拟定的

变更随后将广泛寄出征求意见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提议进行连续性的会议协商ꎮ

７ ５　 ＷＨＯ 无菌制剂 ＧＭＰ 的修订

在 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４ 届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会议期间ꎬ 无

菌制剂产品 ＧＭＰ 修订本作为专家委员会报告附录 ４ 获得通过ꎬ 并

在 ２０１０ 年第 ９５７ 号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中出版ꎮ 随后ꎬ 收到一份

维护过程的提议ꎬ 并提交给专家委员会成员ꎮ
在技术要求没有变化的基础上ꎬ 专家委员会详细审查所有变

更提议ꎬ 发现它们有好的编辑属性ꎮ 为了使更新的文本容易执

行ꎬ 并避免混淆和误解ꎬ 专家委员会成员同意了所有的修改和建

议ꎬ 并作为附录 ６ 重新发布了完整文本ꎮ
借此机会ꎬ 专家委员会成员建议: 秘书处应当建立一个关于

未来维护过程的总方针ꎬ 并在第 ４６ 次会议提交给专家委员会ꎮ

８　 质量保证———新方法

８ １　 ＷＨＯ 关于质量风险管理的指导原则

为回应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 ４４ 次会议的建议ꎬ 秘书

处已经开始起草 ＷＨＯ 质量风险管理指导原则ꎮ 初稿修订了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非正式磋商中关于质量保证体系、 药品和风险分析的

内容ꎬ 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阐述ꎮ 通过循环传阅ꎬ 收到许多

评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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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档比其他国际性指导原则 (如 ＩＣＨ Ｑ９) 包含了更多细

节ꎬ 专家委员会成员普遍表示支持ꎬ 并建议专家组应当继续完善

该文档使其更加成熟ꎮ

８ ２　 ＷＨＯ 技术转移指导原则

专家委员会成员审议了对新修订的 ＷＨＯ 药品生产技术转移

指导原则的反馈意见ꎮ 委员会收到了大量的反馈意见ꎮ 因此ꎬ 组

织了一个小组对会议期间和随后的交流会上的反馈意见进行了

讨论ꎮ
专家委员会随后审议了讨论结果并采纳了修订后的文件ꎬ 将

文件作为附录 ７ꎮ

９　 质量保证———药物的分销与贸易

９ １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 药事服务的质量标准

为适应新的发展趋势ꎬ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和国际药学

联合会 (ＦＩＰ) 共同制定的药房质量管理规范 (ＧＰＰ) 需要修订ꎬ
有关 ＧＰＰ 修订的详细进展情况向专家委员会成员做了介绍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第一份药房质量管理规范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药品

标准专家委员会ꎮ １９９７ 年ꎬ 经过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的推荐

和国际药学联合会的认可ꎬ ＷＨＯ / ＦＩＰ 共同制定的药房质量管理

规范文件在 １９９９ 年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 ３５ 次报

告中发布 (ＷＨＯ 技术报告丛书ꎬ 第 ８８５ 号)ꎮ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０７ 年ꎬ 国际药学联合会倡议并探索了为成员国

柬埔寨、 摩尔多瓦、 蒙古、 巴拉圭、 泰国、 乌拉圭和越南建立

ＧＰＰ 国家标准的试验性研究提供技术支持的可能性ꎬ 总体目标是

以 ＦＩＰ / ＷＨＯ 的 ＧＰＰ 指导原则为框架来提高药品分销和使用的标

准和操作规范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国际药学联合会东南亚药学论坛采纳了

东南亚地区的 “社区药房质量管理规范曼谷宣言”ꎬ 并郑重承诺

将提高药房服务和专业操作规范的标准ꎮ
自从社区和医院采纳 ＧＰＰ 指导原则后ꎬ 在操作规范、 科学技

术的应用、 药品政策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包括与之相关的

最近发布的世界卫生大会决议: ＷＨＡ５４ １１ (ＷＨＯ 药品战略)ꎬ
ＷＨＡ５４ １３ (发展中国家卫生医疗体系的巩固)ꎬ ＷＨＡ５５ １４ (确
保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ꎬ ＷＨＡ５５ １８ (护理质量: 患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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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 ＷＨＡ５７ １６ (卫生医疗水平的提升) 和 ＷＨＡ６０ １６ (药品

的合理使用)ꎮ
此外ꎬ ２００７ 年ꎬ 世界药学联合会倡议调查是否需要对 ＧＰＰ

指导原则进行更新ꎬ 以便 ＧＰＰ 指导原则能反映现代的操作规范标

准和理念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世界药学联合会 ＧＰＰ 工作组首次

召开会议ꎬ 确定了指导原则修订中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ꎮ
２００８ 年ꎬ 世界药学联合会在瑞士巴塞尔举办的第 ６８ 届世界

大会上组织了一次专家咨询会ꎮ 会上共有 ５０ 位与会人员ꎬ 包括

世界药学联合会 ＧＰＰ 工作组成员ꎬ 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成员ꎬ 世界

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地区办公室代表ꎬ 加纳、 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

的国家药品顾问ꎬ ６ 个世界药学联合会地区药品论坛的主席和秘

书ꎬ 世界药学联合会成员组织和部分受邀专家ꎮ
专家咨询会召开之后ꎬ 世界药学联合会 ＧＰＰ 工作组对至少 ３７

个国家已有的 ＧＰＰ 国家标准进行了广泛的审议ꎬ 并建立了时间表

以便世界药学联合会所有 １２４ 个成员国组织ꎬ 相关专家和世界卫

生组织可以进行充分的商讨ꎮ 工作组拟定的方案提交到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召开的第 ４３ 届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ꎬ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提案的更新报告提交到第 ４４ 届专家委员会ꎮ
经修订的 ＧＰＰ 提案在世界药学联合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商

会上广泛征求意见ꎮ 相关意见提交给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举办的世界药学

联合会年会ꎬ 会上对相关意见进行了进一步讨论ꎬ 原则上同意考

虑并提交给专家委员会ꎮ
新修订的指导原则可以为其他国家制定 ＧＰＰ 标准提供参考ꎬ

并可根据各国自身需要做适当调整ꎮ 该指导原则针对民间团体和

会员国ꎮ
专家委员会认识到药剂师在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ꎮ 专家委员

会认为ꎬ 各个国家应根据自身的监管体系决定应该采取何种措

施ꎮ 专家委员会同时注意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缺少药剂师ꎮ
专家委员会同意接受更新的 ＧＰＰꎬ 讨论了对文件的一些修

改ꎬ 并将其修订稿作为药事服务质量的新标准 (附录 ８)ꎮ

９ ２　 时间和温度敏感药物的储存和运输指导原则

专家委员会与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联合会议上介绍了时

间和温度敏感药物的储存和运输新指导原则的发展历史和进展阶

段ꎮ 经适当修改后ꎬ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药品

标准专家委员会建议采纳指导原则并附加到相应的报告中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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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还建议:
— 对不稳定的血液制品增加补充附录ꎻ
— 世界卫生组织应考虑为各国监管机构如何规定时间和温度

敏感药物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要求提供指导原则ꎮ
在与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联合会议上还建议ꎬ 如果涉及

的药品质量问题在指导原则文件的其他部分未予以说明ꎬ 可参考

８ ５ 节中 “疑似” 时间和温度敏感药品的处理方式ꎮ
专家委员会采纳了经修改的文件 (附录 ９)ꎮ

９ ３　 ＷＨＯ 关于国际贸易中流通的药品质量的认证方案

９ ３ １　 当前最新进展

专家委员会收到了 ＷＨＯ 认证方案的最新信息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ꎬ 发送意见征询函给各个成员国ꎬ 要求成员国审议世界卫生

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报告ꎬ 并提供成员国中参加 ＷＨＯ 认

证方案的相应机构的最新通讯地址ꎮ 到目前为止ꎬ 收到的回复还

很少ꎬ 对上次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建议的评议缺少统一性ꎮ 有成员

国希望认证方案能涵盖更多内容ꎬ 其中包括附加产品特性汇总

(ＳＰＣ)ꎬ 获取 ＷＨＯ 评估报告ꎬ 建立低风险药品ꎬ 为低风险药品

单独设立认证ꎬ 对签署的认证提供有效期等ꎮ
波兰加入了 ＷＨＯ 药物起始原料认证方案 (ＳＭＡＣＳ)ꎬ 并向委

员会做了通告ꎮ
委员会注意到了认证方案的更新情况ꎬ 并鼓励成员国对通知

函做出回复ꎬ 如在即将召开的 ＩＣＤＲＡ 会议上ꎮ

９ ３ ２　 问答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ꎬ 起草了方案的问答文件ꎬ 同时发布在

ＷＨＯ 网站和 ＷＨＯ Ｄｒｕ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上ꎬ 以便根据收到的建议对问

答部分进行审核ꎮ
专家委员会注意到了来自秘书处的更新报告ꎮ

１０　 优先需要的基本药物的预认证

１０ １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的更新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经理向专家委员会简要介绍了药品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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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现有程序和到目前为止采取的行动ꎮ 项目经理表示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为使用捐赠基金采购药品的联合国和国际机构提

供服务ꎮ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的工作包括档案评估ꎬ 对药品生

产商、 临床试验单位和实验室的检查ꎬ 以确保这些单位符合管理

规范的要求ꎮ 到目前为止ꎬ 该项目已经完成 ３９ 个药品的预认证ꎬ
其中 ３ 个药品在非洲生产 (一个在南非ꎬ 一个在乌干达ꎬ 一个在

津巴布韦)ꎮ 该项目也对实验室做了预认证ꎻ 具体见 １１ １ 节ꎮ
药品预认证项目的另一个活动是通过组织培训研讨会和提供

技术支持来建立 ＮＭＲＡ 能力ꎮ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已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在 ６ 个非洲国家开

展了抗疟疾药物的质量调查 (ＱＡＭＳＡ)ꎬ 并向委员会做了通告ꎮ
该调查按照标准程序ꎬ 从公有和私有、 正式和非正式的供应链的

不同环节收集抗疟疾药样品ꎮ 质量调查通过 ＷＨＯ 与参与国的药

品管理机构 (ＮＭＲＡｓ) 的合作完成ꎮ 各个国家接受过训练的调查

团队按照国家抽样计划ꎬ 通过不同分销链包括非正规渠道进行样

品收集ꎬ 抽样区域至少包含三个疟疾高发地区ꎮ 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到

６ 月ꎬ 一共收集筛选了 ９３５ 份样品ꎮ 根据之前确定的标准ꎬ 选取

了 ３０６ 份样品 (来自 ６４ 个药品生产商和 ２１８ 个抽样点) 送到南

非的 ＷＨＯ 预认证实验室和美国的 ＵＳＰ 实验室进行全面的质量

检测ꎮ
ＷＨＯ 负责检测工作的协调ꎬ 样品按照 «国际药典» 或 «美

国药典» 标准进行检测ꎮ
在调查活动中ꎬ 质量检测结果可以与分销链的级别、 地理区

域、 国产或进口药品、 药品注册状态和预认证状态相关联ꎮ
进行实验室检测的 ３０６ 份样品中ꎬ ２６７ 份样品进行了全检ꎬ

其中有 ２８ ５％的样品不符合标准ꎮ 虽然药品不符合预定标准不能

直接与患者健康的风险相联系ꎬ 但如此高的不合格率表明当前抗

疟疾药的分销渠道存在严重问题ꎮ
实验室测试结果与快检测试结果相比ꎬ 后者对样品溶出度和

含量 /有关物质项目不合格的检测灵敏度显著低于前者 (分别检

测到 １５％和 ４２％ )ꎮ
经 ＷＨＯ 预认证的药品与未经预认证的药品差异明显ꎮ 未经

预认证的带包装药品的不合格率比 ＷＨＯ 预认证药品高 １０ 倍以

上ꎮ 总共确定了 ３ 起药品不合格事件ꎮ 其中两起事件对患者的健

康没有显著的影响ꎬ 第三起事件中一个 ＡＰＩ 的含量比可接受限度

低 ８％ ꎮ 这表明经 ＷＨＯ 预认证确认的药品的质量风险要明显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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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预认证的药品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在东欧和新独立国家 (ＮＩＳ) 对抗结核药物进行了

质量调查ꎻ 独立第三方实验室收集并测试了 ２９１ 份样品ꎮ 其中ꎬ
有一小部分样品 (异烟肼ꎬ 氧氟沙星和利福平) 未通过测试ꎮ 所

有 ＷＨＯ 预认证药品均符合标准规定ꎮ
专家委员会再次确认应谨慎对待快检测试的结果ꎬ 快检测定

结果仅用于定性或半定量ꎮ 本次调查的结果再次表明ꎬ 在需要监

管机构或法庭决策的情况下ꎬ 应始终使用质量控制实验室的测试

结果ꎮ
专家委员会对药品预认证项目所做的工作ꎬ 尤其是 ＷＨＯ 质

量监督项目表示满意ꎬ 专家委员会还建议药品预认证项目发表质

量调查结果ꎬ 并用该结果促进各国对药品预认证项目的认识ꎮ 调

查报告完成后ꎬ 将提供复印件给专家委员会成员ꎮ 委员会很高兴

地注意到调查报告的详细结果将会发布并放在药品预认证项目的

网站上ꎮ 委员会还注意到ꎬ 在以上报道的抗疟疾和抗结核药物质

量研究中ꎬ 通过预认证的药品的不合格率远低于未经预认证的药

品ꎬ 这表明了药品预认证项目的重要性ꎮ

１０ ２　 药品预认证的程序

介绍完药品预认证项目更新报告后ꎬ 药品预认证项目经理向

专家委员会简要介绍了拟定的对已有预认证程序的修订ꎮ 经过讨

论ꎬ 如果在剩下的咨询期内没有收到重大修改意见并且在预认证

程序修订过程中得到 ＷＨＯ 法律顾问的咨询理解ꎬ 委员会将采纳

拟定的文件 (附录 １０)ꎮ

１０ ３　 关于监管机构批准的创新药物制剂预认证文件提交指导

原则

　 　 ＷＨＯ 认识到药品监管机构对创新药物制剂进行的科学评估ꎬ
这些评估采用了类似于 ＷＨＯ 推荐的严格标准ꎬ 包括药物的质量、
安全性和有效性ꎮ 因此ꎬ ＷＨＯ 提出了有助于这些经监管机构批

准的创新药物制剂预认证文件提交的建议ꎮ 该建议适用于当预认

证申请单位和监管机构同意和 ＷＨＯ 分享有关创新药物制剂信息

的情况ꎮ 当 ＷＨＯ 获得该药物的有关信息ꎬ 上述预认证申请单位

表达了接受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意向时ꎬ ＷＨＯ 将考虑把创新药物制

剂列入 ＷＨＯ 预认证药物名单ꎮ
指导原则总结了拟定的建议ꎬ ＷＨＯ 对该指导原则进行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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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ꎮ 文件中特别包括了监管机构的定义和药品在湿热国家的稳定

性条件ꎮ 专家委员会对扩大国家药品管理机构 (ＮＭＲＡｓ) 的定义

范围ꎬ 使之涵盖药品监管机构 (ＳＲＡ) 如 ＩＣＨ 和相关成员的可行

性做了评论ꎮ
专家委员会采纳了修订后的指导原则 (附录 １１)ꎮ

１１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预认

１１ １　 预认证情况更新报告

质量控制实验室预认证项目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ꎬ 是为非洲的质

量控制实验室建立的ꎮ 私立的或者政府的实验室均可自愿参与该

项目ꎮ 优先考虑为政府提供服务的国家实验室进行评估ꎬ 同时也

为联合国机构认定的需要进行质量测试的区域内的质量控制实验

室进行评估ꎮ 预认证程序包括 ＷＨＯ 的邀请和实验室参与意向的

表达ꎮ
２００４ 年ꎬ ８ 个质量控制实验室表达了参与意向但是都没有通

过预认证ꎮ 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有参与意向的实验室增加到 ４６ 个ꎬ
其中 １７ 个通过了预认证ꎮ ４６ 个实验室中有 ３５ 个是国家质量控制

实验室ꎮ 仅 ＷＨＯ 在非洲的地区就有 ６ 个实验室通过了预认证ꎬ
１５ 个实验室有参与意向ꎮ

１１ ２　 实验室预认证的程序

２００３ 年ꎬ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在第 ３８ 次报告

中采纳了供联合国机构使用的质量控制实验室的许可评估程序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第 ９１７ 号ꎬ ２００３ꎬ 附录 ４ )ꎮ ２００６ 年ꎬ
ＷＨＯ 专家委员会在第 ４１ 次报告中采纳了修订后的评估程序ꎬ 标

题为质量控制实验室的预认证ꎬ 供联合国机构使用的质量控制实

验室的许可评估程序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第 ９４３ 号ꎬ ２００７ꎬ
附录 ５)ꎮ

过去的 ３ 年里ꎬ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预认证引起了广泛的兴

趣ꎬ 预认证程序扩大了范围ꎬ 目前有 １７ 个通过预认证的实验室ꎬ
另外有 ２８ 个实验室有参与预认证的意向ꎮ 预认证程序执行中获

得的经验和预认证范围的扩大表明有必要对一些事项作出阐

释ꎬ 如:
— ＷＨＯ 使用权威机构的质量标准对实验室进行检查或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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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ꎬ 该标准至少应等同于 ＷＨＯ 推荐的适用于质量

控制实验室的质量标准ꎻ
— 对有意向的质量控制实验室进行优先评估的规则的制定ꎻ
— 预认证实验室能力的监测ꎮ
在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７ ~ １９ 日举行的药品标准和质量控制实验室

非正式协商会上ꎬ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建议采纳这

些修订ꎮ
ＷＨＯ 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管理规范和药品预认证程序指导

原则的最新意见导致了质量控制实验室预认证程序的也需要作一

些修订ꎮ
第一个预认证程序修订案草案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邮寄给参会方征

求意见ꎬ 并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 １２ 日的非正式协商会上进行了讨

论ꎮ 根据讨论的结果起草了第二份草案并提交给 ＷＨＯ 法律顾问

征求意见ꎮ ＷＨＯ 法律顾问的意见包含在第三个修订案草案中ꎮ
根据以上结果ꎬ 修订后的文件将取代之前发布的预认证

程序ꎮ
讨论集中在与其他机构合作进行审计ꎮ 方案包括了申请预认

证实验室的优先次序规则和通过预认证后对实验室的监测ꎮ
讨论还建议在修订的预认证程序的合适段落中增加联合国

机构ꎮ
新的预认证程序采纳了拟定的和讨论后的修订 (附录 １２)

１１ ３　 关于 ＷＨＯ 实验室资料文件准备的指导原则的更新

２００３ 年ꎬ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在第 ３８ 次报告

中采纳了实验室资料文件准备的指导原则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第 ９１７ 号ꎬ ２００３ꎬ 附录 ５)ꎮ

实验室资料文件准备的指导原则的内容与 ＷＨＯ 药品质量控

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ＧＰＣＬ) 密切相关ꎬ ＧＰＣＬ 最近刚做了修

订 (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４ 次 ＷＨＯ 专家委员会上采纳了修订后的 ＧＰＣＬ)ꎮ
在 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３ 次会议上ꎬ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

会对同时修订两个指导原则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ꎬ 并建议如果

ＷＨＯ 关于国家药品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的指导原则需要修

订ꎬ 则实验室资料文件准备的指导原则也应相应地做修订ꎮ
根据以上内容ꎬ 修订后的文件将替代原先发布的指导原则ꎮ

修订后的文件采用了修订追踪的模式以便标示出修改过的部分ꎮ
专家委员会采纳了修订后的指导原则 (附录 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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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活性药物成分的预认证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的管理者对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ｓ) 的

预认证项目进行了更新ꎮ
该项目通过产品评估及生产场地检查有助于获得优质药品ꎮ

因为优质的 ＡＰＩｓ 对生产高品质药品至关重要ꎮ 为响应成员国的需

求ꎬ 该项目已启动了预认证 ＡＰＩｓ 的预案ꎬ 该预案的具体内容已在

药品预认证项目网站上公布ꎮ
用于指导预认证进程的 ＡＰＩ 预认证程序已在 ２００８ 年被专家委

员会采纳ꎬ 并以附录 ４ 的形式收录在第 ９５３ 号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

列中ꎮ
ＡＰＩｓ 的预认证有一个全面的评估过程ꎬ 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

评估 ＡＰＩ 主文件 (ＡＰＩＭＦ) 以验证与 ＷＨＯ 的规范和标准的一致

性ꎻ 二是评估 ＡＰＩ 的生产场地以验证是否符合 ＷＨＯ ＧＭＰ 的要

求ꎮ ＡＰＩ 的预认证根据生产细节及评估提交的 ＡＰＩＭＦ 文件中描述

的质量控制为特定参照来执行ꎮ
ＷＨＯ 预认证的 ＡＰＩ 会列于 ＷＨＯ 预认证的活性药物成分目录

中ꎮ 该目录向联合国机构、 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及其他机构提供符

合 ＷＨＯ 推荐的质量标准的 ＡＰＩ 信息ꎮ 一般认为ꎬ 优质 ＡＰＩｓ 的来

源鉴定有助于生产高品质的药物制剂 (ＦＰＰｓ)ꎬ 而这些高品质的

药物制剂正是联合国机构及疾病治疗项目所需的ꎮ
专家委员会关注到这些新的进展并感到欣慰ꎮ

１３　 管理指导原则

１３ １　 ＷＨＯ 关于提供主控文件的指导原则

委员会已获悉当前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中递交的主控文件

(ＳＭＦ) 的类型ꎬ 以及专家委员会和相关咨询过程评审该资料的

目的ꎮ ＳＭＦ 资料在药品预认证检查过程中会保存很多年ꎮ 当包含

ＳＭＦ 的文件在全球传阅时ꎬ 将会收到大量的评论意见ꎮ
根据新的进展及收到的评论意见ꎬ 拟定将当前的 ＷＨＯ 格式

调整为与新定稿的 ＰＩＣ / Ｓ 格式一致ꎮ 该过程会处理大多数收到的

评论意见ꎬ 从而符合国际协调的目的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ꎬ 当前预认证中使用的 ＷＨＯ 格式应与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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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Ｃ / Ｓ 格式和被采纳的主控文件相统一 (附录 １４)ꎮ

１３ ２　 多来源 (仿制药) 制剂文件提交的指导原则: 通用格

式: 通用技术文件格式的产品档案的准备

　 　 多来源 (仿制药) 制剂 (ＦＰＰｓ) 产品档案提交的指导原则和

质量部分文件一并提交给专家委员会ꎬ 旨在创建一个小型文件以

解释这两个文件如何整合在一起ꎬ 以协助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和制

药公司执行这些文件ꎮ
专家委员会采纳了这些指导原则ꎬ 旨在增强国家药品监管机

构与药品预认证项目间的信息交流 (附录 １５)ꎮ

１３ ３　 多来源 (仿制药) 制剂产品档案提交的指导原则: 质

量部分

　 　 新拟定的多来源 (仿制药) 制剂产品档案提交的指导原则:
质量部分改编于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中的一个指导原则ꎬ 旨在

达到国家药品监管机构期望更新仿制药注册过程的初衷ꎮ 这意味

着该指导原则将与多来源 (仿制药) 制剂产品档案提交的指导原

则: 通用技术文件 (ＣＴＤ) 格式中产品档案的准备 (ＰＤＳ) 共同

使用 (见 １３ ２ 部分)ꎮ
该指导原则的建立旨在更新但不增加要求ꎮ 这被认为有助于

发展中国家更新仿制药注册的要求ꎬ 并对转换成 ＣＴＤ 格式有

帮助ꎮ
在会上ꎬ 大量的评论意见被提出、 评审和讨论ꎮ ＩＣＨ Ｑ１１ 原

料药生产研发指导原则: 起始物料的处理ꎬ 在不久的将来征求意

见截止后ꎬ 也应当在进一步完善该文件时被考虑ꎮ
委员会注意到这个指导原则与很多成员国现在使用的版本相

比有很大的进展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该指导原则只是暂时性地采纳ꎬ 在合并药品

预认证项目中的评论意见后以试行的形式发布ꎮ

１３ ４　 多来源 (仿制药) 制剂产品的研发

专家委员会对多来源 (仿制药) 制剂产品研发的新的指导原

则的进展进行了简要概述ꎮ 该指导原则草案被广泛传阅以获取评

论意见ꎬ 并且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的非正式协商会期间作了一个重大修

订ꎻ 其后又收到了大量的评论意见ꎮ 专家委员会对这些反馈意见

进行了评审ꎬ 认为需要 １ 个专家小组对收到的评论意见进行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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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ꎮ 同时ꎬ 专家委员会还建议该文件应重新整理成 ＣＴＤ 格式ꎬ
以与会上委员会推荐的其他方法保持一致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应遵循常规程序ꎬ 组织 １ 个非正式协商会以

及为接下来的专家委员会会议提供反馈意见ꎮ

１３ ５　 基于生物药学分类系统的 ＷＨＯ 基本药物示范目录中口

服药物分类原则

　 　 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 ＷＨＯ 药品生物等效性试验研究合作中

心针对 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关于免除 ＷＨＯ 基本药物示范目录中速释固

体口服剂型体内生物等效性要求的提议ꎬ 提供了一个建议更新报

告: 增加 ２００６ 年以来 ＷＨＯ 基本药物示范目录 (ＥＭＬ) 中收载的

新药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
— 同意该更新版本的补充及延续ꎻ
— 同意更新基本药物示范目录ꎬ 通过公布报告中明确分类的

药品以增加新的 ＥＭＬ 条目ꎻ
— 建议 ＷＨＯ 合作中心保持联系通畅ꎬ 并且建议在 «国际药

典» 新各论的起草工作中各实验室间保持合作ꎬ 该合作

可通过承担溶解度研究或向位于法兰克福的 ＷＨＯ 合作中

心提供 ＡＰＩｓ 等方式ꎻ
— 提出出版的基本药物示范目录需经评审ꎬ 旨在进一步巩

固提议的分类系统以及可能明确一些之前暂定的分类

系统ꎻ
— 提出上述所列结果应提交给第 ４６ 次药物标准专家委员会

会议ꎮ

１３ ６　 儿科用药的研发: 药物研发

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 ３０ 日于日内瓦举办的关于儿科用药和多

来源 (仿制药) 制剂产品研发的 ＷＨＯ 非正式咨询会上讨论了药

物研发问题ꎬ 该文件汇总了儿科用药研发中考虑的要点ꎮ
该文件的简要历史被提交给专家委员会ꎬ 包括之前的评论意

见和进一步修订的建议ꎮ 专家委员会对主要的评论意见进行了详

细评审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儿科用药的矫味和适口性应在提供的文档

中详细描述ꎬ 并应特别参照 ＷＨＯ 的其他文件ꎬ 如含锌片剂文

件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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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建议ꎬ 该文件的修订版本同样应被广泛传阅以征

求评论意见ꎬ 包括儿科监管网络ꎮ 事件进展将向下一次委员会会

议汇报ꎮ
委员会注意到ꎬ 当前正在建立的指导原则并未包含临时调配

制剂的任何细节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儿科监管网络ꎬ 特别是处理临

时调配制剂的团队ꎬ 应好好利用此次专家委员会提供的专业

知识ꎮ

１３ ７　 以青蒿素为起始原料的抗疟药生产的质量要求

秘书处向专家委员会简要介绍了该质量要求文件的历史和目

的ꎬ 此文件的建立是为了回应主要捐赠机构表达的需求ꎮ
会议讨论了在各种不同场合活性物质的质量控制规范不仅适

用于本身ꎬ 同样也适用于以其为起始原料的其他活性物质的生

产ꎮ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ꎬ 青蒿素不仅本身是一个重要的 ＡＰＩꎬ
同时它也是青蒿素衍生抗疟药生产的起始原料ꎮ

主要的挑战是ꎬ 一些国家的监管机构要求一个 ＡＰＩ 和其作为

起始原料时使用相同的质量标准ꎮ 充分考虑后认为ꎬ 起始物料的

质量保证了最终产品符合相关药典标准的要求ꎬ 但是ꎬ 过高的起

始原料的质量将提高价格ꎬ 减少 ＡＰＩ 的市场供应ꎮ
已经准备了 ＱＡＳ / １０ ３４９ / Ｒｅｖ １ 工作文件ꎬ 阐明了不同质量

水平的需求ꎮ 该文件收录了青蒿素作为青蒿素衍生物化学合成时

作为起始原料的质量标准ꎮ
该文件的原始稿在 ２０１０ 年 ３ ~ ４ 月进行传阅以征求评论意见ꎮ

评论意见经整理ꎬ 并结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一个专家小组的额外评审形

成了该文件的修订草案ꎬ 并提交给专家委员会ꎮ
基于文献数据对色谱法测定有关物质时发现的杂质进行的鉴

定是初步的ꎬ 应进行进一步的实验验证ꎮ
会上要求生产商提供最后确认的杂质谱和决定该文件可以进

行讨论ꎬ 要求生产商提供起始原料用于开展实验室水平的分析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ＷＨＯ 植物药的 “各论” 已经完成ꎬ “各论”

中详细描述了起始原料的培养和收集ꎮ
专家委员会对在文件完成前需最终确认杂质谱这一要求达成

共识ꎮ 并且进一步建议ꎬ 该文件应根据收到的评论意见组织专家

小组对其进行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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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命名、 术语和数据库

１４ １　 “劣药” 的新定义

根据 ＷＨＯ 理事机构会议的讨论ꎬ 第 ４４ 次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

家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 “劣药” 这一术语ꎮ
“劣药” 在本届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安排范围内没有给出官方

定义ꎮ 鉴于这个问题经常被提及ꎬ 在 ＷＨＯ 网站 “问与答” 专栏

中上对关于 “劣药” 的常见问题进行了介绍ꎮ 在此基础上ꎬ 第 ４４
次会议中专家委员会提议传阅一个稍作修改的提案用于阐述新的

定义ꎮ
接下来在日内瓦举办的两次 ＷＨＯ 协商会上: 质量保证体系

以及药品和风险分析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 ６ 日)ꎬ 药品标准和质量控

制实验室议题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 １２)ꎬ 对传阅收到的评论意见在

进行了评审ꎮ 出席协商会的专家对收集到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广泛

的讨论ꎬ 并提出了额外的意见ꎮ 在此基础上ꎬ 提出了一个新修订

定义并提交专家委员会审查ꎮ
专家委员会主席提出ꎬ 拟定一个全球每个国家通用的定义是

不可行的ꎬ 但是有必要提供充分的背景资料以满足每个国家解释

这些概念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ꎬ 拟定的定义应经过法律专家的评

审ꎬ 以确保其文本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同时满足标准和法规的

要求ꎮ
基于收集到的评论意见ꎬ 对以下新的提议进行了讨论并被专

家委员会采纳:
“劣药是指那些不符合其质量标准或技术规范或两者都不符

合的药品ꎮ
药品企业生产的每个药品在整个放行期和货架期期间ꎬ 必须

符合其在药品使用地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ꎮ 一般而言ꎬ 这

些标准和技术规范是在药品批准上市前ꎬ 经过国家或地区药品管

理机构评审、 评估和批准的ꎮ”

１４ ２　 “假、 冒、 伪、 劣药品”
根据 ＷＨＯ 理事机构会议讨论ꎬ “假药” 这一术语在 ２００８ 年

被提出ꎮ 在第 ６３ 次世界卫生大会期间达成了共识ꎬ “假药” 这一

术语应改为 “假、 冒、 伪、 劣药品”ꎮ

２４



在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内容中ꎬ 关于 “假药” 的定义收载在

ＷＨＯ 不同指导原则的术语表中ꎬ 如 ＷＨＯ 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第 ４０ 次报告ꎬ ２００６ 年)、 ＷＨＯ 药品分销渠道检查指导原则

(第 ３５ 次报告ꎬ １９９９ 年) 以及 ＷＨＯ 药品进口程序指导原则 (第
３４ 次报告ꎬ １９９６ 年)ꎮ

根据 ＩＭＰＡＣＴ 年会 (哈马马特ꎬ 突尼斯ꎬ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的

工作内容ꎬ 及 ＩＭＰＡＣＴ 立法和监管工作组已完成的工作ꎬ ＩＭＰＡＣＴ
年会上对 “假药” 进行了重新定义１４ꎮ 这些定义收录在 “打击假

药的国家立法草案原则和要素” 草案中ꎬ 目前该草案正在流转征

求意见ꎮ
鉴于理事机构的讨论ꎬ 草案以通函形式寄给各成员国以征求

国家立法中 “假药” 的条款和细节的意见ꎮ 反馈意见由专家进行

整理汇总ꎬ 并以初步报告的形式公布在 ＷＨＯ 网站以期获得更多

的反馈ꎮ
各成员国对于世卫组织总干事的通函的答复还将被提交给专

家委员会ꎬ 其中涉及:
• 成员国关于 “假药” 的定义ꎻ
• 成员国关于 “假药” 的国家立法ꎻ
• 上述 ＩＭＰＡＣＴ 文件中关于 “假药” 的定义ꎮ
曾有质疑认为不同类型的立法会给各成员国带来麻烦ꎬ 导致

多样化的反应ꎮ 此外ꎬ 英语不一定是该国或地区立法部门所使用

的语言ꎬ 这就增加了其复杂性ꎮ 但是ꎬ 许多成员国仍然与当前

ＷＨＯ 的定义保持一致ꎮ 专家委员会注意到ꎬ 尽管多数成员国支

持 ＩＭＰＡＣＴ 的定义和文件ꎬ 也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国出于各种原因

没有支持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充分认识到假、 冒、 伪、 劣药品是一个重大

的公共卫生问题ꎬ 也提出了一些政治和技术问题ꎮ 同时ꎬ 讨论了

ＡＰＩ 和辅料是否应写入定义ꎬ 以及是否仅用 “药品” 一词而非更

广泛的 “医疗产品” 类别有更明确的效果ꎮ
专家委员会注意到ꎬ 成员国的定义之间既无一致性ꎬ 也不是

各种法规文件中通用的术语ꎮ 然而ꎬ 一些与会者表示ꎬ 无论这个

定义是否会用于 ＷＨＯ 未来的术语ꎬ “假冒” 一词已经被公众广泛

使用ꎮ
在第 ６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ꎬ 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就 “假、

冒、 伪、 劣药品” 的定义成立一个工作组ꎬ 并要求世卫组织总干

事召开会议进行讨论ꎮ 因此ꎬ 鉴于成员国的决定ꎬ 一个特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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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将最适合于讨论这个问题ꎬ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进一步讨论

将暂停ꎮ
综上所述ꎬ 关于进一步的讨论事项ꎬ 专家委员会有如下

建议:
• 成员国工作组对 ＷＨＯ 和 ＩＭＰＡＣＴ 现有定义进行研究并最

终确定适当的定义及相关解释ꎬ 以避免混淆ꎻ
• ＷＨＯ 应进一步提出假药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影响ꎬ 而不

仅仅专注于定义术语ꎻ
• 委员会第一步工作的重心应关注于药品ꎮ

１４ ３　 原料药的国际非专利名称 (ＩＮＮ)
ＩＮＮ 项目管理方提交了各种不同原料药国际非专利名 (ＩＮＮ)

的统计表ꎬ 及原料药的词干、 词根的 ＩＮＮ 选择使用ꎮ
管理方对 ＩＮＮ 在线申请系统进行了描述ꎮ 项目计划执行ꎬ 目

前美国已经在进行测试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２ 月将开展对企业的培训ꎬ
目前已有一份可用的指导手册ꎮ 在开始阶段ꎬ 在线提交和纸质提

交两个系统可同时使用ꎮ
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ꎬ ＷＨＯ 分别公布了 ２９９ 个 ＩＮＮ 申请名

(１０１ ~ １０４ 页) 和 ２５２ 个 ＩＮＮ 推荐名 (６１ ~ ６４ 页)ꎮ 会议讨论

了新增 ＩＮＮ 名的数量、 ＩＮＮ 申请名的不同意见及近期提出的一

个 ＩＮＮ 推荐名的替换ꎬ 因为两个 ＩＮＮ 名之间可能存在混淆ꎮ
专家委员会对报告进行了记录ꎮ

１５　 总结和建议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可为药品研发至使用整个阶段提供建议

和帮助ꎮ 可为药品质量保证领域的理事提供建议ꎮ 专家委员会回

顾了超过 ６０ 年的历史ꎮ １９４７ 年召开了当时名为 “统一药典” 的

首次会议ꎬ 自成立起该委员会即为药品的国际指导原则提供清

晰、 独立和可实施的建议ꎬ 起草指导原则并提供物理标准物质ꎬ
委员会通过国际认可的程序建立药品标准品ꎮ 建议的详细描述见

报告的相关章节ꎮ
专家委员会会议期间的讨论活动具有广泛的内外关系及联

系ꎮ 其中一些为联合活动ꎬ 特别是和 ＷＨＯ 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

委员会、 基本药物选择和使用专家委员会及儿童药物小组委员

会ꎮ 另外ꎬ 委员会还为 ＷＨＯ 计划中推荐的各类药物起草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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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的和规范ꎮ
委员会还为由 ＷＨＯ 组织实施的药物预认证国际计划提供协

助ꎬ 如没有委员会通过严格的国际磋商程序批准的指导原则、
质量标准及规范ꎬ 该计划将无法进行ꎮ 委员会的优势在于ꎬ 这

些指导原则和规范开始执行之后ꎬ 关于这些指导原则和规范可

能需要修订或附加指南的切实意见可直接反馈给专家委员会ꎮ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ꎬ 在委员会支持下起草的国际指导原则、

规范及命名为所有成员国、 国际组织、 国际机构、 区域和区域间

的协调力量ꎬ 对一些重要项目包括抗疟疾计划、 结核病防治计

划、 基本药物及儿童药物提供了帮助ꎮ 同时委员会还提供建议以

帮助各国或地区政府机构、 采购商、 主要的国际机构如抗艾滋、
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及国际组织如 ＵＮＩＣＥＦ 打击不合格药品的流

通以获得质量可靠的药品ꎮ
总之ꎬ 药品标准委员会在药品质量保证方面为 ＷＨＯ 成员国、

国际机构、 区域和区域间的协调及 ＷＨＯ 药品相关的计划项目提

供意见和独立的国际标准及指导原则ꎬ 并且为这些活动提供非常

经济有效的资源ꎮ
采纳并推荐使用以下新指导原则:
• 国际化学对照品的审批程序 (附录 １)
• ＷＨＯ 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附录 ２)
• ＷＨＯ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主要原则 (附录 ３)
• ＷＨＯ 血液机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指导原则 (附录 ４)
• 非无菌药物制剂的加热、 通风和空调系统的 «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 补充指导原则 (附录 ５)
• ＷＨＯ 无菌制剂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附录 ６)
• ＷＨＯ 药品生产技术转移指南 (附录 ７)
• ＦＩＰ / ＷＨＯ 关于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 联合指导原则:

药房服务质量标准 (附录 ８)
• 时间敏感和温度敏感药品储存运输指导规范 (附录 ９)
• 药品预认证程序 (附录 １０)
• 关于获得严格监管机构 ( ＳＲＡ) 批准的新药制剂产品

(ＦＰＰ) 提交预认证审批文件的指导原则 (附录 １１)
• 质量控制实验室预认证 (附录 １２)
• ＷＨＯ 关于编写实验室信息文件的指导原则 (附录 １３)
• ＷＨＯ 关于起草生产场地主文件的指导原则 (附录 １４)
• 提交多来源 (仿制) 制剂成品文件的指导原则 (附录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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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药典» 修订: 增录了以下品种ꎮ

※抗逆转录病毒药

• 依非韦伦 (依发韦仑) 片

• 去羟肌苷胶囊

• 恩曲他滨胶囊

• 恩曲他滨和替诺福韦片

• 依非韦伦－恩曲他滨－替诺福韦片

※抗疟药

• 青蒿琥酯

• 注射用青蒿琥酯

• 甲氟喹片

• 磺胺多辛和乙胺嘧啶片

※抗结核药物

• 硫酸卷曲霉素

• 注射用卷曲霉素

• 氧氟沙星

• 氧氟沙星片

• 左氧氟沙星

• 左氧氟沙星片

※抗感染药

• 阿莫西林口服混悬剂

• 左旋咪唑片

• 甲硝唑口服混悬剂

• 磺胺甲 唑和甲氧苄啶片

※其他药物

• 磷酸奥司他韦

• 奥司他韦胶囊

• 碳酸氢钠静脉输液

• 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

• 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混悬液

• 左炔诺孕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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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黄醇浓缩液

一般政策与修订内容:
• 单剂量制剂的含量均匀度

• 口服混悬液 /溶液用细粉的再制备

• 溶出度试验

与 ＰＤＧ 协调的文本:
• 灼烧残渣 /硫酸灰分

• 非口服制剂的萃取体积试验

• 不溶性微粒检查: 肉眼不可见异物

• 非无菌制剂的微生物检查: 微生物计数试验

• 非无菌制剂的微生物检查: 控制菌检查

• 非无菌制剂的微生物检查: 药物制剂和药用物质的验收

准则

• 崩解时限

• 含量均匀度

• 溶出度试验

• 无菌检查

• 片剂脆碎度

国际标准物质:
• 国际化学对照品发放的新程序 (见附录 １)
• 人重组胰岛素国际标准品的通用准则

以下是各质量保证相关领域的建议ꎬ 后期行动进展将向下一

次专家委员会会议汇报ꎮ
标准和指导原则起草的基本原则依照已经建立的国际协商程

序进行ꎮ

总体政策

• 对关键性活动、 历史及专家委员会工作流程作概述以促进

广泛传播和信息化ꎮ
• 对专家委员会已采纳的 ＷＨＯ 指导原则将来的维护、 修订

和更新制定一般政策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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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药典»
• 按照此次会议的工作计划和决定ꎬ 继续推进药品标准、 常

规检验方法、 文本及补充信息的更新ꎮ
• 继续加强国际合作ꎬ 以推进通用方法的修订和新增工作

• 继续为 «国际药典» 第 ４ 版第二增补本及第 ５ 版的出版做

准备工作ꎬ 特别是电子版 (ＣＤ－ＲＯＭ 和网络在线)ꎮ

国际化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
• 继续通过各种活动促进 ＩＣＲＳ 的使用ꎬ 包括对政府的促销

或改进 ＩＣＲＳ 网站ꎮ
• 继续加强新 ＩＣＲＳ 的开发ꎮ

外部质量保证评价计划

• 继续开展第五阶段系列 ３ 的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的外部质

量保证评价计划 (ＥＱＡＡＳ)ꎮ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生产

• 在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支持下继续跟进生物制品

ＧＭＰ 修订过程ꎮ
• 关于 ＧＭＰ 中制药用水部分的修订继续咨询专家意见ꎮ
• 继续征求质量风险管理原则的专家意见ꎬ 旨在更新 ＷＨＯ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ＨＡＣＣＰ) 指导原则以涵盖新

趋势ꎮ
• 完成以青蒿素为起始原料合成抗疟疾药的特定指导原则的

制定ꎬ 该原则的制定应以杂质谱的确定为基础ꎬ 可借助实

验室分析手段ꎮ

药品在国际贸易中流通的 ＷＨＯ 质量认证方案

• 继续采取措施就药品在国际贸易中流通的 ＷＨＯ 质量认证

方案与 ＷＨＯ 成员国和 ＷＨＯ 法律顾问保持磋商ꎮ

管理指导原则

• 继续征求意见并推进儿科用药研发的指导原则: 药物研

发ꎬ 受关注的要点ꎮ
• 继续完善多来源 (仿制药) 药物制剂研发指导原则ꎮ
• 更新 ２００６ 年发布的关于豁免 ＷＨＯ 基本药物示范目录中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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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固体口服剂型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要求的提议ꎬ 收录

ＷＨＯ 基本药物示范目录中新增的药物ꎮ
• 药品预认证试点项目的结果ꎬ 即暂定的多来源 (仿制药)

制剂文件提交指导原则: 质量部分的实施情况将向下一次

专家委员会会议汇报ꎮ

质量保证术语

• 继续更新质量保证术语数据库ꎬ 使其可以广泛获得ꎮ
• 提交各成员国对 “假、 冒、 伪、 劣药品” 术语的反馈意

见ꎬ 以期在下次专家委员会中讨论并确定ꎮ

参考药典

• 将参考药典更新及国家、 地区、 «国际药典» 的详细内容

上传至药品质量保证网站ꎮ

ＷＨＯ 数据库

• 维护用于 ＷＨＯ 质量保证的命名法的联合数据库ꎮ
• 维护 ＩＮＮ 数据库及在网络的可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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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１

国际化学对照品的审批程序

过去ꎬ 国际化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 的审批程序是首先通过 «国
际药典» 及药品标准专家顾问组的审核ꎬ 然后在 ＷＨＯ 药品标准

专家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最终获得批准ꎮ
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ꎬ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ＥＤＱＭ) 负责国际

化学对照品 (ＷＨＯ ＩＣＲＳ) 的建立、 制备、 贮存和发放ꎮ 在 ＩＣＲＳ
的质量研究中ꎬ ＥＤＱＭ 遵守化学对照品的建立、 管理及发放的一

般指导原则ꎮ
ＥＤＱＭ 完成下述工作后将发布相关 ＩＣＲＳ 的标化报告:
— 建立新的对照品ꎻ
— 对用于库存候选原料进行的分析ꎻ
— 对库存对照品的稳定性考察ꎮ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批准了下面新的化学对照品审批程序:
在协作研究实验室的协助下ꎬ 首先由秘书处对化学对照品的

标化报告进行审核ꎮ 如果按照上述指导原则 (１) 对候选对照品

原料进行了标化ꎬ 并证明该候选原料符合要求ꎬ 在协作研究实验

室的协助下ꎬ 秘书处将临时批准该 ＩＣＲＳꎬ 在临时批准后即启动该

ＩＣＲＳ 的发放ꎮ
ＥＤＱＭ 将 ＩＣＲＳ 的标化报告以及描述 ＩＣＲＳ 相关活动的年度报

告一并提交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ꎬ 请求批准ꎮ 各 ＩＣＲＳ 的标

化报告将作为年度报告的附录ꎮ
新的审批程序将加快新化学对照品的建立并使 ＷＨＯ 对急需

的 ＩＣＲＳ 做出快速响应ꎮ 新的审批程序见图 １ꎮ
如需增加对国际化学对照品审批的补充规定ꎬ 需要提交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批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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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新审批程序

　 　 ＥＤＱＭꎬ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ꎻ ＩＣＲＳꎬ 国际化学对照品

参考资料: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 ３２ 次报告ꎬ 日内瓦ꎬ 世界卫生

组织ꎬ １９９０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第 ７９０)ꎬ 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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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ＷＨＯ 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于 ２００９ 年批准了修订后

的 «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ꎮ
在实验室预认证检查过程中ꎬ 检查员注意到ꎬ 上述管理规范

应从其他指南中吸收一些与微生物相关的内容ꎮ
根据上述要求ꎬ 专家委员会建议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制定一

个关于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的新指导原则ꎮ
以下就是针对这类特定实验室的指导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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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 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文件介绍及应用范围

术语

１　 人员

２　 环境

　 ２ １　 设施

　 ２ ２　 实验室环境监控

　 ２ ３　 清洁、 消毒和卫生

　 ２ ４　 无菌检测场所

３　 检验方法的验证

４　 仪器设备

　 ４ １　 仪器维护

　 ４ ２　 仪器检定

　 ４ ３　 仪器校准、 性能确认和使用监控

５　 试剂和培养基

　 ５ １　 试剂

　 ５ ２　 培养基

　 ５ ３　 标识

　 ５ ４　 微生物复苏

６　 标准物质和标准菌株

　 ６ １　 国际标准品和药典对照品

　 ６ ２　 标准菌株

７　 取样

８　 样品管理及识别

９　 污染废弃物处理

１０　 检测结果的质量保证和检测过程的质量控制

　 １０ １　 内部质量控制

１１　 检测方法

１２　 检测报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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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阅读材料

附件 １　 操作区域示例

附件 ２　 仪器维护示例

附件 ３　 各种实验室仪器的校准和期间核查示例

附件 ４　 仪器检定和监控示例

附件 ５　 标准菌株的应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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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介绍及应用范围

药品微生物实验室可包括以下实验活动:
— 无菌检测ꎻ
— 各种物料 (如起始物料、 水等)、 产品、 表面、 洁净服及

环境中的微生物 (细菌、 霉菌和酵母菌) 检查、 分离、
计数、 鉴定和细菌内毒素检查ꎻ

— 检测中使用微生物的含量测定ꎮ
这些指导原则适用于所有涉及上述实验活动的微生物实验

室ꎬ 无论这些实验室是独立存在或者是作为制药企业的一个

部门ꎮ
这些指导原则以下列文件为基础ꎬ 并对其相关要求做进一步

的补充: (１)、 «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ꎻ (２)、 «化
学对照品建立、 管理及销售的一般指导原则» 修订版ꎻ (３)、 «国
际药典» 第四版ꎻ (４)、 «国际药典» 第四版第一增补本ꎻ (５)、
ＩＳＯ / ＩＥＣ１７０２５ꎮ

术语

校准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一系列操作ꎬ 用以建立仪器或测量 (特

别是称量)、 记录及控制系统的示值ꎬ 或设备测量所得值与相应

标准物质已知值之间的关系ꎬ 应确定测量结果可接受的限度ꎮ

有证标准物质 (ｃｅｒｔｉｆｉｅ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是通过计量学有效的程序确定了一种或多种特定性质的标准

物质ꎬ 附有所提供特定性质的证书ꎬ 以及相关不确定度和计量溯

源性ꎮ

检测限 ( ｌｉｍｉ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可以被检测到的最低微生物数量ꎬ 但是并不能被准确估计ꎮ

精密度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单个测量结果所处的可接受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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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限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微生物定量检测中ꎬ 在经过评估的实验条件、 实验方法下ꎬ

在规定的可变范围内可计数的最小微生物数量ꎮ

标准菌株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参考菌株和参考原株的集合术语ꎮ

标准物质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在测量过程中适用于预期目标的ꎬ 一个或多个特性高度均一

和稳定的材料ꎮ

参考方法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用于和替代方法比较的经过验证的方法ꎮ

参考原株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ｏｃｋｓ)
从参考菌株逐级传代的一系列相同菌株的培养物ꎮ

参考菌株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至少确定到属和种水平、 按其特征分类描述并能清晰表明

其来源的微生物ꎮ 通常从经过认可的国家或国际保藏机构

获得ꎮ 　 　

重复性 (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在相同测量条件下ꎬ 同一测量的连续重复测量结果之间的一

致性程度 (同 ＩＳＯ 定义)ꎮ

再现性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不同实验室测量结果间的精密度ꎮ

粗放度或耐用性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ｏｒ ｒｕｇｇｅｄｎｅｓｓ)
不同实验条件下ꎬ 某一分析方法给出符合一定准确度和精密

度要求分析结果的能力ꎮ

灵敏度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阳性结果或菌落数正确分配在可据以推断的检测中的分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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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性或选择性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分析方法能够对供试品中可能存在的一类微生物进行检出的

能力ꎮ

验证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按照质量管理规范指导原则和法规要求 (ＧｘＰ)ꎬ 对任何实际

和持续产生预期结果的规程、 程序、 设备 (包括所涉及的软硬

件)、 材料、 活动或系统进行的证明活动ꎮ

确认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对应用的分析方法、 规程、 检测或评价活动进行监测ꎬ 保证

其符合相应的法规要求 (ＧｘＰ)ꎮ

工作菌株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从参考原株传代的第一代培养物ꎮ

１　 人员

１ １　 应由具备微生物学或相当资质的人员进行微生物检测

及复核ꎮ 实验人员在被允许承担某项检查工作前ꎬ 应通过该检查

工作所涉及的微生物学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的培训ꎮ
１ ２　 应对涉及的检查、 校准、 验证和确认等工作的所有人

员的岗位职责进行记录保存ꎬ 也应对所有技术人员在资格、 培训

和经验方面的资质进行归档保存ꎮ
１ ３　 如果报告中需要对检测结果给出建议或进行解释ꎬ 应

由具备相当经验并了解相关专业知识 (法规、 技术要求和判定标

准) 的授权人给出ꎮ
１ ４　 实验室管理应确保所有人员都能得到充分的培训并胜

任检验工作和仪器操作ꎮ 基本技术培训包括倾注平皿、 菌落计

数、 无菌技术、 培养基制备、 连续稀释、 基本鉴定技术ꎬ 以及使

用客观标准进行合格性判断等ꎮ 实验人员被认可能够胜任样品检

验工作时可进行检测工作ꎬ 若不能则应在充分指导下进行检测ꎮ
实验人员的能力应持续接受监督评估ꎬ 必要的时候应对其进行再

培训ꎮ 当非常规应用某个检测方法或技术时ꎬ 实验人员在承担检

测任务之前应对其执行该项检验任务的能力进行确认ꎮ 某些情况

下ꎬ 实验人员采用通用技术和常用仪器的能力是可接受的ꎬ 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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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殊方法时这种能力就需要再确认ꎮ
１ ５ 　 应对人员进行必要的实验室微生物污染处置方面的

培训ꎮ
１ ６　 应对人员进行微生物操作安全方面的培训ꎮ

２　 环境

２ １　 设施

２ １ １　 微生物实验室和某些支持设备 (如压力灭菌器和玻

璃器皿) 应专用并与其他区域隔离ꎬ 尤其应远离生产区域ꎮ
２ １ ２ 　 微生物实验室应有适合进行各项检验操作的设计ꎮ

应有充分的从事各项活动的空间ꎬ 应避免混淆、 污染和交叉污

染ꎮ 应有充足的空间进行检测、 记录以及样品、 参考微生物、 培

养基 (如果需要应冷藏) 的保存等ꎮ 由于各种物料的属性不同ꎬ
如无菌培养基和标准微生物或培养过的培养物之间ꎬ 应分区

保存ꎮ
２ １ ３　 微生物实验室应有合理的设计ꎬ 采用适当的建筑材

料ꎬ 以保证便于清洁、 消毒和尽量降低污染风险ꎮ
２ １ ４　 实验室和生产区域应有单独的供风系统ꎮ 在微生物

实验室适宜的位置设置空气净化系统和其他设施ꎬ 如温湿度控制

系统ꎬ 但空气净化系统应与其他设施分离设置ꎮ 应满足实验室新

风的质量要求ꎬ 而不应成为一个污染源ꎮ
２ １ ５　 进入微生物实验室的人员应受限ꎬ 专人方可进入ꎮ

进入微生物实验室应注意以下问题:
— 包括着装要求在内的正确的进出程序ꎻ
— 专门用途的特殊区域ꎻ
— 在这些区域严格限制的行为ꎻ
— 严格限制的原因ꎻ
— 恰当的隔离水平ꎮ
２ １ ６　 进行样品制备、 培养基配制、 准备仪器以及微生物

计数等实验室活动ꎬ 应在独立的空间或时间完成ꎬ 以尽量减少交

叉污染风险和假阳性、 假阴性结果ꎮ 当使用非专用区域时ꎬ 应采

用风险管理原则进行污染风险评估ꎮ 无菌检查应在专用区域

进行ꎮ
２ １ ７　 微生物实验室应根据不同的操作要求合理设计并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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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不同的区域ꎮ 区域划分的根据是产品和进行相关操作的临界

点 (各区域是根据产品和相应区域中执行操作的微生物污染风险

程度进行区分的)ꎮ 无菌检查应在无菌生产过程要求的区域级别

下进行ꎮ 各实验区域的推荐级别要求见附件 １ꎮ
２ １ ８　 通常ꎬ 为避免交叉污染ꎬ 实验设备不应在不同洁净

级别的区域经常移动ꎮ 微生物实验室设备也不应当在微生物实验

室之外使用ꎬ 除非有专门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发生交叉污染ꎮ

２ ２　 实验室环境监控

２ ２ １　 应在实验室必要和适当的地方 (如无菌检查区域)
设置环境监控系统ꎬ 监控系统通常包括如浮游菌监测、 沉降菌或

培养皿监测、 温度监控及压差监控等ꎮ 对监控系统的监控参数应

分别设定警戒线和行动限ꎬ 对环境监测结果应进行趋势分析ꎮ

２ ３　 清洁、 消毒和卫生

２ ３ １　 应建立清洁和消毒程序的操作文件ꎬ 环境监测结果

也应对相应区域的清洁和消毒工作起到指导作用ꎮ
２ ３ ２　 应有微生物遗撒事故的处置规程ꎮ
２ ３ ３　 应有洗手和手部消毒设施ꎮ

２ ４　 无菌检测场所

２ ４ １　 应对无菌检测场所有具体的环境要求ꎬ 保证整个检

测活动的实施ꎮ ＷＨＯ 无菌产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规定

应对无菌制剂进行无菌检查ꎬ 并对无菌检查有具体的要求ꎬ 该规

范详细规定了进行无菌检查的相关设施的洁净室要求ꎮ
２ ４ ２　 无菌检查应在无菌条件 (相当于无菌药品生产的空

气质量标准) 下进行ꎮ 无菌检查的设施、 维护和设备应满足相应

质量控制规程ꎮ
２ ４ ３　 无菌检查应在具有 Ｂ 级洁净室背景的 Ａ 级单向流防

护区内或经过认证的生物安全柜中进行ꎮ 或者ꎬ 无菌检查也可在

无菌隔离器中进行ꎮ 应合理设计设备布局和房间气流模式ꎬ 以确

保单向流模式的气流不被扰动ꎮ
２ ４ ４　 无菌检查设施的洁净室级别和空气处理设备应由具

备资质的人员或承包商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检定ꎮ 环境应符合可行

与否的限值ꎬ 应确认高效 (空气 ＨＥＰＡ) 空气过滤器的完整性和

房间气流正常ꎮ 当然ꎬ 也可以根据质量风险管理 (ＱＲＭ) 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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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进行调整ꎮ 日常监测采样点的位置、 持续暴露时间、 各种环

境微生物监测频率等都应写入规程ꎬ 进行文件化管理ꎮ
２ ４ ５　 向 Ａ 级和 Ｂ 级区域供应的空气应经过终端高效空气

(ＨＥＰＡ) 过滤器过滤ꎮ
２ ４ ６　 应设置适当的气流报警、 压力变化和仪器状态显示

(非无菌制剂生产的加热、 通风和空调系统 ＧＭＰꎻ 无菌药品生产

ＧＭＰ)ꎮ
２ ４ ７　 应从外部设置的仪表读取并记录房间压力ꎬ 也可以

安装经过验证的持续监测系统自动记录ꎮ 至少ꎬ 在操作人员进入

到实验区域之前应该读取压力计数值ꎬ 确认压力显示值满足相应

区域要求的标准ꎮ
２ ４ ８　 应通过气锁装置和缓冲间进入洁净室ꎬ 操作人员应

在缓冲间更换适宜的洁净室工作服ꎮ 终端缓冲间呈 “待用” 状

态ꎬ 应与其相连的工作间处于同一环境级别ꎮ 缓冲间应有易于缓

冲的足够空间ꎬ 不同区域之间应有明确的界限ꎮ
２ ４ ９　 无菌检查操作人员的工作服应符合无菌药品生产

ＧＭＰ 第 １０ 章的要求ꎮ 对操作人员进行穿衣规程的培训和考核ꎬ
并应有培训记录在案ꎮ

２ ４ １０ 无菌检查设施的安装和结束应符合无菌药品生产 ＧＭＰ
第 １１ 章的要求ꎮ

２ ４ １１ 环境微生物监测应反映所使用的设施 (房间或隔离

器) 为微生物污染的程度ꎬ 也包括适用于设施的空气采样方法及

表面采样方法ꎬ 如:
— 浮游菌采集ꎻ
— 沉降 (暴露) 平板ꎻ
— 表面接触－平行微生物检测和计数 (ＲＯＤＡＣ) 培养皿、 拭

子或抹布ꎻ
— 操作者手套印迹ꎮ
无菌检查区的环境微生物监测应在每次工作的操作状态 (动

态) 下进行ꎮ
污染微生物的合理警戒线和行动限应写入规程ꎬ 环境微生物

监测限值见 ＷＨＯ 无菌药品生产 ＧＭＰꎮ

３　 检验方法的验证

３ １　 标准 (药典) 检测方法是经过验证的方法ꎮ 然而ꎬ 当特定的

５７



检测方法被某一特定的实验室用于某一特定产品的检测时ꎬ 仍需要表明

该方法适用于对该产品中可能存在的细菌、 霉菌和酵母菌进行合理的回

收检测ꎮ 实验室在进行常规检测前应证明该实验室可以满足标准检测方

法中的某些性能指标 (即方法确认)ꎬ 并证明某一方法适用于某产品的

检测 (方法适用性包括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ꎮ
３ ２　 对于不是基于药典或其他经过认可的标准确立的检测方法ꎬ

使用之前应经过验证ꎮ 验证参数通常包括准确度、 精密度、 专属性、 检

测限、 定量限、 线性和粗放性ꎮ 当检测方法用于不同类型的样品时ꎬ 方

法验证还应考虑样品潜在的抑菌活性ꎮ 验证实验结果应按诸如国家、 地

区或 «国际药典» 收载的适当的统计方法进行评估ꎮ

４　 仪器设备

检测涉及的每一设备、 仪器或装置均应经过确认和校准ꎮ
作为质量体系的一部分ꎬ 实验室应该对其所使用设备有一个

检定、 校准、 性能确认和维护的文件计划ꎬ 以及设备的使用监控

系统ꎮ

４ １　 仪器维护

４ １ １　 对于重要的仪器设备应按文件规程进行周期性的维

护ꎬ 详细的维护记录应归档保存 (仪器设备维护示例和周期见附

件 ２)ꎮ

４ ２　 仪器检定

４ ２ １　 仪器检定见 «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第 ８ 和第 １２ 章ꎮ

４ ３　 仪器校准、 性能确认和使用监控

４ ３ １　 校准日期、 仪器状态和下次校准日期应清楚填写在

标签上ꎬ 并粘贴在仪器上ꎮ
４ ３ ２　 仪器校准和性能确认频率可以根据文献、 实际需求、

仪器类型和仪器之前的性能情况等进行确定ꎮ 仪器校准和性能确

认的时间间隔应该短于仪器出现溢出设定限值的时间 (不同实验

室仪器校准检查周期示例见附件 ３ꎻ 仪器检定和监控示例见附件

４)ꎮ 仪器性能应符合预定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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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３　 温度测量装置

４ ３ ３ １　 当温度直接影响检测结果或温度是仪器正常工作

的关键因素时ꎬ 温度测量装置必须符合温度准确度的要求 [如用

在培养箱和压力灭菌器中的玻璃温度计、 热电偶和铂电阻温度计

(ＰＲＴｓ) 等]ꎮ
４ ３ ３ ２　 温度测量装置的校准应溯源到国家或国际的温度

标准ꎮ
４ ３ ４　 培养箱、 水浴和烘箱

培养箱、 水浴、 烘箱和温控房间中的温度稳定性、 温度分布

的一致性和达到设定温度的平衡时间应在最初使用时确定并记录

在案ꎬ 尤其涉及一些特定的应用时更应进行确认 (如平皿码放方

式、 高度、 彼此之间的空间和位置等)ꎮ 当每次重要的维修和调

整后ꎬ 应重新检查并记录设备的特征参数ꎬ 并与初始验证记录的

一致性进行比较ꎮ 使用这类仪器时应考虑到ꎬ 要求控制温度的变

化范围ꎮ
４ ３ ５　 压力灭菌器和培养基制备器

４ ３ ５ １　 压力灭菌器应具有能到达指定时间和温度的能力ꎬ
而不能仅单独控制压力ꎮ 用于控制或监测操作循环的传感器需经

过校准ꎬ 定时器性能也应通过确认ꎮ
４ ３ ５ ２　 初始验证应包括实际应用中每次操作循环和每种

装载设置的性能考察 (空间温度分布考察)ꎮ 每次重要维修和

调整之后 (如更换温度调节探头或程序ꎬ 改变装载方式或操作

循环等)ꎬ 或者通过培养进行质量控制检测显示的需要调整ꎬ 或

者风险评估需要调整ꎬ 均需对高压灭菌器重新进行初始验证ꎮ
为了能够表征压力灭菌器载样过程中不同位置的差异ꎬ 应在灭

菌器内设置足够的温度探头 (如在装有液体 /培养基的容器

内)ꎮ 至于培养基制备器ꎬ 由于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证明其加热的

一致性ꎬ 可以使用两个传感器ꎬ 一个放置在靠近温控探头附近ꎬ
另一个放置在远离温控探头的地方ꎬ 两个传感器的测量值应一

致ꎮ 应放入充足的温度传感器 (如装有液体或培养基的容器中

等) 证明不同位置的有效性ꎮ 验证和再验证都应考虑灭菌保温

时间、 升温时间和降温时间是否达到预定的要求ꎮ
４ ３ ５ ３　 高压灭菌锅典型应用的热分布图通过验证或再验

证后ꎬ 可得出简明的操作指南ꎮ 通过指南可建立压力灭菌器操

作可接受或拒绝的标准ꎬ 对使用温度、 时间和周期性维护等操

作进行记录 (包括每个灭菌循环过程中的温度、 时间及维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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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参数)ꎮ
４ ３ ５ ４　 应通过以下方式之一进行监测:
— 使用热电偶和记录器绘图或打印输出ꎻ
— 直接观察并记录最高温度以及保持该温度的时间ꎮ
除直接监测温度之外ꎬ 压力灭菌器循环过程的有效性可以通

过化学指示剂或生物指示剂对灭菌或去污染目标进行检查ꎮ 压力

灭菌指示条只能用于显示该批物品已经过灭菌处理ꎬ 而不能用于

证明可接受灭菌循环的彻底性ꎮ
实验室应有一个单独的压力灭菌器用于污物灭菌ꎮ 特殊情

况下也可以只有一个压力灭菌器ꎬ 但是应特别注意去污染和灭

菌应分开进行ꎬ 每次操作对压力灭菌器内外环境的清洁应记录

在案ꎮ
４ ３ ６　 砝码和天平

应使用适当的标准砝码对砝码和天平进行周期性校准 (按其

使用目的)ꎬ 标准砝码应溯源至有证标准砝码ꎮ
４ ３ ７　 容量器具

４ ３ ７ １　 微生物实验室应对其容量器具进行初始确认 (自
动分液器、 分液器或稀释器、 机械手移液器和一次性移液管)ꎬ
并进行适当的定期检查ꎬ 以保证器具性能符合标准要求ꎮ 对于其

耐受性已经经过确证 (对于有证标示其偏差) 的玻璃器具不需要

初始确认ꎮ 应对容量器具设定体积与实际转移液体的容量准确度

进行检查 (对于可调容积器具应检查几个不同的设定值)ꎬ 应检

查重复移液的精密度ꎮ
４ ３ ７ ２　 对于 “一次性” 使用容量器具ꎬ 实验室应从经过

认可的具备相关质量保障体系的供应商获取器具性能支持ꎮ 通过

初始适用性验证后ꎬ 建议在使用过程中随机抽样检查其准确度ꎮ
如果供应商没有经过认可的质量保障体系ꎬ 实验室应对每批器具

进行适用性检查ꎮ
４ ３ ８　 其他设备

应对电导率仪、 氧压表、 ｐＨ 计以及其他仪器进行定期确认ꎬ
或每次使用前确认ꎮ 用于确认的缓冲液应保存在适当条件ꎬ 并标

明失效日期ꎮ
当湿度对检测结果有重要影响时ꎬ 应对湿度计进行校准ꎬ 校

准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标准ꎮ
定时器ꎬ 包括压力灭菌器上的计时器ꎬ 应使用校准过的定时

器或与国家报时信号进行确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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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检查过程中用到离心机ꎬ 对每分钟的标称转速 (ＲＰＭ) 应

进行确认ꎮ 如果出现问题 (当离心机直接影响检查结果时) 应对

离心机进行校准ꎮ

５　 试剂和培养基

实验室应确保所用试剂和培养基质量满足相关检测的要求ꎮ

５ １　 试剂

５ １ １　 实验室应确认每批试剂在每次检测中、 开瓶初期以

及整个效期内的适用性ꎮ

５ ２　 培养基

５ ２ １　 培养基可以在实验室内配制ꎬ 也可以购买半成品或

成品培养基ꎮ 外购培养基供应商应经过认可并取得资质ꎮ 供应商

应保证其所列参数清单培养基的质量ꎮ 如果必要ꎬ 每批和每次购

买的所有培养基都应进行促生长和其他适用性性能检测 (见

５ ２ ２)ꎮ 如果预制成品培养基供应商经过资格认可ꎬ 每批培养基

都提供了促生长试验证明ꎬ 并且配送条件经过认可ꎬ 使用者可以

信赖制造商的证明和他的期间核查结果ꎮ
５ ２ ２ 　 应检查培养基、 稀释剂和其他混悬液体的有关适

用性:
— 目标微生物的回收试验: 证明接种不大于 １００ｃｆｕ 微生物

培养后回收率为 ５０％ ~２００％ ꎻ
— 对非目标微生物的抑制能力ꎻ
— 生化特征 (区分、 鉴定)ꎻ
— 其他适当特性 (如 ｐＨ、 体积和无菌性等)ꎮ
对定量回收率的评价应优先进行ꎮ
５ ２ ３　 原材料 (包括商品脱水干粉培养基和培养基组分)

和培养基应保存在制造商建议的诸如阴凉、 干燥、 避光等适当的

条件下ꎮ 所有容器应严封ꎬ 尤其盛干粉培养基的容器ꎮ 干粉培养

基如果结块、 变脆、 变色不能使用ꎮ
５ ２ ４　 除有特殊要求外ꎬ 可用具有适当微生物水平并不含

杀菌剂、 抑菌剂或其他干扰物质的水配制培养基ꎮ
５ ２ ５　 制备含有抗代谢物或抑制剂成分的培养基应使用专

用玻璃容器ꎬ 以免这些物质转入其他培养基抑制待检测样品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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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的微生物的生长和检出ꎮ 如果不使用专用玻璃器具ꎬ 应验

证玻璃器具的清洗规程ꎮ
５ ２ ６　 对已灭菌培养基的分装应在单向层流 (ＵＤＡＦ) 下

进行ꎬ 以减小潜在的环境污染ꎮ 这是对用于无菌检查培养基的

基本要求ꎬ 也是对于打开容器盖冷却培养基防止结露的基本

要求ꎮ
５ ２ ７　 需要辐射的预制平板应要求增加抗氧剂和自由基清

除剂以防止辐射过程的影响ꎬ 辐射后的培养基应通过对辐射和非

辐射培养基的促生长试验进行定量性能验证ꎮ
５ ２ ８　 预制培养基在规定条件下的效期应通过验证确定ꎮ
５ ２ ９　 每批培养都应确认与记录在案的质量标准一致ꎬ 对

于外购培养基ꎬ 制造商在培养基质量方面的任何变化都应确保及

时通知到实验室用户ꎮ
５ ２ １０　 培养基应按照制造商说明进行制备ꎬ 应特别注意对

灭菌时间和温度的规定ꎮ
５ ２ １１　 由于其加热过程热分布的不协调性ꎬ 微波装置不应

用于培养基熔化ꎮ

５ ３　 标识

５ ３ １　 实验室应确保所有试剂 (包括储备液)、 培养基、 稀

释液和其他混悬液体均应进行相应的清楚标识ꎬ 标识内容包括名

称、 浓度、 储藏条件、 制备日期、 验证过的失效日期或推荐保存

时间ꎬ 从记录中应能找到相应的制备负责人ꎮ

５ ４　 微生物复苏

５ ４ １ 　 当检测方法可能造成微生物细胞非致死性损伤时ꎬ
需要对微生物进行复苏恢复ꎮ 如ꎬ 微生物暴露在以下条件造成的

损伤:
— 加热等处理过程造成的损伤ꎻ
— 抗微生物试剂ꎻ
— 防腐剂ꎻ
— 极端渗透压ꎻ
— 极端 ｐＨ 条件ꎮ
５ ４ ２　 微生物复苏可按如下方式进行:
— 置于类似于简单盐溶液一样的液体培养基室温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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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小时ꎻ
— 置于固体恢复培养基 ４ ~ ６ 小时ꎮ

６　 标准物质和标准菌株

６ １　 国际标准品和药典对照品

６ １ １　 标准物质和有证标准物质在微生物实验室通常用于

认证、 确认和仪器校准ꎮ
任何时候ꎬ 应将标准物质尽可能用适当的基质制备ꎮ
国际标准品和药典对照品可用于下列目的:
— 效价或含量测定ꎻ
— 方法验证ꎻ
— 方法比较ꎻ
— 用于阳性对照ꎻ
— 用于促生长试验ꎮ
如果可能ꎬ 标准物质应采用适宜的基质制备ꎮ

６ ２　 标准菌株

６ ２ １　 为测试培养基 (包括检查包) 性能、 方法验证、 确认方

法适用性或性能评价等均需要使用标准菌株ꎮ 例如ꎬ 当建立检测盒的

培养基性能和方法验证时所需要进行的溯源ꎬ 为证明其溯源性ꎬ 实验

室必须使用直接从认可的国家或国际菌种保藏机构获得的参考菌株ꎮ
或者ꎬ 也可使用来自商业机构的所有相关特性都经过等效性评价的

菌株ꎮ
６ ２ ２　 参考菌株可以一次性传代制备成参考原株ꎬ 尽可能进行适

当的纯度和生化检查ꎮ 建议将参考原株分装后深度冷冻或冻干保存ꎮ 日

常使用的工作菌株应从参考原株传代使用 (见附件 ５: 标准菌株的应用

原则)ꎮ 如果参考原株已经解冻ꎬ 不能重新冷冻并重复使用ꎮ
６ ２ ３　 工作菌株通常不应再次传代使用ꎬ 从原始参考菌株开始ꎬ

只能使用 ５ 代 (５ 次传代) 以内的工作菌株ꎬ 除非采用特定的方法或

在特定的实验室提供文件化的证据证明超过规定的 ５ 次传代后该菌株

没有任何特征改变ꎮ 来自商业机构的参考菌株只可以作为工作菌株

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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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抽样

一般原则参见 «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ꎮ
７ １　 由于检测实验室是对通过抽样获得的检测材料负责ꎬ

所以强烈建议抽样必须置于一个质量保证体系之下ꎬ 并接受定期

审计ꎮ
７ ２　 任何用于获得样品的消毒处理 (即使消毒样品小部分)

不应危及样品中的微生物水平ꎮ
７ ３ 　 样品转移或存放应在保持样品完整性的条件下进行

(如需要应冷藏或冷冻)ꎮ 样品检测应在样品抽取后尽快进行ꎮ 对

于那些在转移和存放期间微生物数量可能发生增长的样品ꎬ 可能

需要证明样品的存放条件、 时间和温度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没有

影响ꎮ 样品保存条件应监测并保持记录ꎮ 对于样品从抽样到到达

检测实验室之间过程的运输和存放的责任应清楚记录在案ꎮ
７ ４　 抽样只能由经过培训的人员执行ꎬ 应该采用无菌设备

按无菌操作进行ꎮ 通过无菌封口的容器采集样品时需要特别小心

确保样品的完整性ꎮ 也需要对环境条件进行监测ꎬ 如空气污染、
温度、 抽样部位ꎮ 如果需要ꎬ 应记录抽样时间ꎮ

８　 样品管理和识别

８ １　 实验室应有涵盖样品传递、 接收和识别的规程ꎮ 如果

样品数量不足以及样品有物理损伤、 处于不正确的温度、 包装撕

裂或标记模糊等不良情况ꎬ 实验室应与客户协商是否检测或拒收

样品ꎮ
８ ２　 实验室应记录所有相关信息ꎬ 如

— 接收日期、 地点和时间ꎻ
— 接收时样品的条件ꎬ 如温度ꎻ
— 抽样操作特征 (包括抽样日期和抽样条件)ꎮ
８ ３　 待检样品应尽量存放在可能对样品中存在的微生物数

量最小改变的适宜条件下ꎮ 存放条件应验证、 确定并记录ꎮ
８ ４　 样品包装和标签可能被高度污染ꎬ 应加以处理并小心

存放ꎬ 以免污染扩散ꎮ 用于容器外部的消毒措施不应影响到样品

的完整性ꎮ 应该注意酒精对芽孢无效ꎮ
８ ５　 作为检测方法的一部分ꎬ 实验室可在检测前从抽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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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抽样ꎬ 如果国家或国际标准有规定应按标准进行ꎻ 否则应按

实验室内部验证过的方法进行ꎮ 再抽样规程应考虑到样品的代

表性ꎮ
８ ６　 对于留样和样品抛弃应写入规程ꎮ 如果可以保持样品

的完整性ꎬ 必要的时候可以将样品存放到得到检测结果时ꎬ 或者

需要的更长时间ꎮ 实验室样品如果确知被污染抛弃前应进行去污

染处理 (见 １１ １ 部分)

９　 污染废弃物处理

９ １　 污染材料的处置规程应考虑对检查环境和材料污染的

可能性最小化ꎬ 遵从国家或国际环保、 健康和安全规则ꎬ 是一种

良好的实验室管理方式ꎮ

１０　 检测结果的质量保证和检测过程的质量控制

１０ １　 内部质量控制

１０ １ １　 实验室应该具有一个内部质量保证或质量控制系统

(例如偏差处理、 间隔性抽样的应用、 复试或参加熟练性测试)ꎬ
以确保每天的检查结果一致ꎬ 并符合既定的标准ꎮ

１１　 检测方法

１１ １　 检测通常应按国家、 地区和 «国际药典» 收载的方法

进行ꎮ
１１ ２　 如果替代方法经过适当的验证ꎬ 并证明与官方方法等

效ꎬ 也可以采用替代检测方法ꎮ

１２　 检测报告

１２ １　 如果微生物计数测定结果为阴性ꎬ 可以报告为 “未检

出某定义单位” 或 “某定义单位低于检测限”ꎬ 而不应报告为

“某定义单位为零”ꎬ 除非规定需要这样报告ꎮ 定性检测结果应按

“某一定义量或体积中检出或未检出” 报告ꎬ 如果特定的微生物

数量超过了方法的检测限并取得客户的同意ꎬ 定性检测结果也可

３８



表述为 “某一定义单位低于特定的微生物数量”ꎮ 除非规定需要ꎬ
原始数据中不应将 “０” 作为结果的定义单位ꎮ 以 “０” 表示的报

告值可用于电子数据库中数据输入、 计算和趋势分析ꎮ
１２ ２　 如果报告中检测结果有评定的不确定度表示ꎬ 其所有

局限性 (尤其是当不确定度评定没有包含样品中微生物分布分量

的贡献的时候) 应明确告知客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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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ｓ

[８] ＷＨＯ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ｍａｉ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Ａ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２ꎬ ２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 ＧＭＰ)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ｕｐｄａｔ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ＨＯ ＧＭＰ ｆｏｒ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ｙ － ｆｉｆ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６１ꎬ Ａｎｎｅｘ ６ꎬ ２０１１ꎻ ａｎｄ ＧＭＰ: Ｈｅａｔｉｎｇꎬ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ｉｒ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ｓｔｅｒｉｌ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ｄｏｓａｇｅ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ｙ － ｆｉｆ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 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６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Ａｎｎｅ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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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

ＩＳＯ ７２１８ (２００７)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ｓｔｕｆｆ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Ｏ ６８８７ － １ ( １９９９ )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ｓｔｕｆｆｓ—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ꎬ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ｍａｌ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ｍａｌ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ＳＯ Ｇｕｉｄｅ ３０ (１９９２)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Ｏ ９０００ (２００８)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
ｒｙ

ＩＳＯ Ｇｕｉｄｅ ９９ (１９９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ｉｎ
ｍ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ＶＩＭ) 

ＩＳＯ (ＣＩＰＭ): １９９５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Ｄｒａｆｔ ＩＳＯ / ＤＩＳ １６１４０ (１９９９) Ｆｏｏ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ｒａｆｔ ＩＳＯ / ＦＤＩＳ (２００３) １１１３３ －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ｓｔｕｆｆ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Ｐａｒｔ 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ａ
ＥＮ １２７４１ (１９９９)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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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操作区域要求示例

按以下级别要求进行设计的区域ꎬ 应进行相应配置和监控ꎬ
如适当的供风系统ꎮ

区域 设置级别 建议

样品接收 无级别要求 无级别要求

培养基制备 无级别要求 无级别要求

压力灭菌器装载 无级别要求 无级别要求

压力灭菌器卸载ꎬ 无菌检查

区一面
Ｂ

ＩＳＯ５ (混流)

<１０ｃｆｕ / ｍ３

无菌检查———ＵＤＡＦ Ａ
ＩＳＯ５ (层流)

<１ｃｆｕ / ｍ３

无菌检查———ＵＤＡＦ 背景 Ｂ
ＩＳＯ５ (混流)

<１０ｃｆｕ / ｍ３

无菌检查———隔离器 Ａ (ＮＶＰꎬ 仅微生物)
ＩＳＯ５ (层流)

<１ｃｆｕ / ｍ３

无菌检查———隔离器背景 无级别要求 无级别要求

培养箱 无级别要求 无级别要求

菌落计数测定 无级别要求ａ 无级别要求ａ

去污染 无级别要求 无级别要求

　 　 注: ｃｆｕ: 集落形成单位ꎮａ关键步骤应在层流下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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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仪器维护示例

以下给出的仪器性能确认信息仅为示例ꎬ 具体性能确认频率

应基于实际需求、 性能类型以及供应商手册的推荐等ꎮ

仪器类型 维护要求 建议频率

— 培养箱

— 冰箱

— 冻干机ꎬ 烘箱

清洁和消毒

内部

表面

— 每月

— 当需要 (如每 ３ 个月)
— 当需要 (如每年)

水浴
排 空、 清 洁、 消 毒、
换水

— 每月ꎬ 或每半年 (如
果使用杀菌剂)

离心机
— 维护

— 清洁消毒

— 每年

— 每次使用

压力灭菌器

— 灭菌框、 灭菌腔室的

清洁 /排空外观检查

— 全面维护

— 压力舱的安全检查

— 按制造商推荐进行

— 每 年ꎬ 或 按 制 造 商

推荐

— 每年

安全柜 /单向柜 — 全面维护及机械检查 — 每年或按制造商推荐

显微镜 全面维护 每年

ｐＨ 计 电极清洁 每次使用

天平、 重量稀释器
— 清洁

— 维护

— 每次使用

— 每年

蒸馏水器 清洁和除垢 按需求 (如每 ３ 个月)

去离子及反渗透设备 更换滤芯或滤膜 按制造商建议

厌氧罐 清洁 /消毒 每次使用后

培养基分配器、 量器、
移液器等常用器具

适当消毒、 清洁和灭菌 每次使用

平皿螺旋接种器
— 维护

— 消毒、 清洁和灭菌

— 每年

— 每次使用

实验室

— 工作表面清洁和消毒

— 地面清洁、 废液池和

废液桶消毒

— 其他表面清洁消毒

— 每天或使用过程中

— 每天

— 每 ３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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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各种实验室仪器校准和期间核查示例

以下给出的仪器性能确认信息仅为示例ꎬ 具体性能确认频率

应基于实际需求、 性能类型以及仪器关键性能等ꎮ

仪器类型 要求 建议频率

标准温度计

(玻璃温度计)
完整的可溯源再校准

单点 (如冰点检查)
每 ３ 年

每年

标准热电偶 完整的可溯源再校准

与标准温度计核对

每 ３ 年

每年

工作温度计和工作热

电偶

在冰点和 (或) 在工作温度范围

内与标准温度计核对

每 ３ 年

每年

天平 完整的可溯源再校准 每年

砝码校准 完整的可溯源再校准 每年

砝码检查
用校准过的砝码检查或在经过校

准溯源的天平上检查
每年

玻璃容器 按要求容限进行重量校准 每年

显微镜
对测微尺 (如果配备有) 进行校

准溯源
初始

湿度计 完整的可溯源再校准 每年

离心机
校准溯源或以适当的独立转速计

进行转速检查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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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仪器检定和监控示例

以下给出的仪器性能确认信息仅为示例ꎬ 具体性能确认频率

应基于实际需求、 性能类型以及仪器关键性能等ꎮ

仪器类型 维护要求 建议频率

温 度 控 制 设 备

(培养箱、 水浴、
冰箱、 冻干机)

— 确定温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 温度监控

— 初始ꎬ 每 ２ 年ꎬ
维修 /调整后

— 每天 /每次使用

干热灭菌器
— 确定温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 温度监控

— 初始ꎬ 每 ２ 年ꎬ
维修 /调整后

— 每次使用

压力灭菌器
— 确定装载 /灭菌循环特征

— 温度 /压力 /时间监控

— 初始ꎬ 每 ２ 年ꎬ
维修 /调整后

— 每次使用

用于无菌检查的

Ａ 级区域:
• 单向安全柜

• 隔离器

— 性能确认

— 微生物监控

— 风速监控

— 高效过滤器完整性检查

— 初始ꎬ 每年ꎬ 维

修 /调整后

— 每次使用

— ６ 个月

— ６ 个月

单向柜

— 性能确认

— 微生物监控

— 风速监控

— 高效过滤器完整性检查

— 初始ꎬ 每年ꎬ 维

修 /调整后

— 每次使用

— ６ 个月

— ６ 个月

计时器 与国家时间信号核对 每年

显微镜 校准 每天 /每次使用

ｐＨ 计 至少以两种适宜的缓冲液进行校准 每天 /每次使用

天平 检查零点ꎬ 用标准砝码检查 每天 /每次使用

去离子及反渗透

设备

— 检查电导率

— 检查微生物污染

— 每周

— 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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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仪器类型 维护要求 建议频率

重量稀释器
— 检查分配体积的重量

— 检查稀释率

— 每天

— 每天

培养基分配器 检查分配体积 每次调整或替换

移液器 检查分液体积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定期 (根据使用频

率和使用属性确定)

平皿螺旋接种器

— 通过传统方法确定性能

— 检查喷嘴的状态、 起点和终点

的完好性

— 检查分配体积

— 初始和每年

— 每天 /每次使用

— 每月

菌落计数器 通过手工方法检查 每年

离心机
通过独立并校准过的转速计检查

转速
每年

厌氧罐 /培养箱 用厌氧指示剂检查 每次使用

实验室环境
使用空气采样器、 沉降皿、 触皿和

拭子等检查气流和表面微生物

基于风险评估确立

适 当 的 环 境 监 控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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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标准菌株的应用原则

上述过程应有详细的操作文件ꎬ 并有每一步骤的详细记录在

案ꎬ 必要时应进行纯度检查和生化检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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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９６１ 号ꎬ ２０１１ 年

附录 ３

ＷＨＯ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主要原则

绪论

总则

术语

制药工业的质量管理: 基本原则及要素

１　 质量保证

　 产品质量回顾

２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３　 卫生

４　 确认及验证

５　 投诉

６　 产品召回

７　 委托生产及委托检验

　 一般原则

　 委托方

　 受托方

　 合同

８　 自检、 质量审计、 供应商审计及批准

　 自检项目

　 自检小组

　 自检频率

　 自检报告

　 跟踪

　 质量审计

　 供应商审计与批准

９　 人员

　 一般原则

　 关键人员

１０　 培训

１１　 人员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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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厂房

　 一般原则

　 辅助区

　 仓储区

　 生产区

　 质量控制区

１３　 设备

１４　 物料

　 一般原则

　 起始物料

　 包装材料

　 中间产品和待包装产品

　 成品

　 不合格、 回收、 返工和重新加工的物料

　 退货

　 试剂和培养基

　 标准物质

　 废弃物

　 其他事项

１５　 文件

　 一般原则

　 所需资料

１６　 生产规范

　 一般原则

　 防止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交叉污染

　 生产操作

　 包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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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ＷＨＯ 的第一部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是按照第二十届

世界卫生大会 ＷＨＡ２０ ３４ 号决议的要求ꎬ 由顾问组于 １９６７ 年制

订出草案ꎬ 在第二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以 “医药品生产及质量

控制中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草案” 的形式提交大会并获得通过ꎮ
１９６８ 年ꎬ 修订文本经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讨论后ꎬ 作

为第二十二次报告的附件颁发ꎮ 经少量修订后的原文于 １９７１ 年

收入 «国际药典» 第二版增补本ꎮ
１９６９ 年ꎬ 世界卫生大会在 ＷＨＡ２２ ５０ 号决议中推荐了国际贸

易药品质量认证方案的第一版ꎮ 同时确认了 ＧＭＰ 相关内容是该

方案不可分割的部分ꎮ １９７５ 年ꎬ 依照 ＷＨＡ２８ ６５ 号决议ꎬ 采纳了

认证方案及 ＧＭＰ 内容的修订版ꎮ 此后ꎬ 该认证方案逐渐应用到

以下领域:
— 食用动物的兽药ꎻ
— 各剂型中使用的起始物料ꎬ 这些起始物料受出口会员国及

进口会员国法规管辖ꎻ
— 安全性及有效性信息 (ＷＨＡ４１ １８ 号决议ꎬ １９８８)ꎮ
１９９２ 年提出的 ＧＭＰ 修订草案分为三部分ꎬ 本文件 (１) 仅收

录了其中第一和第二部分ꎮ
“医药工业中的质量管理 ∶ 基本原则及要素”ꎬ 对质量保证

(ＱＡ) 的一般概念及 ＧＭＰ 的主要组成部分 /子系统进行了概述ꎬ
它们是最高管理层、 生产及质量控制管理部门的共同职责ꎮ ＧＭＰ
涉及卫生、 验证、 自检、 人员、 厂房、 设备、 物料及文件等八个

部分ꎮ
“药品生产和质量管理规范” 为药品生产及质控人员贯彻质

量保证基本原则的行动指南ꎮ
后续指导原则又对 ＧＭＰ 要求修订草案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进

行增补ꎬ 指导原则为 ＧＭＰ 文件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ꎮ 上述所

有内容都可在药品专栏网页找到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ｑｓｍ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ｇｍｐ / ｇｍｐｃｏｖｅｒ ｈｔｍｌ)ꎮ

随着 ＧＭＰ 的深入实施ꎬ 出台了包括新修订本在内的重要的

国家及国际性文件 (２ꎬ ３ꎬ ４ꎬ ５)ꎮ 因此修订后的 ＧＭＰ 主要原则

中增加了验证的概念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 ３１ 日ꎬ 在 ＷＨＯ 药品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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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Ｃ) 实验室及技术转让指南征求意见期间ꎬ 除讨论其他反馈意

见外ꎬ 还确定需要将关于 “产品质量回顾” 的一节 (１ ６) 新内

容纳入第 １ 章: “质量保证”ꎮ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 ３１ 日ꎬ 对 ＷＨＯ 药品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

(ＱＣ) 实验室及技术转让指南的征求意见进行了讨论ꎬ 确定将

一节新内容 “产品质量回顾” ( １ ６ ) 纳入第 １ 章 “质量保

证” 中ꎮ
此外ꎬ 还更新了几处术语和概念ꎬ 将 “ ｄｒｕｇｓ ” 替换为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并引入包括 “风险管理”、 “质量部门” 的概念ꎬ
进一步完善了指南ꎮ

总则

批准的药品应由合法的药品生产企业生产ꎬ 国家主管部门要

定期对企业进行检查ꎮ 本 ＧＭＰ 指南作为标准ꎬ 通过评价生产许

可的实施情况ꎬ 证明 ＧＭＰ 状况符合要求ꎬ 而 ＧＭＰ 状况正是 ＷＨＯ
国际贸易药品质量认证方案的要点之一ꎮ 本指南也是生产设施检

查的基础ꎬ 也可作为政府药品检查员及业界生产、 质量控制和质

量保证人员的培训资料ꎮ
该指南适用于上市药品ꎬ 包括大规模生产的医院制剂及供临

床试验用制剂的生产管理ꎮ
以下概述应视为一般指导原则ꎬ 可随具体需要进行调整ꎬ 但

对替代质量保证方法的等效性应该进行验证ꎮ 该指南未涉及从事

生产人员的安全方面及环境保护问题ꎬ 该类问题通常受到各国法

律约束ꎬ 最近有要求增加关于生产中风险及人员安全的危害分析

的建议 (附件 ７)ꎬ 要求制造商保证工人安全并采取必要的措施防

止来自外部环境的污染ꎮ ＷＨＯ 指定国际非专利药品名 (ＩＮＮ) 的

药物应使用该名称及其他指定名称ꎮ

术语

以下定义仅适用于本指南中使用的术语ꎮ

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指欲用于生产药物制剂的一种物质或几种物质的混合物ꎬ 且

为该制剂中的活性成分ꎮ 该物质具有药理学活性或在诊断、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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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缓解及预防疾病上有直接效应ꎬ 或能影响机体的结构与

功能ꎮ

气闸

气闸是指具有两扇或多扇门的封闭空间ꎬ 位于两个或多个房

间中间ꎮ 当需要进入时ꎬ 为将房间之间的气流加以控制ꎬ 可在不

同洁净级别的房间之间设置气闸ꎮ 气闸可用于人员、 物料和

(或) 设备的出入ꎮ

授权人

为国家主管部门认可的特定人员ꎬ 授权人有责任保证各批成

品遵照该国现行的法规生产、 检验并批准放行ꎮ

批

采用相同工序处理的一定量起始物料、 包装材料或产品ꎬ 因

此每批应均一ꎮ 有时可能又先将一批分为若干亚批ꎬ 再行合并ꎬ
最终形成均匀的一批ꎮ 就最终灭菌产品而言ꎬ 批量取决于高压灭

菌器的容量ꎮ 在连续生产中ꎬ 每一批须对应于特定数量的产品ꎬ
并以其预期的均一性为特征ꎮ 批量既可以规定为 “一定的数量”
也可以规定为 “在固定时间段中的产量”ꎮ

批号

由具有特征性的数字和 (或) 字母组成ꎬ 通过标签、 批记录

及相应的化验证明书等确定唯一对应一批产品的唯一性标识ꎮ

批记录

指与一批待包装产品或成品制造相关的所有文件ꎬ 是每批产

品及与最终产品质量相关的所有信息的记录ꎮ

待包装产品

已完成所有加工工序但尚未进行最终包装的产品ꎮ

校准

在特定条件下建立仪器或测量 (尤其是称量)、 记录及控制

系统示值或实物量具所代表的量值与对应的标准品已知值关系的

一系列操作ꎮ 应设置测量结果的可接受限度ꎮ

６９



洁净区

规定了环境中微粒及微生物污染控制参数的区域ꎬ 其构造及

使用应能减少该区中污染物的引入、 产生及滞留ꎮ

委托加工的产品

应特定的要求或订单ꎬ 由某一制造商一次生产并供应的药品

数量ꎮ 可以是一个或多个包装ꎬ 也可以含有多个批号的物料ꎮ

污染

在生产、 抽样、 包装或重包装、 贮存或运输期间ꎬ 在起始物

料或中间体中引入不希望存在的化学或微生物杂质或异物ꎮ

关键操作

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引起药品质量变化的操作ꎮ

交叉污染

在生产期间ꎬ 起始物料、 中间产品或成品与其他起始物料或

产品的相互污染ꎮ

成品

经过了所有生产步骤及包装的最终制剂ꎮ

过程控制

在生产中ꎬ 为了监控并在必要时调整过程以保证产品符合质

量标准而做的各项检查ꎮ
对环境或设备的控制也为过程控制的一部分ꎮ

中间产品

必须经过进一步生产步骤才能成为待包装产品的部分加工

产品ꎮ

大容量注射剂

单一包装容器中体积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ｍｌ 的注射用无菌溶液ꎮ

生产

包括购买物料及产品、 药品生产、 质量控制 (ＱＣ)、 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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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及分销在内的所有操作及有关的控制行为ꎮ

生产商

完成药品生产、 包装、 重包装、 贴签及重贴签等操作的

公司ꎮ

上市许可 (产品许可证、 注册证)
为由药品主管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件ꎬ 规定了该产品的详细成

分及处方ꎬ 最终产品本身与其各成分的药典标准或其他公认的质

量标准ꎬ 并包含包装、 贴签及货架期等说明ꎮ

工艺规程

指定各起始物料的投料量及包装材料、 生产某一规定数量的

成品所需步骤和注意事项以及加工说明 (含过程控制) 的一套或

一系列的文件ꎮ

主记录

作为批记录基础的一套或一系列文件 (空白批记录)ꎮ

包装

对待包装产品进行填充及贴签等操作使之成为成品的过程ꎮ
在无菌条件下填充灭菌产品或设计为最终灭菌的产品通常不视为

包装ꎮ

包装材料

用于药物包装的任何材料 (含印刷品)ꎬ 但不包括任何用于

运输或装运的外包装ꎮ 根据其以后是否直接接触药品ꎬ 将包装材

料分为内包装材料和外包装材料ꎮ

药品

以成品剂型或用于此种剂型的起始原料形式提供的供人或动

物使用的产品或原料ꎬ 药品受出口国和 (或) 进口国药品法规

管辖ꎮ

生产

药品制备中的所有操作ꎬ 始于物料接收ꎬ 经药品加工、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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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包装、 贴签及重贴签ꎬ 直至形成成品ꎮ

确认

证明厂房、 体系及设备能够正确运行并确实能达到预期结果

的活动ꎮ 有时ꎬ 人们将 “验证” 这个词的含义引申ꎬ 使其包含

“确认” 的概念ꎮ

质量保证

见第一部分 (６)ꎮ

质量控制

见第一部分 (６)ꎮ

质量部门

指独立于生产和履行质量保证 (ＱＡ) 及质量控制 (ＱＣ) 职

责的机构ꎮ 根据该组织的规模和结构ꎬ 其形式可以是独立的质量

保证及质量控制部门、 个人及小组ꎮ

隔离

在等待通知放行、 拒绝或返工决定时ꎬ 采用物理隔离或其他

有效方法处理的原辅料、 包装材料、 中间产品、 待包装产品及成

品的状态ꎮ

物料平衡

理论量与实际量之间的比较ꎮ

回收

在生产的某一特定阶段ꎬ 将以前生产的数批符合相应质量要

求的产品 (或重新蒸馏的溶剂及类似产品) 的一部分或全部加入

到另一批次中的操作ꎮ 它包括从废料中除去杂质获得纯物质及为

另一用途回收使用过的物料ꎮ

返工

由于未满足预定的质量标准ꎬ 将一批生产中药品、 原料加工

中间产品 (用于最终生物制剂的原料中间产品) 或待包装产品全

部或部分返回之前的工序ꎬ 采用经验证的生产工艺进行再加工ꎮ

９９



人们预见生物制品有时需要执行返工程序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返工

程序需要经过验证并作为上市许可的一部分被预先批准ꎮ

重新加工

由于未满足预定的质量标准ꎬ 将一批生产中间产品或原料加

工中间产品 (用于最终生物制剂的原料中间产品) 或最终产品转

入另一生产工艺ꎮ 重新加工属于一种意外事件ꎬ 并未作为上市许

可的一部分被预先批准ꎮ

封闭区

将某操作 (包括人员和设备移动) 的所有方面完全分离的厂

房ꎬ 建立了完善的操作程序、 控制及监控措施ꎮ 它包括物理障碍

及单独的空气处理系统ꎬ 但是不一定意味着两个独立的不同建

筑物ꎮ

质量标准

产品或在药品生产中所用或所得的物料必须遵循的一系列详

细要求ꎮ 标准用作质量评价的依据ꎮ

标准操作规程 (ＳＯＰ)
经批准的用以指示操作的书面规程ꎬ 一份 ＳＯＰ 不一定专用于

某一种产品或物料ꎬ 而是具有通用性 (如设备的操作、 维护、 清

洗、 验证、 厂房清洁及环境控制、 取样和检查)ꎮ 某些 ＳＯＰ 可用

作特定产品基准记录和批生产记录的补充ꎮ

起始物料

药品生产中使用的符合规定质量要求的任何物质ꎬ 但不包括

包装材料ꎮ

验证

按照 ＧＭＰ 原则ꎬ 证明任何操作规程、 生产工艺、 设备、 物

料、 活动或系统实际能达到预期结果的活动 (参见确认)ꎮ

制药工业的质量管理: 基本原则及要素

在制药行业中ꎬ 质量管理通常指在管理职能方面决定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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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质量政策”ꎬ 即由最高管理层批准并正式提出的负责质量的

机构的总体方针和方向ꎮ
质量管理的基本要素是:
— 合适的基础结构或 “质量体系”ꎬ 包含组织结构、 操作规

程、 加工工艺和资源ꎻ
— 为充分确保产品 (或服务) 能满足给定质量要求的系统

性措施ꎮ
这些活动被总称为 “质量保证” (ＱＡ)ꎮ 在某一组织内部ꎬ

质量保证起管理工具的作用ꎮ 签订合同时ꎬ 质量保证也用来判断

供应商的可信度ꎮ
质量保证、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质量控制及质量风险管

理 (ＱＲＭ) 的概念在质量管理中相互关联ꎬ 应该成为所有人员的

职责ꎮ 以下说明的目的在于强调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药品生产

和控制中的重要性ꎮ

１　 质量保证

１ １　 原则

质量保证是一个广义的概念ꎬ 它包括所有影响产品质量的单

一和综合因素ꎬ 是确保药品质量符合预期使用目的而进行管理的

总和ꎮ 因此ꎬ 质量保证包括 ＧＭＰ 及其他因素ꎮ

１ ２　 适用于药品生产的质量保证体系应确保

(ａ) 药品设计及开发时应考虑 ＧＭＰ 及其他相关的法规的要

求ꎮ 如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ＧＬＰ) 及药物临床试验质

量管理规范 (ＧＣＰ) 的要求ꎻ
(ｂ) 以书面形式清楚地写明符合相关的 ＧＭＰ 要求的生产及控

制操作程序ꎻ
(ｃ) 在职位描述中清楚地写明了管理职责ꎻ
(ｄ) 制定生产、 供应及使用的正确起始物料及包装材料

方案ꎻ
(ｅ) 执行所有对起始物料、 中间产品及待包装产品必要的控

制及其他过程控制、 校准及验证程序ꎻ
(ｆ) 根据规定的操作规程ꎬ 正确地加工并检查成品ꎻ
(ｇ) 授权人 (参见 ９ １１ 及 ９ １２ 节) 需证明每一生产批次已

按照上市许可要求及其他任何与生产、 控制和放行相关的法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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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并进行质量控制ꎬ 在此之前ꎬ 药品不得供应或销售ꎻ
(ｈ) 企业要制定方案ꎬ 尽可能保证药品由生产商贮存以及经

发运等处理后ꎬ 质量在货架期内的稳定ꎻ
(ｉ) 企业有自检和 (或) 质量审计操作规程ꎬ 定期评价质量

保证体系的有效性和适用性ꎻ
(ｊ) 报告、 调查并记录了偏差ꎻ
(ｋ) 有批准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变更的管理体系ꎻ
(ｌ) 对药品质量定期评价时ꎬ 应以证明其生产工艺的一致性

并保证其持续改善为目标ꎻ 且

(ｍ) 具有 ＱＲＭ 体系ꎮ
１ ３　 生产商必须对药品质量负责ꎬ 要保证药品适合其用途

并遵守上市许可要求ꎮ 不应由于药品的安全性、 质量或疗效问题

使病人承受风险ꎮ 实现该质量目标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职责ꎬ
需要公司多个不同部门各层次的人员、 供应商、 经销商共同参与

并承担各自的责任ꎮ 为确保达到该质量目标ꎬ 必须要统筹设计质

量保证体系以保证 ＧＭＰ 及质量控制得到正确执行ꎮ 应对其进行

完整记录并监控其有效性ꎮ 质量保证体系的各部分均应配备足够

的、 符合要求的人员、 场地、 设备及设施ꎮ
１ ４　 ＱＲＭ 是评价、 控制、 沟通及审查药品质量风险的系统

性过程ꎮ 既可以事先应用也可以回顾性应用ꎮ
１ ５　 ＱＲＭ 应保证:
— 对质量风险的评价基于科学知识、 工艺过程中积累的经验

并最终与保护病人相联系ꎻ 且

— ＱＲＭ 过程的工作量、 规范程度及记录水准与风险水平

相当ꎮ

产品质量回顾

１ ６　 应对所有药品 (包括仅供出口的产品)ꎬ 进行例行、 定

期或滚动式的质量回顾以证明现行工艺始终如一和起始原料和成

品现行质量标准的适用性ꎬ 并重点反映出变化趋势以对产品和工

艺进行改进ꎮ 产品质量回顾一般情况下每年一次并形成文件ꎬ 考

虑到以前所做的产品质量回顾ꎬ 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ｉ) 对产品所用的起始物料及包装材料的回顾ꎬ 尤其对那些

源于新供应商的产品ꎻ
(ｉｉ) 对关键的过程控制步骤及成品结果的评估ꎻ
(ｉｉｉ) 对未能符合已有质量标准要求的批次及其审查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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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ꎻ
(ｉｖ) 对有重大偏差或不符合情况是的相关审查及采取相应的

纠正及预防措施的有效性的回顾ꎻ
(ｖ) 对工艺或分析方法变更的回顾ꎻ
(ｖｉ) 对所提交的已获批准或不批准的文件变更的回顾ꎻ
(ｖｉｉ) 回顾稳定性监测计划的结果及所有有害趋向ꎻ
(ｖｉｉｉ) 对所有与质量相关的退货、 投诉、 召回及当时所做审

查的回顾ꎻ
(ｉｘ) 对先前任何其他关于产品工艺或设备的改进措施充分性

的回顾ꎻ
(ｘ) 对新获批准和有变更的药品ꎬ 按照注册要求上市后应当

完成的工作情况进行的回顾ꎻ
(ｘｉ) 对相关的设备及公共设施的确认ꎬ 例如供热、 通风及

空调 (ＨＶＡＣ) 系统、 制药用水或压缩气体ꎻ 及

(ｘｉｉ) 对技术协议的审核ꎬ 保证它们已及时更新ꎮ
当生产商及持证商不相同时ꎬ 应评估本回顾结果ꎬ 并对是否

应进行某种再验证或采取纠正及预防措施做出评价ꎮ 对这些改进

措施的理由应进行记录ꎮ 商定的纠正及预防措施应及时有效地完

成ꎮ 对当前的管理应制订管理程序ꎬ 对这些管理行为进行复核ꎬ
并应在自检期间证明这些程序的有效性ꎮ

可根据产品类型对质量回顾进行科学的划分归类ꎬ 如固体剂

型、 液体剂型或灭菌产品ꎮ
当持证商不是生产商时ꎬ 各方间应有协议以明确各自的责

任ꎮ 授权人及持证商均应保证质量回顾执行时的及时和准确ꎮ

２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２ １　 ＧＭＰ 是指为了产品生产始终如一并按适合其预定用途

的、 上市许可要求的质量标准进行控制的质量保证的规范ꎮ ＧＭＰ
主要以降低药品生产本身所具有的风险为目标ꎮ

此类风险主要分为两类ꎬ 一是交叉污染 (特别是意外的污染

物)ꎬ 二是混淆 (例如由容器上贴上了错误的标签)ꎮ ＧＭＰ 包括:
(ａ) 对所有生产过程作了清楚的规定ꎬ 按照经验进行了系统

的审核ꎬ 有证据表明这些生产过程能够持续地生产出符合相应质

量标准要求的药品ꎮ
(ｂ) 进行了确认及验证ꎮ
(ｃ) 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资源ꎬ 包括:

３０１



　 ( ｉ) 具有适当的资质并经培训合格的人员ꎻ
　 (ｉｉ) 足够的厂房及空间ꎻ
　 (ｉｉｉ) 合适的设备及维护保障ꎻ
　 (ｉｖ) 合适的物料ꎬ 容器及标签ꎻ
　 (ｖ) 经批准的操作规程与指令ꎻ
　 (ｖｉ) 适宜的贮运条件ꎻ
　 (ｖｉｉ) 配备足够的人员、 实验室及设备进行生产过程

控制ꎮ
(ｄ) 指令及操作规程应清楚、 明确、 适用ꎮ
(ｅ) 操作人员经过培训ꎬ 能够正确执行操作规程ꎮ
(ｆ) 生产期间应做记录 [人工和 (或) 由仪器记录均可]ꎮ

该记录以证明操作规程与指令要求的所有步骤都按照规定执行ꎬ
证明产品的数量及质量符合预期要求ꎻ 任何重大偏差都进行了完

整的记录及调查ꎮ
(ｇ) 生产和销售记录清晰且保存于易于获取的地方ꎬ 以便通

过这种记录追溯一批产品的完整历史ꎮ
(ｈ) 产品贮存及发运方式得当ꎬ 将其质量风险最小化ꎮ
(ｉ) 企业可以采用一定形式从销售或供应环节召回任何批次

的产品ꎮ
(ｊ) 就上市产品的投诉进行了审查ꎬ 调查了产品质量缺陷的

原因ꎬ 并且对有缺陷的产品采取了合适的措施以防止问题再度

出现ꎮ

３　 卫生

３ １　 在药品生产的各个方面应该实行严格的卫生标准ꎮ 范

围包括对人员、 厂房、 仪器设备、 生产物料及容器ꎬ 清洁及消毒

产品及任何潜在的产品污染源ꎮ 潜在污染源应通过严密完善的消

毒和清洁程序除去ꎮ (个人卫生见 １１ 节ꎬ 卫生状况见 １２ 节 “厂
房”ꎮ)

４　 确认及验证

４ １　 依照 ＧＭＰ 要求ꎬ 每个制药公司都应该确定需要进行的

确认及验证ꎬ 以证明其特定操作的关键方面能够得到控制ꎮ
４ ２　 应明确规定公司确认及验证计划的关键要素ꎬ 并在验

证总计划中记录ꎮ
４ ３　 确认及验证应该制定并提供下列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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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依照 ＧＭＰ 要求设计的厂房、 配套设施、 设备及工艺

(设计确认或 ＤＱ)ꎻ
(ｂ) 厂房、 配套设施及设备已经建造并遵照其设计标准完成

安装 (安装确认或 ＩＱ)ꎻ
(ｃ) 厂房、 配套设施及设备根据其设计标准运转 (运行确认

或 ＯＱ)ꎻ
(ｄ) 某一具体的工艺能持续地生产达到预定质量标准及质量

特性的产品 (工艺验证或 ＰＶꎬ 也称性能确认或 ＰＱ)ꎮ
４ ４　 操作的任何方面ꎬ 包括厂房、 设施、 设备或工艺上可

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重大变化ꎬ 都应进行确认及验证ꎮ
４ ５　 确认及验证不应被视为一次性行为ꎮ 执行首次验证或

确认后ꎬ 应有持续的计划跟进ꎬ 该计划应以年度审核为依据ꎮ
４ ６　 应在相关的公司文件如质量手册或验证总计划中声明

坚持持续验证状态的承诺ꎮ
４ ７　 应清楚规定执行验证的责任归属ꎮ
４ ８　 验证研究是 ＧＭＰ 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ꎬ 应依照预先确

定并批准的方案实施ꎮ
４ ９ 　 确认或验证的结果和结论归纳后应当有书面记录并

存档ꎮ
４ １０　 应基于所执行验证的结果ꎬ 制订工艺及操作规程ꎮ
４ １１　 对分析方法、 自动化系统及清洁操作规程的验证应予

以特别的注意ꎮ

５　 投诉

５ １　 原则 　 所有投诉及其他关于潜在缺陷产品的信息应根

据编写的操作规程予以仔细审核ꎬ 并应该采取纠正行动ꎮ
５ ２　 应指定负责处理投诉及决定对策的人员ꎬ 同时配备足

够的辅助人员协助他 /她的工作ꎮ 如果此人与授权人不是同一人ꎬ
应使后者知晓每一项投诉、 调查或召回事件ꎮ

５ ３　 对关于潜在产品缺陷的任何用户投诉ꎬ 应制定书面规

程ꎬ 论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ꎬ 包括必要时考虑召回产品的措施ꎮ
５ ４ 　 对确定某一投诉是否由可疑的产品引起应特别予以

关注ꎮ
５ ５　 任何涉及产品缺陷的投诉应记录原始的细节并彻底调

查ꎮ 负责质量控制的人员通常应参与对这种调查的审核ꎮ
５ ６　 如果在一批产品中发现了缺陷或疑点ꎬ 为确定其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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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否也受到影响ꎬ 应该考虑对它们进行检查ꎮ 尤其是其他批次

可能包含从有缺陷批次中返工的产品时ꎬ 应进行调查ꎮ
５ ７　 对某个投诉进行调查及评价后ꎬ 在必要的情况下应采

取适当的跟进行动 (可能包括产品召回)ꎮ
５ ８　 为某一投诉所作的所有决定及采取的措施均应参照相

应的批记录做好记录ꎮ
５ ９　 投诉记录应该定期审核ꎬ 以便发现值得注意的特定或

反复出现的问题ꎬ 这种问题可能成为足以召回上市产品的理由ꎮ
５ １０　 在发现可能的生产失误、 产品变质、 可疑产品或某一

产品的其他任何严重的质量问题之后ꎬ 生产商若考虑采取行动ꎬ
应告知主管当局ꎮ

６　 产品召回

６ １　 原则　 企业应该建立召回系统ꎬ 从市场上迅速有效地

召回已知或怀疑有缺陷的产品ꎮ
６ ２　 授权人应为召回的执行及协调负责ꎮ 应该配备足够的

人员迅速及时地处理召回的各方面事务ꎮ
６ ３　 负责召回行动的机构应有既定的书面操作规程ꎬ 并定

期审核、 更新这些规程ꎮ 召回操作应能迅速启动ꎬ 下达到分销链

中必要的层次ꎮ
６ ４　 书面操作规程中应包含当决定召回产品去向时ꎬ 将其

存入某一安全隔离区的指令ꎮ
６ ５　 一旦怀疑或确定某一产品有缺陷ꎬ 企业就应迅速通知

该产品已销往的国家主管部门召回产品的意向ꎮ
６ ６　 授权人应易于获取发运分销记录以使有效召回成为可

能ꎬ 这些记录应该包含足够的关于批发商及直接供货的顾客的信

息 (含: 出口产品ꎬ 那些收样用于临床试验及作为药品样品的组

织或个人)ꎮ
６ ７　 召回过程的进展应进行监控并做记录ꎮ 记录应该包含

产品的处置ꎮ 应发布最终报告ꎬ 其中应提供发出及回收的产品数

量ꎬ 并且能够保持一致ꎮ
６ ８　 应经常评价并检验召回安排的有效性ꎮ

７　 委托生产及委托检验

７ １　 原则　 委托生产及检验必须正确界定、 经各方同意并

加以控制ꎬ 以避免误解造成对产品、 检验或工作质量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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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则

７ ２　 委托生产及检验的所有安排 (包括在技术或其他安排

上提出的任何变更) 应符合所涉及产品的上市许可ꎮ
７ ３　 合同应允许委托方审计受托方的设施ꎮ
７ ４　 在合同检验情况下ꎬ 放行必须由授权人给予最终批准ꎮ

委托方

７ ５　 委托方负责评估受托方具有成功执行所需进行的工作

或检验的能力、 批准委托生产或检验活动ꎬ 并以签订合同的方式

确保委托生产或检验遵循本指南描述的 ＧＭＰ 原则ꎮ
７ ６　 委托方应向受托方提供全部必要信息ꎬ 以便受托方按

照上市许可及其他任何法规要求ꎬ 正确执行合同操作ꎮ 委托方应

保证受托方完全知晓与产品、 操作或检验有关的任何问题ꎬ 这些

问题可能对受托方的厂房、 设备、 人员、 其他物料或产品造成

危害ꎮ
７ ７　 委托方应保证所有由受托方交付的加工产品及物料符

合其质量标准或产品已经由授权人批准放行ꎮ

受托方

７ ８　 受托方必须有足够厂房设备、 知识、 经验及有资质的

人员以便圆满完成委托方按合同约定交付的工作ꎮ 委托生产仅能

由拥有生产许可证的厂家承担ꎮ
７ ９　 在没有取得委托方事先评估和同意之前ꎬ 受托方不应

将合同委托给自己的任何工作转到第三方ꎮ 受托方与任何第三方

间所达成的协议应保证提供生产和检验信息的方式和在最初的委

托方及受托方间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致ꎮ
７ １０　 受托方应避免参与任何可能对委托方生产或检验的产

品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的活动ꎮ

合同

７ １１　 委托方与受托方之间应签订一个明确双方职责的书面

合同ꎮ
７ １２　 合同必须明确规定质量授权人的工作方式ꎬ 以便在批

准放行各批产品供上市销售或签发产品检验证书时ꎬ 他 /她能完

全履行责任并确保每批产品的生产、 检验过程均应符合相关产品

上市许可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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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１３　 该合同的技术方面应由具备制药技术、 检验及 ＧＭＰ 知

识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拟定ꎮ
７ １４　 生产及检验的所有协议都应符合上市许可要求并得到

双方的同意ꎮ
７ １５ 　 合同应明确规定哪一方负责物料的采购、 检验和放

行ꎻ 哪一方负责生产和质量控制 (包括生产过程控制)ꎻ 哪一方

负责取样和检验ꎮ 如果是委托检验ꎬ 合同应明确受托方是否应去

生产企业取样ꎮ
７ １６　 生产、 检验和发货记录及标准品应由委托方保管ꎬ 或

可供委托方查阅ꎮ 对与产品质量评价有关的用户投诉或怀疑质量

有问题的任何记录ꎬ 均应按委托方制定的缺陷产品 /召回产品程

序处理ꎬ 并允许委托方查阅ꎮ
７ １７　 合同应明确如何处理不合格的原辅料、 中间产品、 待

包装产品及成品ꎮ 同时也应明确对委托检验中不合格样品应遵循

的处理程序ꎮ

８　 自检、 质量审计、 供应商审计及批准

８ １　 原则　 自检的目的是评价生产企业的生产和 ＱＣ 各个方

面是否达到 ＧＭＰ 要求ꎮ 自检计划的设计理念应能发现 ＧＭＰ 执行

中的不足并建议进行必要的改进ꎮ 自检应作为例行检查ꎬ 此外也

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ꎬ 如产品召回、 反复出现不合格产品或卫生

部门宣布进行检查时ꎮ 负责自检的项目组应由能客观地评估 ＧＭＰ
的执行情况的人员组成ꎮ 所有的整改行动建议应予以落实ꎮ 自检

步骤应进行记录ꎬ 并应制订有效的后续行动计划ꎮ

自检项目

８ ２　 所制订的书面自检指示应提供相关要求的最低标准和

统一标准ꎮ 其中可能包含关于 ＧＭＰ 要求的调查表ꎬ 这种调查表

至少应包括以下的项目:
(ａ) 人员ꎻ
(ｂ) 包括人员设施在内的厂房ꎻ
(ｃ) 房屋和设备的维护ꎻ
(ｄ) 原辅料及最终产品的贮存ꎻ
(ｅ) 设备ꎻ
(ｆ) 生产及生产过程控制ꎻ
(ｇ) 质量控制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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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文件管理ꎻ
(ｉ) 卫生ꎻ
(ｊ) 验证及再验证程序ꎻ
(ｋ) 仪器、 测量体系的校正ꎻ
(ｌ) 召回操作规程ꎻ
(ｍ) 投诉管理ꎻ
(ｎ) 标签控制ꎻ
(ｏ) 以前的自检结果及采取的改进措施ꎮ

自检小组

８ ３　 管理层应任命一个由熟悉 ＧＭＰ 的各领域专家组成的自

检组ꎮ 该组成员既可以从公司内部选派也可由外部专家担任ꎮ

自检频率

８ ４　 进行自检的频率可视公司需要而定ꎬ 但每年至少一次

更好ꎬ 自检频率应在自检程序中予以陈述ꎮ

自检报告

８ ５　 自检完成时应生成自检报告ꎬ 该报告应包括: (ａ) 自

检结果ꎻ (ｂ) 评估及结论ꎻ (ｃ) 建议的整改行动ꎮ

跟踪

８ ６　 企业应有有效的跟进计划ꎮ 公司管理层需要对自检报

告及改进措施进行评估ꎮ

质量审计

８ ７　 质量审计可对自检进行有益补充ꎮ 质量审计的内容是

对整个质量体系或其的某一部分进行检查和评价ꎬ 具体目的是对

其进行改进ꎮ 质量审计通常由管理层指定的、 专门的、 外部 /独
立的专家或专家组进行ꎮ 质量审计也可引申到供应商和委托方

(见第 ７ 部分ꎬ “委托生产及检验”)ꎮ

供应商审计及批准

８ ８　 对能持续提供符合已有质量标准的原材料及包装材

料的可信赖供应商ꎬ ＱＣ 负责人及其他有关部门有责任予以

批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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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在供应商被批准并进入获批准供应商目录或明细单之

前ꎬ 应对该供应商进行评估ꎮ 该评估应考虑到供应商履历及其所

供应物料的性质ꎮ 如需进行审计ꎬ 应确定该供应商的资质达到

ＧＭＰ 标准ꎮ

９　 人员

９ １　 原则　 良好的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维护ꎬ 药品的正

确生产和控制都需要依靠人来完成ꎮ 因此必须有足够的具有适当

资质的人员来承担企业的全部工作ꎮ 每个人的职责应明确规定ꎬ
相关人员应明了并以书面描述的形式记录ꎮ

一般原则

９ ２　 生产企业应有足够数量的具有资格和实践经验的人员ꎬ
任何一个人所担负的责任不应太多ꎬ 以免出现质量隐患ꎮ

９ ３　 重要岗位的负责人应有明确的书面岗位职责ꎬ 并有权

履行其职责ꎮ 他们职责可以委派给具有满意资历水平的副职人员

代理ꎮ 执行 ＧＭＰ 的有关人员的职责不应有空缺或未加说明的重

叠ꎮ 生产商应有相应的组织结构图ꎮ
９ ４　 所有人员都应了解与其相关的 ＧＭＰ 原则ꎬ 并接受其工

作所需要的初步及继续的培训工作ꎬ 其中包括卫生学知识的培

训ꎮ 应动员全体人员支持高水平质量标准的建立和维护ꎮ
９ ５　 应采取措施ꎬ 防止非授权人员进入生产、 贮存和 ＱＣ 区

域ꎮ 非本区域人员不得穿过工作区域ꎮ

关键人员

９ ６　 关键人员包括生产部门负责人ꎬ 质量部门负责人和授

权人ꎮ 质量部通常包含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两部门ꎬ 有时这两部

分可以合并在一个部门ꎮ 授权人也可同时对质量部门中的一个或

多个负责ꎮ 通常ꎬ 应由全职人员担任关键岗位工作ꎮ 生产部门和

质量部门的负责人应相互独立ꎮ 在大型企业中ꎬ 可能有必要将一

些职能委托给代理人ꎬ 然而ꎬ 责任不能随之委托ꎮ
９ ７　 国家法律要求负责监督药品生产部门和质量部门的关

键人员应取得科学教育的合格证并具有实践经验ꎮ 他们所受的教

育应包括以下课程的合理组合:
(ａ) 化学 (分析化学或有机化学) 或生物化学ꎻ
(ｂ) 化学工程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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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微生物学ꎻ
(ｄ) 制药科学与技术ꎻ
(ｅ) 药理学和毒理学ꎻ
(ｆ) 生理学ꎻ
(ｇ) 其他相关学科ꎮ
他们在药品的生产和 ＱＡ 方面也应有足够的实践经验ꎮ 为获

得这种经验ꎬ 他们可能需要一段实习期ꎬ 在专业性的指导下履行

职责ꎮ 专家所拥有的科学教育和实践经验使其可以利用科学原理

和在药品生产及 ＱＣ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理解ꎬ 独立地进行专业

判断ꎮ
９ ８　 生产部和质量部的负责人通常对质量分担或共同履行

责任ꎮ
根据国家法规ꎬ 上述可能包括:
(ａ) 书面程序和其他文件 (包括修订) 的批准ꎻ
(ｂ) 生产环境监控ꎻ
(ｃ) 工厂卫生ꎻ
(ｄ) 工艺验证和分析仪器的校准ꎻ
(ｅ) 培训 (包括 ＱＡ 的原则和应用)ꎻ
(ｆ) 物料供应商的批准与监控ꎻ
(ｇ) 委托生产商的批准与监控ꎻ
(ｈ) 物料和产品储存条件的标示和监控ꎻ
(ｉ) 在线控制的执行和评价ꎻ
(ｊ) 记录的保存ꎻ
(ｋ) 监控对 ＧＭＰ 执行的情况ꎻ
(ｌ) 为对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进行检查ꎬ 调查和取样ꎮ
９ ９　 通常ꎬ 生产部门领导应负以下责任:
(ａ) 确保产品按适当的文件进行生产和贮存ꎬ 以达到质量

要求ꎻ
(ｂ) 批准与生产操作 (包括在线控制) 相关的规程ꎬ 并确保

得到严格执行ꎻ
(ｃ) 确保生产记录得到指定人员评估和签名ꎻ
(ｄ) 检查本部门设施、 厂房和设备的维护情况ꎻ
(ｅ) 确保合适的工艺验证和控制设备的校准得到执行、 记录

并形成有效报告ꎻ
(ｆ) 确保生产人员进行了所需的初级及继续的培训ꎬ 并根据

需要调整培训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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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１０　 质量部门的负责人通常应负以下责任:
(ａ) 按照质量标准ꎬ 批准或拒绝原辅料ꎬ 包装材料ꎬ 中间产

品ꎬ 待包装品和成品ꎻ
(ｂ) 评估批生产记录ꎻ
(ｃ) 确保所有必须检验项目的进行ꎻ
(ｄ) 批准质量标准、 取样规程、 检验方法和其他质量控制

程序ꎻ
(ｅ) 批准和监控检验按合同进行ꎻ
(ｆ) 检查部门、 厂房、 设备的维护情况ꎻ
(ｇ) 确保相关验证工作的进行ꎬ 包括分析工作程序ꎬ 控制设

备的校准ꎻ
(ｈ) 确保生产人员按照需要进行初级和继续的培训ꎬ 并根据

需要调整培训内容ꎻ
(ｉ) 质量体系的建立ꎬ 执行与维护ꎻ
(ｊ) 对定期内部审计或自查进行监督ꎻ
(ｋ) 参与外部审计 (供货商审计)ꎻ
(ｌ) 参与验证计划ꎮ
１７ ３ 及 １７ ４ 节中总结了质量控制人员的其他职责ꎮ
９ １１　 授权人负责以下方面: 对关于成品质量的技术或管理

要求的符合情况及批准成品放行以便供应或销售ꎮ
９ １２　 对成品的评价应包含一切相关因素ꎬ 包括生产条件、

过程中检验结果、 生产 (含包装) 记录、 成品质量标准的符合情

况及最终包装成品的检查ꎮ
９ １３　 在授权人出具证明书之前ꎬ 不能放行任何一批产品进

行供应或销售ꎮ 按照法律规定ꎬ 在某些国家ꎬ 批放行是生产授权

人同质量控制授权人的任务ꎮ
９ １４　 对负责批准放行每批产品的授权人应始终保证产品已

经达到下列要求:
(ａ) 所涉及批次已经达到该产品的上市许可及生产许可

要求ꎻ
(ｂ) 遵循 ＷＨＯ 出版的该指南中制定的 ＧＭＰ 的原则及指导

原则ꎻ
(ｃ) 主要的生产及检验过程 (如不同) 已经过验证ꎻ
(ｄ) 已执行所有必要的检查及检验ꎬ 并综合考虑生产条件及

生产记录ꎻ
(ｅ) 在任一产品放行前ꎬ 已经依照清楚详尽的报告系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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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部门生产或质量控制中所有的计划变更或偏差ꎬ 这种变更

可能需要通知药品管理部门并获批准ꎻ
(ｆ) 已酌情完成或启动补充性取样、 检验、 检查及审查以涵

盖计划变更及偏差ꎻ
(ｇ) 已完成所有必要的生产及质量控制记录并由经适当科目

培训的主管签名ꎻ
(ｈ) 根据经验执行了适当的审计、 自检及抽查ꎬ 并培训了

员工ꎻ
(ｉ) 已由质量控制主任给予批准ꎻ 且

(ｊ) 已考虑所有相关因素ꎬ 包括与直接审查的产出批次无明

确关联的因素 (例如同一批投料产出批次的细分部分、 与连续生

产有关的因素)ꎮ
９ １５　 批准放行完成批次或产品的职能可委托给具有适当资

格和经验的指定人员ꎬ 由其按照经批准的规程放行产品ꎮ 这一职

能通常由质量保证人员以批记录审核的方式完成ꎮ

１０　 培训

１０ １　 生产企业应按照书面计划对因其职责进入生产区或质

量控制实验室的一切人员 (包括技术、 维护和清洁人员) 以及所

要求的其他人员提供培训ꎮ
１０ ２　 除 ＧＭＰ 理论和实务的基础培训外ꎬ 新招募员工还应接

受适合于其指定职责的合适训练ꎮ 此外ꎬ 对员工还应进行再培

训ꎬ 并定期评价培训的实际效果ꎮ 应有经相关部门批准的培训计

划ꎬ 培训记录应予以保存ꎮ
１０ ３　 对于在污染危险区 (例如: 洁净区或其他处理高活

性、 毒性、 传染性和致敏性物料的区域) 工作的人员ꎬ 应给予特

殊的培训ꎮ
１０ ４ 　 在培训期间ꎬ 应对质量保证的概念及有助于对其理

解、 执行的所有措施进行充分讨论ꎮ
１０ ５　 参观人员和未经过培训的人员不宜进入生产区和质量

控制区域ꎮ 若无法避免这种情况ꎬ 应事先告诉他们相关的信息ꎬ
(特别要注意个人卫生) 并穿戴规定的防护服ꎮ 对他们应严格

监督ꎮ
１０ ６　 顾问及合同人员应能胜任其所提供的服务ꎮ 培训记录

中应包括证实该能力的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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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人员卫生

１１ １　 在聘用前和聘用期内ꎬ 所有人员应接受适当的健康检

查ꎮ 目视检查人员也应定期进行眼科检查ꎮ
１１ ２　 所有人员均应接受个人卫生实务的培训ꎮ 所有参与生

产过程的人员都应遵循高标准的人员卫生要求ꎮ 特别是在进入生

产区之前ꎬ 应告知工作人员洗手ꎮ 应张贴产生该效果的标志并遵

循指示ꎮ
１１ ３　 一旦有人患有某种明显疾病或体表有外伤ꎬ 从而可能

对产品质量产生不利影响时ꎬ 均不应允许其处理原辅料、 包装材

料、 生产中的物料或药品ꎬ 直到认为其身体状态不再对药品生产

构成风险时为止ꎮ
１１ ４　 应教育并鼓励所有雇员向他们的直接领导汇报任何他

们认为可能对产品质量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关于工厂、 设备或

人员)ꎮ
１１ ５ 　 操作人员应当避免裸手直接接触原辅料、 内包装材

料、 中间产品或待包装产品ꎮ
１１ ６　 为确保产品免受污染ꎬ 相关人员应穿适合于其所从事

工作的清洁防护服 (包括合适的发罩)ꎮ 穿过的衣服ꎬ 如果可以

重复使用ꎬ 在使用正确方法清洗前应保存在单独的密闭容器中ꎬ
并在必要时消毒或灭菌ꎮ

１１ ７　 禁止在生产区、 实验室、 仓储区或其他任何可能影响

产品质量的区域吸烟、 饮食、 喝饮料和嚼口香糖ꎬ 或贮存食物、
饮料、 烟类和个人药品以及栽培植物ꎮ

１１ ８　 包含防护服使用内容的人员卫生操作规程应适用于一

切进入生产区的人员ꎬ 无论是临时人员、 全职雇员还是非雇员ꎬ
例如: 承包商雇员、 参观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和检查人员ꎮ

１２　 厂房

１２ １ 原则　 厂房的选址、 设计、 建造、 改造和维护保养应适

合于所进行的操作ꎮ

一般原则

１２ ２　 为了避免交叉污染、 灰尘或污垢以及其他影响产品质

量的因素ꎬ 厂房的设计及布局应使产生差错的危险减至最低限

度ꎬ 并易于进行有效的清洁和维护保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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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３ 　 为避免交叉污染并有利于清洁ꎬ 对产生灰尘的操作

(例如: 取样、 称量、 混合、 生产操作、 粉末包装) 时ꎬ 应采取

相应的措施ꎮ
１２ ４　 应在考虑生产过程防护措施的同时ꎬ 使厂房坐落在引

起物料或产品污染的风险最低的环境中ꎮ
１２ ５　 用于生产成品的厂房应该设计得当ꎬ 且易于保持良好

的卫生状况ꎮ
１２ ６　 应认真维护保养厂房ꎬ 而且应保证维护和修理操作不

对产品质量造成危害ꎮ
１２ ７　 厂房应根据详细的书面操作规程进行清洁及必要的消

毒ꎮ 应保存相关记录ꎮ
１２ ８　 供电、 照明、 温度、 湿度及通风应控制适当ꎬ 以免它

们直接或间接地对生产及贮存期间的药品或设备的正常运行产生

不利影响ꎮ
１２ ９　 厂房的设计及设施的配备应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昆虫、

鸟或其他动物进入ꎮ 应该有针对害虫及啮齿类动物防治的操作

规程ꎮ
１２ １０　 厂房设计应确保物流及人流走向合理ꎮ

辅助区

１２ １１　 休息室与餐厅应与生产及控制区分开ꎮ
１２ １２　 更衣存放、 用于洗涤及盥洗的设施应易于使用且与

使用人数相适应ꎮ 厕所不应与生产或仓储区直接连通ꎮ
１２ １３　 如有可能ꎬ 维护车间应与生产区隔开ꎮ 当零件及工

具保存在生产区时ꎬ 应将其存放于专用的房间或锁柜中ꎮ
１２ １４ 　 动物房应与其他区域妥善隔离ꎬ 设立单独的入口

(动物通道) 和空调处理设备ꎮ

仓储区

１２ １５　 仓储区应有足够容量供下列各种物料和产品适当分

隔并有序存放: 原辅料及包装材料、 中间产品、 待包装产品及成

品、 隔离产品及合格、 不合格、 退货或召回产品ꎮ
１２ １６　 设计或改建仓储区时应该保证良好的仓储条件ꎮ 尤

其是它们应整洁、 干燥、 光照充足且保持在可接受的温度限度之

内ꎮ 当需要特殊的仓储条件 (例如温度、 湿度) 时ꎬ 应该提供相

应条件ꎬ 并进行适当的控制、 监控及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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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７　 接收、 发放区域应分开ꎬ 并能保护物料及产品免受

外界天气影响ꎮ 接收区的布局和设施ꎬ 应允许到货物料在存储前

对其包装容器进行必要的清洁ꎮ
１２ １８　 通过分区存储获得隔离状态时ꎬ 这些区域必须有清

楚的标识且仅限于经批准的人员出入ꎮ 任何取代物理隔离的系统

应能提供相同的安全性ꎮ
１２ １９　 不合格品、 召回或退回的物料或产品时应隔离存放ꎮ
１２ ２０　 具有高度活性及放射性的物质、 麻醉药、 其他危险

药品及带来特殊滥用风险、 火灾或爆炸的物质应当保存在安全稳

妥的区域ꎮ
１２ ２１　 印刷包装材料被认为是保证药品与其标签一致的关

键ꎬ 应特别注意这些物料的抽样及安全稳妥的存储ꎮ
１２ ２２　 通常应为原辅料设立单独的抽样区域ꎮ (如果在仓储

区进行抽样ꎬ 应以可防止污染或交叉污染的方式进行ꎮ)
１２ ２３　 考虑到各种因素 (例如防尘)ꎬ 原辅料的称量及重量

收率的估算应在专为该用途所设计的另一隔开的称量区进行ꎬ 该

种区域可以是存储或生产区的一部分ꎮ

生产区

１２ ２４　 为将发生药品质量事故的风险最小化ꎬ 生产特殊药

品ꎬ 如高致敏性物料 (如青霉素类) 或生物制品 (活微生物) 必

须采用专用和独立的设施ꎮ 其他某些高活性产品的生产ꎬ 例如某

些抗生素、 激素、 细胞毒素及某些非药用产品ꎬ 不应在同一设施

中进行ꎮ 特殊情况下ꎬ 倘若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且进行了必要的

验证 (包括清洁验证)ꎬ 可以接受在同一设施中阶段性生产某品

种ꎮ 具有工业毒性的产品 (如杀虫剂和除草剂) 的生产ꎬ 不得与

药品生产共用厂房ꎮ
１２ ２５　 厂房应优先依照操作顺序及所需的洁净度级别进行

布置ꎬ 以便在以相应的逻辑次序衔接的系列区域中进行生产ꎮ
１２ ２６　 生产及半成品保管区应足够大ꎬ 应允许设备及物料

有序合理地摆放ꎬ 以使不同药品或其组分间混淆的风险最小化、
避免交叉污染、 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操作或质量控制步骤的遗漏

或差错ꎮ
１２ ２７　 在原料与内包装材料、 中间产品或待包装产品暴露

放置的环境ꎬ 其内表面 (墙、 地板及天花板) 应光滑、 无裂缝及

接口严密ꎬ 不应有颗粒物质脱落ꎬ 易于进行有效清洁ꎬ 必要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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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毒ꎮ
１２ ２８　 设计及布置管道系统、 照明装置、 通风口及其他设

施时应避免形成难以清洁的凹陷ꎮ 对于这些设施的维护保养ꎬ 应

尽可能在生产区外面进行ꎮ
１２ ２９　 排水管应有足够的尺寸ꎬ 且设计安装时能防止反流ꎮ

如有可能ꎬ 应避免开放式管道ꎬ 如必须为开放式时ꎬ 宜浅ꎬ 以方

便清洁消毒ꎮ
１２ ３０　 生产区应有效通风ꎬ 并配备适合所处理的产品、 所

进行的操作及外部环境的空气控制设施 (包括将空气过滤到足够

级别以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ꎬ 并控制温度ꎬ 必要时还要控制湿

度)ꎮ 在生产期及非生产期均应定时监控这些区域以保证与其设

计规范相符ꎮ
１２ ３１　 药品包装车间应有特殊的设计及布局ꎬ 以避免混批、

污染或交叉污染ꎮ
１２ ３２ 　 生产区应有良好的照明ꎬ 尤其是进行在线目检的

部分ꎮ

质量控制区

１２ ３３　 质量控制实验室应与生产区隔开ꎮ 使用生物学、 微

生物或放射性同位素检验方法的区域应彼此隔开ꎮ
１２ ３４　 设计质量控制实验室时应适合其中要进行的实验操

作ꎮ 应留出足够的空间避免混批及交叉污染ꎮ 样品、 标准品 (必
要时可冷藏)、 溶剂、 试剂及记录应有充足适当的储存空间ꎮ

１２ ３５　 实验室的设计应考虑建筑材料的适用性、 防范有害

气体及通风ꎮ 应有分开的气路供应实验室及生产区ꎮ 生物学、 微

生物及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需要单独的空气控制装置并有其他

规定ꎮ
１２ ３６　 为保护仪器免受电子干扰、 振动、 环境湿度过大及

其他外界因素影响ꎬ 或必须将各仪器分开时ꎬ 应有一个单独的操

作间以满足需要ꎮ

１３　 设备

１３ １　 设备的位置、 设计、 建造、 改装及维护必须适应所进

行的操作ꎮ 设备的设计及布局应以将产生错误的风险降到最低ꎬ
并可以进行有效的清洁维护ꎬ 以避免交叉污染、 灰尘或污垢的蓄

积ꎬ 总之ꎬ 避免任何对产品质量的不良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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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２　 设备的安装应将产生错误或污染的风险降到最低ꎮ
１３ ３　 固定管线应有清楚的标记ꎬ 以指示其内容物ꎬ 并在合

适处指明流向ꎮ
１３ ４　 所有辅助管道与装置都应有恰当的标记ꎬ 并应特别注

意所提供的那些不能互换连接的管道或危险气体及液体的接头ꎮ
１３ ５　 应配备具有适当的测量范围和精密度的天平及其他测

量设备以供生产和质量控制操作使用ꎬ 并应根据预定计划校准ꎮ
１３ ６　 生产设备应根据预定计划彻底清洁ꎮ
１３ ７　 实验室仪器及设备应适用于所承担的检验程序ꎮ
１３ ８　 选用的洗涤、 清洁及干燥设备不应成为污染源ꎮ
１３ ９　 生产设备不应对产品质量带来任何不良影响ꎮ 生产设

备中接触产品的部分不得与其发生化学反应、 吸附产品或向其中

释放物质ꎬ 以至影响产品的质量ꎮ
１３ １０　 有缺陷的设备应移离生产及质量控制区域ꎮ 若不可

能ꎬ 应有清楚的缺陷标志以免误用ꎮ
１３ １１　 只要条件合适ꎬ 均应使用密闭设备ꎮ 使用开放式设

备或打开设备时ꎬ 应采取预防措施将污染降到最低ꎮ
１３ １２　 生产不同药品时ꎬ 非专用设备应根据经验证的操作

规程进行清洁以防止交叉污染ꎮ
１３ １３　 应保存关键设备及辅助系统的现行版图纸ꎮ

１４　 物料

１４ １　 原则　 制药厂的主要目标是从一组材料 (原辅料及包

装材料) 生产出供病人使用的成品ꎮ
１４ ２　 物料包括起始物料、 包装材料、 气体、 溶剂、 加工助

剂、 试剂及标签材料ꎮ

一般原则

１４ ３　 某些操作中 (如清洁、 设备润滑及害虫防治等) 使用

的物质不应与产品直接接触ꎮ 如有可能ꎬ 上述材料应选择合适的

等级 (例如: 食品级) 并将对健康的风险降至最低ꎮ
１４ ４　 所有进厂的物料及成品接收或加工后应立即隔离ꎬ 直

至将其放行以供使用或分销ꎮ
１４ ５　 所有物料及产品均应按生产商规定的、 合适的条件ꎬ

以有序的方式储藏ꎬ 以便按照近效期先出规则分隔不同批次并周

转库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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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６　 药品生产中使用的水应适合于其预定用途ꎮ

起始物料

１４ ７　 起始物料采购是一项重要工作ꎬ 应由对产品及供应商

有充分具体了解的人员参与ꎮ
１４ ８　 起始物料应仅从经批准的供应商处采购ꎬ 且可能时ꎬ

应从生产商处直采ꎮ 建议与供应商讨论企业建立的原辅料质量标

准ꎮ 企业及供应商间通过合同在所涉原辅料的生产及质量控制的

一切关键方面达成一致是有益的ꎬ 包括物料处理、 贴签及包装要

求ꎬ 以及投诉和拒收操作规程等ꎮ
１４ ９　 每次托运物品到货后ꎬ 应对集装箱进行检查ꎬ 至少包

括包装和封条的完整性ꎬ 以及订单、 交货单及供应商标签的一

致性ꎮ
１４ １０　 应检查所有进厂物料以保证到货物与订单相符ꎮ 必

要时应清洁包装容器ꎬ 并在需要时贴签标明规定的信息ꎮ 容器贴

上附加的标签后ꎬ 不应覆盖原始信息ꎮ
１４ １１　 应该记录并向质量控制部门汇报容器损坏及其他任

何可能对物料质量有不良影响的问题ꎬ 然后进行调查ꎮ
１４ １２　 如果一次交货的物料由不同批次组成ꎬ 应对每一批

分别抽样、 检验和放行ꎮ
１４ １３　 仓储区原辅料应有合适的标签ꎮ 标签至少应提供以

下的信息:
(ａ) 产品的指定名称及内部代码 (适用时)ꎻ
(ｂ) 供应商给予的批号及接收时所给予的批号ꎬ 生产企业给

予的批号 (如有)ꎬ 均有记录以保证可追溯性ꎻ
(ｃ) 内容物的状态 (例如待检、 检验中、 放行、 不合格品、

退货、 召回)ꎻ
(ｄ) 有效期限或需要进行再检验的期限 (合适时)ꎮ
当使用充分验证的计算机化存储系统时ꎬ 上述所有信息不必

全部以书面可读的方式在标签上写明ꎮ
１４ １４　 应有合适的操作规程保证每一原辅料容器内容物的

同一性ꎮ 应对已经抽取样品的大包装容器进行识别ꎮ
１４ １５　 仅应使用由质量控制部门放行的、 在货架期内的起

始物料ꎮ
１４ １６　 起始物料应仅由指定人员遵照书面操作规程配制ꎬ

以保证准确地称量或量取了正确的物料ꎬ 并将其置于清洁且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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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标签的容器中ꎮ
１４ １７　 每次配制的物料及其重量或体积应单独核对并做

记录ꎮ
１４ １８　 配制每一批次成品的物料应一并保存并醒目地标示ꎮ

包装材料

１４ １９　 内包装材料及印刷包装材料的采购、 处理及控制应

同原辅料ꎮ
１４ ２０　 印刷包装材料应该给予特别注意ꎮ 它们应在可靠条

件下保存ꎬ 以便避免未经批准的取用ꎮ 可能时应使用卷式标签ꎮ
裁切过的标签及其他散装的印刷包装材料应在单独的密闭容器中

储存运输以避免混淆ꎮ 包装材料应仅由指定人员遵照经批准及已

文件化的操作规程发放以供使用ꎮ
１４ ２１　 每次交货或每批的印刷 /内包装材料应给予一个专有

的参考号或识别标志ꎮ
１４ ２２　 过期或作废的印刷 /内包装材料应销毁并记录其处理

过程ꎮ
１４ ２３　 所有待用的产品及包装材料应在送到包装车间时检

查其数量、 均一性及与包装指令的一致性ꎮ

中间产品和待包装产品

１４ ２４　 中间产品及待包装产品应在合适条件下保存ꎮ
１４ ２５　 采购的中间产品及待包装产品在接收时应同原辅料

处理ꎮ

成品

１４ ２６　 成品应在其最后放行前保存于隔离区ꎬ 之后它们应

作为可用资源在生产商制订的条件下储存ꎮ
１４ ２７　 １７ 节 “质量控制规范” 中叙述了供销售产品放行前

所需进行的对成品及文件的评价ꎮ

不合格、 回收、 返工和重新加工的物料

１４ ２８　 不合格物料和产品应清楚地标明其为不合格品ꎬ 并

单独储存于限定区域ꎮ 应将其退回供应商ꎬ 或于合适时及时返工

或销毁ꎮ 无论采取哪种处理方式均应经授权人批准并做记录ꎮ
１４ ２９　 重新加工或回收不合格产品应属例外ꎮ 只有当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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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不受影响、 能达到相应质量标准且在评价可能引起的风险之

后按照经批准的、 规定的操作规程处理时才可允许重新加工或回

收ꎮ 重新加工或回收应有记录ꎮ 重新加工每一批次应给予一个新

批号ꎮ
１４ ３０　 在生产的某一特定阶段ꎬ 将以前生产的数批符合相

应质量要求产品的一部分或全部加入到同一产品另一批次中的操

作应预先得到批准ꎮ 回收应在评价可能引起的风险之后 (包括对

货架期的任何可能影响) 按照规定的操作规程进行ꎮ
１４ ３１　 对经返工、 重新加工或包含回收产品的所有成品ꎬ

质量控制部门应考虑增加额外检验项目的必要性ꎮ
１４ ３２　 召回产品应有标识并在安全区内单独储存ꎬ 直至决

定其去向ꎮ 应尽快做出该决定ꎮ

退货

１４ ３３　 从市场上退回的产品应予以销毁ꎬ 除非可以确定其

质量符合要求ꎻ 在此情况下ꎬ 只有在质量控制部门按照书面操作

规程对其进行审慎评定以后ꎬ 才可以考虑将其重新销售或重新贴

标ꎬ 或是采取其他行动ꎮ 评价时应考虑产品性质、 所需要的特殊

仓储条件、 产品状况和历史、 自推出后所经历的时间等因素ꎮ 只

要对产品质量产生疑问ꎬ 就不得认为其适合重新出货或再使用ꎮ
采取的任何行动均应有适当的记录ꎮ

试剂和培养基

１４ ３４　 接收及制备试剂和培养基应有记录ꎮ
１４ ３５　 实验室制备的试剂应根据书面操作规程配制并贴上

合适的标签ꎮ 标签应指明浓度、 标定因子、 有效期、 预计的再标

定日期及储存条件ꎮ 配制试剂的人员应在标签上签名并标明配制

日期ꎮ
１４ ３６　 每次配制使用培养基时ꎬ 可采用阴性及阳性对照证

明培养基的适用性ꎮ 阳性对照中使用的接种量应适合灵敏度

要求ꎮ

标准物质

１４ ３７　 有法定标准物质时ꎬ 应优先使用ꎮ
１４ ３８　 法定标准物质应适用于药品标准中规定的用途ꎮ
１４ ３９　 企业自制的标准物质应按照与法定标准物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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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检验、 放行和保存ꎮ 它们应由指定人员负责保存于一个

安全的区域ꎮ
１４ ４０　 建立二级标准物质或工作标准物质时ꎬ 可定期进行

适当的检验和检查以确保量值的准确ꎮ
１４ ４１　 标准物质应有适当的标签ꎬ 并至少包含以下信息:
(ａ) 名称ꎻ
(ｂ) 批号及检验编号ꎻ
(ｃ) 制备日期ꎻ
(ｄ) 有效期ꎻ
(ｅ) 效价ꎻ
(ｆ) 贮存条件ꎮ
１４ ４２　 所有的内部标准物质应根据法定标准物质 (如有)

进行初始标化ꎬ 随后应定期复标ꎮ
１４ ４３　 所有标准物质应以不影响其质量的方式储存及使用ꎮ

废弃物

１４ ４４　 应制订管理规定以妥当安全地储存等待处理的废料ꎮ
有毒及可燃性物料应按各国法律要求储存在设计得当、 封闭的独

立橱柜中ꎮ
１４ ４５　 不得允许废料累积ꎮ 应将其收集于适当的容器中以

便移至建筑物外部的收集点处ꎬ 然后经常性定期以某种清洁方式

安全处理ꎮ

其他事项

１４ ４６　 不应使灭鼠剂、 杀虫剂、 烟熏剂及消毒材料污染设

备、 原辅料、 包装材料、 生产中的物料或成品ꎮ

１５　 文件

１５ １　 原则　 优良的文件是构成质量保证体系不可缺少的部

分ꎬ 因此应存在于 ＧＭＰ 的方方面面ꎮ 旨在为药品生产和质量控

制中所有的物料及方法规定标准和程序ꎬ 确保与药品生产相关的

所有人员知道做什么、 什么时候做ꎻ 确保授权人知道所有必要的

信息以决定是否放行某一批药品供销售ꎻ 确保存在书面文件证

明、 保证可追溯性ꎬ 并提供可用于调查的记录和审计跟踪ꎮ 它确

保了能在验证、 审查和统计分析中提供所需的有效数据ꎮ 文件的

设计和使用取决于制造商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以下所述的部分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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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文件可能会合并在一起ꎬ 但通常会将它们分开ꎮ

一般原则

１５ ２　 文件应适当地设计ꎬ 起草ꎬ 审核和发放ꎬ 应符合生产

和上市许可中相关部分的要求ꎮ
１５ ３　 文件应由适当的负责人批准、 签字并注明日期ꎮ 没有

经过许可和批准ꎬ 任何文件不得更改ꎮ
１５ ４　 文件内容不应含糊不清ꎬ 其标题、 性质和目的应表述

明确ꎮ 文件编排应有序且便于检查ꎮ 复印件应清晰、 易读ꎮ 由主

文件复制工作文件时ꎬ 不允许整个复制过程引入任何差错ꎮ
１５ ５　 文件应定期审查并不断更新ꎮ 文件修订后ꎬ 应有有效

的措施防止废止文件的误用ꎮ 在某一特定时段内ꎬ 应保留废止

文件ꎮ
１５ ６　 如果需要在文件中填写数据ꎬ 填写时也要保证干净、

清晰、 不易擦掉ꎮ 文件中应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于填写数据ꎮ
１５ ７　 对文件任何内容的更改均应签字ꎬ 并注明日期ꎻ 更改

后原有内容应清晰可读ꎬ 必要时应记录更改的原因ꎮ
１５ ８　 采取每一行动时ꎬ 均应进行或完成相关记录ꎬ 以便追

溯与药品生产相关的全部重要活动ꎮ 记录至少应保留至成品效期

后一年ꎮ
１５ ９　 数据 (留存记录) 可通过电子数据处理系统、 照相或

其他可靠的方式记录ꎬ 但应有与所使用系统相关的详细标准操作

规程 (ＳＯＰｓ) 及工艺规程ꎬ 并应检查记录的准确性ꎮ 如果文件是

使用电子数据处理方式处理的ꎬ 仅授权人能进入系统或修改数

据ꎬ 修改和删除均应记录ꎻ 应通过密码或其他方法限制进入系

统ꎬ 关键数据的输入结果应独立核对ꎮ 采用电子方式贮存的批记

录ꎬ 应以备份转录在磁带、 缩影胶片、 纸面打印记录上ꎬ 或以其

他方式进行保护ꎮ 尤其重要的是ꎬ 在批记录保留期间ꎬ 数据可以

随时获得ꎮ

所需资料

标签

１５ １０　 用于包装容器、 设备或房间的标签应清晰、 明确ꎬ
并采用公司统一的格式ꎮ 除标签措辞外ꎬ 使用颜色标明其状态

(如待验、 合格、 不合格、 清洁) 往往是有益的ꎮ
１５ １１　 所有药品成品应按照国家法规要求通过标签进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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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ꎬ 至少标注以下信息:
(ａ) 药品名称ꎻ
(ｂ) 活性成分表 (合适时ꎬ 提供其 ＩＮＮ 名称)ꎬ 给出所含每

个成分的数量和净含量信息 (例如剂量单位、 重量、 体积)ꎻ
(ｃ) 厂家指定的产品批号ꎻ
(ｄ) 以非编码形式给出的有效日期ꎻ
(ｅ) 可能需要的任何特殊储存条件或操作注意事项ꎻ
(ｆ) 使用说明及可能需要的警告和预防措施ꎻ
(ｇ) 生产厂家或负责销售产品的公司 /个人的名称和地址ꎮ
１５ １２　 标准物质应有适当的标签和 (或) 附带的文件ꎬ 标

示产品的效价或浓度、 生产日期、 有效期、 首次开启日期、 贮存

条件及控制号ꎮ

质量标准及检验程序

１５ １３　 将文件中所述的检验程序用于常规检验之前应在现

有的设施和设备条件下进行验证ꎮ
１５ １４　 原辅料、 包装材料和成品应有经适当程序批准并注

明日期的质量标准ꎬ 包括鉴别、 含量测定、 纯度和质量检查ꎮ 合

适时ꎬ 中间产品或待包装产品也应有质量标准ꎮ 此外还应包括在

生产中使用的水、 溶剂及试剂 (例如酸或碱) 的质量标准ꎮ
１５ １５　 每一个质量标准应由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部门和文

件中心批准、 签字、 注明日期并保存ꎮ 原辅料、 中间产品、 待包

装产品、 成品及包装材料的质量标准参见 １５ １８ – １５ ２１ 部分ꎮ
１５ １６　 为符合国家新版药典或其他官方标准的要求ꎬ 有必

要定期修订质量标准ꎮ
１５ １７　 质量控制实验室应有药典、 标准物质、 对照光谱及

其他参考资料ꎮ

原辅料及包装材料的质量标准

１５ １８　 应提供原辅料、 内包装材料及印刷包装材料的质量

标准ꎬ 对物料的描述包括 (若可行):
(ａ) 指定名称 (适用时ꎬ ＩＮＮ 名称) 及内部代码ꎻ
(ｂ) 可参考的药典标准 (如有)ꎻ
(ｃ) 可接受的定性及定量限度要求ꎮ
质量标准中可按各公司实际增加其他资料ꎬ 例如:
(ａ) 供应商及物料的生产商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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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印刷包装材料的样品ꎻ
(ｃ) 抽样及检验说明ꎬ 或参考的操作规程ꎻ
(ｄ) 储存条件及注意事项ꎻ
(ｅ) 复检前最长贮存期ꎮ
包装材料应符合质量标准ꎬ 并应与所包装的物料和 (或) 药

品相容ꎮ
还应检查物料与质量标准是否符合、 有无缺陷以及标示名称

的正确性ꎮ
１５ １９　 描述检验程序的文件应说明需要对每种原辅料进行

再测定的频率ꎬ 这种频率由其稳定性决定ꎮ

中间产品及待包装产品的质量标准

１５ ２０　 中间产品及待包装产品应有对应的质量标准ꎮ 该质

量标准应类似于原辅料或成品的质量标准 (视情况而定)ꎮ

成品质量标准

１５ ２１　 成品质量标准应包括:
(ａ) 产品的指定名称及代码 (适用时)ꎻ
(ｂ) 各活性成分的指定名称 (适用时ꎬ 还应给出 ＩＮＮ 名

称)ꎻ
(ｃ) 产品处方或处方编号ꎻ
(ｄ) 剂型及包装细节描述ꎻ
(ｅ) 抽样及检验说明或参考的操作规程ꎻ
(ｆ) 可接受的定性及定量限度要求ꎻ
(ｇ) 储存条件及注意事项 (适用时)ꎻ
(ｈ) 有效期ꎮ

工艺规程

１５ ２２　 每一产品及其生产批量应有经正式批准的工艺规程ꎮ
１５ ２３　 该工艺规程应包括:
(ａ) 产品名称及与其质量标准有关的产品编码ꎻ
(ｂ) 对产品剂型、 规格和批量的描述ꎻ
(ｃ) 所用全部原辅料 (适用时ꎬ 提供 ＩＮＮ 名称) 及其用量

的清单ꎬ 并使用该物料的指定名称和专有编码进行描述 (应指出

在工艺过程中可能消失的任何物质)ꎻ
(ｄ) 说明预期最终收率及合格限度ꎬ 如需要也应提供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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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收率ꎻ
(ｅ) 说明生产场所及使用的主要设备ꎻ
(ｆ) 准备及操作关键设备所用的方法或该方法的参考资料ꎬ

例如清洁 (尤其在产品改变之后)、 组装、 校正、 杀菌、 使用ꎻ
(ｇ) 生产各步骤的详细指令 (例如物料检查、 预处理、 加料

顺序、 混合时间、 温度)ꎻ
(ｈ) 过程控制指令与其限度ꎻ
(ｉ) 必要时ꎬ 产品的储存要求ꎬ 包括容器、 标签及任何特别

的储存条件ꎻ
(ｊ) 需遵守的任何特别注意事项ꎮ

包装规程

１５ ２４　 对每个产品的包装规格和形式都应有经正式批准的

包装规程ꎮ 这些包装规程通常应包括或涉及以下内容:
(ａ) 产品名称ꎻ
(ｂ) 药品剂型、 规格及其服用方法 (适用时) 的描述ꎻ
(ｃ) 以产品在最终包装容器内的数量、 重量或体积表示的包

装规格ꎻ
(ｄ) 一个标准批量产品所需全部包装材料的完整清单ꎬ 包括

包装材料的数量、 尺寸及类型ꎬ 及与每一包装材料质量标准有关

的编码或代号ꎻ
(ｅ) 可行时ꎬ 印刷包装材料的实样或复制品ꎬ 并标明产品批

号、 有效期打印位置ꎻ
(ｆ) 应遵守的特殊注意事项ꎬ 包括对包装区及设备的仔细检

查以确定包装操作前后已清理包装线ꎻ
(ｇ) 包装操作的描述ꎬ 包括任何重要的辅助操作及使用的

设备ꎻ
(ｈ) 含抽样及可接受限度说明的过程控制细节ꎮ

批生产记录

１５ ２５　 应保存每一批产品的批生产记录ꎮ 应以现行已批准、
记录在案的质量标准的有关部分为基础编写ꎮ 准备上述记录的方

法应进行设计ꎬ 以避免发生错误 (推荐使用经验证的计算机程序

或副本ꎮ 应避免按经批准的文件录入)ꎮ
１５ ２６　 在所有生产操作开始之前ꎬ 应对设备和工作场所进

行检查: 设计工艺中不需要的先前的产品、 文件或物料是否已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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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ꎻ 以及设备是否已清洁并适合使用ꎮ 检查结果应做记录ꎮ
１５ ２７　 在生产期间产生每个活动时均应记录以下信息ꎬ 记

录完成后ꎬ 负责生产操作的人员应签名并注明日期:
(ａ) 产品名称ꎻ
(ｂ) 生产批号ꎻ
(ｃ) 生产开始、 完成及重要中间步骤的日期与时间ꎻ
(ｄ) 负责每一阶段生产的人员姓名ꎻ
(ｅ) 各重要生产步骤的操作人员的姓名首字母ꎬ 以及合适

时ꎬ 对所有这些操作进行检查的人员的姓名首字母 (如称量操

作)ꎻ
(ｆ) 实际称取的每种原辅料的批号和 (或) 检验编号以及数

量 (包括加入的任何回收或返工物料的批号和数量)ꎻ
(ｇ) 任何有关的生产操作或事件ꎬ 以及使用的主要设备ꎻ
(ｈ) 所进行的过程控制ꎬ 执行人员姓名首字母ꎬ 以及所得

结果ꎻ
(ｉ) 生产各相关阶段得到的产品数量 (产量)ꎬ 连同与预期

产量产生重大偏差时的注解或说明ꎻ
(ｊ) 对特殊问题的详细注释ꎬ 偏离工艺规程时应有批准人

签名ꎮ

批包装记录

１５ ２８　 应保存每一批次或部分批次生产产品的批包装记录ꎮ
应根据经批准包装规程的有关部分编写ꎬ 准备上述记录的方法应

进行设计以避免发生错误 (推荐使用经验证的计算机程序或复

制ꎮ 应避免按经批准的文件录入)ꎮ
１５ ２９　 在所有包装操作开始之前ꎬ 应对设备和工作场所进

行检查: 涉及包装操作中不需要的先前的产品、 文件或物料是否

已清除ꎻ 以及设备是否已清洁并适合使用ꎮ 检查结果应做记录ꎮ
１５ ３０　 采取每一行动时均应记录以下信息ꎬ 且应能通过签

字或电子密码清楚地确认责任人及日期:
(ａ) 产品名称、 待包装产品的批号及数量ꎬ 以及所得成品的

批号和预计数量ꎬ 实际所得数量及物料平衡ꎻ
(ｂ) 包装操作的日期和时间ꎻ
(ｃ) 执行包装操作的负责人姓名ꎻ
(ｄ) 各重要步骤操作员的姓名首字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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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与包装规程一致性的检查记录ꎬ 包括过程控制结果ꎻ
(ｆ) 所进行包装操作的细节ꎬ 包括提供所使用的设备和包装

线供参考ꎬ 以及必要时ꎬ 保持产品未包装状态的指令或将未包装

产品退回仓储区的记录ꎻ
(ｇ) 只要有可能ꎬ 所使用印刷包装材料的样品ꎬ 包括批准印

刷及定期检查 (合适时) 时的批号、 末效日期及任何额外套印的

样品ꎻ
(ｈ) 对特殊问题的详细注释ꎬ 包括偏离包装规程的细节以及

由适当人员签署的书面许可ꎻ
(ｉ) 发出、 使用、 销毁或退回库存的所有印刷包装材料和待

包装产品的数量、 编码或识别号以及成品的数量ꎬ 以便进行物料

平衡ꎮ

标准操作规程及记录

１５ ３１　 应有 ＳＯＰ 及采取行动的有关记录ꎬ 合适时还应记录

所得结论:
(ａ) 设备组装和验证ꎻ
(ｂ) 分析仪器及校准ꎻ
(ｃ) 维护、 清洁及消毒ꎻ
(ｄ) 人事事务ꎬ 包括资格评定、 培训、 着装及卫生ꎻ
(ｅ) 环境监测ꎻ
(ｆ) 害虫防治ꎻ
(ｇ) 投诉ꎻ
(ｈ) 召回ꎻ
(ｉ) 退货ꎮ
１５ ３２　 应制定原辅料、 内包装材料及印刷包装材料到货接

收的 ＳＯＰꎬ 每次到货接收应有记录ꎮ
１５ ３３　 接收记录应包括:
(ａ) 交货单及容器上的物料名称ꎻ
(ｂ) 物料的内部名称和 (或) 编码 [若与 (ａ) 不同]ꎻ
(ｃ) 接收日期ꎻ
(ｄ) 供应商名称及制造厂名称 (如有可能)ꎻ
(ｅ) 生产商批号或编号ꎻ
(ｆ) 接收总量及包装容器数量ꎻ
(ｇ) 接收后给予的批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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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任何相关的说明 (例如包装容器的状态)ꎮ
１５ ３４　 应有原辅料、 包装材料及其他物料 (视情况而定)

的内部标记、 隔离及储藏的 ＳＯＰꎮ
１５ ３５　 每件仪器及设备应有 ＳＯＰ (如使用、 校准、 清洁、

维护) 并置于设备附近ꎮ
１５ ３６　 应有取样 ＳＯＰꎬ 其中指定了经授权的取样人员ꎮ
１５ ３７　 该抽样规程应包括:
(ａ) 抽样方法和抽样方案ꎻ
(ｂ) 拟使用的设备ꎻ
(ｃ) 需遵守注意事项以避免物料污染或影响其质量ꎻ
(ｄ) 取样量ꎻ
(ｅ) 需要分装样品时的相关规程ꎻ
(ｆ) 拟使用抽样容器的种类、 用于无菌取样还是常规取样ꎬ

以及标签ꎻ
(ｇ) 需遵守的任何特别注意事项ꎬ 特别是在对无菌物料或有

害物料进行抽样时ꎮ
１５ ３８　 应有详细描述批号系统的 ＳＯＰꎬ 旨在保证每批中间产

品、 待包装产品或成品对应于特定批号ꎮ
１５ ３９　 用于生产阶段及各包装阶段的批号 ＳＯＰ 应彼此关联ꎮ
１５ ４０　 批号 ＳＯＰ 应保证同一批号不会重复使用ꎻ 这一点也

适用于返工ꎮ
１５ ４１　 应即时记录分配的批号ꎬ 例如记录在工作日志上ꎮ

该记录至少应包括分配批号的日期、 产品品种及批量ꎮ
１５ ４２　 应有各生产阶段物料及产品检验的书面操作规程ꎬ

描述使用的方法及设备ꎮ 应记录所进行的检验ꎮ
１５ ４３　 检验记录至少应包括以下资料:
(ａ) 物料或产品的名称及剂型 (适用时)ꎻ
(ｂ) 批号及生产商和 (或) 供应商 (适用时)ꎻ
(ｃ) 有关的质量标准及检验程序ꎻ
(ｄ) 试验结果ꎬ 包括观察及计算在内ꎬ 以及参照的有关质量

标准 (限度)ꎻ
(ｅ) 检验日期及编号ꎻ
(ｆ) 检验人员的姓名首字母ꎻ
(ｇ) 合适时ꎬ 应有核对检验及计算结果的日期及检查人的姓

名首字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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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放行或拒收 (或关于状态的其他决定) 的清楚说明ꎬ 及

指定责任人的签名和日期ꎮ
１５ ４４　 物料和产品应有放行和拒收的书面操作规程ꎬ 尤其

是对由授权人放行的供销售的成品ꎮ
１５ ４５　 每批产品的发运记录应有序保存以便使用ꎬ 例如必

要时便于召回该批产品ꎮ
１５ ４６ 应视情况保存主要或关键设备的验证、 校准、 维护、

清洁或修理操作记录ꎬ 包括日期和进行上述操作的人员签名ꎮ
１５ ４７　 使用的主要或关键设备、 进行产品生产的各个区域

应按时间顺序以适当形式记录ꎮ
１５ ４８　 应有指定清洁消毒操作职责的书面规程ꎬ 足够详细

地描述清洁安排、 方法、 使用的设备和材料及需要清洗的设施和

设备ꎮ 应遵循上述书面规程ꎮ

１６　 生产规范

１６ １　 原则　 生产操作应以获得所要求质量的产品为目标ꎬ
须按照规定清楚的操作规程进行ꎬ 并符合相关生产和上市许可的

要求ꎮ

一般原则

１６ ２　 物料和产品的一切处理ꎬ 如接收和清洁、 待检、 取

样、 贮存、 贴签、 发料、 生产、 包装和发运等应按照书面规程或

指令完成ꎬ 并作必要的记录ꎮ
１６ ３　 应尽量避免任何与指令或规程不符的偏差ꎮ 如果有偏

差发生ꎬ 应按照批准的规程处理ꎮ 认可偏差应有指定人员的书面

批准ꎬ 必要时需质量控制部门参与ꎮ
１６ ４　 应根据需要对收率和数量平衡进行检查ꎬ 以确保差异

未超出可接受限度ꎮ
１６ ５　 除非不存在混淆或交叉污染风险ꎬ 不同产品的生产操

作不得在同一房间内同时或连续地进行ꎮ
１６ ６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ꎬ 对所有物料、 大包装容器、 主要

设备均应标识ꎬ 合适时ꎬ 所使用的房间及包装生产线也应标识ꎬ
或通过注明正在生产的产品或物料、 规格 (适用时) 和批号进行

识别ꎮ 必要时也应标明生产步骤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将先前已生产

产品的名称记录下来可能会有用ꎮ

０３１



１６ ７　 生产区应仅限于经批准的人员进入ꎮ
１６ ８　 通常ꎬ 非药用产品不应在药品生产区或使用制药专用

设备生产ꎮ
１６ ９　 过程控制通常在生产区执行ꎮ 执行上述过程控制不得

对产品本身或另外的产品质量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例如交叉污染

或混淆)ꎮ

防止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交叉污染

１６ １０　 使用干燥物料和产品进行生产时ꎬ 应采取特殊的预

防措施ꎬ 防止粉尘产生和飞扬ꎮ 应制订相关规定ꎬ 对空气进行适

当的控制 (例如供给和排出具有适当质量的空气)ꎮ
１６ １１　 应避免一种原辅料或产品被另一种原辅料或产品污

染ꎮ 引起意外的交叉污染的风险源于生产过程中的物料和产品、
设备上的残留物、 闯入的昆虫和操作人员的服装、 皮肤等释放的

未经控制的尘埃、 气体、 颗粒、 蒸汽、 喷雾或生物体ꎮ
其中最具危险性的污染物是强致敏物、 生物制品 (例如活体

生物、 某些激素、 细胞毒性物质及其他高活性物质)ꎮ
以注射形式给药或应用于外伤、 大剂量和 (或) 长期使用的

药品一旦污染ꎬ 后果可能最为严重ꎮ
１６ １２　 为避免发生交叉污染ꎬ 应采取适当的技术或管理措

施ꎬ 如:
(ａ) 在专用的封闭区内进行生产 (如: 青霉素、 活疫苗、 活

菌制剂和某些其他生物制品)ꎻ
(ｂ) 进行某品种阶段性生产 (生产时间分开) 后ꎬ 应按照经

过验证的清洁程序进行必要的清洁ꎻ
(ｃ) 提供设计得当的气闸、 压差、 空气供应和排气系统ꎻ
(ｄ) 将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彻底的空气再循环或重新进入所引

起的污染风险降至最低ꎻ
(ｅ) 在处理产品和物料时穿戴防护服ꎻ
(ｆ) 使用有效性已知的清洁和防污染程序ꎻ
(ｇ) 生产中使用 “封闭系统”ꎻ
(ｈ) 检验残留物ꎻ
(ｉ) 使用设备清洁状态标志ꎮ
１６ １３　 应按照 ＳＯＰ 定期检查防止交叉污染的措施及其有

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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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４　 生产易受影响产品的生产区应定期进行环境监测

(例如必要时进行微生物和颗粒监测)ꎮ

生产操作

１６ １５　 每一生产操作开始以前ꎬ 应采取措施确保设备和工

作场所已处于清洁状态ꎬ 且没有与本次操作无关的任何原辅料、
产品、 产品残余物、 标签或文件ꎮ

１６ １６　 应进行必要的生产过程控制和环境控制ꎬ 并做记录ꎮ
１６ １７　 应制定指示设备或设备供给 (例如水、 气体) 故障

的方法ꎮ 故障设备应停止使用直至消除故障ꎮ 生产设备在使用后

应按照详细的书面操作规程立即清洗ꎮ 设备应在清洁干燥的条件

下单独存放ꎬ 或以能防止污染的方式存放ꎮ
１６ １８　 应规定设备清洗后至下次使用前的储存期限并有数

据支持ꎮ
１６ １９　 灌装前ꎬ 灌装的容器应清洁ꎮ 应注意避免并清除任

何污染物ꎬ 例如玻璃碎片和金属微粒ꎮ
１６ ２０　 与预期产量的每一显著偏差均应记录并进行调查ꎮ
１６ ２１　 应对将产品从一个区域输送到另一个区域所使用的

管道和其他设备进行检查ꎬ 确保其正确连接ꎮ
１６ ２２　 应根据书面操作规程对输送蒸馏水、 去离子水的管

道进行消毒并储存ꎮ 合适时ꎬ 其他水管也应一并处理ꎮ 书面规程

中应详细描述微生物污染的处置限度和应采取的措施ꎮ
１６ ２３　 量取、 称量、 记录和控制设备和仪器应按预先规定

的时间间隔进行维护和校准ꎬ 并保存相关记录ꎮ 为保证运转良

好ꎬ 应每天或在进行分析检验前检查仪器ꎮ 应在仪器所带标签上

清楚地指明校准和维护的日期ꎬ 以及应进行再校准的日期ꎮ
１６ ２４　 维护和保养操作不应损害产品的质量ꎮ

包装操作

１６ ２５　 制订包装操作程序时ꎬ 应特别注意将交叉污染、 混

淆或差错的风险降到最低ꎮ 除非有实体分隔或其他能保证相同效

果的制度ꎬ 不同的产品不应在相邻的包装线上包装ꎮ
１６ ２６　 包装操作开始以前ꎬ 应采取措施确保工作场所、 包

装线、 印刷机械及其他设备已处于清洁状态ꎬ 且无以前使用的与

本次操作无关的任何产品、 物料或文件ꎮ 应根据恰当的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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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检查清单对包装线进行清场并做记录ꎮ
１６ ２７　 每一包装工位或线路应标明所处理产品的名称和

批号ꎮ
１６ ２８　 通常ꎬ 灌封后应尽快贴标ꎮ 若推迟贴标ꎬ 应采用恰

当的操作规程保证不致发生混淆或贴错标签ꎮ
１６ ２９　 应对每一印刷操作的正确性 (例如代号或有效期ꎬ

无论是在包装过程中进行的还是另外进行的) 进行检查ꎬ 并做记

录ꎮ 对手工印刷应予注意ꎬ 对其应定期进行再检查ꎮ
１６ ３０　 使用切割式标签、 离线套印及进行手工包装操作时

应当特别注意ꎮ 通常ꎬ 卷式标签优于切割式标签ꎬ 因为其有助于

避免混淆ꎮ 应用自动化电子技术对所有标签进行在线验证对防止

混淆有所帮助ꎬ 但应对电子读码器、 标签计数器或其他类似装置

进行检查ꎬ 以保证其正确运行ꎮ 人工贴标时ꎬ 应更频繁地检查过

程控制情况ꎮ
１６ ３１　 包装材料上的印刷及模压信息应清晰ꎬ 且不易褪色

或擦除ꎮ
１６ ３２　 在包装期间ꎬ 例行的产品在线控制至少应包括以下

检查:
(ａ) 包装的整体外观ꎻ
(ｂ) 包装是否完整ꎻ
(ｃ) 使用的产品及包装材料是否正确ꎻ
(ｄ) 套印信息是否正确ꎻ
(ｅ) 在线监控装置运行是否正常ꎮ
从包装线取走的样品不应返还ꎮ
１６ ３３　 包装期间已经涉及异常事件的产品ꎬ 只有在经过特

别检查、 调查及授权人批准后才能重新引入生产过程ꎮ 应保存这

种操作的详细记录ꎮ
１６ ３４　 在待包装产品、 印刷包装材料数量及产出成品单元

数目平衡过程中观察到的任何明显或异常的偏差均应进行调查ꎬ
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做记录后方可放行ꎮ

１６ ３５　 某一包装操作全部完成后ꎬ 应销毁印有批号的未经

使用的包装材料并记录销毁过程ꎮ 若要将未印批号的印刷品退

库ꎬ 则应遵照书面操作规程执行ꎮ 上述规程规定需对未使用材料

进行检查后ꎬ 方可返还ꎮ
１６ ３６　 在移交授权人以前ꎬ 生产记录应作为每批产品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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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手续的一部分进行审核ꎮ 对任何未达到生产标准或与生产标

准不同的情况应进行彻底调查ꎮ 必要时应进一步调查同一产品的

其他批次及其他可能与具体偏差或失误有关的产品ꎮ 调查结果应

制成书面记录并应包括结论及跟进行动ꎮ

１７　 质量控制规范

１７ １　 质量控制是 ＧＭＰ 的一部分ꎬ 涉及取样、 质量标准和

检验以及机构和文件ꎬ 以确保进行了相关检验ꎬ 在判定质量符

合要求之前ꎬ 物料不会放行使用ꎬ 产品也不会放行供应或销售ꎮ
质量控制不仅限于实验室操作ꎬ 还参与许多关于产品质量的

决定ꎮ
１７ ２　 我们认为ꎬ 将质量控制独立于生产非常重要ꎮ
１７ ３　 各个生产商都应设立质量控制职能部门ꎮ 质量控制职

能部门应独立于其他的部门设置ꎬ 并由具有适当的资质和经验的

人员负责ꎬ 他 /她管理一个或几个质量控制实验室ꎮ 该部门必须

有足够的资源ꎬ 以确保能有效可靠地执行所有质量控制方案ꎮ 质

量控制的基本要求如下:
(ａ) 必须有适当的设施、 经过培训的人员及经批准的操作规

程ꎬ 以便进行取样及检查ꎻ 检验原辅料、 包装材料和中间产品、
待包装产品和成品ꎻ 并在合适时为实行 ＧＭＰ 对环境条件进行

监测ꎻ
(ｂ) 原辅料、 包装材料、 中间产品、 待包装产品和成品的取

样必须由质量控制部门认可的人员按照批准的方法进行ꎻ
(ｃ) 确认及验证ꎻ
(ｄ) 应采用手工和 (或) 记录仪进行记录ꎬ 以表明确实已进

行了规定的取样、 检查和检验程序且详细地记录出现的偏差并进

行了充分地调查ꎻ
(ｅ) 成品应含有与其上市许可中描述的定性、 定量组成相符

的成分ꎬ 各成分应具有规定的纯度ꎬ 包装在适当的容器中ꎬ 并正

确地加贴标签ꎻ
(ｆ) 应对照质量标准检验物料及中间产品、 待包装产品及成

品ꎬ 检查及检验结果进行记录ꎻ
产品评价应包括对有关生产文件的审核及评价ꎬ 及对偏离指

定操作规程的评估ꎻ
(ｇ) 应保留足够的原辅料及产品样品以便将来必要时对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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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验ꎻ 除非包装为特大规格ꎬ 留样产品均应保存在其最终包

装中ꎮ
１７ ４　 总体而言ꎬ 质量控制部门也有其他的职责ꎬ 比如制

订、 验证并实施所有的质量控制操作规程ꎬ 评价、 保存标准物

质ꎬ 保证物料及产品容器的正确标示ꎬ 确保对药用活性成分

(ＡＰＩｓ) 及产品的稳定性进行监控ꎬ 参与与产品质量有关的投诉

调查ꎬ 以及参与环境监测ꎮ 上述所有操作应按照书面操作规程执

行ꎬ 必要时应做记录ꎮ
１７ ５　 质量控制人员应能进入生产区进行必要的取样和

调查ꎮ

原辅料和中间产品、 待包装产品和成品的质量控制

１７ ６　 所有检验应按照各物料或产品的有关书面检验程序中

给出的指示进行ꎮ 在物料或产品批准放行或不予放行之前ꎬ 应由

质量控制部门主管复查检验结果ꎮ
１７ ７　 取样应按经批准的书面操作规程进行ꎬ 对于所取批次

物料应有代表性ꎮ
１７ ８　 进行取样时应避免污染或其他对产品质量的不良影

响ꎮ 已取样容器应按照要求标记ꎬ 并在取样后仔细地重新密封ꎮ
１７ ９　 在取样期间应注意防止对被取样物料的污染或混淆ꎬ

或由被取样物料引起的污染或混淆ꎮ 所有接触物料的取样设备应

保持清洁ꎮ 某些特别危险或强效的物料可能需要规定专门的注意

事项ꎮ
１７ １０　 取样设备应清洁ꎬ 必要时ꎬ 在每次使用前后进行消

毒ꎬ 并与其他实验室设备分开贮存ꎮ
１７ １１　 每个样品瓶应带有标签:
(ａ) 取样物料名称ꎻ
(ｂ) 批号ꎻ
(ｃ) 被取样容器的编号ꎻ
(ｄ) 样品编号ꎻ
(ｅ) 取样人员的签名ꎻ
(ｆ) 取样日期ꎮ
１７ １２　 在物料或产品检验过程中ꎬ 得到不符合质量标准的

结果时应按照经批准的操作规程予以调查ꎮ 应保存相关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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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要求

原辅料和包装材料

１７ １３　 在放行每一原辅料或包装材料供使用以前ꎬ 质量控

制经理应确保已检验物料在品种、 规格、 纯度及其他质量参数上

与质量标准的一致性ꎮ
１７ １４　 应从每一原辅料容器中取样进行鉴定试验 (参见

１４ １４ 节)ꎮ
已制定经过验证的操作规程ꎬ 以保证每一原辅料的容器均已

正确标识时ꎬ 允许仅从部分容器取样ꎮ
上述验证至少应考虑以下方面:
— 生产商和供应商的性质及情况ꎬ 及他们对 ＧＭＰ 要求的

理解ꎻ
— 原辅料生产商的质量保证体系ꎻ
— 进行原辅料生产和质量控制的制造条件ꎻ 及

— 原辅料的性质及所应用的药品产品的性质ꎮ
在这种体制下ꎬ 下列情况中有可能承认某种经验证的操作规

程ꎬ 以豁免对每一进厂的原辅料容器进行鉴别试验的要求:
— 原辅料来自一个产品生产商或工厂ꎻ 或

— 原辅料直接来自生产商或包装在生产商提供的密封容器

中ꎬ 具有可靠性的历史记录ꎮ 而该生产商的质量保证体系

是由买方 (该药品的生产商) 或官方认可机构定期审

计的ꎮ
上述操作规程不可能在以下 ２ 种情况中取得合乎要求的验证

结果:
— 由中间商 (例如代理人) 提供原辅料ꎬ 制造商来源不明

或没有经过审计时ꎻ 或

— 应用于注射给药产品的原辅料ꎮ
１７ １５　 每批印刷包装材料应在接收后进行检查ꎮ
１７ １６　 只要生产商通过对供应商的检验结果进行适当的定

期验证 (见 ８ ８ 及 ８ ９ 节) 及对供应商能力进行现场审计ꎬ 证实

了供应商检验的可靠性ꎬ 就可以接受供应商提供的检验证书来代

替生产商的全检ꎮ (１７ １５ 节不受上述规定影响ꎮ) 检验证书应为

正本 (非复印件) 否则应有关于其真实性的保证ꎮ 上述证书至少

须包含以下信息 (７):
(ａ) 出品供应商身份标识 (名称和地址)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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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主管官员的签名及关于他 /她资格的说明ꎻ
(ｃ) 所检验物料的名称ꎻ
(ｄ) 所检验物料的批号ꎻ
(ｅ) 使用的质量标准及方法ꎻ
(ｆ) 所得检验结果ꎻ
(ｇ) 检验日期ꎮ

过程控制

１７ １７　 过程控制记录应予以保存ꎬ 并构成批记录的一部分

(见 １５ ２５ 节)ꎮ
成品

１７ １８　 对于每一批药品ꎬ 在放行前应在实验室进行适当的

测定ꎬ 检验其与成品质量标准的符合情况是否令人满意ꎮ
１７ １９　 应拒收未能达到所制定的质量标准或任何其他相关

质量标准的产品ꎮ

批记录审核

１７ ２０　 在移交授权人以前ꎬ 质量控制记录应作为批放行审

批手续的一部分进行审核ꎮ 对任何未达到其标准或与标准不同的

情况应进行彻底调查ꎮ
必要时应进一步调查同一产品的其他批次及其他可能与具体

偏差或失误有关的产品ꎮ 调查结果应包括结论及跟进行动ꎬ 应做

书面记录ꎮ
１７ ２１　 每一批成品的留样至少应保存至其有效期后一年ꎮ

成品通常应保存在其最终包装中ꎬ 并在建议条件下贮存ꎮ 若生产

的成品包装容器过大ꎬ 可少取一些样品保存在恰当的容器中ꎮ 活

性原辅料的样品应至少保留至相应成品的有效期后一年ꎮ 除稳定

性较差的原辅料外ꎬ 其他原辅料 (不包括溶剂、 气体和制药用

水) 应至少保留两年ꎮ 物料及产品的留样量应足以完成至少两次

完整的复检ꎮ

稳定性研究

１７ ２２　 质量控制人员应对药品成品 (必要时还应包括原辅

料及中间产品) 的质量及稳定性进行评价ꎮ
１７ ２３　 质量控制人员应根据与贮存条件相关的稳定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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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制定产品有效期及货架期质量标准ꎮ
１７ ２４　 应制定并实施包含以下要素的持续稳定性考察的书

面计划ꎬ 例如:
(ａ) 所研究药品的完整描述ꎻ
(ｂ) 全套检验项目及方法ꎬ 对所有效价、 纯度及物理性质测

定进行描述ꎬ 并有文件证明这些检验指示了产品的稳定性ꎻ
(ｃ) 关于包含足够考察批数的规定ꎻ
(ｄ) 每一药品的检验计划表ꎻ
(ｅ) 关于特殊的贮存条件的规定ꎻ
(ｆ) 关于足够的留样量的规定ꎻ
(ｇ) 对所产生全部数据资料的总结ꎬ 包括对整个研究的评价

和结论ꎮ
１７ ２５　 在产品上市之前ꎬ 以及产品的工艺、 设备、 包装材

料等发生重大变更之后应确定其稳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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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

ＷＨＯ 血液机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指导原则

１　 绪论

２　 术语和缩略语

３　 质量管理

　 ３ １　 原则

　 ３ ２　 质量保证

　 　 ３ ２ １　 血液机构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３ ２ ２　 质量控制

　 ３ ３　 产品质量回顾

　 ３ ４　 质量风险管理

　 ３ ５　 变更控制

　 ３ ６　 偏离评估及其报告

　 ３ ７　 整改与预防措施

　 ３ ８　 内部审计

　 ３ ９　 投诉与产品召回

　 　 ３ ９ １　 投诉

　 　 ３ ９ ２　 召回

　 ３ １０　 工艺改进

　 ３ １１　 溯源

４　 人员

　 ４ １　 机构及其相关责任

　 ４ ２　 培训

　 　 ４ ２ １　 上岗培训

　 　 ４ ２ ２　 后续培训

　 　 ４ ２ ３　 能力

　 ４ ３　 人员卫生

５　 文件

　 ５ １　 标准操作规程和记录

　 　 ５ １ １　 标准操作规程

　 　 ５ １ ２　 记录

　 ５ ２　 文件控制

　 　 ５ ２ １　 文件管理

　 　 ５ ２ ２　 记录保存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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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厂房和设备

　 ６ １　 厂房

　 　 ６ １ １　 设计和建设

　 　 ６ １ ２　 捐献区

　 　 ６ １ ３　 生产区

　 　 ６ １ ４　 储存区

　 　 ６ １ ５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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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１　 仪器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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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材料和试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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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根据 ( ｉ) 国际组织独立于生产企业的原则ꎬ 以及 ( ｉｉ) 遵

从生物制品的质量保证程序ꎬ 例如对原料ꎬ 生产过程以及最终

成品的控制ꎬ 并且 ( ｉｉｉ) 严格遵守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等相关原则ꎬ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将对血液ꎬ 血液成分以及

血浆衍生物 (１) 的采集ꎬ 处理以及质量控制的要求定义为质

量保证体系ꎮ 自 １９９２ 年最近一次对这些要求进行修订后ꎬ 近几

年又对两项相关内容进行了重新修订并采纳了新的建议ꎬ 即ꎬ
病毒灭活以及血浆衍生物的去除 (２００４) (２) 和人类原料血浆

(２００７) (３)ꎮ 尽管如此ꎬ 仍旧没有明确一系列关于血液机构质

量保证体系要求的问题ꎮ 因此ꎬ 世界卫生组织生物标准化专家

委员会根据药品监管部门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会议 (４) 的要求ꎬ 决

定将血液机构的 ＧＭＰ 的发展作为首要任务ꎬ 以帮助各成员国满

足其需求ꎮ
在第 ６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 ＷＨＡ６３ １２ 号决议中ꎬ 从实用性ꎬ

安全性和血液制品质量方面ꎬ 强调了在血液机构中建立可靠质量

保证体系对血液制品的采集ꎬ 处理和血液成分分销的重要性

(５)ꎮ 决议认为质量保证是对提高世界血浆利用度达到国际认可

标准有重要贡献的必要测量尺度ꎮ
决议 ＷＨＡ６３ １２ 认识到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提高全球各国

药品监管部门的技术水平以保证对血液制品进行适当控制ꎮ 这个

决议同时撤销了较早关于敦促各个成员国促进履行由本国配合完

成的、 以加强低风险人群的自愿无偿献血者作用的血液项目ꎮ
近些年ꎬ 输血环节中的安全和质量问题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

最关心的议题 (６)ꎮ 血液机构必须在 ＧＭＰ 的指导原则下建立和

维护质量管理体系ꎬ 包括所有决定质量方针的目标和职责的行

为ꎬ 都必须通过质量规划ꎬ 质量控制ꎬ 质量保证和质量提高来贯

彻实施ꎮ 能生产出达到预先要求和客户期望的安全的血液制品的

ＧＭＰ 方法提供了一个考虑到将质量问题融入整个生产过程的有明

文依据的管理系统ꎮ 当采集和处理从捐献者获得的血液及血浆

时ꎬ ＧＭＰ 必须考虑到人体机能的生物学背景ꎮ
本文的指导原则包括:
— 一般 ＧＭＰ 规则ꎬ 如质量管理ꎬ 相关人员ꎬ 文件ꎬ 厂房和

设备ꎬ 确认和验证ꎬ 物料管理ꎬ 合同生产ꎬ 投诉和召回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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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ＭＰ 的概念ꎬ 如质量风险管理ꎬ 产品质量回顾ꎻ
— 关于血液成分从捐献者的选择到最终的产品分销的生产过

程的专门规定ꎮ
本文提出了 ＧＭＰ 中与血液机构生产安全和血液成分质量保

证的相关原则ꎬ 包括与捐献者安全相关的事宜ꎮ 当血液机构和国

家监管机构实施执行这些原则时ꎬ 本文可作为服务指导ꎮ 但它不

涉及输血行为、 国家监管部门指定的特殊突发危机事件ꎬ 也不涉

及人员和环境保护方面ꎮ
补充的指导原则ꎬ 尤其是关于原料血浆ꎬ 也可以在世界卫生

组织关于人体原料血浆的生产ꎬ 控制和调节的建议中 (３) 中

找到ꎮ

２　 术语和缩略语

下文中的定义仅适用于本指南ꎮ

血浆分离置换法

该过程指的是从捐献者的全血中有选择性的通过离心和

(或) 者过滤技术分离提取一种或多种血液成分ꎬ 并将不需要的

部分返还给捐献者ꎮ

血液采集

血液采集的过程是指在最大限度减小微生物污染、 细胞损伤

和 (或) 凝血的条件下将单次采集的血液收集在含抗凝剂和

(或) 稳定剂的容器中ꎮ

血液成分

血液成分 (红细胞ꎬ 白细胞ꎬ 血小板ꎬ 冷沉淀及血浆) 通过

不同的分离方法制备得到ꎬ 可直接用于治疗ꎬ 或进行进一步加工

/制造ꎮ

血液机构

指在对血液进行运输或进一步加工制造时ꎬ 对人体血液或血

液成分的收集、 分析、 加工、 储存、 放行和 (或) 分销的各个方

面负责的任何组织、 实验室或者个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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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制品　
指从人血中得到的所有治疗物质ꎬ 包括全血ꎬ 血液成分和血

源性药用产品ꎮ

校准　
在特定条件下ꎬ 一系列用于确立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的值或

定值量器的值与相应参考标准的已知值之间的关系的操作ꎮ

ＣＪＤ / ｖＣＪＤ　
克雅二氏病 /变异的克雅二氏病ꎮ

密封系统　
该系统用于血液和血液成分进行无菌收集和分离ꎬ 洁净环境

下的生产ꎬ 与外部环境的隔离以及使用经验证和批准的方法进行

灭菌ꎮ

计算机化系统　
包括数据输入ꎬ 电子处理加工和用于报告或自动控制系统的

信息输出ꎮ

受托方　
机构或组织根据不同机构的合同执行特定的工作或服务ꎮ

委托方　
机构或组织向不同的机构分包特定的工作或服务ꎬ 并建立合

同界定每一方的职责ꎮ 　

捐献者　
指确认为健康的人自愿捐献血液或者血液成分ꎬ 包括原料

血浆ꎮ

分销　
指将血液及其相关成分运输到其他血液机构、 医院血库或血

液和血浆制品的制造商的行为ꎮ 它不包括输血的相关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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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已检查的) 捐献者　
首次在血液机构已经过血液或血浆的传染性疾病的标记物检

测的捐献者ꎮ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在既定的生产规范中的所有因素将共同作用导致最终的产品

或服务符合相应的标准和规范ꎮ 在既定的生产规范中所有因素共

同作用ꎬ 使最终的产品或服务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标准规范ꎮ

甲型肝炎病毒ꎬ Ａ 型肝炎病毒　
病原体为无包膜的单链 ＲＮＡ 病毒ꎮ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乙型肝炎病毒的外围抗原ꎮ

乙肝病毒　
病原体为有包膜的双链 ＤＮＡ 病毒ꎮ

丙型肝炎病毒　
病原体为有包膜的单链 ＲＮＡ 病毒ꎮ

艾滋病毒ꎬ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ＡＩＤＳ) 的病原体是有包膜的单链

ＲＮＡ 病毒ꎮ

白血病病毒 １ 型和 ２ 型ꎬ 人嗜 Ｔ 淋巴细胞病毒 １ 型和 ２ 型　
这些病毒具有典型的细胞相关性ꎬ 都是有包膜的单链 ＲＮＡ

病毒ꎮ

制造　
用于生产血液制品的所有操作流程或步骤－包括材料和产品

的购买或选择、 生产、 质量控制、 放行、 储存和分销及其相关控

制ꎮ 这其中也包括捐献过程ꎮ

移动采血站　
由血液机构负责ꎬ 从固定采血站派出的移动采血站可在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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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暂时性的血液采集ꎮ

核酸扩增技术 (ＮＡＴ) 　
使用扩增技术 [如聚合酶链反应 (ＰＣＲ)] 检测已知微生物

基因组的目标区域存在的方法ꎮ

未遂事故　
如若没有被及时发现ꎬ 将会影响到接受者或捐献者安全的突

发偶然事故ꎮ

国家监管机构 (ＮＲＡ) 　
世界卫生组织将专门颁发和执行药品法规的机构称为国家监

管机构 (ＮＲＡ)ꎮ

原料血浆　
存放在含抗凝剂容器中的采集血液通过将细胞成分去除后ꎬ

或使用血浆分离置换法获得的抗凝血经过连续过滤或离心等步骤

去除红细胞成分后ꎬ 用于进一步生产的液体部分ꎮ

生产　
血液成分制备过程中ꎬ 包括采集血浆ꎬ 加工ꎬ 到最后合成为

成品的所有操作行为ꎮ

确认　
一系列用于提供包括任何一个设备ꎬ 关键材料或用于生产最

终产品的试剂对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产生的影响是否达到预期的要

求ꎬ 并最终产生可靠的预期结果的相关证明文件的行为ꎮ

质量　
影响其满足明确的和潜在的要求以及某些需要符合特定要求

的服务或产品的一致和可靠的性能的所有特征的总称ꎮ 潜在的要

求包括治疗用途和作为进一步生产原料的质量和安全性ꎮ

质量保证　
质量管理中关于是否满足保障质量要求的相关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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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　
专业机构中负责指导和控制药品质量的协调行为ꎮ

质量管理体系　
该管理系统用于指导并控制相关机构达到质量要求ꎬ 并确保

与质量活动相关的步骤ꎬ 流程ꎬ 规程和政策有序进行ꎮ

质量风险管理 (ＱＲＭ) 　
在一个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ꎬ 对该产品质量过程进行评

估、 控制、 交流和对该产品的质量进行风险考察的系统过程ꎮ

隔离　
当在未做出血液及其制品是放行还是禁止的决定之前ꎬ 需要

将它们的包装材料或原料ꎬ 中间体ꎬ 散装体或成品进行物理隔离

或其他隔离方式ꎮ

定期捐献者　
指在最小时间间隔内定期向同一采血机构献血的捐献者ꎮ

重复捐献者　
指非定期向同一采血机构重复献血的捐献者ꎮ

多次反应　
筛选试验中如有反应ꎬ 再用相同方法进行重复检测ꎬ 如果发

现并至少有一个重复试验有反应ꎬ 就判定为单次捐献有多次

反应ꎮ

验证　
用于证明任何操作规程、 过程、 行为或系统将导致预期的结

果的行为ꎮ 验证工作通常是根据事先已经批准的用于描述检测内

容以及验收标准的协议来进行ꎮ

西尼罗河病毒　
西尼罗河热的病原体是有包膜的单链 ＲＮＡ 病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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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质量管理

３ １　 原则

保证产品质量是血液机构中所有参与人员的责任义务ꎮ 血液

机构的管理是对系统的质量管理方法及其实施与维护负责ꎮ 质量

规划必须保证每个产品 (包括原料血浆)ꎬ 从捐献者的选择直到

最终产品ꎬ 均由同种方法获得ꎮ
质量管理内容主要包括质量方针的制定ꎬ 责任目标以及质量

计划的完成情况ꎬ 质量控制ꎬ 质量保证和质量提高ꎮ 这些内容都

是为了保证血液以及血液成分的质量与安全ꎮ
血液机构的高级管理则负责质量目标方针的实现ꎬ 并且要求

整个血液机构中的所有人员都必须参与其中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与

责任ꎮ 在必要的情况下ꎬ 高级管理必须定期复核整个质量体系以

确保它的有效性并提出修改方法ꎮ
在血液机构的组织结构中ꎬ 必须有至少由一人组成的质量管

理部门ꎮ 质量管理部门人员必须负责备齐所有质量政策ꎬ 规程和

规范的相关文档ꎮ 与质量管理部门协调工作的高级管理部门必须

实施和执行质量保证的政策和目标ꎬ 给全体员工指明明确方向ꎮ
质量保证的方针和目标的制定都必须最高程度的保证从每份采集

的血液得到的血液成分的质量与安全ꎮ 这些方针和规程都必须遵

从本国与国际的规章与要求ꎮ
员工必须能够理解质量目标的意义以及他们在执行目标时自

己的职责ꎮ 质量管理体系的执行情况取决于是否长期达到质量目

标ꎮ 如果质量体系存在问题ꎬ 必须进行更正并且由质量管理部门

负责监督更正完成情况ꎮ
任何血液机构都必须有负责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独立职

能ꎮ 这个质量保证职能必须独立于生产操作之外ꎬ 且必须保证所

有过程都能执行并且记录在案ꎮ 这个质量保证功能必须包含所有

质量相关事件和复核批准所有的质量相关文件ꎮ

３ ２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是一个包含影响产品质量的所有问题的宽泛概念ꎬ
也是确保产品质量符合预期使用目的而进行组织管理的总和ꎮ 所

以质量保证包含了质量生产管理规范以及指导原则之外的原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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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产品的研发 (７)ꎮ
质量保证是质量管理的一部分ꎬ 确保所有的标准过程被恰当

的写在文件守则 (见第 ５ 章) 中ꎮ 质量保证的执行与 ＧＭＰ 的理

论一致ꎬ 遵从所有相关条款ꎮ 质量保证体系必须完整写入文档ꎬ
并使所有参与生产的员工都能充分理解ꎮ

质量保证系统必须由优秀的人员ꎬ 合适的经营场所ꎬ 以及适

合有效的仪器和设备组成ꎬ 以保障所有的生产步骤能够安全和优

质的完成ꎮ

３ ２ １　 血液机构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是质量保证中的一部分ꎬ 用来保障在所用的质量标准下

严格控制和生产出符合其生产标准的血液制品ꎮ ＧＭＰ 的首要任务

是用来减少血液机构操作中所存在的潜在风险ꎬ 例如污染 (包括

交叉污染)ꎬ 混淆ꎬ 疾病传染或者其他使用血液制品后可能会导

致的不利结果ꎮ ＧＭＰ 与生产及质量控制都有紧密的关系ꎮ
ＧＭＰ 的基础要求如下:
•所有生产过程都应由政策和标准操作规程来明确规范ꎮ 这

些规程根据经验进行系统的评估复核ꎬ 使其生产出质量与

其标准一致的产品ꎮ
•在生产用于输血或其他相关产品之前ꎬ 必须对仪器与试剂

进行确认并对验证过程与方法进行评估ꎮ
•必须提供所有所需资源条件ꎬ 包括优秀的员工ꎬ 适宜的场

所ꎬ 适当的仪器ꎬ 合适的物料ꎬ 经确认的生产过程与说明

守则ꎬ 以及合适的储存与运输过程ꎮ
•系统必须包含可以追溯所有放行的产品以确保在必要情况

下的召回任何与标准不一致的可疑产品ꎬ 同时还应有处理

相关投诉的系统ꎮ
•系统还应具有针对加工与质量提高的功能与行为ꎮ

３ ２ ２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是 ＧＭＰ 的一部分ꎬ 涉及标准、 取样以及检验ꎮ 质

量控制还与机构设置ꎬ 相关文档和放行规程有关ꎬ 用于保障相关

检验已经执行并确保所有产品和材料在放行供应时质量符合标准

(７)ꎮ 血液机构的质量控制内容详见 ９ ５ 和 ９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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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产品质量回顾

定期或不定期质量回顾的目的是考察现有的过程与标准是否

相一致ꎬ 以对产品和过程的趋势进行控制并提出改进方法ꎮ
产品质量的回顾也可以作为考察所有血液制品以及相关生产

过程ꎬ 包括原料采集的质量状态的手段ꎮ 回顾通常必须一年进行

一次ꎬ 并记录在案ꎮ 回顾内容必须与国际或者国家管制当局的要

求与建议保持一致ꎬ 内容包括:
— 原料的质量回顾ꎻ
— 标准过程监控的回顾ꎻ
— 质量控制与质量监测结果的回顾ꎻ
— 所有变更的回顾ꎻ
— 仪器状态确认的回顾ꎻ
— 技术协议与合同的回顾ꎻ
— 所有重大偏差、 差错和不符合项ꎬ 以及整改措施的回顾ꎻ
— 内部审计和其他检查ꎬ 以及其他整改措施的调查结果

回顾ꎻ
— 投诉与召回的回顾ꎻ
— 捐献者选择标准回顾ꎻ
— 捐献者延期审核回顾ꎻ
— 溯源事件回顾ꎮ

３ ４　 质量风险管理

血液机构应该确保血液制品的生产设施质量达到使用要求ꎬ
并与质量标准要求保持一致ꎬ 不会由于产品有效期而导致安全、
质量或者效力问题将接受者置于风险中ꎮ 为了确保达到质量要

求ꎬ 必须全面设计并正确执行与 ＧＭＰꎬ 质量控制和质量风险管理

一体的质量保证系统ꎮ
一个有效的质量风险管理方法可以通过提供前瞻性方法鉴别

和控制潜在质量问题以保障产品的质量ꎮ 它也用来促进和提高当

需要评估或者改变标准过程和标准所带来的质量问题和变化时的

决定过程ꎮ
质量风险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是:
•质量与安全的风险评估必须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ꎬ 并且

以保护捐献者和接受者为根本ꎮ
•质量风险管理过程中所做的努力ꎬ 以及对相关文档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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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都必须与对风险的等级相对等ꎮ
质量风险管理的过程与运用的实例均可在质量风险管理指导

原则中找到ꎬ 如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 Ｑ９ 指导原

则 (ＩＣＨ) (８)ꎮ 原则中阐述了质量风险管理的过程并为其原则

的运用提供了方法和工具的选择ꎮ

３ ５　 变更控制

必须有一个正式的变更控制系统用于计划ꎬ 评价和记录所有

的可能影响血液及血液成分的质量ꎬ 追溯性和有效性或者对血

液ꎬ 血液成分ꎬ 捐献者或接受者的安全性造成影响的变化ꎮ 变更

控制系统必须在实施前有正式批文对其进行担保ꎮ 此外它还必须

确保在变更生效前完成对这些计划的变更进行必须的评估和测

量ꎬ 例如确认与验证ꎬ 人员的培训ꎬ 工作指令的应用ꎬ 合同的修

正ꎬ 维护任务的定义以及第三方的信息ꎮ 这些所有的验证与测试

工作的完成都必须以专业科学为基础ꎮ 而风险分析也是质量风险

管理中的一部分ꎮ
在变更实施后ꎬ 必须进行实施后评价来判断该变更是否有效

和成功ꎮ
引入的所有新仪器ꎬ 新过程和方法均按变更来对待ꎮ

３ ６　 偏离评估及其报告

任何标准操作规程ꎬ 验证程序ꎬ 或者与标准不一致或其他与

质量相关的要求带来的任何偏离都必须进行研究并记录在案ꎮ 对

这些偏离所带来的产品质量的潜在影响都必须进行评估ꎮ
对导致偏离和可能与之相关的过程的原因分析必须记录在

案ꎮ 调查批准完成后必须由质量保证和 (或) 者质量控制部门进

行记录ꎮ
所有的偏离和不符合项都必须输入到系统中以便进行适当的

数据回顾ꎮ 数据回顾工作必须周期进行以便数据的追踪和对趋势

进行控制ꎬ 进而改进生产过程ꎮ
对偏离和不符合项的处理措施必须写入文档中ꎮ 所有采取的

措施都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以避免对机构内其他产品产生

影响ꎮ
在特定的情况下ꎬ 在对偏离进行评估后的产品仍可放行ꎮ 档

案记录必须包括验收与要求有偏离的情况下生产的产品的理由或

者原理ꎬ 且必须由负责人签名确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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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７　 整改与预防措施

一个有效的预防和整改系统的建立和执行是确保血液机构的

持续完善的基础ꎮ 系统规程必须包括对误差ꎬ 投诉ꎬ 突发事件ꎬ
以及质量系统回顾ꎬ 检查和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管理ꎮ 同时

还必须保证对所有的整改及预防措施进行记录ꎮ
整改和预防措施系统必须确保每个质量问题都进行了确认和

整改ꎬ 并确保该问题不会再次发生ꎮ 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在一个

合理和规定的时间内执行ꎮ 对血液机构的管理必须包含在对整改

和预防行为的回顾中ꎮ
血液机构必须建立专门的方法和规程来收集ꎬ 记录和评价质

量的相关数据ꎮ 所有的产品和质量问题都是整改和预防措施系统

中的一部分ꎮ 质量相关数据不仅包括所有的误差ꎬ 偏差ꎬ 不一

致ꎬ 突发事件ꎬ 未遂事件以及投诉ꎬ 还包括所有质量控制检测和

监控的结果ꎮ 所有质量相关数据都必须定期回顾ꎬ 以确认需要整

改的产品ꎬ 质量问题和需要预防的不利趋势ꎮ

３ ８　 内部审计

为了掌握质量管理体系的执行和完成情况ꎬ 必须根据规定规

程进行常规内部审计ꎮ 内部审计必须根据质量保证部门的责任由

独立的可以胜任的专业人员完成ꎮ
内部审计必须根据时间进行安排ꎬ 必须涵盖所有的操作系统

包括数据处理系统ꎮ 每次的内部审计根据预先批准的计划进行评

估ꎬ 并服从内部的要求和相关国内或国际条款ꎮ
所有的内部审计都必须记录在案并报告给管理部门ꎮ 所有的

校正和预防措施在执行后都必须及时并有效地进行评估ꎮ
内部审计所属的质量保证部门不能进行自审ꎬ 必须进行独立

的外部审计ꎮ
内部审计不能代替由权威专家进行的官方检查ꎮ

３ ９　 投诉与产品召回

３ ９ １　 投诉

在血液机构中必须有专门的系统来保障所有的投诉都必须按

照记录－复核－标准操作规程进行处理ꎮ 投诉的回顾必须考虑到这

个投诉是否关系到血液制品的质量缺陷ꎮ 血液机构必须决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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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开始着手进行召回处理ꎮ 整个过程都必须根据规定的标准操作

规程来进行ꎮ 投诉ꎬ 不良事件和反应ꎬ 还包括缺陷产品的相关信

息都必须认真回顾和透彻的研究以找到导致该问题的根源所在ꎮ
采取迅速的整改措施时必须考虑到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ꎬ 这

些举措可以防止该类事件的再次发生ꎮ 必须持续跟踪整改措施的

完成情况 (见 ３ ７)ꎮ
必须指定特定的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投诉以及进行相关的

调查取证ꎮ 质量相关部门也必须参与到此项过程中ꎮ
所有的投诉ꎬ 包括原始细节都必须记录下来ꎮ 这些记录还必

须包含所有投诉相关的决定ꎬ 调研和测量的结果ꎮ 投诉记录必须

定期回顾来检查是否存在不利的趋势或者重复发生的问题的可能

性以保障质量的持续提高ꎮ
根据本国的要求必须通知国家管制当局ꎮ

３ ９ ２　 召回

一份有效的书面召回规程必须包含职责的描述和相关的行

为ꎮ 召回必须在发现产品达不到血液机构和国家管制当局制定的

放行标准时随时启动ꎮ 尽管有可能在产品已经放行后才得到相关

信息ꎬ 但是一旦得到这些信息ꎬ 必须马上阻止血液制品的进一步

放行ꎮ 当发现人员没有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时必须马上采取召

回行动ꎮ 整改工作必须在预先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追溯所有相关

产品的来源ꎬ 如果可能ꎬ 还应包括溯源的相关流程 (见 ３ １１)ꎮ
血液机构中必须任命有专业资质的人员对是否需要产品召回

进行评估并负责召回的启动ꎬ 协调和记录工作ꎮ
召回行为必须随时随地迅速启动ꎮ 所以标准操作规程内容必

须包括紧急情况下以及工作时间之外的详细联系方法ꎮ 根据本国

的要求必须通知国家管理部门ꎮ
召回产品必须被销毁ꎬ 如果召回产品没有被销毁ꎬ 必须对他

们进行明确鉴别然后单独储存在安全的地方ꎮ

３ １０　 工艺改进

任何系统的提高方案可以来自于研发ꎬ 头脑风暴或者对突发

事件和投诉的管理ꎬ 也可能来自于内外部的审计和检查以及在质

量监控中发现的误差ꎮ
应在此过程中追踪所有的整改和预防措施的实施ꎮ 有效的监

管必须可以对过程中任意的变更的影响和效力进行控制ꎮ 这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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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都必须记录在文件中并至少每年向执行管理部门汇报一次 (在
质量管理部门的回顾报告中)ꎮ

３ １１　 溯源

一份书面系统必须包含溯源规程ꎮ 这个过程必须能够通过计

算机数据库追踪所有从捐献者处获得的血浆到最后的接受者ꎬ 并

且从接受者回溯到捐献者ꎮ
当血液或者血浆捐献者已经被除名ꎬ 比如由于从该捐献者处

获得的样本病毒标记反应不合格ꎬ 有高风险表现ꎬ 受到克雅氏病

/变异克雅氏病或者其他相关的疾病感染时ꎬ 必须执行该标准的

操作规程 (捐献者溯源) (３)ꎮ
如果确认捐献者患有血液传播疾病或者有此高风险的状态ꎬ

这个捐献者将被永久取消捐献资格ꎮ 所有的从此类捐献者处得到

捐献物都将被追踪以防止被再次使用和生产ꎬ 除非这些捐献物已

经过期并且已经被销毁ꎮ 如果这些捐献物已经被使用或者被进一

步处理ꎬ 那将采取进一步措施ꎮ 为了保证捐献者的健康和血液供

应的安全性ꎬ 建议首先对捐献者进行告知和咨询服务ꎮ
应有专门的系统来调查接受者的后期反应以确定潜在的不安

全的捐献者 (接受者溯源)ꎮ 一旦有捐献者传染疾病给接受者的

情况ꎬ 则应避免后续再次献血ꎮ 在失效日期前应该追踪其他所有

与该捐献者相关的血液成分ꎬ 销毁库存或者进行召回ꎮ
应有专门的系统记录和维护所有捐献者信息ꎬ 及时的销毁污

染血样以保证接受者安全ꎮ
对在追溯过程中被确认的任意产品的接受者ꎬ 必须告知其从

可能已污染的产品中感染疾病的风险ꎬ 并对其进行疾病标记物检

测、 医疗咨询和必要时采取医疗措施ꎮ 对原料血浆ꎬ 必须在溯源

时通知相关产品的生产厂家ꎮ

４　 人员

血液机构必须有充足的人才储备并且能够胜任他们的工作任

务ꎮ 他们必须有专业的资质和经验ꎬ 并且对他们进行了上岗和持

续的培训以保证血液以及血液制品的质量与安全性ꎮ
只有那些阅读和理解了在生产过程中相关标准操作规程的人

员才能参与到生产和分销流程中ꎬ 包括采集ꎬ 质量控制和质量

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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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机构及其相关责任

规定的岗位目标与职责须让员工易于理解ꎮ 所有工作人员必

须清楚自己的岗位职责ꎮ 必须有专门的组织构图来展示血液机构

的层级结构ꎬ 并对职责进行了清晰的描述ꎮ
关键岗位员工有以下职责和替补人员:
— “负责人” (职责和资质要求见下文)ꎻ
— 操作负责人ꎬ 负责所有加工和操作行为ꎻ
— 质控经理ꎬ 负责所有的质控行为ꎻ
— 质保经理ꎬ 负责向负责人汇报质量相关的调查结果ꎬ 当质

量安全未达标时终止运行ꎻ
— 负责保证捐献者以及分销的血液成分安全的医生ꎮ
血液机构中必须任命一个 “负责人” 负责以下事宜:
— 确保捐献者选择标准切实执行ꎻ
— 确保血液以及血液成分的采集ꎬ 检测ꎬ 加工ꎬ 储存以及分

销均符合国家标准ꎻ
— 向国家权力机关提供相应信息ꎻ
— 保证上岗和后续培训的顺利开展ꎻ
— 保证血液机构中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血液预警系统 (用于保

证严重不良反应和事件的可追溯性) 的实施ꎻ
负责人必须根据国家规定满足要求ꎬ 或者至少满足以下

条件:
•他 /她必须具有学位证书ꎬ 认证或者其他在医药生物领域

完成大学课程的正式证明文件ꎮ
•他 /她必须最好有至少两年的相关工作经验ꎬ 曾在同样可

以进行血液以及血液成分的采集ꎬ 检测ꎬ 制备ꎬ 储存和分

销行为的一个或者多个机构中任职ꎮ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ꎬ 必须将该负责人的姓名传达给国家管制

当局ꎮ
质保经理和加工或操作经理必须任命不同的人ꎬ 且职责相互

独立ꎮ 质保经理主要负责确保质量管理体系和草案中所有物料ꎬ
仪器ꎬ 试剂和血液以及血液成分的安全放行ꎮ

加工或操作经理主要负责生产和技术加工程序顺利实施ꎮ
医师必须拥有相关完成大学相关课程并授予医学学位ꎬ 同时

需具有国家要求的执照ꎮ
所有的岗位职责只能向那些曾经针对此工作进行过培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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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委派ꎮ 委派程序必须用书面形式进行并定期检查ꎮ

４ ２　 培训

应当对相关人员进行持续的有针对性的培训ꎮ 这项培训需按

计划由有资格的员工或教师进行ꎮ 经批准的培训计划要安排到位

并且应包括以下内容:
— 输血的相关原则ꎻ
— ＧＭＰꎻ
— 微生物学和卫生学的相关知识ꎻ
对培训过程以及内容进行记录并保存ꎮ

４ ２ １　 上岗培训

上岗培训的方案主要针对新聘人员或更换岗位的人员ꎬ 该培

训应考虑到所有相关的任务和规程ꎬ 包括一般主题ꎬ 如质量保

证、 ＧＭＰ 和计算机系统ꎮ 用作培训的同一主题和原则旨在向长期

缺席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再次介绍讲解ꎮ 应明确时间间隔ꎮ
培训记录应当至少指明培训师、 所有指定的任务 (包括相关

的标准操作规程)、 完成培训的时间ꎮ 记录应有培训者和受训者

双方签名ꎮ 培训结束后ꎬ 相关人员能够胜任相应的任务ꎮ 如果有

数据库用于管理培训相关资料ꎬ 那么该数据库应当每年更新

一次ꎮ

４ ２ ２　 后续培训

后续培训 [理论和 (或) 实践培训] 应当确保员工能持续掌

握其指定职责的相关技能ꎮ 此类培训应将技术和科技的发展纳入

其中ꎬ 同时ꎬ 也应包括关于标准操作规程和员工要求的任何变

更ꎮ 在这里内部和外部培训课程也起到作用ꎮ

４ ２ ３　 能力

人才队伍的整体能力源于学历ꎬ 经验和培训ꎮ 由于血液和血

液制品的质量和安全是血液机构中的关键因素ꎬ 所以需要对能力

进行仔细的评估和持续监控ꎮ
初始培训完成后ꎬ 应对员工的能力进行评价和记录ꎮ 在初始

培训之后ꎬ 还应该继续对能力进行周期性评价ꎮ 培训计划的内容

和有效性也应定期复核和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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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人员卫生

所有人员在雇用之前和聘用期间ꎬ 如果可以ꎬ 都必须进行健

康检查ꎮ 无论何时ꎬ 任何员工存在可能对产品质量或者捐献者安

全产生负面影响的疾病或者有开放性损伤时ꎬ 都不得参与血液机

构中的任何生产规程ꎬ 直到该员工身体状态不再对药品生产构成

风险时为止ꎮ
所有的员工都必须进行个人卫生培训ꎮ 特别强调ꎬ 员工必须

按照要求在进行相关活动比如血液采集和生产前ꎬ 期间以及之后

对手部进行清洗并消毒ꎮ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ꎬ 需要保护捐献者ꎬ 员工以及产品免受污

染物影响ꎬ 尤其是血液和其他人体组织ꎮ
为了确保产品ꎬ 捐献者和员工免受污染ꎬ 相关人员应穿适合

于其所从事工作的清洁防护服ꎮ 穿过的衣服ꎬ 如果可以重复使

用ꎬ 在使用正确方法清洗前应保存在单独的密闭容器中ꎬ 并在必

要时消毒或灭菌ꎮ 在适当的情况下ꎬ 当需要接触处理任何血液或

血液成分时ꎬ 都必须穿着一次性或无菌手套ꎮ
禁止在生产区、 实验室、 仓储区ꎬ 分销区或其他任何可能影

响产品质量的区域吸烟、 饮食、 喝饮料和嚼口香糖ꎬ 或贮存食

物、 饮料、 烟类和个人药品以及栽培植物ꎮ 人员卫生操作规程必

须针对所有进入生产区域的人员ꎬ 内容包括穿着合适的防护服和

仪器适当的使用ꎮ

５　 文件

规程和记录文件对于质量保证体系而言是必要的ꎮ 它确保了

工作在一个标准的、 统一的模式下进行并且所有步骤都能有迹可

循ꎮ 写入文件的内容应包括所有的适用性方法和规程ꎬ 且易于所

有授权人理解ꎮ

５ １　 标准操作规程和记录

５ １ １　 标准操作规程

为了与 ＧＭＰ 药品质量生产管理的准则和相关国际条例保持

一致ꎬ 所有的关键规程———例如原料的购买和签收、 捐献者的筛

选、 血液采集、 血液成分的制备、 实验室测试和联合质量控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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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产品标签、 储存、 放行、 分销、 运输以及对最终产品的召

回———均应当被写入书面规程ꎮ 质量保证规程例如投诉调查、 偏

差管理、 非一致性产品的召回、 变更控制和文件控制也应被编入

书面规程ꎮ
血液机构中所有的行为都应通过标准操作规程来实施ꎮ 标准

操作规程和相关过程应当定期复核和更新以便完善产品的质量和

服务ꎮ 文件的审核本身也应有书面记录ꎮ

５ １ ２　 记录

任何可能影响血液和血液成分的质量的行为活动都应被及时

记录并填写ꎮ 关键步骤应进行多次检查ꎬ 或由不同人员或不同仪

器同法进行再次操作ꎮ 标准操作规程制定必须有书面文件———特

别是对产品质量会产生影响的文件ꎬ 以确保工作按照标准模式进

行ꎬ 所有的关键步骤都有可追溯性ꎮ 该文件应当保证所有步骤和

资料都能被独立审核认证ꎮ 所有的文件都应尽可能的明确指出活

动的负责人员、 日期和所用设备ꎮ
记录应清晰易读、 准确、 可靠并且能够真实再现结果和试验

项目ꎮ 记录内容应易于理解ꎮ 手写的试验项目数据都应保持清

晰ꎮ 任何记录的校正应遵循以下模式: 允许对早先的条目进行阅

读、 审核和校正ꎬ 同时应标有校正日期和负责校正的人员ꎮ
在适当的时候ꎬ 应经常由管理人或其他指定人员对关键的生

产和实验室记录完整性ꎬ 易读性和准确性进行检查ꎮ

５ ２　 文件控制

制定的所有文件应按顺序编排专用的标题和参考编号并应说

明版本和有效日期ꎮ 该文件的内容应当明确ꎬ 不应包括多余的信

息ꎮ 名称ꎬ 性质ꎬ 目的和范围都应明确列出ꎮ 授权人应对文件进

行审核ꎬ 批准ꎬ 签署并标明日期ꎮ 通过审计跟踪能明确说明负责

人员对文件控制的每一步ꎮ

５ ２ １　 文件管理

文件管理系统应完善到位ꎬ 应保证执行人员能随时阅读到附

有特定的生产操作步骤或其他关键性步骤的文件ꎮ 同时ꎬ 应建立

一个文件控制标准操作规程来控制文件的制定ꎬ 审查ꎬ 审批ꎬ 分

销ꎬ 执行ꎬ 修改和归档ꎮ 当一份文件被修订后ꎬ 文件管理系统应

能防止因疏忽等原因使用已作废的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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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分销记录对每一份文件进行记载ꎬ 该记录至少应显示出

该文件直接影响的工作区域或任务ꎮ 授权人应立即采取行动对文

件的所有变更进行复核、 日期标定并签名ꎮ 在该文件实施之前ꎬ
标准操作规程的设计、 制定和批准应与人员培训保持一致ꎮ

５ ２ ２　 记录保存和归档

根据国家规定ꎬ 所有对血液或血液成分的安全与质量至关重

要的记录 (包括原始数据) 应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存储区域ꎬ 最好

保存 １０ 年以上ꎮ 当需保存更长时间时ꎬ 可根据国家管制当局ꎬ
国际的要求或具体的合同协议来制定ꎮ 被永久延期的捐献者记录

应进行保存ꎮ
过期的标准操作规程也应保留在历史文件系统中ꎮ 文件应归

档在一个安全的区域ꎬ 方便授权人随时检索访问ꎮ 尤其当使用计

算机系统时ꎬ 文件的归档和检索过程应进行验证以确保所有的信

息在有效期范围内都能重新找回并读取ꎮ

６　 厂房和设备

６ １　 厂房

６ １ １　 设计和建设

厂房和设备的位置、 设计、 结构、 改建以及维护保养应适合

于厂房内所进行的操作流程ꎮ 为了避免污染物、 灰尘或污垢以及

其他因素影响产品质量ꎬ 厂房和设备的布局及设计应将产生误差

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ꎬ 并易于清洁和维护保养ꎮ 工作流程的设计

和安排应将对工作人员、 捐献者和产品的污染程度降至最低ꎮ 工

作区不应被用作通道或存储区ꎮ
辅助区要与捐献者评估区、 筛选区和生产制造区分离开来ꎮ

洗衣房、 卫生间、 更衣室或者食堂都应设置在卫生整洁的环

境中ꎮ
生产ꎬ 测试和储存区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未经准许的人员

进入ꎮ
厂房应有适当的照明、 温度、 湿度和通风条件以防止对生产

和贮存产生不利影响ꎮ 厂房的设计和配备应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昆

虫和其他动物的侵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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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必须认真进行维护和清洁 (见章节 ６ ２ ２ 和 ６ ２ ３)ꎬ 并

且应按照详细的书面操作规程对厂房进行清洁和必要的消毒ꎬ 并

保留清洁记录ꎮ

６ １ ２　 捐献区

捐献者区域应与所有的生产和试验区域分离ꎮ
厂房设计应有利于操作管理和捐献者的行为活动ꎬ 使已通过

接收ꎬ 筛选和接受捐献的捐助者无须回到之前的区域ꎮ
考虑到捐献者和操作人员的安全ꎬ 可对捐献者在筛选区进行

保密的个人面试ꎮ
捐献者的休息室和茶歇室应与捐献区、 储存区分离ꎮ

６ １ ３　 生产区

生产区必须保证有充足的适用于血液处理加工的设备ꎮ 捐献

区、 生产区和测试区要彼此分开ꎮ
应尽可能地采用已经验证的无菌连接设备来制造完全封闭的

系统ꎮ
当无法使用或者不适宜使用完全封闭系统时ꎬ 需要尽量使污

染或交叉污染的危险降到最低ꎮ 因此ꎬ 按照世卫组织 ＧＭＰ 对无

菌制品的要求定义ꎬ 设计的用于血液成分加工的厂房环境应符合

Ａ 级环境 (以 Ｂ 级环境作背景) (１２)ꎮ 如果产品的制备有额外的

安全措施ꎬ 那么其生产环境可以稍微宽松ꎬ 如在处理后及时转

移ꎬ 或立即放入产品的储存区以防止微生物的生长ꎮ 相关执行人

员应穿相应的衣服 (即合适的外套ꎬ 口罩或手套)ꎬ 并应接受无

菌操作的定期培训ꎮ 同时ꎬ 应对无菌处理过程进行验证ꎮ 环境监

测协议应由质量保证部门实施和评估ꎮ
用于血液成分加工的厂房应保持清洁卫生ꎮ 根据对过程风险

进行评估ꎬ 微生物污染的监测应当考虑关键的设备和适宜的环

境ꎮ 并保存相应记录ꎮ
用于加工和存储的区域ꎬ 应采取措施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

入ꎬ 并应只用于预期的目的ꎮ

６ １ ４　 储存区

储存区应提供足够的空间来确保储存物质有序地分类存放并

保持干燥ꎮ
储存条件应按照有关规定加以控制ꎬ 监测和记录ꎮ 整个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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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应保证温度分布均匀并记录在案ꎮ 用于血液及血液成分处理的

物质的贮存尤为重要ꎮ 温度监测应及时进行并做好记录 (每天至

少一次)ꎮ 制定报警模式ꎬ 规定适宜的温度上限和下限ꎬ 并应定

期检查ꎬ 做好相关记录ꎮ 当发生报警时ꎬ 应采取相关行动并以书

面形式进行记录ꎮ
中间存储和运输应在规定条件下进行ꎬ 确保符合标准ꎮ
储存区应保证隔离和放行的物料成分有效区分ꎮ 同时必须由

单独区域存放被退回原料和成分ꎮ

６ １ ５　 实验室

测试实验室的设计和建造应尽量将差错和污染风险降至最

低ꎮ 实验室区域必须和样品处理区及最终产品储存区彼此分离ꎮ
在操作核酸扩增技术 (ＮＡＴ) 的区域ꎬ 独立厂房和空气处理系统

都要考虑到可以顺利实施核酸扩增检测ꎮ 应考虑兴建一个单独的

实验室进行样本采集ꎬ 另一个实验室进行核酸扩增和检测ꎬ 以尽

量减少污染或假阳性测试结果的风险ꎮ

６ １ ６　 移动采血站

移动采血站的地点应便于采血操作并使工作人员、 捐献者和

样品都能合理流动ꎬ 使出现差错的风险降至最低ꎮ 移动采血站的

实施都必须预先规划ꎮ 辅助区 (茶歇室) 应与捐献区和储存区彼

此分离ꎬ 但要确保对已捐献的受试者进行持续观察ꎮ
用于移动采血设施应符合以下标准:
— 有足够的空间进行相关操作ꎬ 并能保护捐献者的隐私ꎻ
— 保障工作人员和捐献者的安全ꎻ
— 必须有通风ꎬ 供电ꎬ 照明ꎬ 洗手设施ꎬ 通信设施ꎬ 用于血

液储存和运输的充足空间ꎬ 和适宜的温度条件ꎮ
每个站点都应该有已批准的计划ꎬ 详细说明其站点的布局ꎮ

移动采血站的设置应根据此平面图进行建造ꎮ

６ ２　 设备

６ ２ １　 设计和建造

所有设备的设计都应符合其使用目的ꎬ 不能对捐献者、 工作

人员或血液成分造成任何危害ꎮ 同时ꎬ 对所有的设备都要进行有

效清洗ꎬ 所有直接连接气囊系统的设备表面都要进行消毒灭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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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应放置在合适的位置 (例如平衡的表面上)ꎬ 并且不受

周围环境 (如阳光直射会对光学仪器产生影响ꎬ 如血浆分离置换

系统或平衡系统) 的影响ꎮ

６ ２ ２　 维护

设备的维护ꎬ 清洗和校准都应定期进行ꎬ 并记录在案ꎮ 根据

时间表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ꎮ
维护工作应建立在各项认证行为的基础之上ꎮ 设备的维护时

间间隔应与设备说明指示一致ꎮ 凡是没有规定维护时间间隔的设

备ꎬ 其维护至少保证每年一次ꎮ 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规定不同的

维护时间间隔ꎮ 如果没有制造商推荐的定期维护工作ꎬ 那么要按

文件所示规程至少进行一项功能控制ꎮ 所有维护活动应当记录在

案ꎮ 血液机构的工作人员应将对外技术服务的维护报告进行检查

和签署ꎬ 以便针对维护所得结果来确认是否需要采取相应措施ꎮ
维护文件内容应包含检查的类型ꎮ

不常使用的设备 (包括备份系统) 也需要定期维护ꎬ 包括溯

源系统ꎮ
对设备的使用ꎬ 维修ꎬ 服务ꎬ 清洗和消毒的说明要易于使用

者理解ꎮ 每种类型的设备应配有书面操作规程ꎬ 详细介绍发生故

障或失效时ꎬ 应采取的措施ꎮ 对于不合格设备和无法使用的设备

应标明ꎬ 将其搬离工作区ꎮ
无菌连接设备的维护应包括抗拉强度的检查ꎮ 此外ꎬ 对于此

关键设备ꎬ 同时应定期对油管焊接的完整性进行功能检查ꎮ
一般情况下ꎬ 其他设备也应进行功能检查———如当它们被移

动或运输到移动站点后需要进行平衡测试ꎮ
所有关键的实验室设备或系统应制定定期维护计划ꎬ 计划必

须包括维护的时间间隔ꎮ 同时对仪器维护和修理后的放行必须由

按照相应的规程实施ꎮ
如果维护采用外包形式 (如供应商)ꎬ 这项工作应当记录在

案ꎮ 在用于血液成分制造的设备使用以前应先对设备进行评估ꎬ
以判定其是否具备预期性能ꎮ

６ ２ ３　 清洁

建立清洁规程并在书面标准操作规程进行记录和描述ꎮ 设备

的清洗应按照制造商的使用说明进行ꎮ 最好对直接接触血液的血

浆袋系统 (如离心机ꎬ 分离器ꎬ 仓储货架) 的表面制定定期清洁

３６１



和消毒计划表ꎮ
在清洁过程中ꎬ 应使用已经认可的具有抑菌性消毒剂ꎮ 在制

定清洁计划中ꎬ 应针对不同的设备和厂房建立不同的清洗方法ꎬ
并指定清洗间隔ꎮ 清洁规程不得对设备或血液成分有任何不良影

响ꎮ 所有的清洁活动应记录在案ꎮ

６ ２ ４　 校准

用于血液采集、 分离和质量控制测试使用的测量仪器和测量

系统应根据制造商的要求定期校准ꎮ 根据既定的标准操作规程和

国家规定进行校准并记录在案ꎮ 定期校准温度传感器 (如冰箱)ꎬ
移液管ꎬ 天平ꎬ 定时装置和血红蛋白计 [制造商使用控制血糖和

(或) 试管]ꎮ 对于校准的方法ꎬ 如用于控制质量的天平校准ꎬ 应

用已知的标准物进行校准已确保其准确度ꎮ 如果使用比较测量方

法对第二个设备进行测定ꎬ 所得两次测量结果之间所允许的最大

偏差应该加以界定ꎮ

６ ３　 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系统是一个功能单位ꎬ 它由一个或多个的计算机和相

关输入输出设备、 常规储存以及执行的所有相关规程 (９) 组成ꎮ
计算机系统执行用户编写或用户指定的程序ꎬ 同时ꎬ 完成用户指

定的数据处理问题 (包括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ꎬ 并在执行过程

中修改自身的执行方案ꎮ 计算机系统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ꎬ 也

有可能由几个相互联系的单位组成ꎮ
为防止未经授权便使用或更改硬件和软件ꎬ 应当对其加以

保护ꎮ
重要的计算机系统应验证后方可使用ꎮ 当遇到以下情况ꎬ 该

系统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 直接关系到血液制品制造ꎬ 血液或血液制品测试 (捐助者

/接收者)ꎬ 标记和分销的决策过程ꎻ
— 用来处理或操作相关信息ꎻ
— 会对产品质量ꎬ 信息管理ꎬ 存储ꎬ 或用于经营决策和质量

控制的工具产生影响ꎮ
应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ꎬ 应对计算机系统定期重新验证或年

度检查ꎬ 以确保其可靠性ꎮ
当计算机系统发生故障时ꎬ 应有详细的处理规程详细记录下

针对每种类型的硬件和软件所应采取的措施ꎮ 同时应有备份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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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防止停机或功能故障的情况下数据丢失ꎮ 对归档和检索的过

程应进行验证ꎬ 以确保存储和检索数据的准确性ꎮ
在日常操作中ꎬ 关键的计算机系统应保持有效状态ꎮ 任何改

变都应按照正式的变更控制系统 [包括资格和 (或) 验证行为]
进行处理ꎮ 在变更的规程投入到日常使用之前ꎬ 应先对相关的文

件进行修订并且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ꎮ 任何软件的更新都要进

行评估并有相关规程对升级安装的验收进行验证和审核ꎮ
手动输入的关键数据 (如试验测试结果)ꎬ 都须由第二人进

行独立复核ꎮ 当使用计算机系统ꎬ 应有查账索引以确保准确

无误ꎮ

７　 确认与验证

７ １　 仪器确认

所有的实验仪器的确认和使用都必须与操作规程保持一致ꎮ
新的和经维修的仪器在安装时应符合确认要求并在使用前审

核ꎮ 确认结果应记录在案ꎮ
确认的范围取决于仪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ꎮ 对于有些设备ꎬ

安装确认和校准就已足够了ꎮ 对于较为复杂的仪器则需要更进一

步的确认和验证ꎬ 包括仪器ꎬ 操作和软件ꎮ
世界卫生组织在有关验证准则 (１０) 和药品检查合作计划验

证 (ＰＩＣ / Ｓ) 有关总体规划建议、 安装和操作的确认ꎬ 非无菌工

艺验证ꎬ 清洁验证 (１１) 的建议中ꎬ 对资质认证和批准给予了进

一步指导ꎮ

７ ２　 生产工艺的验证

根据预先指定的测试和验收标准ꎬ 血液及血液成分的制造过

程中的所有关键程序在启用前应进行验证ꎮ 这些关键程序包括捐

献者筛选和血液适用性检查、 成分制备、 捐献者传染疾病测试

(同样见 ７ ３)、 ＡＢＯ 血型鉴别和适用性抗体筛选 (如: 红细胞浓

缩液)、 标签、 储存和分销ꎮ
验证工作用于确保产品生产质量的稳定性ꎬ 也包括在可行的

情况下对所抽样品进行统计ꎮ 验收标准应建立在每种血液成分相

关的一整套明确的规范之上ꎬ 包括一整套由血液机构或国家监管

机构建立的质量控制测试———如质量体积比ꎬ 残血细胞 (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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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而定)ꎬ 血红蛋白ꎬ 凝血因子 (如凝血因子Ⅷ) 和 (或) 总

蛋白 / ＩｇＧ 含量测试 (见 ９ ４ ３ 和 ９ ６)ꎮ 所有的数据结果都应保

证最终产品符合标准ꎮ
同样ꎬ 血浆置换分离系统及软件也应进行确认和维护ꎮ 相应

规程必须进行验证ꎮ 根据不同的产品ꎬ 血液成分质量的验证标准

也不同ꎬ 包括产品重量ꎬ 产量ꎬ 剩余的白细胞含量ꎬ 血红蛋白和

凝血因子ꎮ 对新的血浆置换分离规程的验证方法也需要进行评

估ꎬ 内容包括由直接接触血液的材料可能诱导的凝血ꎬ 纤溶ꎬ 补

体系统的激活的风险ꎮ 这些研究通常由生产血浆分离系统的制造

商来完成ꎮ

７ ３　 选择合适的检测系统进行传染病筛选

血液捐献物的传染病标志物筛选质量依赖于下列条件的履行

状况:
•只能使用专门应用于为血液捐献者筛选而设计且经过验证

的检测系统ꎮ 其他系统ꎬ 比如只是以诊断为目的的检测ꎬ
不允许使用ꎮ

•所有的检测系统都应该经制造商验证ꎮ
•在完成常规分析之前ꎬ 实验室应验证其是否达到生产商标

准ꎮ (原则上该条款也适用于室内测试)
•实验室应证明在检测系统的常规分析中ꎬ 能够进行规定的

检测并能持续保持该检测能力ꎮ
血液捐献物的筛选一般需要使用高灵敏度的检测系统ꎬ 但这

可能会削弱系统的专属性ꎮ 尽管这有可能会增加假阳性结果的比

例ꎬ 但是它在保证不漏检真阳性结果方面起到重要作用ꎮ 对于新

试验或新技术ꎬ 必须通过对适宜人群的样本进行检测 (比如捐献

者ꎬ 接受者ꎬ 血清转化的接受者)ꎬ 并将已知方法与新方法的结

果进行比较ꎬ 来建立精确的质量标准ꎮ
检测系统的验证主要涵盖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 检定试剂应包括质控材料 (阳性质控样品、 阴性质控样

品、 校准样等)ꎻ
— 设备ꎻ
— 软件ꎻ
— 规程和处理方法 (检测方法)ꎮ
验证结果不仅能证明是否达到预期的范围和标准ꎬ 还提供了

所有关键物料ꎬ 关键设备以及过程条件的精确描述 (温度ꎬ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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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ꎬ 离心转速)ꎮ 另外ꎬ 试验指标满足要求后ꎬ 加工和处理的

相关说明应该记录下来并且随检测系统一并提供ꎮ
生产商需要制定或者达到的检测系统标准主要包括:
— 专属性ꎻ
— 灵敏度ꎻ
— 准确度 (衡量测量值与真值的接近程度)ꎻ
— 重复性 (系列的重复)ꎻ
— 再现性 (由不同的操作者ꎬ 在不同的时间采用不同的试剂

进行系列重复)ꎻ
— 已知干扰 (血清溶血等)ꎻ
— 最低和最高检测限 (系列稀释)ꎻ
除了对合适的捐献者和接受者进行检测之外ꎬ 同样需要使用

适当的标准物质制定检测系统的性能标准ꎮ 当用于特定标记物

时ꎬ 这些标准物质应该可以追溯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标准或者

标准试剂ꎮ
每一个检测系统都需要文件记录ꎬ 这些文件记录中至少包括

以下信息:
— 检测系统 (试剂ꎬ 质控样品ꎬ 仪器)ꎬ 设备ꎬ 稀释剂的

说明ꎻ
— 安全法规ꎻ
— 检测原理说明ꎻ
— 质量标准ꎻ
— 取样过程ꎬ 取样计划ꎬ 取样方法和检测规程的说明ꎻ
— 每一系列捐献样品的内部质量控制 (阳性和阴性)ꎻ
— 推荐的校准物质和校准频率 (试剂变更)ꎻ
— 测量仪器的基本知识 (格式ꎬ 光密度)ꎻ
— 测量结果的读取和结果转换ꎻ
— 验收标准ꎬ 界限ꎬ 标准值ꎬ 范围ꎬ 前带ꎬ 灰带ꎮ
如果可行ꎬ 该血液筛选系统应由国家管制当局认可批准ꎮ

７ ４　 含量测定法的验证

除了制造商对测试系统进行验证外ꎬ 在测试系统应用于日常

试验以前ꎬ 应在实验室对测试系统进行现场验证ꎮ 该验证应

证明:
— 实验室达到系统制造商规定的性能指标ꎻ
— 实验室工作人员训练有素ꎬ 能够熟练操作检测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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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之前ꎬ 关键设备ꎬ 包括相关电脑系统ꎬ 都必须进

行彻底确认ꎮ 安装确认ꎬ 操作确认和性能确认都应实施ꎬ 并且完

整记录在案ꎮ 这项工作可能涉及供应商和 (或) 第三方ꎮ 强烈建

议应由最终用户 (而不是由第三方) 进行性能确认ꎬ 以更好的证

明工作程序是否有序进行ꎮ
此外ꎬ 还需证明测试系统性能指标均能持续满足日常捐献者

测试的需求ꎮ 这些证明内容包括:
— 每一系列测试的内部和外部的质量控制材料ꎻ
— 收集前期的测试样本作为周期性过程质量控制内部平台

使用ꎻ
— 对控制的监控 (例如图解ꎬ 使用列维－詹宁斯图)ꎻ
— 用统计方法建立控制测量的标准偏差ꎻ
— 用偏差方法 (警戒范围ꎬ 控制范围ꎬ Ｗｅｓｔｇａｒｄ 规则) 管理

整改措施ꎻ
— 对外部标准物质或对照品的控制测量趋势的监测ꎻ
— 由全体有资质的工作人员参与的外部质量评估计划 (能力

测试)ꎮ

８　 材料和试剂的管理

８ １　 材料与试剂

只有满足要求和标准的供应商提供的试剂和材料方可使用ꎮ
材料和试剂应当符合医疗器械的法律规定ꎮ 材料ꎬ 试剂和耗材的

管理规程必须明确规定所有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的血液成分的质量

验收标准ꎮ 这些关键材料的收据原件或复印件必须注明材料的接

收是否符合规定ꎬ 并确定接收人员ꎮ

８ ２　 接收和隔离

应对收到的货物进行检查 (如所附证书ꎬ 有效期ꎬ 批号ꎬ 缺

陷)ꎬ 以确认它们符合相应的要求与标准ꎮ 对外观损坏的货物应

仔细检查ꎬ 以确定材料是否受到影响ꎮ 接收到的关键物料 (如无

菌试剂ꎬ 血袋和检测试剂)ꎬ 应立即进行物理或系统隔离ꎬ 直至

其出厂使用ꎮ 在隔离状态下ꎬ 应确保不同的物料和试剂存储在不

同的区域ꎬ 这些区域应清楚标明ꎬ 并限制访问权限ꎮ 当用标签标

明不同样品时ꎬ 可使用不同颜色标签代表不同的状态ꎮ 用于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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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隔离的系统 (例如ꎬ 计算机系统) 应提供同等的安全性

证据ꎮ

８ ３　 生产原料的接收和检测试剂的放行

关键材料应在接收时应进行隔离ꎬ 然后对其进行评估ꎮ 当确

定可验收后ꎬ 材料才允许由授权人员用于下一步生产ꎮ 产品实际

的放行行为可以在授权人或经验证计算机系统的指导下进行ꎮ 产

品放行的最低标准为适用性检查以及对生产商提供产品验收证书

或产生的其他可接受的记录信息的核查ꎮ
同样ꎬ 每一批新的检测试剂盒在用于放行前的常规分析时也

应通过实验室评估ꎬ 检测性能指标ꎬ 确保符合标准ꎮ
无菌材料 (如血袋ꎬ 抗凝血剂的溶血剂) 的制造商应在每批

材料放行前应提供相关证明材料ꎮ 血液机构应书面制定证明材料

的验收标准ꎬ 至少包括材料的名称ꎬ 制造商ꎬ 与相关要求的符合

情况 (如药典或医疗器械法规)ꎬ 并确认材料是无菌的ꎮ

８ ４　 储存

生产商应将材料和试剂储存在适宜的条件下ꎬ 并保证库存周

转隔离有序ꎮ 储存和使用应遵循 “先到期先出货” 的原则 (即先

进行存储的材料应先使用)ꎮ 有效期的使用作为一种替代的库存

管理技术也是可以接受的ꎮ
储存时应确保特定的储存温度条件ꎬ 并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和

监测ꎮ

８ ５　 材料和试剂的溯源

为了对材料和试剂进行追溯ꎬ 应保存所有库存记录ꎮ 记录应

当记录下哪些批次的材料或试剂曾用于血液单元和血液成分的采

集ꎬ 处理或检测ꎮ 关键物资的库存ꎬ 如捐献序列号标签ꎬ 应严格

控制以避免混淆或错标ꎮ

８ ６　 供应商 /中间商管理

只能从合格供应商处购买或获取所有与产品质量相关的材料

和试剂ꎮ 合同双方 (即合同提供方和合同接收方) 之间的关系应

明确界定ꎮ 合同提供方的血液机构负责评估供应商的实力 (合同

接收方)ꎮ
合同签订过程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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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４８５０９００８－签约前的资质评估ꎬ 以确保供应商符合血液

机构的需求和 ＧＭＰ 要求ꎻ
— 制定适当的管理规范ꎬ 合理规定服务或商品的质量ꎻ
— １４４８５０９００９－对收到的货物进行相应的检查ꎬ 以确认他们

是否符合标准ꎻ
— １４４８５０９０１０－检查ꎬ 以确保使用中的商品符合标准ꎻ
— １４４８５０９０１１－合同任意一方在进行可能影响服务或货物的

质量的变更时ꎬ 必须提前告知ꎻ
— １４４８５０９０１２－与供应商定期交流沟通ꎬ 以了解和解决问题ꎮ

９　 生产

９ １　 捐献者登记

在血液机构ꎬ 捐献者应积极主动确认他们的全名ꎬ 地址和出

生日期ꎮ 每个捐献者还应提供一个永久居住地的证明ꎬ 以及电话

号码ꎬ 以确保在必要的时候能与之取得联系ꎮ
捐献者需要提供有照片的证明材料ꎬ 如身份证ꎬ 护照或驾驶

执照ꎬ 尤其是第一次捐献ꎮ 在进行捐献者选择和采血之前ꎬ 为保

证产品的质量和捐献者的安全ꎬ 应首先认真反复确认捐献者的

身份ꎮ
如果使用电子数据库对捐助者的信息进行维护ꎬ 则需要反复

检查或同时通过其他验证方法来确认手动输入信息的准确性ꎮ

９ ２　 捐献者选择

血液和血液成分应从精心挑选的健康捐献者处获得ꎬ 这些捐

献者必须经过一系列经验证的系统检查ꎬ 包括健康评估审查、 社

会行为历史调查 (捐助问卷) 和体检等ꎮ 在血液成分出厂之前ꎬ
这些检查结果ꎬ 应结合实验室感染性疾病筛查测试结果进行评

估ꎬ 以保证捐献者并没有任何传染性病原体的传播风险ꎮ 国家管

制当局应当对捐献者的选择建立一个统一的框架ꎬ 应考虑到产品

的类型ꎬ 相关传染病的风险ꎬ 以及该国的主要流行病相关数据ꎮ
对以上这些数据进行分析ꎬ 可用于提高捐献者选择标准ꎮ 国家管

制当局也应该参与到修改捐献者筛选和捐献所需测试的流程

中来ꎮ
监管机构和专业团体已分别公布了选择捐献者的全血及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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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的标准规定和建议 (例如ꎬ 欧洲理事会提出的关于全血及血

液成分的制备ꎬ 使用和质量保证指南)ꎬ 这些规定和建议可以用

作参考 (１３)ꎮ 这些指导性文件可以用来说明血液和血液成分加

工中的关键点ꎮ
献血系统应由定期和重复的捐献者组成ꎮ 这样能保证拥有最

佳的历史记录的捐献者ꎬ 从而降低检测的潜在风险ꎮ

９ ２ １　 捐献者的流行病监测

为了确保血液成分的长期安全ꎬ 血液机构应对捐献者进行长

期的持续的流行病学监测ꎮ 监测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精确的了解与

血液成分安全相关的标志性传染病的流行性和发病率ꎬ 以及其发

展趋势ꎮ 这样才能够及时采取应对对策ꎮ 该系统不仅从国家 /地
区层面ꎬ 也包括从那些向国家的独立血液机构献血的捐献者处收

集流行病学资料ꎮ 应考虑捐献人群的旅行情况可能带来的传染性

疾病 (如疟疾ꎬ 南美锥虫病ꎬ 雅各氏病等)ꎮ
流行病学监测信息还可以用于以下方面:
— 用于检测不同采集中心的捐献者群体之间的不同以及他们

之间病毒标记物的不同ꎻ
— 用于检测不同采集中心的捐献者选择和筛选过程ꎻ
— 用于检测感染性标记物的发展趋势ꎬ 这些标记物可能反映

出人群中病毒标记物的变化率或在特定的血液采集站点捐

献者选择或特定筛选过程所带来的偏差ꎻ
— 用于评估任何预防措施之间的关联ꎬ 这些预防措施包括ꎬ

如加强相关捐献者选择的过程ꎬ 额外延期准则ꎬ 或以避免

血液成分污染所做的进一步筛选检验ꎮ
当第一次捐献者的血液用于制备血液成分时ꎬ 需要对这个特

定的捐献群体的传染病风险进行评估ꎮ 第一次捐献者这个群体比

已经经过筛选的固定捐献者更有可能拥有血源性病毒标记物ꎮ
目前最好的采集和分析 ＨＩＶ１ / ＨＩＶ２ 艾滋病毒ꎬ 丙型肝炎病毒

(ＨＣＶ) 和乙肝病毒 (ＨＢＶ) 的流行病学数据的方式是在血液采

集网点进行ꎬ 因为它们表现的主要致病风险与血液相关ꎮ 国家管

制当局应根据当地或地区的流行病情况ꎬ 负责确定是否对这个名

单进行修改或增加附加标准ꎬ 例如新兴的传染性病原ꎮ 对于目前

这三个推荐的标志性病毒检测ꎬ 一旦证实药检呈阳性 (即在筛选

过程中有多次阳性反应ꎬ 在证实试验中呈最少一次阳性) 应立即

进行记录、 报告和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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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２　 捐献者信息

潜在的新捐献者 (包括口头和书面承诺人) 也需要提供相关

资料ꎬ 包括他们的病史以及个人的行为习惯信息来确定他们是否

适合作为血液捐献者ꎮ 这些书面信息可以用来解释血液制品相关

的感染风险和一些社会习惯可能会带来的感染风险ꎮ 这些信息通

常由职业内科医生或者在其指导下的专业人士来提供ꎮ 同时ꎬ 这

些信息必须清楚的解释将献血者除名的延期准则ꎮ 这些对于确保

候选的捐献者更好的理解延期的原因有重要作用ꎮ
候选的捐献者ꎬ 应要求签署一份献血知情同意书ꎬ 以表明

他 /她完全了解与献血有关的道德和法律责任和可能出现的风险ꎬ
以及偶尔可能出现的并发症ꎮ 这份同意书还应该包括一份声明ꎬ
捐献者授权他 /她的血液和血液成分可用于输血或进一步生产ꎮ

捐献者应被告知ꎬ 如果献血后出现突发事件ꎬ 如生病或在健

康检查中出现新的情况ꎬ 应立即与血液机构联系ꎮ

９ ２ ３　 问卷调查和面试

如有必要ꎬ 应由接受过捐献者选择标准培训并获专业资格的

人员ꎬ 通过已经验证的书面问卷ꎬ 对每个捐献者进行面试和评

估ꎮ 为了获得捐献者病史相关的真实信息 (病史和药物使用情

况) 和一般健康状况ꎬ 建议捐献者应回顾ꎬ 填写并签署一个预先

准备好的调查问卷以确定捐献者类型 (如第一次捐献或多次重复

捐献)ꎮ 问卷调查应包括捐献者的病史ꎬ 出行情况ꎬ 风险行为ꎬ
药物使用情况ꎬ 以及其他就医情况ꎮ 问卷中可将国家名单列出ꎬ
以协助捐献者完成早期居住或旅游方面的问卷ꎮ 同样ꎬ 可能对接

受者构成威胁或提示捐献者的健康不佳的药品清单也可提供给捐

献者ꎮ 国家管制当局可以提供这些清单ꎮ
问卷设计时ꎬ 应便于确定捐献者是否有良好的健康状况ꎮ 问

卷的管理有以下几种方法ꎬ 如:
— 由一个人读问题ꎬ 同时记录捐献者的回答ꎻ
— 由捐献者自己阅读问题并作答ꎻ
— 由电脑写出问题展示给捐献者ꎬ 捐献者作答ꎻ
— 由计算机向捐助者阅读问题ꎬ 捐献者作答ꎻ
— 其他能确保捐献者了解问题ꎬ 回答问题并记录答案的经验

证的方法ꎮ
捐献者ꎬ 捐献者所做的调查问卷及其采集的产品必须建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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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联系ꎮ 在对捐献者的历史进行审查后ꎬ 对其所采集的血液成

分以及历史记录进行关联ꎬ 但必须维护捐献者的隐私ꎮ 每个产品

都应有一个唯一的捐献号ꎬ 这个号码与捐献者的姓名相关联ꎬ 但

是产品信息不能包含捐献者的名字ꎬ 除非在国家管制当局规定的

自体捐献的情况下ꎮ
在阅读捐献者信息和 (或) 问卷后ꎬ 携带具有血液传播的风

险疾病的捐献者应放弃捐献ꎮ 这些保密的自我放弃也可以在捐献

之后进行 (例如通过电话)ꎮ 同时ꎬ 应记录延期的原因ꎬ 以及确

定临时或永久性延期的情况ꎮ 这些记录应当与捐献者的筛查记录

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保留ꎮ
捐献者身份信息确认ꎬ 面试和评估在每次捐献前都必须进

行ꎮ 血液机构 (或移动采集站) 的场所选择和布局都应适合保密

的进行捐献者面试和筛选ꎬ 以确保不影响候选捐献者如实回答个

人问题ꎬ 否则ꎬ 可能会大大降低献血安全性ꎮ
应规定两次捐献的最小时间间隔ꎬ 在每次捐献之前ꎬ 必须对

这个时间间隔进行审核或评估以确保与等候期一致ꎮ

９ ２ ４　 延期政策和延期标准

作为血液机构延期政策的一部分ꎬ 一系列对潜在的捐献者使

用的永久或临时性延期标准应该明确定义ꎬ 同时纳入捐献者教育

材料和血液机构规程ꎬ 并公之于众ꎮ 还应确定捐献者先前是否曾

被延期ꎬ 任何延期的原因都应进行审查ꎬ 以便决定该捐献者目前

是否适合进行捐献ꎮ 根据国家管制当局的建议或其他法律规定ꎬ
被延期的捐献者应被告知推迟的原因ꎬ 并劝其不要到其他捐献机

构进行捐献ꎬ 根据国家管制当局或其他法律要求ꎬ 被延期的原因

等相关信息应与其他卫生专业人士或政府机构共享ꎮ
献血的接受或延期标准由国家管制当局制定ꎬ 并应根据国家

要求在全国推广应用ꎮ 在建立和实施有效的国家规章的职责范围

内ꎬ 国家管制当局应尽力推行这些准则ꎮ
国际上列为永久延期的主要标准包括以下情况:
— 临床或实验上证明感染血源性传染病ꎬ 如急性或慢性感染

ＨＩＶꎬ ＨＣＶ 或 ＨＢＶ (在某些地区表面抗体较高的捐助者

是可以接受的)ꎻ
— 曾经或正在静脉注射吸毒者ꎻ
— 长期细菌或原虫感染ꎮ
其他永久或暂时性延期准则ꎬ 可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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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男性之间的性关系ꎻ
— 从事卖淫活动的男女ꎻ
— 血友病或有其他凝血因子的缺陷ꎻ
— 性伴侣存在上述情况或者可能存在上述危险因素ꎻ
— 捐献前 １２ 个月内有黄疸ꎬ 因为这可能是 Ａ 型ꎬ Ｂ 型或 Ｃ

型肝炎的临床症状ꎻ
— 在献血前 １２ 个月内曾有过输血行为ꎬ 包括血液ꎬ 血液成

分ꎬ 血浆制品ꎬ 细胞治疗产品或又进行了有供血的器官移

植ꎬ 输血与移植均为血源性感染的风险因素ꎻ
— 在献血前 １２ 个月内接触过别人的血液ꎬ 包括意外针刺ꎻ
— 在献血前 １２ 个月内进行过文身ꎬ 划伤ꎬ 耳穿孔或针灸

(这些做法均是病毒感染的途径)ꎬ 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

明这些活动是在无菌条件下进行ꎻ
— 人类 Ｔ 淋巴细胞病毒 (ＨＴＬＵ) 感染的风险因素ꎻ
— 疟疾感染的风险因素 (如曾在疟疾高发地区旅游)ꎻ
— 克雅氏病家族史ꎻ
— 在献血前 １２ 个月内曾监禁超过 ３ 天ꎮ
当使用临时延期准则ꎬ 恢复捐献时ꎬ 需由专业人员遵照特定

规程进行ꎮ 延期准则是临时的 (一旦有危险因素被证实) 如果对

捐献者采用了额外的控制ꎬ 或延期期限已经过去ꎬ 可取消延期准

则ꎮ 国家管制当局可能会建议或定义不同的延迟标准和时限ꎬ 如

实施病毒的核酸扩增检测ꎮ

９ ２ ５　 身体检查ꎬ 捐献者健康标准和捐献者接收

在参与第一次或其后的捐献之前ꎬ 以及定期的血浆分离置换

项目时ꎬ 必须由专业持证医生根据规定的规程对捐献者进行专业

身体检查ꎮ 根据由国家管制当局建立的国家规定ꎬ 该检查也可以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医生在持证医生的指导下进行ꎮ 通常ꎬ 在咨询

血液机构之后ꎬ 国家管制当局应该规定在检查中关于健康的标准

以及接受的限度ꎬ 比如血红蛋白数量ꎬ 血压ꎬ 体重ꎬ 年龄ꎬ 心率

以及体温ꎬ 或者其他能保证血液成分以及捐献者安全的标准ꎮ
按照国家管制当局的要求ꎬ 血液机构必须在相关接受 /延迟

准则的基础上制定出书面标准操作规程ꎬ 以控制捐献者的接收以

及延迟标准ꎮ 捐献者的异常调查结果必须向负责最后决定的医生

报告ꎮ 如果医生对该捐献者有任何怀疑ꎬ 该捐献者都应被推迟ꎮ
采用计算机记录系统负责对捐献者进行记录ꎬ 并确保可以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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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到所有的捐献物ꎮ 这些信息提供了捐献者的病史ꎬ 包括曾被临

时延期的情况ꎬ 这对加强和评估捐献物是否对产品质量以及血液

成分安全构成危险有重要意义ꎮ
捐献的每一步骤包括捐献者的选择等相关记录都应该被保

留ꎮ 这些记录可以通过病史ꎬ 延期史ꎬ 捐献间隔ꎬ 问卷和面试的

答案以及身体检查的结果帮助做出关于是否接受捐献者的决定ꎮ
捐献者的驳回以及延期的原因都应当被记录ꎮ 授权的面试人员应

当填写捐献者选择记录以及捐献者适宜性的最终评估报告ꎮ
在 ＧＭＰ 指导下的其他生产步骤ꎬ 都必须运用已经验证的方

法进行捐献者选择以及接收规程ꎮ 这些既定的规程和过程所出现

的偏差ꎬ 都可能会导致产品不符合标准ꎬ 这类产品应该被视为不

合格产品ꎬ 不能进行放行分销ꎮ

９ ３　 采集

９ ３ １　 全血采集

捐献者在静脉抽血以前应确认身份 (如填写姓名和出生日期

等)、 检查收集系统有无被损坏或污染ꎬ 确保其可用于血液采集ꎮ
任何异常的水分或颜色变化证明系统存在缺陷ꎬ 不应再使用ꎮ 应

对有缺陷的系统进行调查ꎬ 以评估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其相应解决

措施ꎮ 采集系统应按照制造商的指示使用ꎮ 在每次抽血时ꎬ 工作

人员进行适当的手部消毒并注意个人卫生ꎮ
抽血的场所的准备措施应遵循标准的和有效的规程ꎬ 在不同

的消毒液中选用合适的类型ꎮ 同时应检查消毒剂的有效期ꎮ 如果

使用充装瓶ꎬ 在装填前应进行清洗ꎮ 应在标签上注明生产日期和

内部消毒剂的启用日期ꎮ 准备用来抽血的皮肤表面在消毒以后和

针头插入之前都不能再触碰ꎬ 不要倚靠在皮肤表面或者在其上方

讲话ꎮ
在进行血液捐献时ꎬ 应取部分样品供实验室检测ꎮ 应对操作

规程进行设计以保证微生物污染危险降至最低ꎬ 比如ꎬ 移取至少

１０ｍｌ 的样品至试管中进行检测ꎮ 实验方法同样应保证尽量降低样

品的变质率ꎬ 比如按照制造商的使用说明ꎬ 对样品管或检测试剂

盒进行冷藏ꎮ 样品在标注过程中应包括许多步骤 (例如ꎬ 对试管

立即贴标)ꎬ 以防止样品识别错误ꎮ 测试样品的标签应在不违背

保密捐献者的基础上标示捐献者、 样品名称和血液成分ꎮ
一旦开始采血过程ꎬ 就要确保抗凝剂与血液良好地混匀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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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凝血连锁反应的危险ꎮ 血袋应定时进行温和的混匀处理ꎮ 混

合方式可采取自动连续平衡混合或定期手工混合ꎬ 至少保证每 ９０
秒混合一次ꎮ 一个标准单位的全血收集应在 １２－１５ 分钟之内完成

(视需要准备的组成成分而定)ꎬ 如果持续时间过长ꎬ 可能会导致

凝血因子和细胞成分的活化ꎮ
应对捐献过程中的所有行为进行记录ꎬ 包括进行静脉抽血人

员的身份证明ꎮ 所有失败的捐献、 不良反应或不良事件都应记录

下来ꎮ
对于血液成分加工处理可接受的捐献最长收集时间ꎬ 应当有

明确规定并加以控制ꎮ 捐献的血液在超过最大收集周期后应当弃

用并记录在案ꎮ
内置的血袋收集管应密封在尽可能接近血袋底部处ꎬ 然后

取出ꎮ
系统中每一个单独的捐献号应对应一个捐献者及其相关捐献

行为、 所有成分、 样品和记录ꎬ 并将其紧密联系起来ꎮ
当完成捐献后ꎬ 所有记录、 血袋和实验室样品应核实其捐献

号ꎮ 按照控制规程ꎬ 捐献号尚未使用的标签应该被弃用ꎬ 并严格

执行排除误认的规程ꎮ 在血液采集完成后ꎬ 血袋应适当处理以保

持血液质量 (见 ９ ４ ３ １ 节)ꎮ
当捐献不成功时ꎬ 标准操作规程应当详细记载所应进行的下

一步操作ꎮ 规程中应明确指出如何处理已标示的物料和何种条件

下进行第二次输血ꎮ
在 ＧＭＰ 指导下的其他生产步骤ꎬ 都必须运用已经验证的方

法进行捐献物的采集ꎮ 这些既定的规程所致的偏差ꎬ 都可能会导

致产品不符合标准ꎬ 这类产品应该被视为不合格产品ꎬ 不能放行

分销ꎮ

９ ３ ２　 血浆分离置换采集

自动化的采集过程是将从捐献者采集的全血与抗凝剂进行混

合并通过一个自动化分离置换设备ꎮ 指定的血液成分从其他血液

成分中分离后ꎬ 其他血液成分通过一系列收集 /分离和周期循环

规程返还给捐献者ꎮ 置换分离系统的运行应保持与设备制造商的

说明一致ꎬ 同时保持与国家监管当局指定的安全要求一致ꎮ 一般

来说ꎬ 抗凝血剂 [通常使用 ４％ 柠檬酸钠或抗凝血剂柠檬酸葡萄

糖溶液 (ＡＣＤ－)] 以一定的速度和特定的比例添加至血液中ꎮ 在

一个过程和时间段内捐献者的献血量需由国家管制当局根据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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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学常识制定的内部政策加以规范ꎮ 对于每一个捐献者的收集

/分离和返回的周期循环数ꎬ 主要取决于采集成分的量ꎮ 为了确

定最适合的周期数ꎬ 需要将相关信息输入至仪器中ꎬ 如捐助者的

体重ꎬ 身高和血红蛋白值ꎬ 如要进行血小板收集ꎬ 则需要填写捐

献前所测得的血小板数目ꎮ 而捐献过程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周期

数ꎮ 整个置换分离过程需要有专业医生指导进行ꎮ
血浆分离置换的采集过程在任何时候都应采用已经验证的方

法ꎮ 这些既定的规程所致的偏差ꎬ 都可能会导致产品不符合标

准ꎬ 这类产品应该被视为不合格产品ꎬ 不能放行分销ꎮ

９ ３ ３　 捐献者安全

在捐献之前、 期间和之后应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可能给捐献者

带来不利影响ꎮ 在采样和样品处理过程中应特别注意疾病传播感

染的潜在风险ꎮ
在捐献后ꎬ 应告知捐献者关于恢复期的注意事项ꎬ 比如捐献

后要比平常多饮水并合理饮食ꎮ 应建议捐献者在捐献后一段时间

内不要搬运重物、 操作大型设备以及其他剧烈活动ꎬ 直到血容量

完全恢复正常ꎮ 同时还应告知捐献者ꎬ 当他们离开血液机构后如

果出现不良反应如何获取医疗意见ꎮ
在采集血液或血液成分的过程中ꎬ 应对捐献者进行监测ꎮ 全

体人员应当接受相关培训ꎬ 以在捐献者出现任何不良反应时能够

提供适当的援助ꎮ 捐献者在离开血液机构前应对其进行一段时间

的捐献后观察 (如 １５ 分钟或更多) 并提供茶点以补充体液的流

失ꎮ 如果需要ꎬ 在采集 (如血浆置换分离系统) 过程中可提供饮

料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需要一个合适的饮料容器ꎮ 捐献者在捐献后

应当留下接受观察以应对预期的不良反应ꎬ 直到他们清楚的表达

自己感觉良好可以在无人看管下离开ꎮ 如果捐献者出现不良反

应ꎬ 应当马上采取措施ꎮ 记录关于捐献者的反应以及趋势的相关

信息ꎬ 以评估捐献反应的数量、 类型和严重程度ꎮ 该信息应当用

来改善捐献者的安全ꎮ

９ ４　 成分血的制备

成分的质量安全是通过对所有的制造步骤进行严格控制来保

证ꎬ 这些步骤包括捐献者的身份确认ꎬ 采集ꎬ 血浆成分的分离ꎬ
标签ꎬ 储存ꎬ 包装和分发ꎮ 标准操作规程应对那些会对最终血液

产品造成质量影响的物料标准进行描述ꎮ 尤其是那些关于血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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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成分 (中间产物以及最终成分)ꎬ 原料ꎬ 添加剂ꎬ 主要包装

材料 (袋) 和设备的规范ꎮ
用于成分血的制备标准操作规程在任何时候都应采用已经验

证的方法ꎮ 这些既定的规程所致的偏离ꎬ 都可能会导致产品不符

合标准ꎬ 这类产品应该被视为不合格产品ꎬ 不能放行ꎮ

９ ４ １　 原料

血液成分制备的原料是从合适的捐献者处获得的血液捐献

物ꎮ 储存或运输条件ꎬ 前处理时间都会影响产品质量ꎮ 制备的延

迟、 不合适的储存或运输条件都会对最终产品质量产生不利影

响ꎮ 在采血之后ꎬ 血液和血液成分应尽快对血液或者血液成分进

行控制并储存在安全环境下ꎮ
捐献物和样品需要按照标准规程运输到加工站ꎬ 以确保血液

处在标准的温度下并安全隔离ꎮ 这对于从较远处的采集站运输来

的血液尤为重要ꎮ
血液运输或航运中温度以及温度的监控对保证产品质量有着

重要的意义ꎮ 保障产品温度的方法之一是使用已经验证包装方法

来保证血液温度处在要求范围内ꎮ 应有相关的验证数据来证明这

种运输的方法可以保证在运输过程中维持血液的温度在规定范围

内ꎮ 或者ꎬ 使用便携式温度记录仪记录下血液运输到加工现场的

温度ꎮ 当血液的运输不是加工企业本身所为ꎬ 运输公司的责任应

明确界定ꎬ 并应进行定期审核ꎬ 以确保其可行性ꎮ

９ ４ ２　 生产方法

血液成分的制备应通过后续的离心步骤进行分离ꎬ 通过使用

其他有效制备方法ꎬ 或者在收集期间通过血浆分离技术分离ꎮ
尽管一直强烈建议在成分制备的所有阶段使用全封闭的系

统ꎬ 但根据当地情况ꎬ 也可建立降低微生物污染的开放式系统ꎮ
当开放式系统一旦投入使用ꎬ 应特别注意使用无菌规程 (１２)ꎮ

使用无菌连接设备保持封闭系统时ꎬ 应根据已验证的规程进

行正确使用ꎮ 对焊接点进行检查并验证其完整性ꎮ
用于血液成分制备的关键设备必须可追溯至生产记录ꎮ
９ ４ ２ １　 离心

离心参数 (每分钟转速ꎬ 温度ꎬ 时间ꎬ 加速ꎬ 减速) 对于特

定成分的组成和特征是很重要的ꎮ 这些关键参数应根据已验证的

数据进行设定ꎮ 每次运行ꎬ 相关记录应指明操作人员并确认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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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按标准进行ꎮ
９ ４ ２ ２　 分离

离心后ꎬ 应小心将血袋从离心机移至血浆分离系统ꎮ 不同成

分 (红细胞、 血小板、 血浆) 在封闭系统中被转移至随身袋的过

程中ꎬ 应当注意以得到预期的成分ꎬ 以尽量减少其他成分残留的

最优方式进行ꎮ
或者ꎬ 在采集期间血液成分的分离可采用血浆置换分离技术

(见 ９ ３ ２ 节)ꎮ
９ ４ ２ ３　 冷冻

冷冻是一个重要的处理步骤ꎬ 对产品质量有很大的影响ꎬ 尤

其是血浆ꎮ 冷冻的速率和核心温度都是重要的参数ꎮ 血浆快速冷

冻可防止或减少关键成分的损失ꎬ 如通过血浆置换分离或恢复得

到的冷冻血浆中的凝血因子Ⅷꎮ
必须确保血浆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降到特定的核心温度ꎬ 值

得注意的是冷冻速度受到血浆容器类型、 冷冻设备、 装载模式以

及血浆本身的容积的影响ꎮ 冷冻过程的验证应考虑最坏的情况ꎬ
考虑到最小和最大负荷以及冰箱的位置ꎮ 记录血浆单位在冻结过

程中的温度和冻结所需时间ꎬ 来评估冷冻设备的冷冻能力ꎬ 从而

确保冻结过程的标准化ꎮ 必须对冷冻系统进行验证并证明冷冻的

温度达到预期储存温度ꎬ 符合相关标准ꎮ 综上所述ꎬ 其目的是实

现快速冷冻ꎬ 其后应尽量减少温度变化ꎮ
冷冻的细胞成分如红细胞或细胞疗法应当有明确定义的验证

规程以确保预期的产品在经过融化和最后的制备步骤后依旧保持

活力和高回收率ꎮ
９ ４ ２ ４　 白细胞消减

全血在离心之前通过过滤消减白细胞数量ꎮ 过滤全血会减少

血浆和红细胞浓缩液制备中的血小板和白细胞污染ꎮ 此外ꎬ 一些

成分如红细胞、 血小板也可在分离后被过滤ꎮ 通过过滤或特殊的

离心技术使白细胞减少过程ꎬ 都需要仔细验证并慎重考虑到国家

的要求ꎮ
除了过滤的特性ꎬ 过滤的最终结果受工艺参数 (如流量ꎬ 温

度ꎬ 清洗和漂洗)ꎬ 以及所需过滤成分的性质 (例如成分的储存

历史ꎬ 白细胞数量和血小板数量) 的影响ꎮ 过滤规程应包含生产

标准ꎬ 如高度和温度ꎮ 在使用过程中应对方法进行充分的验证ꎮ
尤其要注意过滤速率ꎬ 过快或者过慢都会导致过程失败ꎮ

许多血浆分离置换系统中使用特殊的离心或过滤技术用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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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消减ꎮ 当在对血浆分离置换系统建立标准规程时ꎬ 在使用过

程中应对方法进行充分的验证ꎮ
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在进行了白细胞消减后进行白细胞计数ꎮ

并对方法进行验证ꎬ 以确保线性ꎬ 准确度和重现性ꎮ
９ ４ ２ ５　 辐射

辐射装置应进行常规剂量分布图测试ꎮ 设定的辐射时间应保

证血液和血液成分接收到规定的辐射最小推荐剂量ꎬ 并保证没有

任何部分超过最大推荐剂量ꎮ 常规推荐的最小剂量为 ２５Ｇｙ
(２５００ｃＧｙ)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进行辐射之后ꎬ 血液中的红细胞

释放的钾浓度增加ꎬ 该问题可以通过限制红细胞浓缩液的储存时

间或者通过进一步的加工比如清洗来解决ꎮ
辐射指示器用来区分经过和未经辐射的血液和血液成分ꎮ 必

须有固定的规程用来保障将经过辐射和未经过辐射的成分分离ꎬ
并用不同的标签进行区分ꎮ

９ ４ ３　 血液及血液成分

血液成分可通过 ９ ４ ２ 节中描述的方法得到ꎮ 然而ꎬ 每种产

品血液成分制备方法中的顺序和组合均不同ꎮ
采集过程本身对血液成分的质量至关重要ꎮ 如可靠的手臂清

洗和消毒规程、 封闭式的无菌采集系统和适当的微生物质量控制

都应实行ꎮ 血液成分的加工处理时间也应有明确规定ꎮ
关于血液成分的制备和质量保证有详细的建议ꎮ 例如ꎬ 见欧

洲理事会 (１３) 中血液成分的制备、 使用及质量保证的指导原

则ꎮ 在随后的章节中ꎬ 详细描述了关于最重要的血液成分的示

例ꎮ 他们应遵循国家监管当局的要求ꎮ 产品标准介绍如下ꎮ
９ ４ ３ １　 全血

输血用全血指的是采集于达到血液机构和国家管制当局接受

标准的血液捐献者的血液ꎮ 所采集的全血被置于加入合适的抗凝

剂的无菌无热源的容器内ꎮ 全血有时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而被应

用ꎮ 在另一些情况下ꎬ 用于输血的全血也可以在进行白细胞消减

后应用ꎮ
输血用全血的储存温度应该控制在 １ ~ ６℃之间或者是在国家

管制当局限定的更为严格的范围内ꎮ 储存时间要取决于所用的抗

凝剂或保护溶剂ꎮ
对最终产品要进行定期的质量控制以确保生产过程的一致性

(见 ９ ６)ꎮ 在质量控制试验中至少要检测以下关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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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容积ꎻ
— 血红蛋白或血球容积ꎻ
— 储存最后阶段的溶血性ꎮ
全血的首要作用是血液成分制备的原料ꎮ 应对运输和进一步

生产过程进行提高以从全血中获得尽可能多的血液成分ꎮ 采集

后ꎬ 应将全血的温度控制在最适宜预期成分生产的温度内并尽快

送至生产地点ꎮ 如果采集血液的地方远离生产地点ꎬ 那么要对运

输系统进行验证以保障在运输过程中的温度控制以及产品 ２４ 小

时内运送到ꎮ 采集和进一步加工全血的时间间隔应取决于产品种

类ꎬ 但是不能超过 ２４ 小时ꎮ
在进一步加工之前ꎬ 全血可经过过滤减少白细胞数量ꎮ
所有血液成分的生产都必须使用已经验证并达到标准的

方法ꎮ
９ ４ ３ ２　 红细胞浓缩液

红细胞浓缩液指的是通过离心获得的含有或不含有血沉棕黄

层的血浆 (取决于离心参数) 中分离获得的血液成分ꎮ 加入适当

的营养剂后ꎬ 红细胞的储存温度要尽可能保持在 １ ~ ６℃之间ꎮ 红

细胞浓缩液也可通过血浆置换分离系统获得ꎬ 但同样需要储存温

度保持在 １ ~ ６℃之间ꎮ 储存温度超过 １０℃的红细胞不能使用ꎮ 红

细胞浓缩液也可不进一步加工直接用于输血ꎮ
为了获得已进行白细胞消减的红细胞浓缩液ꎬ 可以在分离前

对全血进行过滤或者对红细胞浓缩液进行分离后过滤ꎮ 同时ꎬ 需

要建立完整的已经验证的规程ꎬ 用于选择进行白细胞消减的最优

条件ꎮ
红细胞浓缩液与全血储存条件一致ꎮ 储存时间的长短取决于

所用的抗凝剂或防腐剂ꎮ
进一步的制备方法ꎬ 如辐射或者洗涤等ꎬ 可根据临床需要用

于获得一些特定的红细胞产品ꎮ
对最终产品要进行定期的质量控制以确保生产过程的一致性

(见 ９ ６)ꎮ 测量参数取决于红细胞浓缩液相关产品的类型ꎮ 在质

量控制试验中至少要检测以下关键参数:
— 血液容积ꎻ
— 血红蛋白或血球容积ꎻ
— 储存过程最后阶段的溶血性ꎻ
— 若进行白细胞消减操作ꎬ 需测定剩余白细胞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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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４ ３ ３　 血小板浓缩液

血小板浓缩液可从全血中获得或者通过血浆分离置换法

获得ꎮ
采集血液后ꎬ 全血可在与制备血浆相同储存条件下保存 ２４

小时 (见 ９ ４ ３ ４)ꎬ 根据国际或者国家管制当局建议ꎬ 应保存在

２０ ~ ２４℃的环境下ꎮ 为了保证血浆 (富含血小板血浆) 中的血小

板数量ꎬ 应对全血进行离心ꎮ 对富含血小板血浆进行超高速离心

可获得血小板浓缩液ꎬ 然后将其重新悬浮ꎮ
然而ꎬ 如果全血离心使血小板主要沉淀至血块黄层时ꎬ 将血

沉棕黄层分离并进一步处理便可得到血小板浓缩液ꎮ 无论是单层

还是多层的血沉棕黄层都可以溶解在血浆和营养溶剂中ꎬ 然后再

经进一步离心就可得到血小板浓缩液ꎮ 每单位血小板含量取决于

制备的方法ꎮ 相同的ꎬ 剩余白细胞数量也会随着离心参数的变化

而变化ꎮ
无论是从全血中还是通过血浆分离置换法中获得的血小板都

应该保存在特定条件下ꎬ 条件要能保证血小板良好的生命力和止

血活性ꎮ 储存温度应保持在 ２０ ~ ２４℃间ꎮ 在储存过程中不断轻微

的搅拌血小板ꎬ 以保证血小板中有足够的氧气 (要尽可能轻微的

搅拌)ꎮ 储存时间要根据国家管制当局的规定来确定ꎮ 在没有其

他措施的情况下储存时间应不超过 ５ 天ꎮ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ꎬ 经过减少容积ꎬ 分离ꎬ 洗涤ꎬ 或辐射的

血小板浓缩液可用于特殊治疗ꎮ
对最终产品要进行定期的质量控制以确保生产过程的一致性

(见 ９ ６)ꎮ 在质量控制试验中至少要检测以下关键参数:
— 血液容积ꎻ
— 血小板容量ꎻ
— 若进行白细胞消减操作ꎬ 需测定剩余白细胞量ꎻ
— 酸碱度ꎬ 在建议储存时间的最后时段测定ꎮ
９ ４ ３ ４　 输血用血浆和原料血浆

输血用血浆可以从全血中或者从经血浆分离置换法采集到的

血浆中获得ꎬ 将血浆在规定时间内在一定温度下冷冻ꎬ 以确保不

稳定的凝血因子保持在所需的活性状态下ꎮ 凝血因子Ⅷ不仅是一

个关键的质量指示物质ꎬ 同时可以确保冷凝蛋白质的活性ꎮ
当从冷冻到 ４℃的全血中分离血浆时ꎬ 离心要在采集 ８ 小时

之内进行 (１４ꎬ １５ꎬ １６)ꎮ
将全血采集后迅速冷却到 ２０ ~ ２４℃条件下ꎬ 并在采集后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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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在这个恒定的温度ꎬ 分离可在 １８ 至 ２０ 小时之内进行ꎬ 这是

因为发现在此条件下可以保护凝血因子Ⅷ的活性 (１７)ꎮ
如果血浆是经血浆分离置换法得到ꎬ 那么要尽快将其冷冻ꎬ

理想状态是置换完成后 ６ 小时之内ꎮ 依据国家管制当局的要求ꎬ
根据抗凝剂ꎬ 所用容器以及待生产的产品来最终决定整个处理过

程的时间ꎮ
冷冻过程要经过验证ꎬ 要使冷冻过程在预先规定的时间内达

到预先规定的核心温度ꎮ (见 ９ ４ ２ ３)
产品的稳定性取决于储存温度ꎮ 储存温度和储存时间取决于

产品将来的用途ꎮ 对于长时间保存的产品 (大于 １ 年) 其最佳保

存温度是小于等于零下 ２５ 摄氏度 (１８)ꎮ
对最终产品要进行定期的质量控制以确保生产过程的一致性

(见 ９ ６)ꎮ 在质量控制试验中至少要检测以下关键参数:
— 血液容积ꎻ
— 凝血因子Ⅷ活性 (尤其是血浆用于治疗凝血因子Ⅷ缺乏

症)ꎻ
— 若进行白细胞消减操作ꎬ 需测定剩余白细胞量ꎻ
— 渗漏物ꎻ
— 可见变化ꎮ
在一些国家要对输血用血浆进行病毒灭活和 (或) 隔离ꎮ 一

些补充性的关于病毒灭活的指导原则可在 ＷＨＯ 关于保障人类血

浆制品中病毒安全的病毒灭活和去除规程的指导原则 (２) 和其

他出版物中找到 (１９ꎬ ２０)ꎮ
输血用血浆适合作为分离后产品生产的原材料ꎬ 尤其是凝血

因子Ⅷ浓缩液或者其他活性因子ꎮ 用其他方法制备的血浆必须满

足药典标准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ꎮ 一些补充性的关于原料血浆

生产的指导原则可在 ＷＨＯ 关于生产ꎬ 控制以及调节人类原料血

浆的相关建议 (３) 中找到ꎮ
９ ４ ３ ５　 冷凝蛋白质和等离子血浆

冷凝蛋白质是血浆中冷球蛋白部分ꎬ 它包含大部分的凝血因

子Ⅷꎬ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ꎬ 纤维蛋白原以及血浆中的凝血因子Ⅷ
和血纤蛋白原ꎮ 冷凝蛋白质可从经过保护凝血因子Ⅷ稳定性处理

的新鲜冷冻血浆中获得ꎮ 将血浆在 ２ 到 ６℃下过夜解冻或者采用

一种快速解冻技术ꎮ 解冻后ꎬ 利用超高速离心将上清液的等离子

血浆与冷凝蛋白质分离开ꎮ 然后将等离子血浆放到转移袋中ꎮ 再

将两部分组分放到合适的温度下冷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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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稳定性取决于储存温度ꎮ 储存温度和储存时间取决于

产品将来的用途ꎮ 对于长时间保存的产品 (大于 ２ 年) 其最佳保

存温度是小于等于－２５℃ꎮ
对最终产品要进行定期的质量控制以确保生产过程的一致性

(见 ９ ６)ꎮ 在质量控制试验中至少要检测以下关键参数:
— 血液容积

— 凝血因子Ⅷ活性

— 冷凝纤维蛋白原

—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活性

在一些国家也会进行病毒灭活和 (或) 隔离ꎮ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ꎬ 或许会需要使用小计量的冷凝蛋白质

(通过合并单一捐献者的冷凝蛋白质)ꎮ

９ ５　 实验室测试

９ ５ １　 传染病指标的筛选试验

９ ５ １ １　 测试要求

以下与血液成分的制备有关的由监管单位认定的强制测试ꎬ
应当用于每份捐献物: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标准检测ꎻ
— ＨＩＶ１ / ＨＩＶ２ 抗体的标准检测ꎻ
— ＨＣＶ 抗体的标准检测ꎮ
以上三项测试反应都应为阴性ꎮ 有初阳性反应的捐献物应采

用相同的实验方法进行重复测试ꎮ 再次发生阳性反应的捐献物不

能用于治疗ꎬ 除非对有非治疗目的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ꎬ 否则应

被销毁ꎮ 必须用已经验证的方法对捐献物样品进行评估ꎮ 一旦证

实结果为阳性ꎬ 必须有专门处理系统对其捐献者进行通知和劝

告ꎮ 强烈建议开发统一的国家标准来解决测试不一致或未确认的

实验结果ꎮ
在一些国家ꎬ 需要进行额外的血清检测———例如ꎬ 在全血捐

献中可进行 ＨＢｃ 抗体测试ꎬ 以降低接受者感染通过血液或血液成

分感染 ＨＢＶ 的风险 (３)ꎮ 考虑到该国该地区的流行病情况以及

血液捐献的频率ꎬ 根据国家管制当局的要求ꎬ 可对其他额外指标

进行测试ꎬ 如 ＨＴＬＶ１ / ２ 抗体、 Ｔ ｃｒｕｚｉ 抗体和西尼罗河病毒

(ＷＮＶ) 测试ꎮ 在一些国家ꎬ 除了免疫血清传染病指标的测试外ꎬ
还对所捐献血液的病毒基因组进行核酸扩增检测ꎬ 以提高发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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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者的概率ꎮ
在感染的过程中ꎬ 受感染的血清ꎬ 病毒血症的发生通常比能

检测到的免疫化学指标 (抗体) 变化要早ꎮ 因此ꎬ 在血清发生变

化 (即丙型肝炎病毒) 前的 ５０ ~ ６０ 天可通过核酸扩增检测来发

现感染状况ꎮ 如 ＨＣＶ、 ＨＢＶ、 ＨＩＶ、 ＨＡＶ、 ＷＮＶ 或 Ｂ１９ 微小病

毒ꎬ 它们都可以通过核酸检测来确定ꎬ 这项技术的应用可拓展运

用于其他传染性微生物领域ꎮ 核酸扩增技术要求有极其精密的实

验室环境ꎬ 专用设备和专业实验人员ꎮ 这主要是由于所谓的 “遗
留” 可能具有导致假阳性结果的特殊风险 (因为疏忽将扩增产物

ＤＮＡ 转带到洁净的捐献者样品中)ꎬ 所以对操作和后勤有严格的

强制要求是非常重要的ꎮ
与个人捐献样本的血清指标检测相比ꎬ 核酸扩增测试可以通

过对小型样本库的样本集合进行后续实验ꎮ 然而ꎬ 这需要一个完

整的样本标签 /确认的验证系统ꎬ 一个经过验证的决策和集合过

程ꎬ 和经过验证的运算方法来解决该集合样本结果  因此ꎬ 不仅

在实验室而且在血液机构中都必须建立一个专门的后勤保障系

统ꎬ 以对样品进行采集并进行恰当的标签ꎮ 对于血液机构而言ꎬ
整个过程从捐献者ꎬ 经过采集 (如果可能)ꎬ 再从检测到产品的

放行ꎬ 都将是巨大的挑战ꎮ
国家或者地区必须有专门用于对检验系统进行认可的体系ꎬ

如由国家管制当局或者专门的实验室执行的认证系统ꎮ 不同抗原

/抗体或者核酸测试的检测所需要的最小灵敏度应该由国家管制

当局来确定ꎮ
９ ５ １ ２　 样品与数据处理

为了满足所有的测试要求 (即 ＡＢＯ 血型分析ꎬ 病毒指标ꎬ
核酸扩增测试)ꎬ 要从一个捐献者提取多个样本ꎮ 应当有书面的

标准操作规程ꎬ 便于清晰地描述采集、 运输和捐献样本的标签

(即血液ꎬ 血清ꎬ 抗凝血剂ꎬ 容器管等)ꎬ 并对进行材料分析的抽

样过程进行定义 (例如ꎬ 如何做ꎬ 如何转移样本ꎬ 由谁来做ꎬ 由

谁来转移样本ꎬ 样品的问责制)ꎮ 所有筛选行为ꎬ 捐献样本的处

理、 抽样、 分析和数据处理ꎬ 都应该与病人的诊断测试分开

进行ꎮ
在所有后续加工过程中ꎬ 在采集场所进行的样品标签和鉴定

是至关重要的ꎬ 且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控制ꎮ 处理和加工的每

一步都要予以说明ꎬ 还包括样品前处理的条件ꎬ 储存以及运输情

况 (时间ꎬ 温度ꎬ 容器类型ꎬ 测试后的储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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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直接从原始样本管转入分析仪来进行血清测试ꎮ
然后二次等分样本ꎬ 可用来为个人样本的小型样本库做核酸

扩增测试ꎮ
为了确保样本和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追溯性ꎬ 应该考虑下列实

际问题:
•在实验室收到样本后ꎬ 应对收到的样本与预期结果进行比

对分析ꎬ 并检查样本的完整性ꎬ 是否符合试剂盒制造商所

提出的建议ꎮ
•最好通过自动移液设备从捐献样本中取出等分样本进行

分析ꎮ
•为对样品提供全面的分析 (捐献物ꎬ 捐献样本ꎬ 等分样本

等)ꎬ 最好使用条形码系统ꎮ 因此ꎬ 从捐献开始ꎬ 就应用

条形码进行标注ꎮ 当自动条码阅读器系统和数据处理器出

现故障时ꎬ 则需要对整个过程使用手工对数据进行录入和

跟踪系统ꎬ 直到输血产品最后的放行ꎮ 手动处理数据应包

括独立多次输入到数据库ꎬ 数据格式应包括校验码或者两

套数据身份的自动验证ꎮ
•移液设备和仪器应该在日常使用前进行验证ꎬ 并提供验证

报告ꎮ
•定期对移液设备进行校准ꎬ 并应记录在案ꎮ
９ ５ １ ３　 测试和后分析 (ｐｏｓｆ￣ ａｎａｌｙｆｉｃａｌ) 规程

血液成分的测试应该根据试剂盒以及检测试剂盒制造商的要

求进行ꎮ 对更改用于进行捐献者筛选的制造商提供的说明和试剂

应经过验证ꎮ 如果有必要ꎬ 用于血液成分放行的方法变更必须获

得国家管制当局的批准ꎮ 长时间使用的实验室试剂应标明编制日

期ꎬ 到期日期ꎬ 特定的储存条件和制备人的签名ꎮ 必须遵循使用

和保管说明ꎮ
筛选法则应以书面形式精确定义 (即标准操作规程)ꎬ 用来

处理最初阳性反应样本和解决复查后不一致的结果ꎮ 应该采取一

切可行的措施来保证在筛选过程中传染病指标多次为阳性的血液

及血液成分不能用于治疗用途ꎮ 多次阳性反应的样品应该与其他

所有在专用的储存区储存的血液成分进行区分ꎮ 这些样品最终应

该被销毁ꎬ 以防止其不慎再次进入输血链ꎮ
测试法则应该为验证测试提供细节说明ꎮ 在多次阳性结果的

情况下ꎬ 应该遵循相关说明ꎮ 行为包括:
— 通知捐献者和延迟捐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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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指出的捐献物及其相关产品ꎻ
— 追踪和销毁尚未过期的产品ꎮ
如果该捐献者的捐献物已经用于进一步的加工制造ꎬ 必须有

一个评估制成品安全性以及是否需要启用召回措施的规程ꎮ
还应该确定由捐献者和 (或) 接受者启动回顾的规程ꎮ 回顾

系统的设计必须保证这条从捐献者到血液 (或血液制品) 再到接

受者的输血链条可以重新建立ꎮ 该规程应该包括按照要求对捐献

者进行通知和忠告ꎮ
为了保证仪器在病毒测试中何时使用ꎬ 必须考虑以下几点:
•应该要有一个机制来确保阳性样本的鉴定并将其与捐献者

联系起来ꎬ 首选方法是使用带有条形码的样品管ꎮ
•理想的情况下ꎬ 除了试剂和样本ꎬ 整个检测过程都应实现

自动化ꎬ 以尽量降低人为错误的风险ꎬ 并确保测试过程的

可追溯性ꎮ
•如果试剂和样品的添加ꎬ 或者测试板的制备是手工完成

的ꎬ 要保留每个步骤的完整记录ꎬ 从而保证测试板和发生

反应的位置可以良好鉴别ꎮ
９ ５ １ ４　 测试说明和后续反应结果

原始数据的转移和解释是非常关键的步骤ꎬ 因此ꎬ 应该由负

责人对原始数据进行记录和审查并且参数检测ꎮ 同时ꎬ 应该保证

原始数据的可追溯性并进行归档 (见 ５ ２ 节)ꎮ
数据在被正式接受前ꎬ 应当由主管或其他人授权进行检查ꎮ

如果使用电脑系统ꎬ 数据应直接下载到服务器ꎬ 或者必须有用于

手动下载的安全系统ꎬ 以确保数据正确放行ꎮ 手工抄写结果出现

错误的可能性极大ꎬ 应该指定验收和拒收的标准ꎮ
以下事项应特别注意:
•初步阳性反应的结果应该通过安全和验证系统来鉴定ꎻ
•确认多次阳性反应结果的系统ꎬ 应包括采样、 标签、 测试

和结果的录入ꎻ
•计算机系统应可以将阳性反应状态编辑为多次阳性反应ꎬ

或者由两个授权的工作人员进行编辑ꎻ
•适当延迟系统应用于多次阳性反应的结果ꎻ
•应当有适当的文件来评价被延期的捐献者的再次进入ꎮ
•应告知捐献者延期的原因ꎬ 并且应该被告知若想再次捐献

应该注意的行为习惯以及他们的身体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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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５ ２　 血型分类

每份捐献物都应进行 ＡＢＯ 和 ＲｈＤ 血型检测ꎬ 至少所有第一

次捐献者应进行临床显著性不规则的红细胞抗体的测试ꎮ 当血浆

用于分馏时ꎬ 应当符合国家管制当局对分馏产物的相关规定

(３)ꎮ
测试应按照试剂和检测试剂盒的制造商的建议进行ꎮ 必要时

可以用分子生物学方法确定血型ꎮ
ＡＢＯ 和 ＲｈＤ 血型应在每次捐献完成后进行ꎬ 并且应与历史

记录的血型进行比较ꎮ 如果发现有差异ꎬ 该血液成分应该直到差

异已明确解决并核实后才能放行ꎮ
自从上次捐献后ꎬ 有输血或妊娠史的捐献者ꎬ 应该对其进行

临床显著性不规则红细胞抗体测试ꎮ 如果检测到临床显著性红细

胞抗体ꎬ 并在适用的情况下ꎬ 标明相应的血液或血液成分ꎮ
国家管制当局可能设置不同 (更严格) 的要求ꎮ
第一次捐献物中的红细胞浓缩液的 ＡＢＯ / ＲｈＤ 的标签必须基

于两次独立的 ＡＢＯ / ＲｈＤ 测试ꎮ

９ ５ ３　 留样

根据国家管制当局的规定ꎬ 必须保留每份捐献物的原始测试

样本ꎬ 并在制造商允许重新测试的条件下进行储存ꎮ 额外进行的

测试规程应进行验证以确保样本 (包括储存条件) 和测试结果的

完整性ꎮ 验证内容必须对样品的体积ꎬ 保存容器ꎬ 样品种类 (血
清或血浆)ꎬ 储存条件和储存时间加以界定ꎬ 以确保测试结果的

完整性ꎮ

９ ６　 血液和血液成分的质量监控

质量控制数据必须能够表明关键制造工艺在控制范围之内ꎮ
血液和血液成分应符合规定ꎬ 并且他们的检测方法必须通过国家

管制当局批准ꎮ
所有对在采集、 制备和血液及血液成分检测领域的产品质量

造成影响的加工工序都应加以验证ꎬ 包括数据传输和计算机系

统ꎮ 对关键规程的重新验证必须明确指出ꎬ 如血浆的快速冷冻ꎮ
根据基于统计方法的抽样计划ꎬ 应对血液和血液成分进行质

量控制ꎮ 抽样计划必须要考虑到不同的采集和生产场地、 运输、
制备方法和使用的设备ꎮ 应根据相关规定对每一类型的血液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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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验收标准ꎮ 比如新鲜冰冻的血浆ꎬ 这些数据可能要包括重量

/体积、 无菌、 凝血因子活性和剩余细胞计数 (血小板ꎬ 白细胞ꎬ
红细胞) 的监控ꎮ 血液和血液成分测试的抽样计划应该考虑到大

多数成分都是从一个捐献者处获得的ꎬ 并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批次

来考虑ꎮ
如果质量控制测试表明ꎬ 产品的完整性已经被破坏了ꎬ 那么

全血和血液成分就不应该放行并使用ꎮ
工作记录应确认所使用的测试使用的条目 (如计算的结果)

可供审查ꎮ
不符合验收标准的测试结果应该清晰明确得标出ꎬ 以确保捐

献的血液成分保持隔离ꎬ 选取相关样本进行进一步的测试ꎮ 应在

额外或重复测试之前ꎬ 对失败的原因进行调查研究ꎬ 如果有可

能ꎬ 检测规程的执行情况必须由通过参加能力测试的正式系统来

进行定期评估ꎮ
在适当的情况下ꎬ 应该明确指出测试之前集合样本处理办

法ꎬ 并对集合样本中所使用的捐献物进行记录ꎮ 只有在集合样本

和个别样本的对比数据证实了是等效的时候ꎬ 样本的汇集ꎬ 如血

浆中的凝血因子Ⅷ活性的测量结果ꎬ 才可通过验收ꎮ
质量监控测试的结果应定期回顾ꎬ 并进行趋势分析ꎮ 如果质

量监控的结果表明该过程并未达到验证参数标准ꎬ 那么在产品制

造和分销进行之前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来纠正发现的问题ꎮ

９ ７　 标签

９ ７ １　 标签信息

对于采集到的血液ꎬ 包括中间产物和最终血液成分应建立相

应的标签ꎬ 用来标记身份和出厂状态ꎮ 必须有书面标准操作规程

指导标签方法以及标签的类型ꎮ 如条件允许ꎬ 应使用机读标签

(条形码)ꎮ
一个已完成血样的标签应符合国家管制当局的要求或包含至

少以下信息:
— 有唯一的捐献号 (通过这个数字可以追踪到捐献者ꎬ 所有

生产步骤到最终产品)ꎻ
— 产品名称 (见 ９ ７ ２)ꎻ
— 所需的存储条件ꎻ
— 失效日期和时间 (见 ９ ７ ３)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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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捐献血样的时间和 (或) 生产日期和时间 (在适当

的情况下)ꎻ
— 辐射的日期和时间 (在适用的情况下)ꎻ
— ＡＢＯ 血型与 ＲｈＤ (在适当的情况下)ꎻ
— 成分制备场所的姓名或其他相关信息ꎮ
对于自体血液成分ꎬ 其标签内容应额外包括病人姓名和身份

证明并标注 “自体捐献” 的字样ꎬ 在一些国家还需要附上捐献者

的签名ꎮ

９ ７ ２　 产品名称

标签上应清楚的标记血样名称以及注明进一步的处理措施ꎬ
如白细胞消减或辐射ꎮ 此外ꎬ 标签上还要注明抗凝剂、 营养添加

或防腐剂ꎮ

９ ７ ３　 有效期

任何最终血液制品应该在标签上注明有效期ꎮ 同时必须考虑

到一些特殊处理步骤ꎬ 例如辐射对有效期有影响ꎬ 所以对有效期

必须重新标记ꎮ 有效期的制定必须经过验证ꎬ 其过程必须根据处

理步骤以及储存条件并在科学研究数据的基础上进行ꎬ 同时必须

对其稳定性进行研究ꎮ

９ ８　 产品放行

每个血液机构都必须能够证明任意血液成分都经授权人对其

进行评估并批准后放行ꎬ 由计算机系统辅助验证则效果更好ꎮ 血

液成分的放行标准和相关规定应明确定义ꎬ 验证ꎬ 记录ꎬ 并经质

保部门批准ꎮ 应建立标准操作规程用来规范操作细节和血液以及

血液成分的放行标准细节ꎮ 血液成分放行的决定应当由公司负责

人做出ꎬ 所有流程需清楚的记录ꎬ 必须保证可追溯性ꎮ 当使用电

子的产品放行流程ꎬ 所有过程都必须经过完整验证ꎮ
任何时候使用已经验证的方法和规程后ꎬ 都必须对流程进行

记录ꎮ 任何这些流程和过程所带来的偏差可能导致产品不能符合

标准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他们应该定为不合格ꎬ 不得放行分销ꎮ
在血液成分放行之前ꎬ 要认真复核验收 (并记录) 捐献者的

健康档案、 采集和穿刺的记录、 同意书、 生产记录和测试结果ꎮ
必须对捐献各组成部分分别评估ꎬ 以确保产品标准ꎬ 如血浆分离

置换得到的血小板含量ꎬ 血浆产品的体积或血红细胞的形态ꎬ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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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要求后才可进行产品的放行ꎮ 产品成分放行的决定不应单独基

于采集过程的审核ꎮ
必须建立一个有行政职能并有血液或血样的物理隔离区的系

统体系ꎬ 以确保在所有强制要求达标之前ꎬ 血液成分不会放行ꎮ
当不使用计算机系统来控制产品状态时:
— 血液成分的标签应可以识别产品状态ꎬ 并应清楚地区分已

放行与未放行 (隔离) 的产品ꎻ
— 在血液成分放行前ꎬ 记录应该证明捐献者所有相关的健康

档案ꎬ 采集和放血的记录ꎬ 同意书和测试结果已经授权的

人核实和验收ꎮ
如果血液或血液成分来自于曾经献过血的捐献者ꎬ 则需要在

产品放行之前将其与以前的记录进行比较－特别是 ＡＢＯ / ＲｈＤ 血

型测试和传染性疾病标记物测试结果－以确保现在的记录能准确

地反映出捐献者的历史情况ꎮ
当使用计算机系统控制产品放行时ꎬ 需要确认以下几点:
•计算机系统应当经过验证ꎬ 可完全杜绝不能满足测试或捐

献者选择标准的血液或血液成分ꎮ
•手工输入的关键性数据ꎬ 例如实验室测试结果ꎬ 应该由另

一名授权人进行独立的交叉验证ꎮ
•应对系统的进入、 修正、 读取或打印设置等级权限ꎮ 应采

用专门的方法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ꎬ 如定期修改个人

身份证码或密码ꎮ
•计算机系统还要起到拦截作用ꎬ 防止未通过验收的血液或

血液成分流出ꎬ 以及不适宜的捐献者再次进行捐献ꎮ
如果最终产品由于不符合规定的要求或者可能对接受者的安

全有潜在影响ꎬ 而不能放行时ꎬ 就需要鉴定所有涉及的成分并采

取合适的处理措施ꎮ 检查应尽力确保从同一份捐献物中获得其他

成分和从之前的捐献物中制备得到的成分都进行鉴定ꎮ 如果可能

应该立即更新捐献者记录以确保捐献者不能再次捐献ꎮ
在用于处理不一致结果的系统中ꎬ 还需有一个规定的规程用

于处理非标血液和血液成分的放行过程ꎮ
这种情况的放行应当由负责人决定ꎻ 并且应清晰地记录这个

决定ꎬ 保证其可追溯性ꎮ 不能被放行的产品应销毁ꎬ 并保存销毁

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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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９　 储存

标准操作规程应对接受者进行描述ꎬ 对相关材料ꎬ 血液及血

液成分进行处理和储存ꎮ 应建立一个系统对储存条件进行维护和

控制ꎬ 包括可能发生的运输过程ꎮ 自体血液和血液成分应分开存

放ꎮ 对于需要发送的血液成分储存区域应靠近入口或出口便于运

输ꎬ 并需要限制进入中心工作区域的人数ꎮ 只有经过授权的人才

能进入存储区域ꎮ
应对贮存条件进行控制、 监测和检查ꎮ 授权人员必须经过培

训知道正确的存储温度范围和警报设置ꎮ 温度记录应该可用来证

明血液成分所在的整个存储区域的温度符合要求ꎮ 温度监测和记

录系统是独立于温度调节系统的ꎮ 需要安装合适的警报系统 (高
于或低于限度)ꎬ 并定期对其检查ꎬ 保留检查记录ꎮ 根据测量温

度的方法ꎬ 报警需要有延迟ꎬ 以避免当打开一扇门或取出产品时

会触发报警ꎬ 但是这种延迟应合理地制定ꎮ 如果温度传感器被放

置在一个正确的地方ꎬ 无延迟报警也可以接受ꎮ 应清楚定义报警

后的操作ꎬ 并有专门的授权人员决定使用或拒绝接受受影响的产

品ꎮ 温度漂移可能发生ꎬ 应该用偏差管理系统对其进行评估ꎮ
(见 ３ ５ 节)ꎮ

当主系统的温度控制器发生故障时ꎬ 备用的储存区应保证适

宜的温度ꎮ 储存区应确保禁止未授权人员的进入ꎬ 并只允许其根

据预先设计目的使用ꎮ 储存区必须将隔离和放行的原料或成分进

行有效的分离ꎮ
必须为不合格的成分和材料准备单独的储存区ꎮ 当遇到临时

的机械或者电力故障影响了储存温度的控制时ꎬ 必须对血浆以及

血液成分的质量影响进行评估并进行记录ꎮ
对主要的血液成分ꎬ 常规储存温度有如下要求:
红细胞浓缩液: １ ~ ６℃
输血用血浆: 低于或等于－２５℃
血小板: ２０ ~ ２４℃ꎬ 或者由国家管制当局规定的更严格的范

围内

输血用血浆可接受较高的储存温度 (如零下 ２０℃)ꎬ 但是可

能会缩短储存寿命ꎮ 血小板的储存同样需要严格控制ꎮ 除了控制

温度ꎬ 持续的震荡同样非常重要ꎮ 根据生产手册ꎬ 必须对震荡的

速度进行设定ꎬ 以保证产品质量ꎮ 在仪器确认时应对其振荡速度

进行确认ꎮ 在整个采集以及生产过程中ꎬ 必须保证血液和血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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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未直接接触阳光或靠近热源ꎮ
所有的储存仪器都必须进行确认ꎬ 清理以及预防性维护ꎮ 温

度计或者温度感应器都必须每年校准ꎮ 温度与标准测量仪器之间

的误差不得超过 １℃ꎮ

９ １０　 分销

在血液成分销送之前ꎬ 需要肉眼对其进行检查ꎮ 需要记录人

员分销和血液成分的接收客户ꎮ 血液成分的调配应由授权人员进

行ꎮ 调配时ꎬ 应有专门的流程确保所有放行的血液成分已正式放

行使用ꎮ
需有标准操作规程对产品包装使用材料ꎬ 冷却材料的使用量

和储存条件进行规范ꎮ

９ １１　 运输

运输应以安全和可控的方式进行ꎬ 以保证在运输过程中产品

质量不受影响ꎮ 所有运输和中间过程的存储行为ꎬ 包括接收和分

销ꎬ 应明确书面标准操作规程和标准ꎮ
货运集装箱应牢固安装以抵抗外力损害ꎬ 同时ꎬ 应对血液及

血液成分的储存条件进行验证 (例如ꎬ 通过在运输中使用适当的

冷却材料隔热措施)ꎮ 血液成分的运输及储存条件、 包装形式和

当事人所担负的责任ꎬ 应符合标准规程ꎮ

９ １２　 退货

血样不应被退回库存进行再次分销ꎬ 除非:
— 血液成分的退回规程是根据合同控制的ꎻ
— 所有退回血液成分的储存条件均符合规定ꎻ
— 储存容器应保持完整 (即未开封的)ꎻ
— 有足够的材料可用于兼容性测试ꎮ
在医疗紧急的情况下ꎬ 血液成分可能被退回ꎬ 并随后按照规

定的流程分发ꎮ 重新放行前ꎬ 记录应明确注明已检查并通过

验收ꎮ

１０　 委托生产ꎬ 委托检验和服务

在血液机构ꎬ 所有能影响采集血液的质量和血液成分的生产

(比如成分生产规程ꎬ 检测和信息技术支持) 的任务都应该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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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定的书面合同ꎬ 另一方也必须执行此合同ꎮ 合同应该确保受

托方满足 ＧＭＰ 中与委托方相关所有条例中的要求ꎮ
委托方应该确保过程中外包活动的可控性和购买材料的质

量ꎮ 这些过程要包括质量风险管理和以下内容:
— 适用性评估 (在外包活动和选择原材料之前)ꎬ 评估其他

参与方执行这项任务和提供用于特定材料的能力 (审计ꎬ
材料评估ꎬ 资格认证等)ꎻ

— 规定质量相关行为的责任和沟通过程ꎻ
— 监控和回顾受托方的工作ꎬ 委托方提供材料的质量以及任

意改进的识别和执行ꎻ
— 监控材料和成分的来源ꎬ 以确保它们购自于已经批准的正

规渠道ꎮ
所有相关细节都必须技术质量协议或合同中明确规定ꎮ
合同和协议必须:
— 明确规定双方的义务ꎻ
— 规定双方的责任ꎻ
— 说明所有的技术安排ꎻ
— 规定信息流动ꎬ 尤其和误差变化有关的内容ꎻ
— 处理好文件ꎬ 样本和其他相关材料和信息并存档ꎻ
— 受托方在没有取得委托方事先评价和同意之前ꎬ 不得将任

何工作交给第三方ꎻ
— 允许委托方和主管当局参观和检查受托方的厂房设备ꎮ
委托方应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给受托方ꎬ 以确保产品或者服

务达到其要求ꎮ 这可以确保执行工作时能符合现有规章制度ꎮ 外

部工作所有的责任都由委托公司承担ꎮ
合同应由双方质量保证代理人同意签订ꎬ 并不断更新ꎮ

１１　 作者与致谢

本指导原则在世界卫生组织药品质量保证与安全部 (血液制

品与相关生物制品) (瑞士ꎬ 日内瓦) 的 Ａ Ｐａｄｉｌｌａ 博士的协作下

完成ꎮ
本指导原则的起草由以下机构的人员共同完成:
Ｍｒ ＪＷ Ａｔｋｉｎｓ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ＮＩＨ)ꎬ Ｂｅｔｈｅｓｄａꎬ

ＭＤꎬ ＵＳＡꎻ Ｄｒ Ａ Ｐａｄｉｌｌ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ꎻ Ｄｒ Ｃ Ｓｃｈ 鋜 ｅｒꎬ Ｓｗｉｓｓｍｅｄｉｃꎬ Ｂｅｒｎ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ꎻ Ｍｒｓ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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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ｈｍｉｄｋｕｎｚ Ｅｇｇｌｅｒꎬ Ｓｗｉｓｓｍｅｄｉｃꎬ Ｂｅｒｎ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ꎻ Ｄｒ Ｇ Ｗｅｒｎｅｒꎬ
Ｐａｕｌ－Ｅｈｒｌｉ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ＰＥＩ)ꎬ Ｌａｎｇｅｎ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

还要感谢以下机构的人员做出的贡献:
Ｍｓ Ｓ Ｄｏｕｇｌａｓꎬ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ＧＡ )ꎬ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ꎬ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ꎻ Ｍｒ Ｌ Ｆｉｅｌｄｓꎬ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ＤＡ)ꎬ 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ꎬ ＭＤꎬ ＵＳＡꎻ Ｄｒ Ｄ Ｋａｅｓｅｒｍａｎｎꎬ Ｓｗｉｓｓｍｅｄｉｃ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ꎻ Ｄｒ Ｊ Ｍｏｒｅｎａｓ ａｎｄ Ｄｒ Ｆ Ｔｅｓｋｒａｔꎬ Ａｇｅ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ｄｅ
ｓéｃｕｒｉｔé 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ｐｒｏｄｕｉｔｓ ｄｅ ｓａｎｔé ( ＡＦＳＳＡＰＳ)ꎬ Ｓａｉｎｔ － Ｄｅｎｉｓꎬ
Ｆｒａｎｃｅꎻ Ｄｒ Ｗ Ｓｃｈｗａｒｚꎬ ＰＥＩ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ꎻ Ｄｒ Ｕ Ｕｎｋｅｌｂａｃｈꎬ ＰＥＩ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ꎻ Ｄｒ Ｌ ｖａｎ Ｌｏｏｓｂｒｏｅｋꎬ ＧＭＰ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ꎬ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ꎻ Ｍｒ Ｌ
Ｙｏｕｎｇ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Ｏｔｔａｗａꎬ Ｃａｎａｄａ

同样需要感谢以下专家在起草咨询本指导原则过程中给予的

点评和建议:
Ｄｒ Ｆ Ａｇｂａｎｙｏ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Ｏｔｔａｗａꎬ Ｃａｎａｄａꎻ Ｄｒ Ｍ Ｆａｒａｇ

Ａｈｍｅｄ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ＤＣＡＲ )ꎬ Ａｇｏｕｓａꎬ Ｅｇｙｐｔꎻ Ｌｉｃ ＭＰ áｌｖａｒｅｚꎬ Ｃｅｎｔｒｏ ｐａｒａ 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ｓｔａｔａｌ ｄｅ ｌａ Ｃａｌｉｄａｄ ｄｅ ｌｏｓ Ｍ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ｏｓ ( ＣＥＣＭＥＤ)ꎬ Ｌａ
Ｈａｂａｎａꎬ Ｃｕｂａꎻ Ｄｒ Ｊ Ａｎｓａｈ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ꎬ
Ａｃｃｒａꎬ Ｇｈａｎａꎻ Ｄｒ Ｃ Ｂｉａｎｃｏ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ｎｔｅｒ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ꎬ ＵＳＡꎻ Ｄｒ Ｖ Ｂｏｇｄａｎｏｖａꎬ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 ＦＭＢＡ )ꎬ Ｍｏｓｃｏｗ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ꎻ Ｄｒ Ｔ Ｂｕｒｎｏｕｆꎬ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Ｆｒａｎｃｅꎻ Ｄｒ Ｍ Ｃｈｅｒａｇｈａｌｉꎬ Ｄｒ Ａｍｉｎｉ ａｎｄ Ｄｒ
Ｍａｑｓｏｕｄｌｏｏꎬ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Ｔｅｈｒａｎ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ｎꎻ Ｄｒ ＪＲ Ｃｒｕｚ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ꎬ ＷＨＯꎬ ＡＭＲＯ /
ＰＡＨＯ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ＵＳＡꎻ Ｄｒ Ｆ Ｄａｒｗｉｓｈ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Ｂａｎｋꎬ
Ｍａｎａｍａꎬ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Ｂａｈｒａｉｎꎻ Ｄｒ Ｒ Ｄａｖｅｙꎬ ＦＤＡꎬ 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ꎬ ＭＤꎬ
ＵＳＡꎻ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 Ｄｉｏｐ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ꎬ Ｄａｋａｒꎬ
Ｓｅｎｅｇａｌꎻ Ｄｒ Ｄ Ｅｌ Ｓｈｅｒｉｆ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ＡＰＡ)ꎬ Ｃａｉｒｏꎬ Ｅｇｙｐｔꎻ Ｄｒ Ｊ Ｅｐｓｔｅｉｎꎬ ＦＤＡꎬ 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ꎬ ＭＤꎬ
ＵＳＡꎻ Ｄｒ Ｐ Ｇａｎｚ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ｎａｄａꎬ Ｏｔｔａｗａꎬ Ｃａｎａｄａꎻ Ｍｒ Ａ Ｇｏｕｌｄ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ꎻ
Ｄｒ Ｉ Ｈａｍａｇｕｃｈｉ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ＮＩＩＤ)ꎬ
Ｔｏｋｙｏꎬ Ｊａｐａｎꎻ Ｄｒ Ｍ Ｈｅｉｄｅｎꎬ ＰＥＩꎬ Ｌａｎｇｅｎ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ꎻ Ｄｒ Ｓ Ｈｉｎｄａｗｉꎬ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Ｊｅｄｄａｈ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ꎻ Ｄｒ Ｈｏ Ｊｕｎｇ Ｏｈꎬ
Ｋｏｒｅａ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ＫＦＤＡ)ꎬ Ｓｅｏｕｌ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ꎻ Ｄｒ Ｍ Ｊｕｔｚｉꎬ Ｓｗｉｓｓｍｅｄｉｃꎬ Ｂｅｒｎ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ꎻ Ｄｒ Ｈ Ｋｌｅｉ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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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Ｈꎬ Ｂｅｔｈｅｓｄａꎬ ＭＤꎬ ＵＳＡꎻ Ｍｒｓ ＡＣ Ｍａｄｕｋｗ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ＮＡＦＤＡＣ )ꎬ Ｌａｇｏｓꎬ
Ｎｉｇｅｒｉａꎻ Ｍｓ ＧＮ Ｍａｈｌａｎｇｕ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Ｈａｒａｒｅꎬ
Ｚｉｍｂａｂｗｅꎻ Ｄｒ Ｇ Ｍｉｃｈａｕｄꎬ ＦＤＡꎬ 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ꎬ ＭＤꎬ ＵＳＡꎻ Ｄｒ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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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５

非无菌药物制剂的加热、 通风和空调系统的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补充指导原则

１　 绪论

２　 文件适用范围　
３　 术语　
４　 防护　
　 ４ １　 产品和人员

　 ４ ２　 空气过滤系统

　 ４ ３　 单向气流

　 ４ ４　 渗透

　 ４ ５　 交叉污染

　 ４ ６　 置换概念 (低压差ꎬ 高流量)
　 ４ ７　 压差概念 (高压差ꎬ 低流量)
　 ４ ８　 物理屏蔽概念

　 ４ ９　 温度和相对湿度

５　 粉尘控制

６　 环境保护

　 ６ １　 常规

　 ６ ２　 排出气体中的粉尘

　 ６ ３　 烟雾去除

７　 ＨＶＡＣ (采暖通风和空调) 系统和组成　
　 ７ １　 常规

　 ７ ２　 气体分配

　 ７ ３　 再循环系统

　 ７ ４　 全新风系统

　 ７ ５　 额外系统部件

８　 试运行、 确认和维护　
　 ８ １　 试运行

　 ８ ２　 确认

　 ８ ３　 保养

９　 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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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加热、 通风和空调系统 (ＨＶＡＣ) 在保证药品生产质量中起

着重要的作用ꎬ 设计良好的 ＨＶＡＣ 系统也能为操作者提供舒适的

条件ꎮ
本指导原则主要介绍适用于固体制剂生产的 ＨＶＡＣ 系统ꎬ 此

外ꎬ 也涉及与固体制剂生产不相关ꎬ 但有助于固体制剂车间与其

他制剂的 ＨＡＶＣ 系统要求进行比较的其他系统或部件ꎮ
ＨＶＡＣ 系统的设计会影响建筑的总体布局ꎬ 涉及压差隔离室、

出入口和走廊等ꎮ 建筑部件对室内压差级别和交叉污染控制都有

影响ꎮ 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在 ＨＶＡＣ 系统的设计中是一个重点考

虑的因素ꎮ 考虑到这些关键因素ꎬ ＨＶＡＣ 系统的设计应当是药品

生产车间设计阶段的一项工作ꎮ
应当有适当的温度、 相对湿度和通风系统ꎬ 并且在药品生产

和贮藏过程中不应该给药品质量带来不良影响ꎬ 或者是不应该影

响设备的精确性能ꎮ
该文件旨在为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生产设施的检查员在

ＨＶＡＣ 系统的设计、 安装、 确认和维修等方面提供指南ꎮ 本指导

原则用于补充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１) 中的相应内容ꎬ 并

需要结合其原指南文件进行阅读ꎮ 所以ꎬ 本指导原则中的附加标

准应被视为对原指南文件中总体要求的补充ꎮ

２　 文件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主要是针对固体制剂生产设施的 ＨＶＡＣ 系统的设

计和 ＧＭＰ 要求ꎮ 大多数固体制剂生产设施的系统设计原则同样

适用于液体制剂、 乳剂、 软膏剂等制剂的生产ꎮ 本指导原则不包

括生产无菌药物产品对生产场地的要求ꎮ 本指导原则不包括处理

危险品设施的具体要求ꎮ 有单独的 ＷＨＯ 危险品设施处理的指导

原则ꎮ
本指导原则旨在作为一个基本的指南文件供生产企业和 ＧＭＰ

检查员使用ꎮ
它们不对指定要求和设计参数作硬性的规定ꎮ 很多参数都会

影响清洁区的洁净度ꎬ 所以ꎬ 很难在独立系统中对特定的参数给

出明确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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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生产企业有自己的工程设计和确认标准ꎬ 而且不同企业间

的标准也不同ꎮ 所以ꎬ 既要实现节约－高效的设计理念ꎬ 又能符合

所有的法规要求ꎬ 还要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不降低ꎬ 应该针对每

个工程设计现实地进行设计ꎮ 在本手册中ꎬ 主要介绍 ＨＶＡＣ 系统在

产品保护、 人员保护和环境保护中所起的作用 (图 １)ꎮ
在确定系统设计参数时应对所生产的产品有所了解ꎮ 与单个

产品设备相比ꎬ 一个设备要生产不同产品时ꎬ 关于交叉污染控制

问题就应该有更为严格的设计参数ꎮ
按照图 １ 的序列ꎬ 本指导原则论述了不同的系统

图 １　 不同系统

３　 术语

下列定义适用于这些指导原则中所使用的术语ꎬ 在其他文件

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ꎮ

可接受标准　
是指一个量化的指标ꎬ 在此标准下ꎬ 一个检验结果将被认为

是可以接受的ꎮ

处置限度　
当一个关键参数的值超过了其可接受标准时ꎬ 就达到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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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ꎮ 在限度之外的结果需要特定的处置和调查ꎮ

小时换气率 (ＡＣＰＨ) 　
房间气体体积 (ｍ３ / ｈ) 除以房间体积 (ｍ３)ꎮ

空气处理单元 (ＡＨＵ) 　
空气处理单元在设施中对空气进行调节ꎬ 并提供所需的空气

输运ꎮ

气闸　
是指带有两个或更多门的一个闭锁空间ꎬ 位于两个或多个房

间的中间ꎬ 例如ꎬ 当需要进入时ꎬ 为了在这些房间之间控制气

流ꎬ 在不同级别洁净度的房间之间设置气闸ꎮ 可以为人员或物料

的出入设计并使用气闸 (ＰＡＬꎬ 人流气闸ꎻ ＭＡＬꎬ 物流气闸)ꎮ

报警限度　
当一个关键参数超过了其正常的操作范围ꎬ 就达到了报警

限ꎮ 这就意味着可能需要采取纠正措施来防止达到需要采取措施

的限度ꎮ

竣工状态　
建造完成ꎬ 所有的服务均连接上ꎬ 且正常运转ꎬ 但是没有生

产设备、 物料和人员在场的情况ꎮ

静态工况　
建造完成ꎬ 设备安装完成ꎬ 并以客户和供应商达成一致意见

的方式操作ꎬ 但是没有人员在场的情况ꎮ

中央空调单元 (见空气处理单元) 　
变更控制　

是指一个正式的系统ꎬ 通过此系统ꎬ 具有适当资质的人员对可

能影响验证状态的预期变更和实际变更进行评价ꎮ 该系统的目的就

是确定需要采取的措施ꎬ 确保系统的状态与验证时的状态一致ꎮ

洁净区 (洁净室) 　
对环境中的微粒和微生物污染具有明确的控制指标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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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室)ꎬ 该区域的建造和使用是为了减少污染物在此区域内的引

入、 产生和滞留ꎮ

封闭系统　
在该系统内产品和物料不会受到生产环境的影响ꎮ

试运行　
试运行是确认设备或系统按照标准进行安装、 投入服务后进

入正常使用状态的具有记录的过程ꎮ 在项目建造完成之后ꎬ 验证

之前进行试运行ꎮ

注释: 洁净区标准ꎬ 例如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１ 针对根据颗粒浓度对空气

洁净度分类的方法提供了详细的介绍ꎬ 而 ＧＭＰ 则是根据条件

(休息或操作)、 可允许的微生物浓度ꎬ 另外ꎬ 还有其他的因素ꎬ
例如对隔离衣要求ꎬ 来对空气洁净度进行等级划分ꎮ ＧＭＰ 和清洁

区标准应该互相结合使用来定义和分类不同的生产环境ꎮ

防护　
是指在一个区域内将产品、 粉尘或污染物集中ꎬ 并防止其逃

逸而进入另一个区域的过程或装置ꎮ

污染　
一种不希望发生的ꎬ 在生产、 取样、 包装或分装、 贮藏或运输

的过程中ꎬ 化学杂质或微生物杂质或外来物质被引入到起始物料或

中间体的事件ꎮ

受控区　
为了防止产品降解或交叉污染而对具体的环境设备条件和操

作进行确认ꎬ 控制和监控的区域ꎮ

关键参数或组件　
一种影响产品质量的工艺参数 (例如温度或湿度)ꎬ 或一种

可能对产品质量有直接影响的组件ꎮ

关键质量特性 (ＣＱＡ) 　
为保证产品质量而需要被控制在适当限度ꎬ 范围或分布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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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ꎬ 化学ꎬ 生物或微生物的特性或特征ꎮ

交叉污染　
一种起始物料、 中间体产品或终产品ꎬ 在生产过程中与另一

种起始物料或物料发生污染的情况ꎮ

设计工况　
设计工况与特定的范围或变量控制的精确度有关ꎬ 设计者以

此作为确定工程系统性能要求的基础ꎮ

设计确认 (ＤＱ) 　
ＤＱ 是指为了确定设计与工艺、 生产、 ＧＭＰ 和法规要求一致

性ꎬ 而对规划资料和技术规范进行的有记录的检查ꎮ

具有直接影响的系统　
具有直接影响的系统是指预期对产品质量有直接影响的系

统ꎮ 具有直接影响的系统在设计及质量保证程序方面除需遵循工

程设计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检定规范之各项要求ꎮ

渗出　
指空气从受控区域进入到外界区域ꎮ

设施　
是指一种建设环境ꎬ 在该环境内建立洁净区并进行相关的环

境控制操作ꎬ 还包括相关的支持性建筑ꎮ

工程质量管理规范 (ＧＥＰ) 　
建立的工程方法和标准ꎬ 适用于整个项目周期ꎬ 能提供适当

的、 成本效益良好的解决方案ꎮ

危险物或产品　
可能对健康或环境造成伤害产品或物质ꎮ

具有间接影响的系统　
具有间接影响的系统是指预期对产品质量无直接影响的系

统ꎬ 但对具有直接影响的系统具有支持作用ꎬ 只需按照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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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范 (ＧＥＰ) 进行设计并运行即可ꎮ

渗透　
渗透是指受污染的空气从外部区域进入到洁净区ꎮ

安装确认 (ＩＱ) 　
安装确认 (ＩＱ) 是确定厂房、 ＨＶＡＣ 系统、 支持性公用设施

和设备ꎬ 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建造并安装的具有记录的确认

程序ꎮ

无影响的系统　
是指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产品质量产生任何影响的系统ꎮ

这些系统在设计及质量保证程序方面只需遵循工程质量管理

规范ꎮ

非关键参数或组件　
是指在系统内的一个工艺参数或组件的运行、 接触、 数据控

制、 警报或者失败信息不会对产品的质量有间接影响或无任何

影响ꎮ

正常运行范围　
在正常运行期间ꎬ 制造商选择的作为可接受的参数范围ꎮ 这

个参数范围必须在运行范围之内

运行限度　
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需要的设备运行极小值和最大值ꎮ

运行范围　
运行范围是指能够生产出合格产品的经过验证的关键参数

范围ꎮ

运行工况　
该工况是指室内有日常工作所需的人员、 采用设备进行正常

生产时ꎬ 进行洁净室级别检测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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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确认 (ＯＱ) 　
运行确认是检查并记录设备在正常的运行范围内 (包括整个

预期可能运行的工况) 工作ꎬ 参数指标符合其设计的质量标准的

过程ꎮ

口服固体制剂 (ＯＳＤ) 　
通常指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片剂、 胶囊和颗粒等口服用的

制剂ꎮ

传递窗 (ＰＴＨ / ＰＢ) 　
有两个或多个门ꎬ 以保持两个分离控制区的压差ꎮ 静态传递

窗应没有空气进出ꎬ 动态传递窗有空气输入ꎮ

性能确认 (ＰＱ) 　
性能确认是在系统的整个运行范围内确定工艺或者与系统性

能相关的全部工艺的运作是否符合预期的结果ꎮ

定点除尘　
除尘口要尽可能接近粉尘的源头以便除去空气中的粉尘ꎮ

压力梯度　
气流从一个高压区域流到另一个低压区域的过程ꎮ

确认　
确认是验证过程的一部分ꎬ 是对仪器和系统测试的计划、 运

行、 记录ꎬ 以表明仪器和系统能如预期的运作ꎮ

质量关键过程参数 (ＣＰＰ) 　
指对关键质量特征有影响的过程参数ꎮ

相对湿度　
空气中实际所含水蒸气的压力和同温度下饱和水蒸气压力的

百分比值ꎮ 简而言之ꎬ 是在一个特定温度下ꎬ 空气中所含水蒸气

量与 １００％饱和水蒸气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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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操作规程 (ＳＯＰ) 　
经过批准的书面程序ꎮ 将某一事件的标准操作步骤和要求以

统一的格式描述出来ꎬ 不必特定地给出具体产品或材料ꎬ 但具有

更宽的普适性 (即操作的设备、 维护和清洁、 验证、 清场和环境

控制、 取样和检查) 某些 ＳＯＰｓ 可用于补充特定产品的控制和批

生产的文件化ꎮ

湍流　
湍流或者非单向气流ꎬ 是空气被分配引导进入受控空间后与

室内的空气通过诱导方式相混合后的气体流动方式ꎮ

单向气流 (ＵＤＡＦ) 　
单向气流是指气流以均匀的截面速度ꎬ 沿着平行流线以单一

方向在整个横断面上通过洁净区域 (参见湍流)ꎮ

验证　
验证是指能证实任何程序、 生产工艺、 设备、 物料、 活动或

系统确能导致预期结果的有文件证明的一系列活动ꎮ

验证总计划 (ＶＭＰ) 　
验证总计划是一个高水平的文件ꎬ 建立了对全部验证计划的

保护ꎬ 通常被项目小组作为资源和技术规划的指导 (也被称为认

证总计划)ꎮ

４　 保护

４ １　 产品和人员

４ １ １　 药品生产区域ꎬ 药品原材料和产品、 器物、 主要包

装材料和设备暴露的区域ꎬ 应被分类为 “洁净区”ꎮ
４ １ ２　 一个特定洁净区的分类主要取决于设计和确认阶段

的一系列要求ꎮ 为了创建一个有效的洁净区ꎬ 必须在不同标准之

间取得适当的平衡ꎮ
４ １ ３　 需要考虑的基本标准应该包括:
•建筑物装饰和结构

•空气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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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气率或净化率

•室内压力

•风道末端和定向气流的位置

•温度

•湿度

•物流

•人流

•设备移动

•进行的工艺操作 (开放系统或封闭系统)
•外部空气条件

•占有率

•产品类型

•清洗标准操作规程 (ＳＯＰｓ)
４ １ ４　 空气过滤和换气率应该确保能达到规定的洁净区

级别

４ １ ５　 应由生产企业和设计者根据各种关键参数并适当考

虑运行成本和能源消耗确定换气率ꎮ 首要地ꎬ 换气率的设置应能

使洁净区达到规定的级别ꎮ
４ １ ６　 换气率由下列因素决定换气频率 (通常为每小时 ６ ~

２０ 次之间):
•区域状况: 不论实际上是否要求了具体室内清洁状况ꎬ 以

及是否规定室内状况是 “静态工况” 状态或 “运行” 状态

(应该由需要而不是习惯来选择换气率)
•产品特征 (如气味ꎬ 引湿性)
•送风的质量和过滤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尘埃粒子

•操作人员产生的尘埃粒子

•房间的配置、 送风、 排风位置

•充足的空气以实现防护作用

•充足的空气以处理房间热负荷

•充足的空气以维持所需的室内压力

４ １ ７　 在环境分类中ꎬ 生产企业应申明是在 “竣工状态”
(如图 ２)ꎬ “静态” (如图 ３) 还是 “动态” (如图 ４) 情况下达到

不同的洁净级别ꎮ
４ １ ８　 “竣工” 状态下的房间分类测试应该在空房间里进

行ꎬ 没有任何设备和人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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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９　 “静态工况” 下的房间分类测试应在开启相关设备

但没有操作人员的情况下进行ꎮ 因为固体制剂生产设备通常会产

生大量的粉尘ꎬ 所以多数清洁区级别是指在 “静态工况” 下的洁

净度ꎮ
４ １ １０　 “动态工况” 下的房间分类测试应该在正常生产条

件下进行ꎬ 及设备在运行、 室内有正常数目的工作人员ꎮ 一般

地ꎬ 在 “动态工况” 下测试的房间ꎬ 经过短时间的清洁后应能达

到 “静态工况” 下的洁净度ꎮ 应通过验证确定清洁时间的长度ꎬ
通常约 ２０ 分钟ꎮ

图 ２　 竣工 (空载) 工况

图 ３　 “静态” 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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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动态” 工况

　 　 ４ １ １１ 　 原料和产品在生产的各个阶段都应该得到保

护ꎬ 以免污染和交叉污染 (见 ４ ５ 交叉污染的控制)ꎮ
注意: 不适当的设施 (比如: 不好的设计、 布局、 装修)、 不完

善的清洁程序、 人员污染及不良的 ＨＶＡＣ 系统可能会导致污染ꎮ
４ １ １２　 应通过有效的通风来控制空气中的污染物ꎮ
４ １ １３　 应通过对送风的有效过滤来清除外部污染物 (见图

５ 以壳状建筑布局为例加强控制外来污染物)ꎮ

图 ５　 壳式污染控制概念０１２



４ １ １４　 应通过稀释和吹扫室内污染物的方式ꎬ 或者空气置

换的方式对内部污染物进行控制 (见图 ６ꎬ 图 ７ 中消除空气中污

染物的方法)ꎮ

图 ６　 旧风的湍流稀释

图 ７　 旧风的层流置换

４ １ １５　 根据产品保护要求ꎬ 应该考虑空气中悬浮微粒和过

滤度ꎮ
４ １ １６　 人员不应该成为污染源ꎮ
４ １ １７　 不同区域的保护和空气净化水平应依据下列因素确

定: 生产的产品、 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产品发生降解的敏感程度

(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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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采用不同保护水平的例子 (根据 ＩＳＰＥ 口服固体制剂 (ＯＳＤ) 指导标准)

水平 要求 区域举例

水平 １ 一般区
正常进行房屋清洁与维护ꎬ 这些地方都没有产品污染

保护措施ꎬ 例如库房

水平 ２ 保护区

该区域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裸露的药品起始原料、
防止产品受到直接或间接污染或降解ꎬ 例如内包区、
临时储备间、 一级更衣间

水平 ３ 受控区

规定了该区域特殊的环境要求ꎬ 并进行控制和监测以

防止原料或产品被污染或降解ꎬ 例如产品、 起始原料

和成分被暴露在室内环境中的地方ꎻ 设备清洗以及与

产品接触的设备储存区域ꎮ

４ ２　 空气过滤系统

备注: 空气过滤的程度在预防污染以及控制交叉污染的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４ ２ １　 根据周围空气和循环空气 (如适用) 以及换气率来

决定不同应用所要求的过滤器类型ꎮ 表 ２ 列出了对医药设备推荐

的不同保护水平的药用过滤器ꎮ 药品生产者应该确认和验证过滤

器使用得是否正确ꎮ

表 ２　 推荐的过滤器以及保护水平

保护水平 推荐的过滤器

水平 １ 只用初级过滤器 (例如 ＥＮ７７９ Ｇ４ 滤器)

水平 ２
采用 １００％ 新风的保护区域: 初级加二级过滤器 (例如

ＥＮ７７９ Ｇ４ 加 Ｆ９ 过滤器)

水平 ３

在循环空气加新风环境下的运行设备ꎬ 当存在交叉污染的

风险时: 初级、 二级加三级滤器 (例如 ＥＮ７７９ Ｇ４ 加 Ｆ８ 加

ＥＮ１８２２ Ｈ１３ 滤器) (充分新风系统没有循环ꎬ 可使用 Ｇ４ 和

Ｆ８ 或 Ｆ９ 过滤器)

　 　 备注: 上表所述的滤器分类参照 ＥＮ１８２２ 和 ＥＮ７７９ 检测标准 (ＥＮ ７７９
适用于 Ｇ１ 至 Ｆ９ 类滤器ꎬ ＥＮ １８２２ 适用于 Ｈ１０ 至 Ｕ１７ 类滤器)ꎮ 其他过滤器

标准的相对分类参考图 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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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过滤器检测标准的比较

　 　 ４ ２ ２　 应始终将过滤器的级别与标准测试方法关联ꎬ 因为

按照实际的过滤效率判断可能被误导 (由于不同的检测方法对同

一种过滤器会得出不同的结果)ꎮ (有关过滤器的级别ꎬ 例如 ８５％
的过滤器或 ５μｍ 的过滤器不是有效的级别ꎬ 不应该被使用ꎬ 因为

这可能导致过滤器安装出现错误ꎮ 只有 ＥＮ７７９ 和 ＥＮ１８２２ 级别是

可以使用的)ꎮ
４ ２ ３　 在选择过滤器时ꎬ 生产企业应当考虑周围环境的污

染情况、 当地的法规和特殊产品放入要求等其他因素ꎮ 良好的预

过滤器能够延长较昂贵的过滤器的使用寿命ꎮ
４ ２ ４　 应慎重选择暖通空调系统的材料ꎬ 以确保这些材料

不会成为污染源ꎮ 任何可能向气流中释放颗粒或微生物污染物的

材料组成成分ꎬ 都应被安装在终端过滤器的上游ꎮ
４ ２ ５　 风阻尼器、 过滤器和其他的设备维修和保养应设计良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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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位置应便于从生产区以外 (服务空间或服务走廊) 的区域进入ꎮ
４ ２ ６　 在生产区和包装区的定向气流应能够预防污染ꎮ 气

流方向的设计应与操作者的位置相关ꎬ 以便于最小程度地减少由

操作者带来的对产品的污染ꎬ 也可以保护操作者免于吸入粉尘ꎮ
４ ２ ７　 暖通空调系统气流分配部件的设计、 安装和安放的

原则是阻止室内污染物的扩散ꎮ
４ ２ ８　 选择所用空气扩散器时应该考虑室内要求ꎬ 设备位

置以及操作人员在场的情况ꎮ 高诱导式的送风扩散 (例如那些常

用于办公室的空调) 不适用于有粉尘产生的洁净区ꎮ 空气扩散器

应采用非诱导式ꎬ 以最小诱导量输入空气ꎬ 以便达到最大程度的

吹扫效果ꎮ 在产生大量粉尘的区域ꎬ 应使用低水平循环的穿孔板

或低诱导式涡旋扩散器 (保持室内粉尘较少) (图 ９－１１ 给出了三

种类型的扩散)ꎮ 释放粉尘较少时ꎬ 可以使用天花板回风格栅ꎮ

图 ９　 诱导扩散器

图 １０　 穿孔板式扩散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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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旋流式扩散器

　 　 ４ ２ ９ 　 诱导式和某涡旋式扩散器可以诱导空气垂直向上从

而混合供给新风ꎮ 这些扩散器可以将室内污染稀释ꎬ 从而可以用

在粉尘较少的房间ꎮ 可是如果应用到粉尘量过多的房间ꎬ 室内的

粉尘将会危险到操作人员ꎮ

４ ３　 单向气流

４ ３ １　 单向气流 (ＵＤＡＦ) 应该用于称量台或取样台用于保

护操作人员和产品ꎬ 也应该在室内有轻微气流以增强防备ꎮ 可以

用烟气流模型测试或其他适当测试来演示称量台上的粉尘污染ꎮ
通过适当地向产品提供洁净空气ꎬ 使产品得到保护ꎬ 以减少来自

周围环境中污染物的侵入ꎮ
４ ３ ２　 起始物料、 内包材料和产品的取样ꎬ 应在符合产品

下一步工艺要求的相同环境下进行ꎮ
４ ３ ３　 在称量台ꎬ ＵＤＡＦ 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粉尘污染和操作

者进行保护ꎮ
例如: 图 １２ꎬ 称量台处产生的粉尘能够被迅速地穿过工作台

而被排出ꎬ 这样就保护操作者免于吸入粉尘ꎬ 同时也能够通过垂

直的气流保护产品免受操作者的污染ꎮ
４ ３ ４　 单向气流流率不宜过大ꎬ 以免破坏称量区天平的灵

敏度ꎮ 必要时应降低气流速率以避免称量结果中的不准确ꎬ 同时

又能提供充足的气流保证不被污染ꎮ Ａ 级别区域的单向气流系统

通常建议为 ０ ３６ 到 ０ ５４ｍ / ｓꎮ 可是ꎬ Ａ 级别区域内的称量台或取

样台不要求使用较低流速ꎮ 通常有必要降低流速以免影响天平读

数ꎮ 气流流速和气流方向仍应确保产品免受污染ꎮ 为了避免污

染ꎬ Ａ 级别区域要求使用气流保护台 (ＡＰＢ) 而不是 ＵＤＡ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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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称量区操作人员的保护

４ ３ ５　 操作者所站的位置与尘埃释放源和气流的相对位置应

确定ꎬ 保证操作者不在能够导致产品污染的气流路径上 (图 １３)ꎮ

图 １３　 对操作人员的水平气流保护

４ ３ ６　 一旦为操作人员和工艺使用的特定系统布局被设计

并经过确认后ꎬ 就应根据 ＳＯＰ 对系统进行维护ꎮ
４ ３ ７　 在单向气流的路径上不应有阻碍物ꎬ 否则会使操作

者暴露在粉尘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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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所示的是不正确的称量天平的使用ꎬ 天平有背板ꎮ 天

平的背板不应当阻挡回风的路径ꎬ 这样会导致气流的垂直上升ꎬ
将操作者置于危险的境地ꎮ

图 １４　 由于设计不当导致操作人员吸入粉尘

图 １５ 所示的是一个敞口的料仓放置于垂直的单向气流分配

器下方ꎮ 应避免下降的气流进入箱子ꎬ 这样气流会反弹上升ꎬ 将

粉末吹向操作者的脸ꎮ 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在料仓上增加一个盖

子以防止气体进入ꎮ 也可以使用固定点式排风ꎬ 但这会导致产品

过量损失ꎮ

图 １５　 由于料仓中的反向气流导致操作人员吸入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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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所示的是一个工作台面有时可以导致垂直单向气流偏

转而导致气流逆向运动ꎮ 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在桌面和墙体之间留

出 １００ ｍｍ 的空隙ꎬ 这样空气可被吸走ꎮ

图 １６　 由于工作台面设计不当导致操作人员受到粉尘污染

４ ３ ８　 生产者应选择垂直或水平的单向气流 (图 １７)ꎮ 适当

的气流方式能为特定的用途提供最好的保护ꎮ

图 １７　 垂直单向气流与水平单向气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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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９　 室内或称量台取样台的循环气或排气格栅最好用多

孔格栅ꎬ 容易清洗ꎮ 循环气 /排气过滤器应被安装在房间侧端或

空气处理单元内ꎮ 应该进行过滤器和管道的维护和清洗以保证气

流恒定ꎮ

４ ４　 渗透

４ ４ １　 未经过滤渗透进入制药车间的空气不应成为污染源ꎮ
４ ４ ２　 生产设施应维持与相对外界正压的状态ꎬ 以限制污

染物的侵入ꎮ 应使生产设施维持在负压状态 (相对于周围压力)ꎬ
应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ꎮ 根据 ＷＨＯ 有害产品的指导原则ꎬ 对负

压设施进一步指导ꎮ
４ ４ ３　 确定负压设施的安放位置时应认真考虑周围的区域

环境ꎬ 尤其应注意保证厂房密封性完好ꎮ
４ ４ ４ 　 负压区应尽可能地被有洁净空气供给的区域包围ꎬ

这样只有洁净的空气能够渗入受控区域ꎮ

４ ５　 交叉污染

４ ５ １　 当不同的产品在不同区域或房间同时生产时ꎬ 在生

产多种口服固体制剂的药厂ꎬ 应采取措施保证尘埃不会从一个房

间移动到另一个房间ꎮ
４ ５ ２ 　 正确的定向气流和压差系统有助于防止交叉污染ꎮ

压力差应使空气从洁净的走廊向操作间的方向流动ꎬ 确保粉尘不

扩散ꎮ
４ ５ ３　 应维持走廊的压力比操作间的压力高ꎬ 而操作间的

压力应比大气压高ꎮ
４ ５ ４　 一般可以通过置换方式 (低压差ꎬ 高流量)、 压差方

式 (高压差ꎬ 低气流) 或物理屏障方式实现防护功能ꎮ
４ ５ ５　 压力梯度方案和气流方向应与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

适应ꎮ
４ ５ ６　 药效强的产品应在负压条件下生产ꎮ
４ ５ ７　 对每个生产设施的压力差都应该根据产品和需要的

保护水平逐一进行评价ꎮ
４ ５ ８　 应关注厂房的结构ꎬ 应能适应压力差的设计要求ꎮ
４ ５ ９　 顶棚和墙壁应气密ꎬ 应有密闭的门窗和密封的照明

装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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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６　 置换概念 (低压差ꎬ 高流量)
备注: 本防护方法不是最优方法ꎬ 由于测量和控制门口的气

流速率比较困难ꎮ 本概念应用于能产生大量粉尘的生产工艺较为

理想ꎮ
４ ６ １　 按照这一概念ꎬ 空气被输送至走廊ꎬ 流经门口ꎬ 从

操作间的后部被排走ꎮ 通常操作间的门应是关闭的ꎬ 空气通过门

上的格栅进入ꎬ 此概念也可应用于没有门的开放空间ꎮ
４ ６ ２　 气流速率应足够大ꎬ 以防止气流在门口处形成湍流

而使粉尘逸出ꎮ
４ ６ ３　 通过操作间门口面积和气流速率的乘积ꎬ 可计算得

出置换气流ꎬ 通常需要相当大的气流量ꎮ
备注: 尽管旧厂房仍使用本防护方法ꎬ 但它不是最优方法ꎬ

由于测量和控制门口的气流速率比较困难ꎮ 另外ꎬ 同时保持正确

室压及室内换气率是很难实现的ꎮ

４ ７　 压差概念 (高压差ꎬ 低流量)
备注: 压差概念通常用于很少或几乎没有粉尘的区域ꎮ 本方

法可单独使用ꎬ 也可与双门气闸等其他的防护控制技术联合

应用ꎮ
４ ７ １　 清洁区和低等级清洁区间的高压差ꎬ 必须通过关闭

的门与房间的间隙的泄漏形成ꎮ
４ ７ ２　 压差必须足够大ꎬ 以确保防护效果并防止倒流ꎬ 但

也不能太大ꎬ 否则会导致紊流ꎮ
４ ７ ３　 考虑房间压力差时ꎬ 必须考虑机械排风系统的瞬间

波动ꎮ
４ ７ ４　 在两个相邻的区域实现防护ꎬ 被广泛接受的压差是

１５ Ｐａꎬ 但是 ５ Ｐａ 或 ２０ Ｐａ 的压差也是可以接受的ꎮ 设计的压差过

低或限度过低都是走极端ꎬ 这样会发生空气倒灌ꎮ 比如ꎬ 当压差

的允差为± ３ Ｐａ 时ꎬ 必须对上下限压差条件下的防护效果进行

评估ꎮ
４ ７ ５　 根据风险分析的结果ꎬ 可认为相邻房间的压差是关

键参数ꎮ 相邻房间的压差范围必须没有重叠的风险ꎬ 比如ꎬ 一个

房间的压差是 ５ ~ １５ Ｐａꎬ 相邻房间的压差是 １５ ~ ３０ Ｐａꎬ 如果第一

个房间的压差在最大值ꎬ 第二个房间的压差为最小值ꎬ 导致两个

区域之间没有压力梯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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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７ ６　 当采用气闸时 (负压或正压气闸) 时ꎬ 可接受较低

的压差ꎮ
４ ７ ７　 房间压力允差情况见图 １８

图 １８　 压力阶梯模板

４ ７ ８　 压力控制和监测用仪器应校准并经过确认ꎮ 应定期

确认设备质量符合规定并记录结果ꎮ 按照风险分析的结果ꎬ 根据

风险的水平ꎬ 应将压力控制器与报警系统相连ꎮ
４ ７ ９　 当采用人工控制的系统时ꎬ 应在试运行时设定指标ꎬ

除非其他系统条件发生变化ꎬ 否则不能变更ꎮ
４ ７ １０　 建立并维持压差梯度系统时ꎬ 气闸是重要的组成部

分ꎬ 同时也控制了交叉污染ꎮ
４ ７ １１　 不同压力梯度方案所用的气闸也不同ꎬ 梯度气闸、

负压气闸和正压气闸 (图 １９ ~图 ２１)ꎮ

图 １９　 阶梯气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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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气闸: 气闸一端是高气压ꎬ 另一端是低压

•负压气闸: 气闸内是低压ꎬ 气闸外面是高压

•正压气闸: 气闸内是高压ꎬ 气闸外面是低压

图 ２０　 负压气闸

图 ２１　 正压气闸

备注: 以上图和压力只作为图例使用ꎮ 举例中标明的压力指

绝对压力ꎬ 而标明的局部压力指不同房间之间的压差ꎮ
４ ７ １２　 门应向着高压的一面打开ꎬ 以便室内压力维持门关

闭状态ꎬ 并装有自动闭门器ꎮ 如果使用闭门弹簧ꎬ 设计应能使门

保持关闭状态ꎬ 并且能够防止压差使门打开ꎮ 不推荐使用滑动

门ꎮ 应有方法指明如果两个门同时打开或其中一个打开ꎬ 则它们

应该互锁ꎮ 是否进行互锁应该作为风险评估进行研究ꎮ
４ ７ １３　 中央除尘系统必须与适当的空气调节系统互锁ꎬ 以

保证它们同时工作ꎮ
４ ７ １４　 必须预防因共用除尘设备管道导致相邻洁净室间压

力失调ꎮ
４ ７ １５　 空气不能通过除尘设备管道从高压的房间流向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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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间 (只有当除尘系统不工作时ꎬ 这种情况才会发生)ꎮ 一旦

出现错误ꎬ 应设计系统防止粉尘从相反方向回流ꎮ
４ ７ １６　 为了测定房间实际的绝对压力ꎬ 房间内应有压差标

示装置ꎬ 以便每一个相邻房间压力能被周围压力反映出来 (房间

压差之和)ꎮ 房间压差装置应能准确恰当地读出范围和测量刻度ꎻ
正常运行范围ꎬ 警告和处置界限应被限定和标示出ꎮ 使用彩色标

尺会有一定帮助ꎮ
室内压差可以用模拟或数字显示ꎬ 表示压差或绝对压力ꎬ 当

系统在超出范围时应当容易识别ꎮ
４ ７ １７　 用物料传递窗来分离两个不同区域ꎮ ＰＴＨ 有两种类

型ꎬ 动态 ＰＴＨ 和静态 ＰＴＨꎮ 动态 ＰＴＨ 有气体供应和排出ꎬ 可用

作正压、 负压或梯级式 ＰＴＨｓꎮ

４ ８　 物理屏蔽概念

４ ８ １　 适当时ꎬ 必须使用防渗层防止两个区域的相互污染ꎬ
比如隔离系统或者物料通过泵传输的系统ꎮ

４ ９　 温度和相对湿度

４ ９ １　 适当时ꎬ 应对温度和相对湿度进行控制、 监测并记

录相关数据ꎬ 以保证符合有关物料和产品的环境要求ꎬ 必要时ꎬ
也能给操作者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ꎮ

４ ９ ２　 室温和相对湿度的最高和最低限度值应合理ꎮ 应适

当地设置温度和相对湿度的警告和处置界限ꎮ
４ ９ ３　 操作范围或允许的限度ꎬ 即可以接受的最低和最高

温度不应太接近ꎮ 太近的控制限度很难达到ꎬ 而且会增加不必要

的安装和运行成本ꎮ
４ ９ ４　 在小隔间或者套房中生产的产品需要较低的湿度时ꎬ

必须有密封的墙和顶棚ꎬ 还应采用适当的气闸将低湿度的空间与

相邻的高湿度区域隔离ꎮ
４ ９ ５　 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止水蒸气的浸入ꎬ 避免增加空调

系统负担ꎮ
４ ９ ６　 可通过去除空气中的水分或增加空气中的水分实现

对湿度的控制ꎮ
４ ９ ７　 可以使用冷冻除湿器或者化学除湿器除去空气中的

水分ꎮ
４ ９ ８　 除湿器中应采用适当的冷却剂ꎬ 比如低温的水－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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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混合物或者制冷剂ꎮ
４ ９ ９　 应尽量避免使用加湿器ꎬ 因为它可能会成为污染源

(比如微生物的生长)ꎮ 如果需要加湿ꎬ 应采用适当的方法 (比如

在空气中注入蒸汽)ꎮ 为了达到加湿的目的ꎬ 应对产品污染风险

进行评估ꎬ 以确定是否需要纯蒸汽或清洁蒸汽ꎮ
４ ９ １０　 在使用蒸汽加湿器的场所ꎬ 不应将抗腐蚀剂或者螯

合剂等ꎬ 对产品有损害作用的化学物质添加到供热系统ꎮ 只有适

当地添加剂才能添加到供热系统中ꎮ
４ ９ １１　 加湿系统必须排水良好ꎬ 不能有冷凝物在空气处理

系统蓄积ꎮ
４ ９ １２　 不应使用蒸发系统、 雾化器和水雾喷头等加湿装

置ꎬ 因为这些装置有潜在微生物污染的风险ꎮ
４ ９ １３　 加湿器毗邻的管道材料应不增加空气中的污染物ꎬ

因为这些污染物不会在下游被过滤掉ꎮ
４ ９ １４　 不能将空气过滤器安装在紧邻加湿器的下游位置ꎬ

因为过滤器上的湿气会滋生细菌ꎮ
４ ９ １５　 在清洁区或在空气处理组件内ꎬ 冷的表面应进行隔

热处理以防止水蒸气凝结其表面上ꎮ
４ ９ １６　 当规定相对湿度时ꎬ 还应给出相应的温度条件ꎮ
４ ９ １７　 当不会变成污染源时ꎬ 也可用硅胶或氯化锂等化学

干燥剂ꎮ

５　 粉尘控制

５ １　 应尽可能将粉尘和水蒸气污染从源头上除去ꎮ 应使用

固定点排风法ꎬ 例如尽可能接近产生粉尘处ꎮ 可适当使用通风孔

或是捕捉罩ꎮ
５ ２　 固定点排风可以采用固定高速排风点或用具有机械臂

的移动通风柜或固定排风柜等形式ꎮ
５ ３　 设计的除尘管道应能提供足够的传送速度ꎬ 确保粉尘

可被带走ꎬ 而不会沉淀在管道内ꎮ 并需要进行定期检查以确保没

有粉尘累积ꎮ
５ ４　 应确定所需的传送速度: 取决于粉尘的密度 (粉尘的

密度越大ꎬ 传送速度也应该越大ꎬ 如 １５ ~ ２０ 米 /秒)ꎮ
５ ５　 应认真选择气流的方向以确保操作人员不会污染产品ꎬ

同时操作人员也不会被产品所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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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固定点式排风通常不足以捕捉所有的污染物ꎬ 应使用

普通的定向气流辅助去除房间内的粉尘和水蒸气ꎮ
５ ７　 一般情况下ꎬ 在有湍流的房间内操作ꎬ 应该由顶部引

入空气并在房间的较低位置排风ꎬ 有助于形成房间内的吹扫作

用ꎮ 室内正确的气流可以用形象的烟雾试验来验证ꎮ
５ ８　 接触特别有害的产品时ꎬ 应该采用额外的步骤ꎬ 比如

在手套箱内处理或使用隔离技术ꎮ

６　 环境保护

６ １　 常规

６ １ １　 应当注明本指导原则中未列出环境保护原则ꎬ 排放

入大气中的气体应当符合当地和国家环境法律和规定ꎮ
６ １ ２　 粉尘ꎬ 蒸汽和烟是污染的来源ꎻ 因此当确定进出口

地址时应予以考虑ꎮ

６ ２　 排出气体中的粉尘

６ ２ １　 对于制药设备和设施的废气排放点ꎬ 比如从流化床

烘干设备和片剂包衣设备排出的废气ꎬ 以及从除尘系统排出的废

气ꎬ 含有较高的粉尘量ꎬ 应对上述废弃进行适当地过滤ꎬ 避免其

对周围空气的污染ꎮ
６ ２ ２　 在粉尘浓度不高的地方ꎬ 除尘系统的终端滤器应该

采用符合 ＥＮ７７９ 标准的 Ｆ９ 级别过滤器ꎬ 除去细粉尘ꎮ
６ ２ ３ 　 采用反脉冲除尘器来去除粉尘排风系统中粉尘时ꎬ

通常应配备含有压缩空气喷杆的筒式过滤器ꎬ 并且能在不干扰气

流的情况下连续工作ꎮ
６ ２ ４　 另一类除尘器 (如机械摇动器ꎬ 当机械摇动器运行

时需关掉风机)ꎬ 应该在没有交叉污染风险的情况下使用ꎮ 在生

产过程中应不得中断气流ꎬ 因为失去气流会破坏压力梯度ꎮ
６ ２ ５　 机械摇动除尘器不应该使用在需要连续气流的装置ꎬ

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室内压力波动ꎬ 除非室内压力可以自动

控制ꎮ
６ ２ ６ 　 使用湿式洗涤器时ꎬ 应该用适当的引流系统去除

泥浆ꎮ
６ ２ ７　 在除尘器下游必要的地方可以添加额外的过滤装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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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烟雾去除

６ ３ １　 蒸汽应该在产生处被引出ꎮ 设计剩余蒸汽引出系统

时ꎬ 应考虑蒸汽的密度ꎮ 如果蒸汽比空气轻ꎬ 格栅应设在高处或

高低均有ꎮ
６ ３ ２　 设计、 安装后运行的用于烟雾、 粉尘和污水控制的

系统ꎬ 不应成为可能的污染源或交叉污染源ꎬ 例如废气排放口位

置接近空调系统新鲜空气入口ꎮ
６ ３ ３　 烟雾应该使用湿式洗涤器或干式化学洗涤器 (深床

洗涤器) 去除ꎮ
６ ３ ４　 去除烟雾的湿式洗涤器一般需要在水中加入各种化

学物质以增强吸附效果ꎮ
６ ３ ５　 设计的深床洗涤器应使用活性炭过滤剂或化学吸附

剂颗粒ꎮ 深床洗涤器使用的化学介质应适用于该污物的处理ꎮ
６ ３ ６　 应了解需要除去的蒸汽类型和数量ꎬ 以便选用恰当

的过滤介质ꎬ 同时应确定所需介质的体积ꎮ

７　 ＨＶＡＣ (采暖通风和空调) 系统和组成

７ １　 常规

７ １ １　 如果不采用循环风ꎬ 一般地ꎬ 不需要使用高效空气

过滤器就能达到大多数口服固体制剂生产设施的空气清洁度标

准ꎮ 许多口服固体制剂设施中开放的生产区域能达到 ＩＳＯ１４６４４－
１ꎬ ８ 级ꎬ “静态工况” 下的洁净标准 (按照 ５μｍ 和 ０ ５μｍ 颗粒

数)ꎬ 但制造者对清洁度也许不是这样分类的ꎮ
应该进行风险评估来确定所要求洁净室条件和验证范围ꎮ
７ １ ２　 向药品生产设施送风有两种基本方式: 再循环系统

和全新风系统 (１００％由外界空气供应)ꎮ 对于再循环系统ꎬ 全新

风的量不应只由主要成分的比例来决定ꎬ 而应按照以下标准:
•足够新风来补充设备泄露及排气系统排出的气体ꎻ
•足够新风符合国家新增标准ꎻ
•足够新风来排除气味ꎮ
７ １ ３　 一个自动监控系统应该有能力实时地通过警报或类

似系统显示任何不符合标准的状态ꎮ 应安装先进的计算机数据检

测系统ꎬ 以有助于预防性维护的设计ꎬ 并提供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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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安装先进的计算机数据监控系统ꎬ 通过趋势记录来计划

预防性的维修 (这种系统通常指建筑物管理系统 (ＢＭＳ)、 建筑

物自动化系统 (ＢＡＳ) 或系统控制和数据获取系统 (ＳＣＡＤＡ))ꎮ
如果这些系统用于关键性的决策制定ꎬ 它们应该被认证ꎮ

７ １ ４　 应不发生送风风机、 回风风机、 废气排风风机或粉

尘排风系统的停运事件ꎮ 停运会引起一个系统的不平衡ꎬ 从而导

致压力梯度故障进而发生气流逆转ꎮ
７ １ ５　 所有关键警报都应该容易识别ꎬ 对有关人员可见和 /

可听到ꎮ
７ １ ６　 应安装合适的警报系统以便在关键风机发生故障时

提醒员工ꎮ 应设置一个排风机互锁故障装置ꎬ 以便如果排风机不

能提供高压区ꎬ 周围低压区的排风机因能够自动停止ꎬ 以防止气

流逆转和可能的交叉污染ꎮ

７ ２　 气体分配

７ ２ １　 供给定位和排气格栅应该提供有效的房间气流ꎮ 应

优先选择低处回风或排气格栅ꎮ 可是如果不可能实现ꎬ 就需要较

高的换气率来达到具体的洁净区条件ꎬ 如使用顶部回风格栅ꎮ
７ ２ ２　 可能有其他替代的回风位置ꎮ 如图 ２２ 所示ꎬ 房间 １

(低处回风) 和房间 ２ (顶部回风)ꎮ 图 ２２ 为较低清洁区域状态

下典型系统的气流示意图ꎮ

图 ２２　 空气处理单元中配备高效过滤器的空气处理系统

两个系统的气流示意图 (图 ２２ 和图 ２３) 显示有回风或再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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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空气的空气处理单元要加入一定比例的新风ꎮ 根据产品特征和

粉尘负荷量ꎬ 最好在回风出口或回风管道处安装过滤器ꎮ
图 ２３ 显示空气处理系统室房间 ３、 ４ 和 ５ 的水平单向气流ꎬ

垂直单向气流和湍流的示意图ꎮ

图 ２３　 垂直、 水平单向气流与湍流

７ ３　 再循环系统

７ ３ １　 不应该存在由于空气再循环利用而引起污染或交叉

污染的风险 (包括烟雾和挥发物)ꎮ
７ ３ ２　 根据回风系统的大气污染物情况ꎬ 可以将回风作为

再循环的空气使用ꎮ 如果将高效过滤器安装在供风风道中ꎬ 用于

去除污染物并以此来预防交叉污染ꎬ 这种用途的高效过滤器应该

使用符合 ＥＮ１８２２ 标准的 Ｈ１３ 级ꎮ
７ ３ ３　 空气处理系统仅用于单一产品的生产设施并能证明

无交叉污染的可能性时ꎬ 可以不要求使用高效过滤器ꎮ
７ ３ ４ 　 来自再包装区等不产生粉尘的区域的再循环空气ꎬ

可以不要求在系统中安装高效过滤器ꎮ
７ ３ ５　 高效过滤器可以安装在空气处理单元或置于风道末

端ꎮ 末端装有高效过滤器的地方最好不要与软管道相连接ꎮ 由于

末端过滤器需要高气压ꎬ 这种连接方式有可能形成坚硬的管道连

接ꎮ 使用软管道的地方尽可能短ꎬ 并最好固定有抗压装置ꎮ
７ ３ ６　 含有高毒性工艺粉尘的空气ꎬ 不能再循环到空调系

统中ꎮ

７ ４　 全新风系统

图 ２４ 所示的是采用 １００％全新风的系统ꎬ 通常用于处理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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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设施ꎬ 应避免将含有污染物的空气再循环使用ꎮ
７ ４ １　 废气过滤所要求的级别ꎬ 应根据废气中的污染物水

平和当地环境法规确定ꎮ 排气系统中的高效过滤器通常只在处理

危险物质时才要求使用ꎮ

图 ２４　 全新风系统

图 ２５　 具有能量回收功能的全新风系统

７ ４ ２　 能量回收装置通常不用于多品种的生产设施中ꎮ 使

用该装置时ꎬ 应保证其不会成为可能的污染源 (见图 ２５)ꎮ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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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板式热交换器和盘管式热交换器可替代能量回收轮用于多品

种生产设施ꎮ
７ ４ ３　 当气流通过转轮时应防止供气和排气之间漏气的可

能性ꎮ 供气和排气系统之间的相对压力应该是排气系统的压力低

于供气系统ꎮ

７ ５　 额外系统部件

７ ５ １　 图 ２６ 是服务低相对湿度装置的典型系统气流示意图ꎮ
应采用化学干燥剂对空气进行干燥 (如旋转干燥器ꎬ 通过热空气

干燥剂不断再生)ꎮ 另外的干燥空气的方法也可以使用ꎮ

图 ２６　 使用化学干燥方法的空气处理系统

７ ５ ２　 图片说明了一个旁路中新风－回风混合后采用化学干

燥器处理的流程ꎮ 应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化学干燥器的位置ꎮ 不建

议在生产操作室中安装化学干燥器ꎬ 因为它是污染或交叉污染的

来源ꎮ 适当的位置包括:
— 全部新风 /回风ꎻ
— 部分处理的新风 /回风 (旁路气流)ꎻ
— 回风ꎻ
— 新风ꎻ 或

— 预冷却得空气加任何上述气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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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５ ３　 根据地理位置和气候情况ꎬ 应考虑的可能需要的其

他额外组件ꎮ 这些部件包括:
— 在非常寒冷的气候条件下ꎬ 在新风入口处的除霜盘管ꎬ 对

空气进行预热ꎻ
— 控制湿度的再加热ꎻ
— 自动空气体积控制装置ꎻ
— 声音消声器ꎻ
— 防止雪进入空气入口并阻塞气流的除雪器ꎻ
— 在干燥多尘地区ꎬ 空气入口处的除尘器ꎻ
— 高降雨量潮湿地区的除湿器ꎻ
— 非常炎热或潮湿季节的空气预冷器ꎮ

８　 试运行、 确认和保养

８ １　 试运行

８ １ １　 试运行应包括全套空调系统的设置、 平衡、 调整和

测试ꎬ 以保证其符合用户标准 (ＵＲＳ) 中提到的所有要求ꎬ 并且

达到设计者或开发者设计的能力ꎮ 试运行计划应该在项目前期开

始进行ꎬ 以便将资格认证与验证程序相结合ꎮ
８ １ ２　 系统的安装记录应提供所有系统能力的检测证明ꎮ
８ １ ３　 所有的系统参数都应该设有可接受标准ꎮ 监测数据

应该符合可接受标准ꎮ
８ １ ４　 系统所有的参数可接受的误差应在物理安装前进行

详细说明ꎮ
８ １ ５　 培训应包括操作和保养ꎬ 在系统安装后应对全体员

工进行培训ꎮ
８ １ ６　 试运行应该是系统确认和工艺验证前的程序ꎮ

８ ２　 确认

８ ２ １　 验证是综合、 广泛的活动ꎬ 超出了本指导原则的范

围 (另见图 ２７)ꎮ
生产企业应使用风险管理方法对空调系统进行确认ꎬ 有关空

调系统确认的基本概念将在下面阐述ꎮ
８ ２ ２　 应在验证总计划 (ＶＭＰ) 中对空调系统的确认进行

论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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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３　 应确定测试的性质和范围ꎬ 应遵守测试程序和方案ꎮ

图 ２７　 设备确认是验证工作的一部分

８ ２ ４　 空调系统确认工作的阶段应包括 ＤＱꎬ ＩＱꎬ ＯＱ 和 ＰＱꎮ
８ ２ ５　 应采用风险分析工具对所有安装的空调部件、 子系

统和控制部分进行分析ꎬ 确定决定关键和非关键参数ꎮ
８ ２ ６　 任何可能影响药品质量的参数ꎬ 或具有直接影响的

部件应视为关键参数ꎮ
８ ２ ７　 确认过程应包括所有的关键参数ꎮ
备注: 应有区分关键和非关键参数的实用方法ꎬ 以免验证程

序产生不必要的复杂性ꎮ
举例:
•当生产对水蒸气敏感的产品时ꎬ 应将暴露产品的房间湿度

视为关键参数ꎮ 因此应该对湿度传感器和湿度监测系统进

行确认ꎮ 热传递系统、 化学干燥器或蒸汽加湿器等这些可

产生湿度可控空气的设施要远离产品ꎬ 并且不要求进行运

行确认ꎮ
•房间洁净级别是关键参数ꎬ 因此房间换气率和高效过滤器

是关键参数ꎬ 要求进行确认ꎮ 有些项目如产生气流的风

扇ꎬ 初级和二级过滤器为非关键参数ꎬ 可不要求进行运行

确认ꎮ
８ ２ ８ 　 属于良好工程质量管理规范的非关键系统和部件ꎬ

可不进行确认ꎮ
８ ２ ９　 如果有直接影响空调系统的变更计划ꎬ 其部件和控

制系统可能影响关键参数时ꎬ 应执行变更控制程序ꎮ
８ ２ １０　 在设计阶段应确认设计工况ꎬ 正常运行范围ꎬ 报警

和执行限度ꎮ
８ ２ １１　 应记录超限度的结果 (如执行限度差异) 并对其影

２３２



响进行调查ꎮ
８ ２ １２　 设计工况、 运行范围和经过确认的可接受标准 (又

称证明可接受范围) 之间的关系见图 ２８ꎮ

图 ２８　 系统运行范围

８ ２ １３　 对于制药设备ꎬ 根据风险评估ꎬ 对一些典型的空调

系统参数应进行确认ꎬ 包括:
— 温度

— 相对湿度

— 对所有扩散器的供风量

— 回气或排气量

— 房间换气率

— 房间压力 (压力差)
— 房间气流模式

— 单向流风速

— 防护系统风速

— 高效过滤器渗透性试验

— 房间粒子计数

— 房间自净速度

— 在适当位置进行的空气和表面微生物计数

— 除尘操作

— 警告 /警报系统

８ ２ １４　 生产企业应确定两次测试间的最大时间间隔ꎮ 应考

虑待测设备的类型和产品的保护水平ꎮ
表 ３ 列出可进行的不同测试ꎮ 所需测试和测试时间间隔需通

过风险评估来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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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证明系统符合要求的测试计划表

测试参数 测试程序

微粒计数测试

(洁净度确认)

进行尘粒计数并且打印结果ꎮ
读数数量和测试位置需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１ 附录 Ｂ
的规定

气压差

(确认无交叉污染)

应每日记录产生的压力差读数或关键车间的压力

差读数ꎬ 连续记录更好ꎮ 建议不同区域间的压力

差为 １５ Ｐａꎮ

气流量

(确认换气率)
测量供气和回风格栅气流读数ꎬ 并且计算换气率ꎮ
需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３ 附录 Ｂ１３ 的规定∗

气流速度

(确认层流或防护状态)
测量防护系统和层流保护系统的气流速度ꎮ
需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３ 附录 Ｂ４ 的规定∗

过滤器渗漏测试

(确认过滤器完整性)

由公认的权威机构进行过滤器渗透性测定ꎬ 以证

明滤材和过滤器的密封完好性ꎮ 只有高效过滤需

要测定ꎮ 需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３ 附录 Ｂ６ 的规定∗

防护泄露

(确认无交叉污染)

通过以下方式证明房间里污染物得到控制:
•气流方向烟雾测试

•房间空气压力

需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３ 附录 Ｂ４ 的规定∗

复原

(确认净化时间)

一个洁净房间从污染状态回复到指定的洁净状态

所需时间的测试ꎮ 时长不应超过 １５ 分钟ꎮ 需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３ 附录 Ｂ１３ 的规定∗

气流可视化

(确认所需的气流模式)

证明气流的测试:
•从洁净到污染区域

•不引起交叉污染

•均匀地来自层流装置

通过现场或录像的证明烟雾测试ꎮ
需符合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３ 附录 Ｂ７ 的规定∗

８ ２ １５　 当发生任何可能影响系统性能的变更时ꎬ 应该进行

确认ꎮ
８ ２ １６　 净化或复原时间通常与 “净化” 房间从一个状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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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状态所需的时间有关ꎬ 如洁净区 “静态” 和 “动态” 之间

的关系可作为净化测试的标准ꎮ 因此ꎬ 净化时间可以表述为从

“动态” 洁净度到 “静态” 洁净度所需的时间ꎮ
８ ２ １７　 如果在非运行时间使用如降低气流流速等节省能源

操作ꎬ 应进行预防措施以确保系统运行不会超出规定的相关环境

条件ꎮ
应根据风险评估来确定预防措施以确保不会对产品质量产生

不良影响ꎮ
８ ２ １８　 预防措施中包括的文件应包括系统气流图标ꎬ 室内

压差图示ꎬ 区域概念图示ꎬ 空气处理系统分布图示和部分计算图

示等ꎮ

８ ３　 保养

８ ３ １　 应制定有计划的空调系统预防性养护程序、 规程和

记录ꎮ 应保存记录ꎮ
８ ３ ２　 运行和保养 (Ｏ＆Ｍ) 措施ꎬ 示意图ꎬ 方案和记录都

应该根据参考文献进行进一步改动ꎬ 并对系统进行改进ꎮ 这些文

件应随时记录ꎬ 包括记录任何系统修正ꎮ
８ ３ ３　 保养人员应接受适当的培训ꎮ
８ ３ ４　 应由专家或受训人员更换高效过滤器ꎮ
８ ３ ５　 应对任何保养行为进行严格评估ꎬ 确定其对产品质

量的影响及可能的污染ꎮ
８ ３ ６　 保养活动通常被安排在非生产时间ꎬ 考虑到系统暂

停后可能需要再确认ꎬ 因此应对任何系统的中断进行评估ꎬ 以确

定因中断而是否需要进行重新认证ꎮ

９　 厂房

９ １　 空气处理系统的有效运行和达到的洁净水平依赖于正

确的建筑布局和装修ꎬ 应考虑下列内容:
•采用人流气闸 (ＰＡＬ) 和 (或) 物流气闸 (ＭＡＬ) 等适当

的气闸以及更衣间ꎬ 保护不同洁净级别区域间的通道ꎮ 这

些房间应当提供适当的通风系统ꎻ
•应设计气闸ꎬ 更衣间等区域来满足所要求的压差ꎻ
•应具备并随时更新绘制有压差ꎬ 气流方向ꎬ 人流物流线路

的具体示意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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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和物料不能从高级别洁净区转移到低级别洁净区或返

回高级别洁净区ꎻ (如果有ꎬ 则需重新执行洁净程序)ꎮ
•在 “静态” 状态下ꎬ 更衣间的最后阶段应与下一个洁净区

保持相同的 ＧＭＰ 洁净级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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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６

ＷＨＯ 无菌制剂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简介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在 １９９９ 年发表的 ３６ 次报告中ꎬ 收

载了无菌制剂的 ＧＭＰ 规范 (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Ｎｏ ９０２ꎬ
２００２ꎬ 附录 ６ ) ( ｈｔｔｐ: / / ｗｈｑｌｉｂｄｏｃ ｗｈｏ ｉｎｔ / ｔｒｓ / ＷＨＯ － ＴＲＳ －
９０２ ｐｄｆ)ꎻ 并出版了: 药品质量保证— 指导原则及相关文件ꎬ 第

２ 卷ꎬ 第二版ꎬ ＧＭＰ 与检查 (２００７)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Ａ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Ｖｏｌ ２
２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０７)
(１) 

随着 ＷＨＯ 预认证程序中上述 ＷＨＯ ＧＭＰ 条例的实施ꎬ 提交

的建议修订版中考虑了新发展ꎮ 上述指导原则的修订版将 ＷＨＯ
ＧＭＰ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１４６４４ － １ (２ )ꎬ 美国 (３ )、 日本

(４)、 欧盟 (５) 近期的实施条例以及药品检查合作框架相结合ꎮ
— 关于分离技术和吹 /灌 /封的新章节已加入文件中ꎮ
— 最终灭菌产品的章节已修订ꎬ 以及瓶子的封盖条例

— 无菌制剂的生产章节已修订ꎬ 以及洁净区和洁净空气设施

的监测条例

这些新条例的实施可能需要逐步实施ꎬ 尤其是关于洁净或无

菌区的封盖条例部分ꎬ 目前在大部分工艺中并未施行ꎮ
基于以上原因ꎬ 建议采用下文替换以前公布的指导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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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 无菌药物制剂的 ＧＭＰ

１　 总则

２　 质量控制

３　 卫生

４　 无菌制剂的生产

５　 灭菌

６　 最终灭菌

７　 无菌工艺和过滤灭菌

８　 隔离操作技术

９　 吹 /灌 /封技术

１０　 人员

１１　 厂房

１２　 设备

１３　 无菌产品的最终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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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则

１ １　 无菌药品的生产必须在洁净区内进行ꎬ 人员和 (或)
设备以及物料必须通过缓冲进入洁净区ꎮ 洁净区应保持适当的洁

净度ꎬ 洁净区的送风须经过具有规定过滤效率的过滤器过滤ꎮ
１ ２　 原料配制、 产品加工和灌装等不同操作必须在洁净区

内彼此分开的单独区域内进行ꎮ
生产工艺分为两类:
— 一类是最终灭菌工艺

— 第二类是部分或全部工艺为无菌操作的工艺ꎮ

２　 质量控制

２ １　 成品的无菌检验只能作为确保无菌一系列控制措施的

最后一项措施来看待ꎮ 产品的无菌检查法应进行验证ꎮ
２ ２　 应从批产品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作无菌检查ꎬ 尤

其应从该批中污染风险最大的那部分产品中抽取样品ꎬ 例如:
— 对无菌灌装产品而言ꎬ 所取的样品必须包括最初灌装的产

品、 最终灌装的产品以及灌装过程中发生较大偏差后的

产品ꎮ
— 对最终灭菌的产品而言ꎬ 应考虑从可能的冷点处取样ꎮ
２ ３　 最终无菌产品的成品无菌通过无菌工艺循环验证确认ꎬ

无菌工艺产品通过 “培养基模拟” 或 “培养基灌装” 确认ꎮ 在无

菌工艺中ꎬ 批工艺记录和环境质量记录应与无菌试验结果相结合

进行检查ꎮ 无菌试验流程应用指定品种进行验证ꎮ 药典方法应用

于无菌试验的验证和性能ꎮ 在授权参数放行替代无菌试验的情况

下应特别注意整体生产工艺的验证和监控ꎮ
２ ４　 对于注射用产品ꎬ 注射用水、 适当的中间体和最终产

品应监控内毒素ꎬ 检测方法采用已建立的药典方法ꎬ 并已用每种

产品完成验证ꎮ 对于大体积输液剂ꎬ 需要对水和中间体一直进行

监控ꎬ 此外最终产品中批准使用的物料也应进行检测ꎮ 当样品不

符合规定ꎬ 应调查超标原因并采取必要措施ꎮ 如药典中的替代方

法经过验证、 证明和授权ꎬ 也可以使用ꎮ
２ ５　 快速微生物方法的使用替代传统微生物方法ꎬ 为了更

早得到水、 环境或生物负载等的微生物质量结果ꎬ 如建议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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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性能经 过适当验证并与药典方法进行过比较评估ꎬ 也可被

认可ꎮ

３　 卫生

３ １　 洁净区的卫生特别重要ꎮ 应按照书面规程ꎬ 对洁净区

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消毒ꎮ 所采用的消毒剂的种类应多于一种ꎮ 为

及时发现是否出现耐受性菌株及其蔓延情况ꎬ 应定期进行环境监

测ꎮ 不同清洁材料之间的交互影响应进行验证ꎮ 适当的清洁验证

可确保检测出消毒剂残留ꎬ 并通过清洁工艺去除ꎮ
３ ２　 应监测消毒剂和清洁剂的微生物污染情况ꎬ 稀释液应

存放在事先清洁过的容器内ꎬ 存放期不得超过规定 (经灭菌的除

外)ꎮ Ａ 级和 Ｂ 级区应使用无菌的消毒剂和清洁剂ꎮ
３ ３　 消毒工艺应包括杀菌剂ꎬ 由于很多普通的消毒剂对于

孢子无效ꎮ 清洁的有效性和消毒工艺应进行验证ꎮ
３ ４　 洁净区的熏蒸可能有助于降低死角的微生物污染ꎮ

４　 无菌制剂的生产

４ １　 应按所需环境的特点确定无菌产品的洁净级别ꎮ 每一

步生产操作都应达到适当的动态洁净度ꎬ 以尽可能降低产品 (或
原料) 被微粒或微生物所污染ꎮ

４ ２　 用于测定空气、 表面等微生物和颗粒洁净度的方法详

细信息未在指导原则中列出ꎮ
根据空气尘埃粒子浓度ꎬ 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１ (２) 应用于划分洁净

区 (测定样品位置的数量ꎬ 计算样品尺寸和所得数据的划分评

价)ꎮ 表 １ 也用于空气尘埃粒子监测的等级划分ꎮ
４ ３　 无菌药品生产所需的洁净区可分为四个级别:
Ａ 级: 高风险操作区ꎬ 如: 灌装区及无菌连接操作区域ꎮ 通

常用单向流操作台来维护该区域环境ꎮ 单向流系统在其工作区域

必须均匀送风ꎬ 风速为 ０ ３６ ~ ０ ５４ｍ / ｓ (指导值)ꎬ 规定的检测

位置为最终过滤器或空气分布系统下 １５ ~ ３０ｃｍꎮ 工作水平的速度

不应低于 ０ ３６ｍ / ｓꎮ 单向流的均匀性和有效性应进行气流可视化

试验证明ꎮ
Ｂ 级: 指无菌配制和灌装 Ａ 级区所处的背景区域ꎮ
Ｃ 级和 Ｄ 级: 指生产无菌产品过程中或产品未直接暴露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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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活动 (即无菌连接器和封闭系统中操作的无菌连接区域) 中

重要程度较低的清洁操作区ꎮ
在密闭的隔离操作器或手套箱内ꎬ 可使用单向流或较低的

风速ꎮ
４ ４　 为了达到 Ｂ、 Ｃ 和 Ｄ 级区的要求ꎬ 空气改变的次数应与

房间和设备大小以及房间内人员数相匹配ꎮ
４ ５ 　 根 据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 － ３ ( ６ )ꎬ 高 效 颗 粒 空 气 过 滤 器

(ＨＥＰＡ) 应进行安装过滤器泄漏试验ꎬ 推荐间隔为 ６ 个月ꎬ 但最

多不超过 １２ 个月ꎮ 进行常规泄漏试验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过滤器

培养基、 过滤器框架和过滤器密封条无泄漏ꎮ 选择用于 ＨＥＰＡ 泄

漏试验的悬浮颗粒不应维持微生物生长ꎬ 并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

颗粒组成ꎮ 在过滤器生产企业和现场操作中允许 ＨＥＰＡ 过滤器补

丁ꎬ 只要补丁尺寸和程序符合 ＩＳＯ １８２２－４ (４) 的要求ꎮ

洁净区和洁净空气设施的级别

４ ６　 洁净区和洁净空气设施的级别应按照 ＥＮ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 (２
－３ꎬ ５－７) 划分级别ꎮ

４ ６ １　 应将级别的划分与操作工艺环境的监测明确区分开

来ꎮ 在表 １ 中给出了各级别最大允许的空气尘埃粒子浓度ꎮ

表 １　 最大允许的空气尘埃粒子浓度

等于或大于表中所列粒径的最大允许尘粒数 / ｍ３

静态ａ 动态ｂ

级别 ０ ５μｍ ５ ０μｍ ０ ５μｍ ５ ０μｍ

Ａ ３５２０ ２０ ３５２０ ２０

Ｂ ３５２０ ２９ ３５２０００ ２９００

Ｃ ３５２０００ ２９００ ３５２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

Ｄ ３５２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 未规定 未规定

　 　 ａ “静态” 是指设备安装已经完成并已运行ꎬ 但没有操作人员在场的

状态ꎮ
ｂ “动态” 是指生产设施按预定的工艺模式运行并有规定数量的操作人

员进行现场操作的状态ꎮ 洁净区及其相连环境控制系统应设计以达到 “静
态” 和 “动态” 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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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６ ２　 为了确定 Ａ 区的级别ꎬ 每个采样点的采样量不得少

于 １ｍ３ꎮ 参考表 １ꎬ Ａ 级区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ＩＳＯ ４ ８ꎬ 以

≥０ ５μｍ 的尘粒为限度标准ꎮ Ｂ 级区 (静态) 的空气尘粒为

ＩＳＯ ５ꎬ 同时包括表中两种粒径的尘粒ꎮ 对于 Ｃ 级区 (静态和动

态) 而言ꎬ 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分别为 ＩＳＯ ７ 和 ＩＳＯ ８ꎮ 对于 Ｄ
级区 (静态) 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ＩＳＯ ８ꎮ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１ (２)
方法学规定了划分级别的方法ꎬ 它根据所考虑最大粒径相应的

级别ꎬ 规定了最少取样点的位置及样本的大小ꎬ 并规定了对所

获数据的评估方法ꎮ 取样体积应根据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 －１ (２) 条款

Ｂ ４ ２ 进行测定ꎮ 然而ꎬ 对于较低级别区 (Ｃ 级动态和 Ｄ 级静

态) 每个位置的取样体积应不少于 ２ 升ꎬ 每个位置的取样时间

应不少于 １ 分钟ꎮ
４ ６ ３　 在测定级别时ꎬ 应使用采样管较短的便携式尘埃粒

子计数器ꎬ 因为在远程采样系统长的采样管中ꎬ ≥５ ０μｍ 尘粒的

沉降速度相对比较高ꎮ 在单向流系统中ꎬ 应采用等动力学的取

样头ꎮ
４ ６ ４　 可在常规操作、 培养基模拟灌装过程中进行测试ꎬ

证明达到了 “动态” 的级别ꎬ 但培养基模拟试验要求在 “最差状

况” 下进行动态测试ꎮ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２ (６) 提供了证明洁净度连续

达标的有关测试信息ꎮ

洁净区和洁净空气设施级别的监测

４ ７　 应根据正式的风险分析确定的监控点位置ꎬ 根据确定

洁净区 /洁净空气设施级别所获得的结果ꎬ 进行常规的动态

监控ꎮ
４ ７ １　 对于 Ａ 级区ꎬ 在关键工艺 (包括设备的组装) 的全

过程中ꎬ 应当对尘粒进行连续监测ꎬ 除非有理由证明工艺过程

中的污染物ꎬ 如活有机体和放射性物质会损坏粒子计数器或带

来危害ꎮ 在此情况下ꎬ 应当在出现风险因素之前ꎬ 在常规测试

设备的调试阶段就进行测试ꎮ 在模拟运行阶段也应当进行监

测ꎮ Ａ 级区的监测频率和采样量应能检出对环境的所有干扰、
瞬间的时间和任何系统的损坏ꎬ 并在超过警戒限度时启动报

警ꎮ 在灌装时ꎬ 由于产品本身可以产生尘粒或细小的雾滴ꎬ
证明≥５ ０μｍ 的尘粒始终达标可能并不现实ꎬ 这是可以接

受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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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７ ２　 建议在 Ｂ 级区采用相似的监测系统ꎬ 尽管采样频率

可以降低ꎮ 尘埃粒子监测系统的重要性取决于 Ａ 级区和相邻 Ｂ 级

区之间隔离的有效性ꎮ Ｂ 级区的监测频率和采样量应能检出所有

的干扰、 瞬时事件和任何系统的损坏ꎬ 并在超过警戒限度时进行

报警ꎮ
４ ７ ３　 悬浮尘粒的监测系统可以由独立的尘埃计数器组成ꎻ

用一个粒子计数器和汇流排相接ꎬ 构成多点有程采样网ꎻ 或用两

台设备连接成一个网络ꎮ 所选的系统必须适合于需测试尘粒的粒

径ꎮ 若应用遥控采样系统ꎬ 应考虑到采样管的长度和管路中任何

弯管的半径与尘埃丢失的关系ꎮ 监测系统的选择还应考虑到生产

操作所用物料带来的任何风险ꎬ 例如物料中有活的有机体或放射

性药物质等ꎮ
４ ７ ４　 自动化监测系统采集样量通常是所用系统采样速率

的函数ꎮ 监控的采样量没有必要与洁净区和洁净区设施级别正式

确认时的空气采样量相同ꎮ
４ ７ ５　 表 １ 中静态条件下尘粒数应在操作完成后ꎬ 人员撤离

条件下ꎬ 经大约 １５－２０ 分钟 (指导值) 的短期 “自净” 或 “恢
复” 期后达到ꎮ 无论何时产品或打开的容器暴露在环境中ꎬ 表 １
中 “动态” Ａ 级区中放置产品周围的微粒条件应能维持不变ꎮ
“自净” 或 “回复” 测试应证明在规定时间内ꎬ 微粒浓度改变

１００ 倍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３ 条款 Ｂ １２) (３)ꎮ
４ ７ ６　 为了证明在操作期间不同洁净区的洁净度控制ꎬ

应监控尘粒和微生物污染ꎮ 除 “静态” 和 “动态” 分级外ꎬ
应在 “动态” 操作关键区域定期监控尘粒ꎮ 取样计划不须与

分级取样一致ꎮ 根据工艺评估和污染风险ꎬ 应测定区域和样

品尺寸ꎮ
４ ７ ７　 应按照质量分先管理原则ꎬ 对 Ｃ 和 Ｄ 级区的进行动

态监测ꎮ 应根据所从事操作的性质来确定监控要求以及警戒 /纠
偏措施限度ꎬ 但应能达到建议的 “自净期”ꎮ

４ ７ ８　 温度、 相对湿度等其他指标取决于产品及操作的性

质ꎬ 这些参数不应对规定的洁净度造成不良影响ꎮ
４ ７ ９ 　 表 ２ 列出了不同级别区域内生产操作示例 (也见

４ １２ ~ ４ ２０ 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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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各级区内示例性生产操作

级别 最终灭菌产品的生产操作 (见章节 ４ １４－４ １７)

Ａ 高污染风险产品的灌装

Ｃ 高污染风险药液的配制ꎮ 药液的灌装

Ｄ 灌装前原辅包装材料的准备、 药液的配制

级别 无菌操作 (见章节 ４ １８－４ ２２)

Ａ 无菌配制和灌装

Ｃ 过滤前药液的配制

Ｄ 清洁后原辅包装材料的处理

４ ８　 为了控制动态洁净区 Ａ－Ｄ 的微生物洁净度ꎬ 应监测洁

净区域ꎮ 当实施无菌操作时ꎬ 应经常对微生物进行动态监测ꎬ 监

测方法有沉降碟法、 定量空气采样法和表面取样法 (如: 药签擦

拭法和接触碟法) 等ꎮ 动态取样须避免对洁净区造成不良影响ꎮ
在成品批档案审核ꎬ 应同时考虑环境监测的结果ꎬ 决定是否放

行ꎮ 表面和操作人员的监测ꎬ 应在关键操作完成后进行ꎮ 除生产

操作之外ꎬ 还需进行其他的微生物监控ꎬ 例如在系统验证、 清洁

和消毒等操作后ꎮ
４ ９　 应建立微生物污染的检测水平ꎬ 用于设定警戒和纠偏

措施和监测设备环境的洁净度趋势ꎮ 限度表示为菌落形成单位

(ＣＦＵ)ꎬ 用于动态洁净区的微生物监测ꎬ 见表 ３ꎮ 取样方法和数

值也见表 ３ꎬ 但不代表规定限度ꎬ 仅作为参考信息ꎮ

表 ３　 微生物污染限度参考标准ａ

级别
空气样

(ＣＦＵ / ｍ３)

沉降碟

(ø９０ｍｍ)

(ＣＦＵ / ４ 小时) ｂ

接触碟

(ø５５ｍｍ)
(ＣＦＵ /碟)

５ 指手套

(ＣＦＵ /手套)

Ａ <１ <１ <１ <１

Ｂ １０ ５ ５ ５

Ｃ １００ ５０ ２５ －

Ｄ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 －

　 　 注: ＣＦＵ 菌落形成单位ꎻ ａ 各数值为平均值ꎻ ｂ 单个沉降碟的保留时间

可以少于 ４ 小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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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０　 应当对微粒和微生物监控制定适当的警戒和纠偏标

准ꎮ 如果纠偏措施超过警戒水平或具有其趋势ꎬ 应启动调查并采

取适当的纠偏措施ꎬ 操作规程中应详细说明超标时应采取的纠偏

措施ꎮ
４ １１　 生产商应根据工艺操作的特点选择区域等级ꎬ 如章节

４ １２ 至 ４ ２０ 规定ꎻ 而验证程序 (如无菌培养基灌装或其他类型

的工艺模拟) 用于建立工艺持续时间和最大灌装持续时间ꎮ 应根

据发现的微生物 (生物负荷) 测定适当的工艺级别区域环境ꎮ

最终灭菌产品　
４ １２　 原料和大多数产品的制备 /配制至少应在 Ｄ 级区进行ꎬ

以降低粒子或微生物污染的风险ꎬ 并与过滤及灭菌操作的要求相

适应ꎮ 微生物污染风险比较高时ꎬ 如容易长菌的产品、 配制后要

等相当长时间方可灭菌的产品或因故主要不在密闭容器内进行配

制操作的产品ꎬ 配制必须在 Ｃ 级环境中进行ꎮ
４ １３　 最终灭菌产品的灌装应至少在 Ｃ 级区进行ꎮ
４ １４　 当环境对产品污染的风险比较大时ꎬ 例如灌装速度慢

或容器是广口瓶或是须暴露数秒后方可压塞的产品ꎬ 必须在 Ｃ 级

区内局部 Ａ 级条件下灌封ꎮ 软膏、 霜剂、 悬浊液以及乳剂一般应

在 Ｃ 级区配制和灌封ꎬ 然后作为最终灭菌ꎮ
４ １５ 处于暴露状态而又不再作除菌过滤的软膏、 霜剂、 悬浊

液和乳剂ꎬ 必须在 Ｂ 级区内局部 Ａ 级的条件下配制和灌装ꎮ

无菌配制　
４ １６　 清洗后的物料应当至少在 Ｄ 级区处理ꎮ 除在配制后须

灭菌或除菌过滤的产品外ꎬ 无菌原料、 物料的处理应在 Ｂ 级区内

局部 Ａ 级的条件下进行ꎮ
４ １７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须无菌过滤的药液必须在 Ｃ 级区内

配制 (除非使用密闭系统ꎬ 此类情况下 Ｄ 级区也可)ꎮ
配制后不作除菌过滤的产品ꎬ 药液的配制应在 Ｂ 级区内局部

Ａ 级的条件下进行ꎮ
４ １８　 无菌制备产品的处理和灌装ꎬ 以及暴露的无菌设备的

处理ꎬ 必须在 Ｂ 级区内局部 Ａ 级的条件下进行ꎮ
４ １９　 部分密封的容器 (如冻干剂生产中所采用半压塞类容

器) 有二种传递方式: 在完全压塞之前必须在 Ｂ 级区内局部 Ａ 级

条件下进行ꎻ 或将其装入密封的传送车内在 Ｂ 级环境中传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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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０　 处于暴露状态而又不再作除菌过滤的软膏、 霜剂、 悬

浊液和乳剂ꎬ 必须在 Ｂ 级区内局部 Ａ 级的条件下配制和灌装ꎮ

生产工艺　
４ ２１　 生产加工的每个阶段 (包括灭菌前的各阶段) 都必须

采取预防措施ꎬ 以尽可能降低污染ꎮ
４ ２２　 活微生物类产品的配制或灌装不得在其他药品生产的

洁净区内进行ꎮ 但是ꎬ 如果生产商能证明或验证有效的控制和净

化活微生物ꎬ 使用生产多产品的设备是合理的ꎮ 但是ꎬ 死的微生

物疫苗或经灭活的细菌浸剂ꎬ 可以与其他无菌药品在同一生产厂

房内灌装ꎮ
如果使用生产多产品的设备生产包含活微生物的无菌制剂和

其他无菌制剂ꎬ 生产商应证明和验证活微生物净化的有效性ꎬ 以

及注意尽量降低污染ꎮ
４ ２３　 无菌生产工艺的验证应当包括培养基的模拟试验 (培

养基灌装)ꎮ 应根据产品的剂型、 培养基的选择性、 澄清度、 浓

度和灭菌的适用性来选择培养基ꎮ
４ ２４　 应尽可能模拟常规的无菌生产工艺ꎬ 并包括所有对结

果有影响的关键生产工序ꎮ 此外ꎬ 还应考虑正常生产中出现过的

活动可能导致的潜在微生物污染ꎮ
４ ２５　 培养基模拟试验的初始验证每班需要 ３ 个连续试验ꎮ

此模拟试验应在规定的时间间隔ꎬ 以及加热、 通风、 空调

(ＨＶＡＣ) 系统ꎬ 设备ꎬ 工艺及班次数有重要的变更后重复进行ꎮ
培养基模拟试验通常每班每一工艺每年进行 ２ 次ꎮ 培养基模拟试

验应包括正常生产期间以及最坏情况下已知发生的活动和干扰ꎮ
培养基模拟试验应可代表每次换班和交接班ꎬ 以确认任何与时间

相关和操作相关的特点ꎮ
４ ２６　 培养基灌装容器的数量应足以保证评价的有效性ꎮ 对

批次量比较小的产品而言ꎬ 培养基灌装的数量至少应等于产品的

批次量ꎮ 培养基模拟试验应以不长菌为目标ꎬ 并应遵循以下

规则:
当灌装数少于 ５０００ 单位时ꎬ 不得检出污染物ꎻ
当灌装数 ５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单位之间:
— 出现一个污染单位ꎬ 应进行调查ꎬ 包括考虑重新进行培养

基灌装ꎻ
— 出现两个污染单位ꎬ 应进行调查后进行再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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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灌装数在 １００００ 单位以上:
— 出现一个污染单位ꎬ 应进行调查ꎻ
— 出现两个污染单位ꎬ 应进行调查后进行再验证ꎮ
４ ２７　 任何批次量的生产ꎬ 断续的出现微生物污染可能是低

水平污染的象征ꎬ 应对此进行调查ꎮ 明显是被的调查应包括对上

一次成功的培养液灌装以来所生产的所有批次无菌保证的潜在

影响ꎮ
４ ２８　 应特别注意ꎬ 任何验证活动均不得危及生产的安全ꎮ
４ ２９　 水源、 水处理设施及水的化学和微生物污染状况应定

期监测ꎬ 必要时还应监测细菌内毒素ꎮ 应保存监测结果及所采取

纠偏措施的相关记录ꎮ
４ ３０　 当无菌操作正在进行时ꎬ 应特别注意减少洁净区内的

各种活动ꎮ 人员走动应有控制并应十分小心ꎬ 以避免剧烈活动散

发过多的微粒和微生物ꎮ 如有可能ꎬ 人员应在 Ａ 级洁净区之外ꎮ
由于所穿工作服具有不透气的特性ꎬ 环境的温湿度不宜过高ꎬ 以

降低从人员身上散发污染颗粒的风险ꎮ
４ ３１　 洁净区内应尽可能不存放易产生纤维的容器和物料ꎮ
４ ３２　 最终清洗后物料、 容器和设备的处理应能避免再次污

染ꎮ 应正确确认物料、 容器和设备所处工艺的阶段ꎮ
４ ３３　 应尽可能缩短物料、 容器和设备的清洗、 干燥和灭菌

的间隔时间以及灭菌至使用的时间间隔ꎮ 应建立规定贮存条件下

的时限控制标准ꎮ
４ ３４　 应尽可能缩短药液从开始配制到灭菌 (或除菌过滤)

的间隔时间ꎮ 应根据每种产品的组分及规定的贮存方法来确定他

们各自的时限控制标准ꎮ
４ ３５　 任何用于净化溶液或为制剂充气的气体应通过灭菌过

滤器ꎮ
４ ３６　 应监控灭菌前产品的微生物污染水平ꎮ 应确立灭菌前

产品的微生物污染控制标准ꎬ 此标准与所采用灭菌方法的有效性

有关ꎮ 不管是无菌灌装的药品还是最终灭菌的药品ꎬ 每批产品的

微生物污染水平均应测定ꎮ 若最终灭菌采用了过度杀灭的参数ꎬ
可能只需要定期监测产品的微生物污染水平ꎮ 对于实施参数放行

的系统ꎬ 应测定每一批药品的微生物污染水平ꎬ 并将它作为工艺

控制的一项测试ꎮ 必要时ꎬ 还应监控内毒素ꎮ 可能条件下ꎬ 应在

尽可能接近灌装点的位置ꎬ 用除菌过滤器将所有药液ꎬ 尤其是大

容量注射剂进行除菌过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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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７　 无菌操作所需的物料、 容器、 设备和任何其他物品都

应灭菌ꎬ 并通过与墙密封的双门灭菌柜进入无菌操作区ꎬ 或以其

他方式进入无菌操作区ꎬ 但不得引入污染ꎮ 非燃性气体应通过除

菌过滤器进入洁净区ꎮ
４ ３８　 任何新的工艺都须验证其有效性ꎮ 应根据工艺及设备

的实际运行情况ꎬ 定期进行再验证ꎬ 确认已验证的状态ꎬ 或在工

艺及设备有重要变更后ꎬ 进行再验证ꎮ

５　 灭菌

５ １　 如有可能ꎬ 制剂在最终容器中的最终灭菌应采用热力

灭菌法ꎮ 如由于处方的不稳定或包装类型的不兼容 (对制剂的监

管是必要的ꎬ 如滴眼剂的塑料瓶)ꎬ 产品的最终灭菌不可能采用

热力灭菌法ꎬ 可考虑采用替代方法过滤法和 (或) 无菌工艺作为

最终的灭菌工艺ꎮ
５ ２　 灭菌可采用湿法或干法加热灭菌ꎬ 离子化辐射剂进行

辐射灭菌 (注意紫外照射通常不是可接受的灭菌方法)ꎬ 环氧乙

烷 (或其他适当的气体灭菌剂) 灭菌ꎬ 或通过过滤后采用无菌灌

装至最终的无菌容器中ꎮ 每种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ꎮ 可能条件

下ꎬ 应尽可能采用热力灭菌法ꎮ 任何情况下ꎬ 所采用的灭菌工艺

必须同时获得注册和安监这个部门的认可ꎮ
５ ３　 起始物料的微生物污染应最小化ꎬ 且在灭菌前应监控

其微生物量ꎮ 当需对微生物进行监测时ꎬ 标准应包括对微生物量

的要求ꎮ
５ ４　 所有的灭菌工艺都应验证ꎮ 应特别注意那些在药典标

准或其他国家标准中没有收载的灭菌方法或者被灭菌产品不是一

种简单的水溶液或油溶液时所采用灭菌方法ꎬ 如混悬胶溶液ꎮ
５ ５　 任何灭菌工艺在投入使用前ꎬ 都必须通过物理检测手

段和必要时的生物指示剂试验ꎬ 来验证其对产品的适用性及灭菌

效果ꎬ 即每种被灭菌品的所有部位都达到了设定的灭菌要求ꎮ 应

对工艺的有效性定期进行再验证 (一年至少一次)ꎮ 设备有重要

变更后ꎬ 应进行再验证ꎮ 应保存再验证的结果和记录ꎮ
５ ６　 所有的被灭菌品均须按规定的要求处理ꎬ 以获得良好

的灭菌效果ꎬ 灭菌程序的设计应确保灭菌完全ꎮ
５ ７　 应将生物指示剂作为灭菌监控的补充手段ꎮ 应按供货

商的要求保存和使用生物指示剂ꎬ 并通过阳性对照试验来确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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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ꎮ 使用生物指示剂时ꎬ 应采取严格措施ꎬ 防止由其所致的微

生物污染ꎮ
５ ８　 应当有明确区分已灭菌产品和未灭菌产品的方法ꎮ 每

一车 (盘或其他装载设备) 产品或物料均应贴签ꎬ 清晰地注明品

名、 批号并注明是否已经灭菌ꎮ 必要时ꎬ 可用湿热灭菌指示带来

指示一批 (或一个亚批) 是否已灭过菌ꎬ 但事实上ꎬ 灭菌指示剂

并不能确保该批的无菌特性ꎮ
５ ９　 应通过验证确立所有灭菌程序的装载方式ꎮ
５ １０　 每一个灭菌批次都应有灭菌记录ꎮ 应把灭菌记录作为

该批产品放行与否的一个依据ꎮ

６　 最终灭菌

热力灭菌　
６ １　 每次热力灭菌均应用适当大小的记录纸记录灭菌过程

的时间 /温度曲线ꎮ 也可用具有适当精确度和准确度的其他设备

记录ꎮ 应通过验证确定监控和 (或) 记录灭菌温度探头的位置ꎮ
可能条件下ꎬ 在验证过程中ꎬ 应在同一部位安放另一支独立的测

温探头作对照ꎮ 在每次灭菌过程中都应具有灭菌记录ꎬ 且应被批

准作为批记录的一部分ꎮ 也可使用化学或生物指示剂ꎬ 但它们不

得替代物理测试ꎮ
６ ２　 应留有足够时间保证所有被灭菌品都达到设定的灭菌

温度后ꎬ 才开始计算灭菌时间ꎮ 每种装载方式所需升温时间均须

测定ꎮ
６ ３　 在灭菌高温阶段后ꎬ 应有措施防止冷却过程中已灭菌

品遭受污染ꎮ 任何与产品相接触的冷却用液体或气体都应当经过

灭菌处理ꎬ 除非能证明ꎬ 否则任何渗漏的容器不可能被批准投放

市场ꎮ

湿热灭菌　
６ ４　 湿热灭菌程序监控的参数应包括灭菌温度和压力ꎮ 程

序控制仪表通常应独立于监控及记录仪表ꎮ 如采用自控和监测系

统ꎬ 该系统应经过验证ꎬ 以确保符合关键工艺的要求ꎮ 该系统应

能记录系统本身以及工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ꎬ 操作人员应监

控这类故障的发生ꎮ 应定期将独立的温度显示器的读数与灭菌过

程中记录获得的图谱对照ꎮ 对腔室底部装有排水口的灭菌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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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 可能需要测定并记录该点在灭菌全过程中的温度数据ꎮ 如灭

菌程序中包括抽真空操作ꎬ 则应经常对腔室作检漏试验ꎮ
６ ５　 被灭菌品如果不是密封容器中的产品ꎬ 则应用合适的

材料将其适当包扎ꎬ 所用材料及包扎方式应有利于空气排放、 蒸

汽穿透并在灭菌后能防止污染ꎮ 在规定的温度和时间内ꎬ 被灭菌

物品所有部位均应与灭菌剂充分接触ꎮ
６ ６　 应注意ꎬ 灭菌用蒸汽应达到适当的质量标准ꎬ 对冷凝

蒸汽进行化学、 微生物和内毒素分析ꎬ 以及对蒸汽进行物理检测

[如干燥、 过热和非冷凝气体]ꎮ 蒸汽中含添加剂的量不应给产品

或设备造成污染ꎮ 用于灭菌的蒸汽应定期检测ꎮ

干热灭菌　
６ ７　 干热灭菌适用于非水液体或干粉制剂ꎮ
干热灭菌时灭菌柜腔室内的空气应循环并保持正压ꎬ 防止非

无菌空气进入ꎮ 进入腔室的空气应经过高效过滤器过滤ꎮ 当干热

灭菌用于去除热原时ꎬ 验证应包括内毒素试验ꎮ

辐射灭菌　
６ ８　 辐射灭菌主要用于热稳定性差的材料和产品的灭菌ꎮ

许多药品和某些包装材料对辐射敏感ꎬ 因此ꎬ 只有经试验证明本

法对产品质量没有不良影响时方可采用ꎮ 紫外光照射通常并不是

一种可行的灭菌方法ꎮ
６ ９　 如果辐射灭菌由外部承包商完成ꎬ 生产者应负责确认

符合章节 ６ ８ 的要求以及灭菌过程经过验证ꎮ
６ １０　 辐射灭菌过程中ꎬ 应采用剂量指示剂测定辐射剂量ꎮ

这种剂量指示剂能指示产品本身所吸收的剂量ꎬ 它不受辐射源辐

射速率的影响ꎮ 为确保辐射灭菌器中始终有剂量指示剂ꎬ 被灭菌

物品中应安放足够数量的剂量指示剂ꎬ 其安放间隔不宜过大ꎮ 塑

料剂量指示剂应在其校正的有效期内使用ꎮ 辐射灭菌后ꎬ 应尽快

从剂量指示剂读取数据ꎮ 辐射敏感颜色指示盘应置于产品外包装

以区别已经过辐射和未进行辐射的产品ꎻ 该标识并不表示成功灭

菌ꎮ 所有信息应作为批记录的一部分ꎮ
６ １１　 验证方案应包括对包装密度变化所致影响的考察ꎮ
６ １２　 物料处理规程应能防止已辐射品与未辐射品的混淆ꎮ

为区分已辐射品和未辐射品ꎬ 在每个包装上均应有辐射指示片ꎮ
６ １３　 应在规定时间内达到总的辐射剂量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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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和熏蒸灭菌　
６ １４　 气体和熏蒸灭菌仅用于没有其他适当灭菌方法的

制剂ꎮ
６ １５　 不同的气体和熏蒸剂可用于灭菌 (如环氧乙烷和过

氧化氢蒸汽)ꎮ 环氧乙烷仅用于没有其他灭菌方法的情况下ꎮ 灭

菌程序验证应能证明其他对产品不会造成破坏性影响ꎬ 并证明

不同产品或原料所设定的排气条件和时间能够确保所有残留气

体及反应产物降低至设定的合格限度ꎮ 这些限度应与标准相

结合ꎮ
６ １６　 气体与微生物细胞直接接触是至关重要的ꎬ 应采取预

防措施ꎬ 以避免微生物被包藏在晶体内或干燥的蛋白质内ꎮ 包装

材料的性质和数量对灭菌效果有明显的影响ꎮ
６ １７　 在通气前ꎬ 物料应达到灭菌工艺所要求的温湿度平衡

条件ꎮ 同时ꎬ 应尽可能缩短灭菌前的等待时间ꎮ
６ １８　 每次灭菌时ꎬ 应将适当的、 一定数量的生物指示剂安

放在被灭菌品的不同部位ꎬ 用以监控灭菌过程ꎬ 所获得的监控结

果应归入相应的批记录ꎮ
６ １９　 生物指示剂应按照生产说明书储存和使用ꎬ 其性能应

用阳性控制试验进行确认ꎮ
６ ２０　 每次灭菌记录的内容应包括: 完成整个灭菌过程的时

间、 灭菌过程中腔室的压力、 温度和湿度、 气体的浓度及总消耗

量ꎮ 应用仪表记录整个灭菌过程的压力和温度ꎬ 灭菌曲线应归入

相应的批记录ꎮ
６ ２１　 灭菌后的物品应存放在受控的通风环境中ꎬ 以便将气

体残留及反应产物降低至规定的限度以内ꎮ 此工艺过程应进行

验证ꎮ

７　 无菌工艺和过滤灭菌

７ １　 无菌工艺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组成制剂的各成分的无菌ꎬ
每个组分都应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灭菌 (见第 ５ 节和第 ６ 节)ꎮ

７ ２　 操作条件应避免微生物污染ꎮ
７ ３　 在无菌工艺中ꎬ 为了保持各组分和制剂的无菌ꎬ 需注

意以下方面:
— 环境

— 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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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区域

— 容器 /无菌灌装和传输工艺

— 在灌装至最终容器前的最长持有时间ꎻ 以及

— 无菌过滤器

７ ４　 药品不能在最终容器中灭菌ꎬ 可用孔径为 ０ ２２μｍ (或
更小) 的除菌过滤器 (或除菌效果更好的材料) 将药液滤入预先

灭菌的容器内ꎮ 这类滤器能滤除大多数细菌和霉菌ꎬ 但不能将病

毒或支原体类全部滤除ꎮ 应考虑采用某种程度的热处理方法来弥

补除菌过滤的不足ꎮ 就可最终灭菌的产品而言ꎬ 仅采用除菌过滤

是不充分的ꎮ 现行的灭菌法中ꎬ 蒸汽灭菌应是首选的灭菌法ꎮ
７ ５　 与其他灭菌方法相比ꎬ 除菌过滤的风险最大ꎬ 因此ꎬ

建议在靠近罐装点位置安装第二个已灭菌的除菌过滤器再过滤一

次ꎮ 最终除菌过滤应尽可能接近罐装点ꎮ
７ ６　 过滤器的材质应尽可能不脱落纤维ꎮ 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应使用含有石棉的过滤器ꎮ
７ ７　 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对除菌过滤器在使用前的完好性进

行检查ꎬ 并在使用后立即确认其完好性ꎮ 常用的方法有: 起泡

点试验、 扩散流试验或压力保持试验ꎮ 验证中ꎬ 应测定过滤已

知体积药液所需的时间及过滤器二侧的压差ꎮ 在常规生产中ꎬ
任何明显偏离上述数据的情况均应记录并调查原因ꎮ 调查结果

应归入批记录ꎮ 关键气体过滤器和呼吸过滤器的完好性ꎬ 应在

使用后检查ꎬ 其他过滤器的完好性也应定期检查ꎮ 工艺中如包

括剧烈的条件ꎬ 例如高温空气的循环ꎬ 应考虑增加过滤器的完

整性监控ꎮ
７ ８　 同一只过滤器的使用不得超过一个工作日ꎬ 除非经过

验证ꎮ
７ ９　 过滤器不得吸附药液的组分或向药液中释放其他物质ꎬ

影响产品质量ꎮ

８　 隔离操作技术

８ １　 采用隔离操作技术能最大限度降低操作人员的影响ꎬ
并大大降低无菌生产中环境对产品微生物污染的风险ꎮ 隔离操作

器和传递装置的设计有很多形式ꎮ 隔离操作器及其所处环境的设

计ꎬ 应能保证相应区域空气的质量达到设定标准ꎮ 隔离操作器所

采用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易被穿刺或易产生渗漏ꎮ 传输装置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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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单门的、 双门的ꎬ 甚至可以是同灭菌设备相连的全密封

系统ꎮ
８ ２　 将物品放入隔离操作器或从中取出最容易产生污染ꎮ

尽管人们认为这类隔离操作器的工作区不一定要有单向流ꎬ 然

而ꎬ 高污染风险操作一般在隔离器中完成ꎮ
８ ３　 隔离操作器所处环境的级别取决于他们的设计及其应

用ꎮ 无菌操作的隔离操作器所处环境的级别至少应为 Ｄ 级ꎮ
８ ４　 隔离操作器只有经过适当的验证后方可投入使用ꎮ 验

证时应当考虑到隔离技术的所有关键性因素ꎬ 例如ꎬ 隔离系统内

部和外部 (所处环境) 的空气质量ꎬ 隔离操作器的消毒、 传递操

作以及隔离系统的完好性ꎮ
８ ５　 隔离操作器和隔离用袖管 /手套系统应进行常规监测ꎬ

这包括经常进行必要的检漏试验ꎮ

９　 吹 /灌 /封技术

９ １　 吹气 /灌装 /密封系统 (简称吹 /灌 /封) 是一套专用机

械设备ꎬ 连续操作ꎬ 从一个热塑性颗粒吹制成容器至灌装和密

封ꎬ 整个过程由一台全自动机器完成ꎮ 用于无菌生产的吹 /灌 /封
设备本身装有 Ａ 级空气风淋装置ꎬ 在操作人员按 Ａ / Ｂ 级区要求着

装的条件下ꎬ 该设备可以安装在洁净度至少为 Ｃ 级的环境中ꎮ 在

静态条件下ꎬ 此环境微粒和微生物均应达到标准ꎬ 在动态条件

下ꎬ 此环境的微生物应达到标准ꎮ 用于生产最终灭菌产品的吹 /
灌 /封设备至少应安装在 Ｄ 级环境中ꎮ

９ ２　 因此此项技术有其特殊性ꎬ 应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
— 设备设计及设备的验证ꎻ
— 在线清洗和在线灭菌的验证及结果的重现性ꎻ
— 设备所处的洁净区环境ꎻ
— 操作人员的培训和着装ꎻ
— 设备关键区域内的操作ꎬ 包括灌装开始前设备的无菌

装配ꎮ

１０　 人员

１０ １　 无菌操作人员洁净区的人数应严格控制ꎬ 这点极为重

要ꎮ 可能条件下ꎬ 检查和监督应在洁净区外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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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２　 凡在洁净区工作的人员 (包括清洁工和设备维修工)
都必须定期给予操作方面的纪律教育ꎬ 以使无菌产品的操作符合

要求ꎬ 培训的内容应包括卫生和微生物方面的基础知识ꎮ 没有受

过这类培训的外部人员 (如按合同施工的建筑工人或维修人员)
需进入洁净区时ꎬ 应对他们进行特别详细的指导和监督ꎮ

１０ ３　 从事动物组织加工处理的人员或者从事与现生产无关

的微生物培养的工作人员不应进入无菌产品生产区ꎬ 除非他们严

格遵循进入上述操作区相关的标准操作规程ꎮ
１０ ４　 高标准的个人卫生要求及清洁是至关重要的ꎮ 应当教

育从事无菌药品生产的员工ꎬ 使他们及时报告可能会造成污染的

程度或污染的类型发生变化的异常情况ꎻ 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ꎬ
对那些可能导致微生物污染风险增大的员工ꎬ 应由指定的称职人

员负责采取适当的措施ꎮ
１０ ５　 更衣和洗手必须遵循相应的书面规程ꎬ 以尽可能减少

这类活动对洁净区的污染ꎮ 工作服及其质量应与生产操作的要求

及操作区的洁净级别相适应ꎬ 其穿着方式应能保护产品免遭

污染ꎮ
１０ ６　 人员的便服不得带进通向 Ｂ 及 Ｃ 级区的更衣室ꎮ 对于

在 Ａ / Ｂ 级区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说ꎬ 每次操作都须更换一次清洁

的无菌 (经灭菌或充分消毒) 防护服ꎬ 或一天至少更换一次 (但
必须由监测结果证明这种方法的可行性)ꎮ 操作期间应经常消毒

手套ꎬ 每工作一个阶段即应更换口罩和手套ꎮ
１０ ７　 在洁净区内不得戴手表和首饰ꎬ 不得涂抹化妆品ꎮ
１０ ８　 各洁净区的着装要求说明如下:
Ｄ 级区: 应将头发、 胡须等相关部位遮盖ꎮ 应穿普通的工作

服和合适的鞋子或鞋套ꎮ 应采取适当措施ꎬ 以避免洁净区外的污

染引入本区ꎮ
Ｃ 级区: 必须将头发、 胡须等相关部位遮盖ꎮ 应穿手腕处可

收紧的连体服或衣裤分开的工作服ꎬ 并着适当的鞋或鞋套ꎮ 这类

服装应不脱落纤维或微粒ꎮ
Ａ 和 Ｂ 级区: 应当用头罩将所有头发以及胡须等相关部位全

部遮盖住ꎬ 头罩应塞进衣领内ꎬ 应戴口罩以防散发液滴ꎮ 应佩戴

经灭菌且未上滑石粉的橡胶或塑料手套ꎬ 穿经灭菌或消毒的脚

套ꎬ 裤腿部分应当置于脚套内ꎬ 袖口应置于手套内ꎬ 着装应不脱

落纤维或微粒ꎬ 并能滞留身体散发的微粒ꎮ
１０ ９　 洁净区所用工作服的清洗和处理应确保不沾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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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ꎬ 并由此导致洁净区的污染ꎮ 工作服的清洗和处理应遵循书面

规程ꎬ 这类工作服最好设置单独的洗衣间ꎮ 工作服处理不当会损

坏纤维并由此增加散发微粒的风险ꎮ 清洗和灭菌操作应遵循标准

操作规范ꎮ

１１　 厂房

１１ １　 所有厂房应尽可能设计的避免监督或控制人员不必要

的进入ꎮ Ａ 级和 Ｂ 级区应设计的从外部可以观察到所有操作ꎮ
１１ ２　 为了尽可能减少微粒或微生物的散发或积聚、 便于清

洁剂和消毒剂的重复使用ꎬ 洁净区内所有外露表面都必须光滑平

整、 无渗漏性或有裂缝ꎮ
１１ ３　 为了减少尘埃的积聚并便于清洁ꎬ 洁净区内不应有难

清洁的部位ꎬ 货架、 柜子、 设备及门应尽可能便于清洁ꎬ 不得使

用移门ꎮ 平推门应朝高压区开门ꎬ 以便自己闭合ꎮ 出口和环境地

点、 健康和安全防范需求可允许例外ꎮ
１１ ４　 吊顶应作密封处理ꎬ 防止来自于上方的污染ꎮ
１１ ５　 管道、 风管以及其他设施的安装应便于清洁ꎬ 应避免

不能密封的敞口和难以清洁的表面ꎮ 应使用清洁的管道和设备ꎬ
应避免使用螺纹管ꎮ

１１ ６　 无菌生产的 Ａ 和 Ｂ 级区内禁止设置水池和地漏ꎮ 在其

他洁净区内ꎬ 机器设备或水池与地漏不应直接相连ꎮ 安装有水池

和地漏的地方ꎬ 应设计、 定制和维护以尽量减少微生物污染的风

险ꎮ 应安装有效、 便于清洁的捕集装置和空气阻隔装置ꎬ 防止倒

流ꎮ 所有的地面沟槽都应打开并便于清洁ꎬ 在与外部地漏相连的

地方ꎬ 应有设置以避免微生物污染ꎮ
１１ ７　 更衣室应设计成缓冲室并使更衣的不同阶段分开ꎬ 以

尽可能降低工作服遭受微生物和微粒污染的风险ꎮ 更衣室应有足

够的换气次数ꎮ 更衣室后段静态的级别应与其相应洁净区的级别

相同ꎮ 必要时ꎬ 最好将进入和离开洁净区的更衣室分开设置ꎮ 一

般情况下ꎬ 洗手设施只能安装在更衣室的第一阶段ꎮ
在缓冲间或走廊和更衣室之间的级别变化不应超过一个级

别ꎬ 即 Ｄ 级走廊可以连接 Ｃ 级缓冲间ꎬ 缓冲间可连接 Ｂ 级更衣

室ꎬ 更衣室可连接 Ｂ 级洁净区ꎮ 更衣室应配有镜子ꎬ 以便于人员

在离开更衣室前确认正确的穿戴服装ꎮ
１１ ８　 缓冲室的两扇门不应同时打开ꎮ 应采用连锁系统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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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或 (和) 声学的报警系统来防止两扇门同时打开的情况发生ꎮ
１１ ９　 洁净区过滤空气的送风应能确保在任何运行状态下对

周围低级别区保持正压及气流方向ꎬ 并有足够的自净能力ꎮ 相邻

洁净区房间之间的压差应为 １０－１５ 帕斯卡 (指导值)ꎮ 特别要注

意对高风险区域的保护ꎬ 即重点保护产品以及经过清洁并与产品

相接触物料直接暴露的工艺环境ꎮ 当因故涉及某些致病性、 剧毒

性、 放射性或者活性病毒或细菌性物料或产品时ꎬ 系统的送风和

压差须作适当调整ꎮ 有些生产操作ꎬ 其设备及该区的排风可能有

必要作去污染处理ꎮ
１１ １０　 应证明各种气流方式无导致污染的风险ꎬ 例如ꎬ 应

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气流不会将操作或设备以及操作人员散发的

粒子吹向洁净要求高的区域ꎮ
１１ １１　 应设送风设备故障报警系统ꎮ 压差十分重要的毗邻

级别区之间应安装压差表ꎮ 压差数据应定期记录或列入记录

文件ꎮ
１１ １２　 应该考虑限制不必要的接近关键的灌装区域ꎬ 例如ꎬ

通过设置一个物理屏障限制接近级别 Ａ 的灌装区域ꎮ

１２　 设备

１２ １　 除传送带本身能连续灭菌 (如隧道式灭菌器) 以外ꎬ
传送带不得穿越 Ａ 或 Ｂ 级区与低级别的隔离墙ꎮ

１２ ２　 在任何情况下如有可能ꎬ 应选择用于生产无菌产品的

设备ꎬ 以便于有效的采用蒸汽或干热或其他方法灭菌ꎮ
１２ ３　 如有可能ꎬ 生产设备及辅助装置的设计和安装方式ꎬ

应便于在洁净区外操作、 保养和维修ꎮ 如需灭菌ꎬ 应尽可能在完

全装配后进行ꎮ
１２ ４ 　 在洁净区内进行设备维修时ꎬ 如所规定的洁净度和

(或) 无菌状态遭到破坏ꎬ 应对该区域进行必要的清洁、 消毒和

(或) 灭菌 (可能时) 后ꎬ 方可重新开始生产操作ꎮ
１２ ５　 所有设备如灭菌柜、 空气处理及过滤系统、 呼吸过滤

器和气体过滤器、 水的处理、 生产、 贮存和配送系统等ꎬ 都必须

验证并定期维修保养ꎻ 维修保养后ꎬ 经批准方可投入使用ꎮ
１２ ６　 水处理设施及其分配系统的设计、 安装和维护应能确

保供水达到适当的质量标准ꎮ 水系统的运行不应超越其设计能

力ꎮ 注射用水的生产、 贮存和分配方式应能防止微生物的生长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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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 在 ７０℃以上或 ４℃以下保持循环ꎮ

１３　 无菌产品的最终处理

１３ １　 应采用经验证的适当方法完成产品的密封ꎮ 熔封的产

品 (如玻璃或塑料安瓿瓶的形式) 应作 １００％ 的检漏试验ꎮ 其他

密封形式的完好性应根据适当的规程抽样检查ꎮ
１３ ２　 在已压塞小瓶的铝盖完成轧盖以前ꎬ 无菌罐装小瓶的

密封系统是不完整的ꎬ 因此ꎬ 应当在压塞后尽快轧盖ꎮ
１３ ３　 由于轧盖设备能产生大量的非活性微粒ꎬ 此类设备应

当放置在单独的场所并配置适当的抽风机ꎮ
１３ ４　 小瓶的轧盖可以采用经灭菌的盖以无菌操作形式完

成ꎬ 也可在无菌区外以洁净的方式完成ꎬ 在后一种情况下ꎬ 小瓶

应在 Ａ 级环境下保护下ꎬ 直至离开无菌操作区ꎬ 且此后已压塞的

小瓶应有单向流保护直至完成轧盖ꎮ
１３ ５　 缺塞或压塞出现移位的小瓶在轧盖前即做报废处理ꎮ

当轧盖操作台需要人员干预时ꎬ 应有适当措施ꎬ 防止直接接触小

瓶ꎬ 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微生物污染的风险ꎮ
１３ ６　 半隔离操作系统和隔离操作器可能有利于实现所需的

条件和降低对轧盖操作的人为干扰ꎮ
１３ ７　 在抽真空状态下密封的容器ꎬ 应在预先确定的适当时

间后ꎬ 检查其真空度保持水平ꎮ
１３ ８　 非经肠道用药品的容器在罐装后ꎬ 应逐一对其外部污

染或其他缺陷进行检查ꎮ 如采用灯检法ꎬ 应在照度和背景均受控

条件下进行灯检ꎮ 应定期检查灯检人员的视力 (佩戴眼镜或隐形

眼镜的员工ꎬ 可戴镜检查)ꎬ 并允许在检查过程中定期休息ꎮ 如

果采用其他检查方法ꎬ 该方法应经过验证并定期检查设备的性

能ꎮ 结果应有记录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ｔｙ － ｓｉｘ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２ꎬ Ａｎｎｅｘ ６ (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０２)ꎻ ａｎｄ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Ａ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Ｖｏｌ

[２] ２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８５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
[３]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 －１ Ｃｌｅａｎ ｒ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 ＦＤＡ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ｓｅｐ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ｃＧＭＰ Ｕ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
[ ５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ｓｅｐ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ꎬ ２００５
[６]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ｅｒｉｌ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Ｖｏｌ ４ ＥＵ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ｔｏ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ｕｓｅ Ａｎｎｅｘ １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２００８

[７]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 － ３ Ｃｌｅａｎ ｒ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 ３: Ｔｅ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８]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４ Ｃｌｅａｎ ｒ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 ４: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９]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２ Ｃｌｅａｎ ｒ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 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１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０ ]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 － ５Ｃｌｅａｎ ｒ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 ５: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Ｏ
１４６４４－５ Ｃｌｅａｎ ｒｏｏｍ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Ｐａｒｔ ５: Ｃｌｅａｎｒｏｏ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１]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ｔｙ－ｎｉｎ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Ａｎｎｅｘ ３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２９)ꎻ ａｎｄ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Ａ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Ｖｏｌ ２ ２ｎｄ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

９５２



附录 ７

ＷＨＯ 药品生产技术转移指南

１　 介绍

２　 范围

３　 术语

４　 组织和管理

５　 生产: 转移 (工艺、 包装和清洁)
６　 质量控制: 分析方法转移

７　 设施和设备

８　 文件

９　 验收评定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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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介绍

本指南阐述了技术转移的原则ꎬ 在应用过程中可灵活掌握ꎬ
不必机械照搬ꎮ 指南侧重于质量方面ꎬ 与 ＷＨＯ 的要求是一致的ꎮ

１ １　 在大多数药品的生命周期中ꎬ 从研发、 规模扩大、 生

产、 上市到上市后阶段ꎬ 都会发生从一个场所到另一个场所进行

工艺转移的情况ꎮ
１ ２　 技术转移的定义是: “控制研发方和生产方ꎬ 或两个生

产场所之间所有工艺相关文件和专业技术转移的逻辑程序”ꎮ 技

术转移是一个系统性的程序ꎬ 遵守该程序是为了能将在研发过程

中已记录的知识和经验转移给一个适当并已获得授权的主体方ꎮ
技术转移包括文件转移和接收方的能力ꎬ 拥有接收能力可以

使转移技术的关键要素得以有效实施ꎬ 满足参与各方和所有适用

法规的要求ꎮ
１ ３　 文献查阅显示来自于国家或地区药监部门关于本主题

的信息非常少ꎮ 国际制药工程协会 (ＩＳＰＥ) (１) 有一份关于跨公

司的转移指南文件ꎮ
１ ４　 制药企业经营策略的改变导致公司间、 公司内的技术

转移日益增加ꎬ 原因各种各样ꎬ 例如增加生产能力的需求、 变更

产地、 合并和收购ꎮ 因此ꎬ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在 ＷＨＯ 第

４２ 次技术报告中建议起草药品技术转移的指南 (２)ꎮ
１ ５　 技术转移需要文件化、 有计划的程序ꎬ 采用经过培训、

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员在统一的质量体系下工作ꎬ 数据记录应覆盖

研发、 生产和质量控制各环节ꎮ 一般会有一个转出方 (ＳＵ)ꎬ 一个

接收方和管理工艺的单位ꎮ 管理工艺的单位可以是一个独立的主

体ꎬ 也可不是独立主体ꎮ 关于 “合同生产”ꎬ 请参见 ＧＭＰ (３)ꎮ
１ ６　 为了使转移成功ꎬ 应符合以下一般原则和要求

•项目计划应包含基于质量风险管理原则的项目质量要求ꎮ
•接收方和转出方的能力应相当ꎬ 但不必完全相同ꎬ 设施和

设备应根据相似的操作原则进行操作ꎮ
•如果需要ꎬ 应对转出方和接收方进行综合技术差异分析ꎬ

包括技术风险评估和潜在的法规差异ꎮ
•接收方应具有经过充分培训的员工ꎬ 或对员工进行适当的

培训ꎮ
— 应该考虑接收方和转出方的所在国ꎬ 以及该产品所有上市

１６２



国家的法规要求ꎬ 并在整个转移程序项目期间进行统一的

解释

— 生产 工艺和产品知识的有效转移

１ ７　 如果有文件化的证据证明接收方可以正常地生产出所

转移的产品、 工艺或方法ꎬ 并符合转出方设定的标准ꎬ 则可以认

为技术转移已经成功ꎮ
１ ８　 如果接收方在转移过程中发现工艺有一些特殊的问题ꎬ

应转出方反馈ꎬ 以保证知识管理的持续性ꎮ
１ ９　 技术转移项目会涉及法律和经济方面的问题ꎬ 尤其是

在不同公司间转移项目ꎮ 如果知识产权、 版税、 价格、 利益冲突

和保密等因素会影响到技术问题的公开交流ꎬ 那么在计划和实施

技术转移之前和过程中应进行解释说明ꎮ
１ １０　 缺乏透明度的一切行为可能会导致技术转移无效ꎮ
１ １１　 在本文件中列出的一些原则可能也适用于研发阶段临

床研究用药品的生产ꎬ 但不是本指南的主要关注点ꎬ 由于研发过

程太复杂ꎬ 因此未包括在本文件中ꎮ
１ １２　 在本文件所列转出方的一些职责也可考虑作为管理单

位的职责ꎮ

２　 范围

注: 本节文本专门用于有技术协议时ꎬ 质量控制方法的转移

(转出生产方给接收生产单位生产方或转出方生产方给接收方质

量控制实验室)ꎮ 如果没有技术协议时 (例如ꎬ 由国家实验室进

行检测ꎬ 或为采购机构进行检测)ꎬ ２ ４ 列出的部分条款可能不适

用ꎬ 可能需要制定替代的文本ꎮ
２ １　 本文件给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ꎬ 如本指南的介绍所

述ꎬ 提供了在工厂内、 不同工厂间成功进行转移活动所需的总体

建议ꎬ 意在说明进行成功的技术转移所需的基本考虑ꎬ 以满足在

工艺转移中涉及的监管要求ꎮ
２ ２　 本指南适用于活性药物成分 (原料药) 的生产、 散装

物料的生产和包装、 制剂成品的生产和包装、 和 (或) 分析检测

方法ꎮ
２ ３　 本指南中所推荐的内容适用于所有剂型ꎬ 但需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 (例如: 采用风险管理原则)ꎮ 对无菌产品、 定量

气雾剂等特殊剂型ꎬ 需要采取特殊的控制措施ꎮ 也可参考 ＷＨＯ

２６２



关于相关药品的生产指南 (４ꎬ ５)ꎮ
２ ４　 指南解决了转出方和转入方的如下问题:
— 研发和生产转移 (工艺、 包装和清洁)
—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分析方法转移

— 技能评价和培训

— 转移的组织和管理

— 厂房和设备评价

— 文件

— 确认和验证

２ ５　 由于每个转移项目都是独特的ꎬ 本文件并不能提供一

个全面、 具体的指导原则ꎮ
２ ６　 这些指南并不提供与技术转移项目相关的任何法律、

财务或商业方面的考虑ꎮ

３　 术语

以下给出的术语定义仅限用于本指南ꎮ 在其他文中可能有不

同的含义ꎮ
可接受标准

一个可以测量的标准ꎬ 检测结果符合了这个标准才认为是可

以接受的ꎮ

活性药物成分 (原料药) 　
用于药物制剂生产并作为该制剂活性成分的任何物质或混合

物ꎮ 这种物质用于产生生物学活性ꎬ 或直接用于诊断、 治愈、 缓

解、 治疗ꎬ 或预防疾病ꎬ 影响人体结构和功能ꎮ

极限范围　
一种试验设计方法ꎮ 用来检查剂量的极限值ꎮ 该设计的思想

是假定上下极限能代表上下限之间的所有样品ꎮ

变更控制　
一个正式的体系ꎬ 根据这个体系ꎬ 有资质的代表对建议的或

实际的ꎬ 可能会对验证过的状态产生影响的变更进行审核ꎮ 变更

控制的目的是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行动来保证体系维持在被验证的

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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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　
对设备或一个系统进行设置、 调整和检测ꎬ 以保证其符合在

用户需求手册中列出的所有要求ꎬ 以及由设计者或研发人员所指

定的能力ꎮ 调试应在确认和验证之前实施ꎮ

控制策略　
一个计划的控制系列ꎬ 它来自于现行产品和对工艺的理解ꎬ 它

保证工艺性能和产品质量ꎮ 控制可以包括与参数和原料属性ꎬ 以及

与原料药有关的组件、 制剂原料和组件、 设施和设备操作条件、 过

程控制、 成品质量标准、 相关的检验方法和监控的频次 (６)ꎮ

纠正措施　
当对关键控制点的监控显示其失控时将要采取的任何措施ꎮ

关键　
会显著影响产品质量或性能的潜在可能性ꎮ

关键控制点　
一个步骤ꎬ 通过控制这个步骤可以从根本上阻止或消除对药

品质量的危害ꎬ 或将其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ꎮ

设计验收评定　
文件化的证据ꎬ 证明厂房、 支持系统、 设施、 设备和工艺已

经根据 ＧＭＰ 要求进行设计ꎮ

设计空间　
多维组合和输入变量 (例如原料属性) 与工艺参数的相互影

响ꎬ 其已被证明可以保证产品质量 (７)ꎮ

药物主文件　
向药品管理部门申报的公用系统、 工艺或产品的详细信息ꎬ

用于支持制剂的上市批准申请ꎮ

药物制剂成品　
一个经过了生产的所有环节ꎬ 包括最终包装和贴标签的产

品ꎮ 一种成品药可能包含一种或多种原料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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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分析　
识别在转出方可以使用ꎬ 但接收方转移失败的关键工艺

要素ꎮ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质量保证的一部分ꎬ 用以保证药品被持续生产和控制ꎬ 达到

既定使用目的所需的质量标准ꎬ 符合上市许可要求ꎮ

过程控制　
在生产过程中实施的检测ꎬ 必要时调整工艺以保证产品符合

质量标准ꎮ 环境控制或设备控制也可以认为是过程控制的一

部分ꎮ

安装验收评定　
对生产工艺中所使用的仪器设备 (例如机器、 计量装置、 公

用系统和生产区域) 安装进行的测试ꎬ 以保证其选择是适当的ꎬ
安装是正确的ꎬ 并可以按既定的标准进行操作ꎮ

公司间转移　
在不同公司的工厂间进行的技术转移ꎮ

公司内转移　
在公司同一集团内工厂间进行的技术转移ꎮ

运行验收评定　
系统或子系统在需要的操作范围内进行运行的确认性文件

性能验收评定　
证明设备或系统能持续运行ꎬ 能在长时间内重复实现既定的

质量标准和参数的确认性文件ꎮ (系统的文字中ꎬ 可能会表述为

“工艺验证”)

工艺验证　
证明某工艺能持续稳定生产出符合既定质量标准和质量特性

的文件和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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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评定　
证明和记录所有设施、 系统和设备已安装正确ꎬ 并且运行正

常ꎬ 能达到期望的结果的动作ꎮ 评定通常是验证的一部分 (初始

阶段)ꎬ 但单个验证步骤不能形成工艺验证ꎮ

验收批次　
由接收方生产的ꎬ 证明其具备生产能力的批次 (１)ꎮ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是一个宽泛的概念ꎬ 涵盖所有单独或整体对产品质

量造成影响的情况ꎮ 它是保证药品具有其用途所需的品质所做的

所有安排的总和ꎮ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包括采取的所有措施ꎬ 包括设定质量标准、 取样、

检测和清场分析ꎬ 以保证起始物料、 中间体、 包材和制剂成品与

所建立的均一性、 剂量、 纯度和其他特性的标准相符合ꎮ

质量计划　
质量管理的一部分ꎬ 重点关注质量目标的设置ꎬ 指出必要的

操作流程ꎬ 和满足质量目标所需的资源 (６)ꎮ

质量方针　
高层管理人员正式表达的与质量相关的组织方向和全面意图

(６)ꎮ

质量风险管理　
质量风险管理是药品生命周期中对质量风险进行评估、 控

制、 沟通和回顾的一个系统性过程ꎮ

接收方　
接收被转移产品、 工艺或方法所涉及的组织单位ꎮ

转出方　
将被转移产品、 工艺或方法转移出去所涉及的组织单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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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加样　
向标准品、 样品或空白样品中加入已知量的化合物ꎬ 典型的

目的是用于确认分析方法的性能ꎮ

标准操作规程 (ＳＯＰ) 　
批准的书面程序ꎬ 在其中给出操作指令ꎬ 操作的对象不限于

产品或物料专用 (例如设备操作、 维护和清洁、 验证、 设施清

洁、 环境控制、 取样和检查)ꎮ 特定的 ＳＯＰ 可能用于对特定产品

主文件和批生产文件进行补充ꎮ

技术转移报告　
将特定的技术转移项目的程序、 可接受标准、 达到的结果和

结论进行汇总的文件ꎮ 所有偏差均应有讨论和判定ꎮ

验证　
证明并记录所有工艺、 程序或方法以实际地获得一致的期望

结果的行为ꎮ

验证主计划　
高层次文件ꎬ 在其中对一个完整的项目建立一个总体验证计

划ꎬ 并总结生产商的总体验证理念和验证方法ꎬ 以达到要求的效

率ꎮ 它提供生产商验证工作程序、 对细节的定义、 验证工作实施

的时间表、 实施人员职责等计划ꎮ

验证方案 (或计划) 　
描述在验证需要实施的活动的文件ꎬ 包括日常使用的经批准

的生产工艺的可接受标准———或其中一部分ꎮ

验证报告　
完整的验证程序的记录、 结果和评估的整理和总结的文件ꎮ

也可以包括工艺和设备的改进方案ꎮ

４　 组织和管理

４ １ 　 转移包括一个转出方和一个接收方ꎮ 在有些环境下ꎬ
可能会有更多单位参与指挥、 管理和批准转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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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双方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协议ꎬ 在协议中明确在转移前、
转移中、 转移后的责任ꎮ

４ ３　 成功的技术转移组织和管理需要保证主要步骤按 １ ６ 部

分要求进行实施和记录ꎮ
４ ４　 应该有一个项目管理计划ꎬ 在开始任务之前对所有必

要的活动进行识别和控制ꎮ
４ ５　 转移方案应依次列出转移步骤ꎮ 方案应包括:
— 目的ꎻ
— 范围ꎻ
— 关键人员及其职责ꎻ
— 原料、 方法和设备的平行比较ꎻ
— 转移各步骤均应有书面证据证明每个关键步骤完成后ꎬ 然

后才能进入下一步骤ꎻ
— 关键控制点的识别ꎻ
— 实验设计和分析方法的可接受标准ꎻ
— 试生产批次的信息ꎬ 确认批次和工艺验证ꎻ
— 任何遇到的工艺偏差的变更控制ꎻ
— 成品的评价ꎻ
— 活性成分、 中间体和制剂的留样的安排ꎬ 适用时ꎬ 对照品

的信息ꎻ
— 结论ꎬ 包括项目主管批准的签字ꎮ
４ ６　 转出方应提供必要的工艺验证文件ꎬ 及其支持的功能ꎮ

一般来说ꎬ 建立的工艺已转移ꎬ 这些文件应都是可以获得的ꎮ
４ ７　 转出方应提供与将要转移的产品、 工艺或方法相关的

标准、 信息以及关键和有风险的步骤ꎬ 这些信息将作为接收方进

行质量风险管理 (ＱＲＭ) 的基础ꎮ (７ – １０)
４ ８　 转出方或第三方应在转移前对接收方准备情况进行评

估ꎬ 评估应包括设施、 设备和支持性服务 [例如采购和仓储控制

机、 质量控制 (ＱＣ) 程序、 文件记录、 计算机验证、 厂房验证、
设备验收评定、 制药用水、 废物管理]ꎮ

４ ９　 转出方和接收方应联合确认以下内容圆满完成ꎬ 验证

方案可行:
•接收方工厂生产和包装设备、 检验设施安装验收评定和运

行验收评定数据

•接受单位生产和包装房间验收评定

４ １０　 转出方和接收方应联合实施所有可能需要的与要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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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 工艺或方法相关的培训项目ꎬ 例如分析方法或设备使

用ꎬ 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ꎮ
４ １１　 转出方和接收方应根据检查清单和流程图联合实施转

移方案ꎬ 从而提高转移的效率ꎮ
４ １２　 所有在技术转移过程中进行的变更均应进行记录ꎮ
４ １３　 转出方和接收方应一起记录对转移方案的实施ꎬ 在报

告中记录技术转移总结ꎮ

项目组　
４ １４　 所有转移项目应由项目组管理ꎬ 项目组人员主要职责

均应明确ꎮ 项目组应从转出方和接收方相关专业的人员中选出ꎮ
４ １５　 项目组成员应具备必要的资质和经验ꎬ 以管理转移中

的不同方面ꎮ

５　 生产: 转移 (工艺、 包装和清洁)

５ １　 接收方应提出预计的生产规模ꎮ 如果可能ꎬ 应在开始

时即决定是单批生产、 连续生产还是周期生产模式ꎮ
５ ２ 　 要考虑能支持接收方的生产、 所有进一步工艺研发、

接收方优化工艺所需的转移的详细程度ꎮ
５ ３　 需要考虑接收方的技术专业能力、 场所技术和场所产

能ꎮ 转出方应识别出工艺耐用性ꎬ 这样接收方可以按计划实施ꎮ
５ ４　 转出方和接收方应共同考虑ꎬ 一起制订一份针对与工

艺转移相关信息的方案ꎬ 以及接收方研发可比性工艺的信息ꎮ

起始物料　
５ ５　 接收方使用的起始物料 [原料药或辅料 (１１ꎬ １２)] 的

标准和相关功能性特性应与转出方所用的一致ꎮ 所有可能会对工

艺或产品产生影响的特性均应进行识别和描述ꎮ
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ꎬ 原料药)
５ ６　 转出方应向接收方公开 ＡＰＩ 部分的主文件 [ＡＰＩＭＦ 或

药物主文件 (ＤＭＦ) 或活性物质主文件 ＡＳＭＦ]ꎬ 或等同的信息ꎬ
以及对制剂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的原料药的其他相关信息ꎮ 转出方

应该提供以下典型的信息ꎬ 但是接收方在使用这些信息之前应根

据质量风险管理 (ＱＲＭ) 的原则进行评估ꎮ
•生产商和相关的供应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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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转移的步骤ꎻ
•合成路线流程图ꎬ 合成概述ꎬ 包括原料加入点ꎬ 关键步

骤ꎬ 工艺控制和中间体ꎻ
•适用时ꎬ 原料药的最终物理形态 (包括显微图片和其他相

关的数据) 和所有晶型和溶剂化形态ꎻ
•溶解性概况ꎻ
•如果有需要ꎬ 溶液的 ｐＨꎻ
•分配比例ꎬ 包括所用的检测方法ꎻ
•固有溶出速率ꎬ 包括所用的检测方法ꎻ
•粒径分布ꎬ 包括所用的检测方法ꎻ
•散装物理特性ꎬ 包括松密度和紧密度ꎬ 表面积和孔隙度

(适用时)ꎻ
•水分ꎬ 引湿性测试ꎬ 包括水活性数据和特殊的处置要求ꎻ
•微生物 (包括无菌性、 细菌内毒素ꎬ 如果辅料支持微生物

生长的话ꎬ 还包括生物负载水平) 符合国家、 地区或 «国
际药典» 要求ꎻ

•放行标准和货架期标准及制订依据ꎻ
•根据现行指南已进行的稳定性研究的总结ꎬ 包括再检测期

的结论和建议ꎻ
•潜在的和已观察到的合成杂质清单ꎬ 以及能够支持拟定质

量标准的数据和代表性观察水平的数据ꎻ
•降解物信息ꎬ 以及潜在的和已观察到的降解物清单ꎬ 以及

能够支持拟定质量标准的数据和代表性观察水平的数据ꎻ
•含量校正因子ꎬ 标明物料的纯度值ꎬ 获得生产过程中对原

料药投料量的建议调整量及说明ꎬ 并通过举例方式说明计

算公式ꎻ
•关于存贮和处置的特殊考虑内容ꎬ 包括但不限于安全和环

境因素 (例如ꎬ 在物料安全数据表中说明) 和对热、 光、
湿的敏感性ꎮ

辅料　
５ ７　 由于的辅料 (１１) 结果对药物制剂成品有潜在影响ꎬ

因此其质量标准和相关的功能特性应由转出方转移给接收方ꎮ 转

出方应该提供以下典型的信息ꎬ 但是接收方在使用这些信息之前

应根据 ＱＲＭ 的原则进行评估ꎮ
•生产商和相关的供应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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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添加抗氧剂、 防腐剂或辅料ꎬ 应有其功能描述及说明ꎻ
•制剂成品 (尤其是固体和吸入剂型)ꎻ
•溶解性概况 (尤其是对吸入和透皮剂型)ꎻ
•分配比例ꎬ 包括所用的测试方法 (透皮剂型)ꎻ
•固有溶出速率ꎬ 包括所用的检测方法 (透皮剂型)ꎻ
•粒径分布ꎬ 包括所用的测试方法 (固体、 吸入剂和透皮剂

型)ꎻ
•散装物理特性ꎬ 包括松密度和振实密度ꎬ 适当时还包括表

面积和孔隙度 (固体和吸入剂型)ꎻ
•压缩特性 (固体剂型)ꎻ
•熔点范围 (半固体或局部用药)ꎻ
•ｐＨ 范围 (注射剂、 半固体剂、 局部用药、 液体和透皮剂

型)ꎻ
•离子强度 (注射剂型)ꎻ
•密度或比重 (注射剂、 半固体或局部用药、 液体和透皮剂

型)ꎻ
•黏度和黏弹性 (注射剂、 半固体剂或局部用药、 液体、 透

皮剂型)ꎻ
•摩尔浓度 (注射剂型)ꎻ
•水分和引湿性测试ꎬ 包括水的活性数据和特殊的处理的要

求 (固体和吸入剂型)ꎻ
•水分范围 (注射剂、 固体或局部用药、 液体和透皮吸收

剂型)ꎻ
•微生物特性 (包括无菌性、 细菌内毒素ꎬ 如果辅料支持微

生物生长的话ꎬ 还包括生物负载水平) 应符合国家的、 地

区的或 «国际药典» 要求ꎬ 适用时 (通论和各论)ꎻ
•放行和货架期质量标准及制订依据ꎻ
•贴剂符合剥离性、 透明和黏性设计要求的信息 (透皮给药

剂型)ꎻ
•关于存贮和处置时的特殊考虑ꎬ 包括但不仅限于安全和环

境因素 (例如ꎬ 在物料安全数据表中说明)ꎬ 和热敏性、
光敏性、 吸湿性ꎻ

•法规要求方面的考虑ꎬ 例如ꎬ 支持传染性海绵状脑病

(ＴＳＥ) 认证要求的文件 (适用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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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信息和成品信息　
５ ８　 转出方应提供产品的详细特性ꎬ 包括其定性和定量组

成、 物理描述、 生产方法、 过程控制、 控制方法和质量标准、 包

装组件和参数以及所有安全的操作相关的事项ꎮ
５ ９　 转出方应提供工艺研发历史信息ꎬ 接收方可能需要这

些信息来进行进一步研发ꎬ 或在转移成功后进行工艺优化ꎮ
这些信息可能包括:
•临床研发信息ꎬ 例如合成的合理性、 给药途径和剂型选

择、 技术选择、 设备、 临床测试和产品组成ꎻ
•量产的生产信息: 工艺优化、 关键工艺参数统计学优化、

关键质量属性、 中试报告和 (或) 中试研发活动信息ꎬ 包

括生产的批次数和处理ꎻ
•所有研发过程中的活动信息或报告ꎬ 包括生产的批次数和

处理ꎬ 形成目前生产工艺的偏差和变更控制报告 (有时引

用变更管理)ꎻ
•变更历史和变更原因ꎬ 例如变更控制台账ꎬ 包括在工艺优

化或改进中对工艺或内包装、 检验方法的任何变更ꎻ
•问题调查的信息ꎬ 以及调查结果ꎮ
５ １０　 转出方应向接收方提供所有与将要转移的工艺相关的

卫生、 安全、 环境问题的信息ꎬ 以及含义ꎬ 例如更衣或保护性着

装要求

５ １１　 转出方应向接收方提供现行工艺和检测的信息ꎬ 包括

但不限于:
•厂房设施和设备的要求的详细描述ꎻ
•起始物料、 适用的物料安全信息 (ＭＳＤＳ)、 原料、 成品存

贮条件的信息ꎻ
•生产工艺的描述 (工艺描述、 工艺图或流程图ꎬ 主要批记

录)ꎬ 包括确认工艺持续时间和原料投加条件、 顺序和加

入方法、 不同工艺步骤间物料转移ꎻ
•分析方法的描述ꎻ
•控制策略的识别和论述 [例如ꎬ 识别特定剂型的关键表现

方面、 识别工艺控制点、 产品质量属性和关键工艺参数范

围的确认、 工艺控制统计图 (ＳＰＣ)]ꎻ
•设计空间ꎬ 如过已经限定ꎻ
•验证信息ꎬ 例如验证计划和报告ꎻ
•年度产品质量回顾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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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信息ꎻ
•批准过的方案和工作指令ꎻ
•根据所转移的产品的属性而提出的对环境条件、 厂房和设

备所有特殊要求ꎮ
５ １２ 　 在转移过程中ꎬ 接收方应找出所有与转出方的不同

点ꎬ 包括厂房设施、 系统和产能ꎬ 与转出方进行沟通ꎬ 了解这些

因素对转移后产品质量的潜在影响ꎮ 双方应了解不同之处并进行

讨论说明ꎬ 保证等同的产品质量ꎮ 根据转出方发出的信息ꎬ 接收

方应考虑其自身按要求的标准进行生产和包装的能力ꎬ 在生产开

始前ꎬ 建立相关的厂区操作程序和文件记录ꎮ 接收方进行工艺研

发时ꎬ 应重点考虑以下任务:
•厂房和设备的适用性和验收评定的比较和评估ꎻ
•接收方对生产工艺的描述、 人流图、 物流图 (用文字、 工

艺图或流程图说明)ꎻ
•生产关键步骤的确定ꎬ 包括放置时间、 终点、 取样点和取

样技术 (１３)ꎻ
•所有生产操作 (例如分装、 制粒或混合、 溶液制备、 片剂

压制、 片剂包及、 胶囊封装、 液体充填、 内包装和外包

装、 中控)、 包装、 清洁、 检测和存贮均应有书面的经过

批准的 ＳＯＰꎻ
•对稳定性信息进行评估ꎬ 如果需要则应进行本场所的稳定

性试验 (１４)ꎻ
•如果有做出变更ꎬ 应符合法规要求ꎬ 例如批量变更ꎮ

包装　
５ １３　 包装操作的转移应采用与生产转移相同的程序ꎮ
５ １４　 需要从转出方转移至接收方的包装信息包括适当的容

器或密闭系统的质量标准ꎬ 与其他一些额外的信息ꎬ 比如设计、
包装、 处理或标签要求、 接收方包装确认所需的防篡改和防伪

措施ꎮ
５ １５　 包装组件、 质量标准应提供图纸、 设计图和材质信息

应提供给 ＱＣ (例如玻璃、 卡或纤维板)ꎮ
５ １６　 根据所收到的信息ꎬ 接收方应进行包装组件的初始确

认试验ꎮ 如果提供了充分的保护性 (预防由于环境影响对产品造

成的降解)、 安全性 (没有不希望的物质释放至产品中)、 相容性

(没有对药品质量可能产生影响的相互作用) 和其性能ꎬ 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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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包装是适当的ꎮ

清洁　
５ １７　 如果工厂还生产其他的产品ꎬ 在生产过程中ꎬ 制剂和

ＡＰＩ 可能会受到其他制剂或 ＡＰＩ 的污染ꎮ 为最大程度减少污染和

交叉污染的风险ꎬ 缩短操作者暴露时间、 降低环境影响ꎬ 需要建

立充分的清洁程序ꎮ
５ １８　 清洁程序和验证根据各工厂情况不同而不同ꎮ 为使用

接收方可以制订清洁方案ꎬ 转出方应提供在转出方的清洁信息ꎬ
以最大程度减少由于之前的生产带来的交叉污染ꎬ 操作人员暴露

和环境影响ꎬ 包括

— 活性成分、 辅料和赋形剂的溶解性信息ꎻ
— 活性成分的最小治疗剂量ꎻ
— 治疗类别和毒性评估ꎻ 以及

— 已有清洁程序ꎮ
如果需要并可以获得ꎬ 还需要提供一些其他信息ꎬ 例如

— 清洁验证报告 (化学和微生物)ꎻ
— 所使用的清洁剂 (效价、 与原料药残留的检测不会相互干

扰的证据、 清洁剂去除)ꎻ
— 用回收率试验验证取样方法ꎮ
５ １９　 在转移前ꎬ 转出方应提供产品残留限度信息ꎬ 以及限

度选择的合理性论述ꎮ
５ ２０　 根据转出方提供的信息ꎬ 接收方应设计清洁程序ꎬ 并

在其中考虑起始物料的相关特性 (例如ꎬ 效价、 毒性、 溶解性、
腐蚀性、 温度敏感性)ꎬ 生产设备设计和参数、 清洁剂和产品

残留ꎮ
工艺、 包装和清洁体系的实施

５ ２１　 一般会生产试验批 ( “模拟批”) 以确认生产能力ꎬ 然

后再开始正式的验证ꎮ 如果生产了试验批ꎬ 则最少需要对所有关

键工艺参数和成品质量标准进行评估ꎮ
５ ２２　 一旦接收方建立自己的生产能力ꎬ 保证产品、 工艺或

检验方法符合预定的经过论证的质量标准ꎬ 就可以进行工艺验证

和清洁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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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质量控制: 分析方法转移

６ １　 分析方法转移应包括所有证明被转移产品符合注册标

准 (１５) 所需要的检测方法ꎮ
６ ２　 如果可行ꎬ 用于检测药品、 起始物料、 包装材料和清

洁残留样品的检验方法均应先在化验室试验ꎬ 方可用于检测接收

方的工艺验证中的样品ꎮ 工艺验证样品可以在接收方、 转出方或

第三方化验室进行检测ꎮ
６ ３　 应准备分析方法转移方案ꎬ 说明转移的步骤ꎮ 分析方

法转移方案应包括目的、 范围、 接收方和转出方责任、 原料质量

标准、 检验方法、 试验设计和可接受标准、 文件记录 (包括结果

所需信息、 要使用的报告格式ꎬ 如有)、 处理偏差的程序、 文献、
签字批准、 对照样品的详细信息 (起始物料、 中间体和成品)ꎮ

６ ４　 转出方在分析方法转出时的责任

•必要时ꎬ 给化验员和其他质量控制人员提供专用方法的

培训ꎻ
•帮助 ＱＣ 分析检验结果ꎻ
•确定所有将要转移的检验方法ꎬ 包括产品、 起始物料或清

洁样品ꎻ
•确定实验设计、 取样方法和可接受标准ꎻ
•提供所有要转移的方法验证报告ꎬ 考察其耐用性ꎻ
•提供所用设备详细信息 (验证报告的一部分ꎬ 如有)ꎬ 以

及标准品ꎻ
•提供批准的检验程序ꎻ
•审核和批准转移报告ꎮ
６ ５ 接收方的责任

•审核由转出方提供的分析方法ꎬ 在实施转移方案前对可接

受标准表示正式同意ꎮ
•保证接收方 ＱＣ 有必须的仪器ꎬ 并经过确认ꎮ 接收方在方

法转移过程中所用的仪器应符合适当的质量标准ꎬ 以保证

满足方法和质量标准的要求ꎮ
•保证有充分的培训ꎬ 有经验的人员进行分析检测ꎮ
•提供适当的文件体系ꎬ 包含以下信息: 样品的接收、 根据

检验标准按照批准的检验方法进行检测ꎬ 判断是否符合质

量标准、 报告、 记录和审核数据状态 (批准、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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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检)ꎮ
•实施转移方案ꎮ
•进行适当水平的验证以支持方法的实施ꎮ
•完成并批准转移报告ꎮ
６ ６　 应提供适当的培训ꎬ 所有培训活动和结果均应有记录ꎮ
６ ７　 如果有相关的药典标准ꎬ 应引用 [例如 «国际药典»

(１５) «欧洲药典» «英国药典» 和 «美国药典»]ꎮ
６ ８　 表 １ 中给出了技术转移中可能涉及的主要分析检测项

目的试验设计和可接受标准ꎮ 该表格是应用一般原则的模板ꎬ 在

方法转移中ꎬ 需要考虑质量标准中的参数、 方法的变异性和敏感

性ꎮ 公司可根据科学知识和分析方法及分析样品的特性ꎬ 制订适

当的程序和可接受标准ꎮ

表 １　 分析方法的可接受标准及试验设计

测试项目
转移时应考
虑问题

测试重复性 硬件要求

可接受标准

直接判
定标准

统计学
判定标准

鉴别

转移应关注
样 品 制 备、
仪器、 数据
诠释ꎮ 需要
时可以将含
量测定转移
包括在其中

通常一次实
验即可证明
等效性

效价
含量

— 非专属性
含量方法
不应用于
稳 定 性
测试

— 对于多剂
量情况可
以采取极
限 范 围
方法

每 次 试 验:
２ 个化验员
各 ３ 批ꎬ ３
次重复检测
( ＝ １８ 结果 /
次实验)

不同仪器和
色谱住、 单
独配制溶液

比较平均值
和变动性

两次单边
ｔ 测试９５％
置信区间
同场所内
差异≤２％

含量均
匀度

如果方法与
含量测定方
法等同ꎬ 则
一般没有单
独 转 移 的
要求

每 次 试 验:
２ 个化验员
各 １ 批 ( ＝２
结 果 /次 实
验)

不同仪器和
色谱柱、 单
独配制溶液

接收方平均
值在转出方
平均值的 ±
３％ 变 动 范
围内ꎻ
比较 ＲＳＤ 值

两次单边
ｔ 测试９５％
置信区间
同场所内
差异≤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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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试项目
转移时应考
虑问题

测试重复性 硬件要求

可接受标准

直接判
定标准

统计学
判定标准

溶出度

对于多剂量
情况可以采
用极限范围
方法

六组 (如果
在接受单位
是非常规测
试ꎬ 则需要
１２ 组ꎬ 如为
缓 控 释 药
品ꎬ 也需要
１２ 组)

接收方的平
均值在转出
方平均值的
±５％范围内

溶出曲线
比较 (例
如 Ｆ２ )ꎬ
或含量 Ｑ
时间点数
据比较

清洁确
认 (从表
面上收
集残留)

确认转出方
与接收方所
用的擦拭材
料相同

采用加样检
测ꎬ ３ 倍 验
证 过 的 ＳＤ
值水平ꎬ 或
在限度的 ±
１０％ 范围内
(取大者)

— 所有加样
样品如超出
限度则判定
为失败
— ９０％ 加样
样品在限度
以下则判定
为通过

微生物
检测

(定性和
定量限
度检测)

— 实施一般
的现场验
证 方 案:
合理、 方
法 相 同、
验 证 参
数、 数据
总结、 可
接 受 标
准、 数据
分析和汇
总 方 法、
ＯＯＳ 结
果 处 理、
跟踪要求

— 采用相同
材料、 技
术、 接种
制备

验证应重复
３ 次

对各验证采
用 不 同 的
批次

— 定性ꎬ 证
明微生物回
收能力
— 定量ꎬ 回
收水平在方
案的可接受
限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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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测试项目
转移时应考
虑问题

测试重复性 硬件要求

可接受标准

直接判
定标准

统计学
判定标准

杂质、
降解产

物、 残留
溶剂

— 确认相对
于主成分
的相对响
应因子

— 确认接收
方 的 定
量限

— 比 较 色
谱图

— 比较加样
实验的准
确度和精
密度

每次试验:
２ 名化验员
各 ３ 批各测
两次
(如 果 与 含
量 一 起 做ꎬ
则 各 测 ３
次)

—在 不 同
天ꎬ 采 用
不同仪器
和 不 同
柱子

— 采用具有
相似存放
时 长、 均
一 性、 包
装、 存 贮
条 件 的
样品

— 必要时使
用 加 样
样品

(低水平下)
接收方的结
果应为转出
方的 ± ２５％
范围内ꎬ 或
接受单位的
结果平均值
为转出方平
均值 (５％ )
的 ± ０ ０５％
以内

( 对 于 中
等水平杂
质) 两次
单边 ｔ 测
试 ９５％ 置
信区间时
差 异
≤１０％

Ｓｔ ｄｅｖ ＳＤ 标准偏差
注: 表中的数字仅作为例子给出ꎬ 不是推荐值ꎮ

转出方和接收方应实施转移方案ꎬ 联合准备一个转移报告ꎮ
分析方法转移报告中需要强调的问题也列在这些指南中ꎮ

７　 设施和设备

设施　
７ １　 转出方应将建筑平面图、 结构图和完成情况ꎬ 以及服

务商的信息 (１６ꎬ １７)ꎬ 如: 供暖、 通风和空调 (ＨＶＡＣ)、 温

度、 相对湿度、 供水、 供电和压缩空气等ꎬ 会对要转移的产品、
工艺或方法造成影响的因素ꎬ 提供给接受单位ꎮ

７ ２　 转出方应提供与健康、 安全和环境有关的信息ꎬ 包括

•生产工艺内在的风险 (例如ꎬ 化学反应危害ꎬ 暴露限制ꎬ
火灾和爆炸风险)

•减少操作人员暴露的健康和安全要求 (例如药物粉末对大

气的污染)
•紧急情况预案 (例如ꎬ 如果气体或粉尘泄漏ꎬ 散落ꎬ 着火

和消防水用完)

８７２



•识别废弃途径和重复使用、 循环、 废弃的规定

设备　
７ ３　 转出方应提供一个用于生产、 充填、 包装和产品控制、

工艺控制或要转移的方法所用的设备清单ꎬ 包括设备的品牌和型

号ꎬ 以及现有的确认和验证文件ꎮ 相关文件可能包括

— 平面图ꎻ
— 手册ꎻ
— 维护记录ꎻ
— 校正记录ꎻ
— 程序 (例如ꎬ 关于设备安装、 操作、 清洁、 维护、 校正和

贮存)ꎮ
７ ４　 接收方应审核这些由转出方提供的信息ꎬ 以及自己的

设备清单包括所有设备和系统的验收评定状态 (ＩＱꎬ ＯＱꎬ ＰＱ)ꎬ
并对两场所的设备进行比较ꎬ 包括其功能、 品牌、 型号和确认

状态ꎮ
７ ５　 接收方应进行差异分析以识别现有设备采用的标准ꎬ

或对新设备的需求ꎬ 或工艺的变更ꎬ 以使接收方能再现被转移的

工艺ꎮ 需要满足 ＧＭＰ 要求ꎬ 需要考虑目标的生产量、 批量 (例
如等量、 放大或生产周期)ꎮ 要比较的因素包括

— 最小和最大产能ꎻ
— 建造用原料ꎻ
— 关键操作参数ꎻ
— 关键设备组件 (例如过滤器、 过筛机ꎬ 和温度 /压力探头)ꎻ
— 关键质量特征ꎻ
— 使用目的的范围ꎮ
７ ６　 在制作要转移的工艺图或生产工艺流程图时ꎬ 要考虑

接收方的厂房建筑和所有设备的位置ꎬ 包括人流和物流ꎮ
７ ７　 要确认共用设备情况下新产品对已有产品的影响ꎮ
７ ８　 转移项目计划应记录现有的仪器为适应生产工艺所作

出的修改ꎮ

８　 文件

８ １　 项目转移本身的文件要求范围很宽ꎮ 常规要求的文件

举例归纳在表 ２ 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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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２　 一个技术转移成功的时候ꎬ 证明其成功的文件证据需

要正式化ꎬ 并在技术转移总结报告中申明ꎮ 该报告应总结转移的

范围、 转出方和接收方所获得的关键参数 (最好以表格形式)、
转移的最终结论ꎮ 应列出可能的差异ꎬ 如果需要时ꎬ 应采取可能

的措施解决并记录ꎮ

表 ２　 技术转移文件举例 (ＴＯＴ)

关键任务 转出方提供的文件 转移文件

项目定义

项目计划和质量计划 (如
果文件分开)ꎬ 方案、 风

险评估、 差异分析

项目实施计划

ＴＯＴ 方案

质量协议

设施评价

设施和厂房的平面图ꎬ 建

筑 (结构、 最终)
验收状态 (ＤＱꎬ ＩＱꎬ ＯＱ)
和报告

与接收方设施、 建筑进行一一对照

比较ꎬ 差异分析

验收方案和报告

卫生和

安全评价

产品专用废物管理计划

应急方案

熟练程度

分析和

培训

ＳＯＰ 和培训文件 (产品专

用操作、 分析检测)
培训方案ꎬ 评价和结果

分析方

法转移

分析方法质量标准和验

证ꎬ 包括中控质量控制
分析方法转移方案和报告

起始物

料评价

原料药和辅料的质量标准

和额外信息

设备选择

和转移

所有设备和系统清单ꎬ 包

括品牌、 型号、 验收状态

(ＩＱꎬ ＯＱꎬ ＰＱ)
图纸、 手册、 日志、 ＳＯＰ
(例如设定、 操作、 清洁、
维护、 校正、 存储)

与接收方的设备一一对照比较 (品
牌、 型号、 确认状态)
差异分析

验收、 验证方案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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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关键任务 转出方提供的文件 转移文件

工艺转移

生产和

包装

对照批次 (临床ꎬ 文件ꎬ
生物批)
研发报告 (生产工艺合理

性)
关键分析数据历史

质量标准合理性

变更控制文件

关键生产工艺参数

工艺验证报告

药物主文件

原料药验证状态和报告

产品稳定性数据

现行主批次生产和包装

记录

所有生产批次清单

偏差报告

调查、 客诉、 召回、 年度

产品回顾

接收方工艺研发历史

接收方的经验应记录作为将来参考

临时批次生产文件 (接收方制订)
临时批次包装文件 (接收方负责制

订)
接收方的工艺描述 (叙述、 工艺图、
流程图)
工艺验证方案和报告

清洁

清洁验证ꎬ 包括溶解性信

息、 治疗剂量、 类别 (毒
性)、 已 有 的 清 洁 ＳＯＰꎬ
验证报告———化学和微生

物、 所用的试剂、 回收率

试验

接受单位产品和场所专用清洁 ＳＯＰｓ
清洁验证方案和报告

ＤＱ 设计验收评定 ＩＱ 安装验收评定 ＯＱ 运行验收评定 ＡＰＩ 活

性药物成分 ＳＯＰｓ 标准操作规程 ＲＵ 接收方

９　 验收评定与验证

一般说明　
９ １　 应在风险管理原则的基础上确定验收和验证 (１８) 的

程度ꎮ
９ ２　 验收和验证工作应有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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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８

ＦＩＰ / ＷＨＯ 关于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
联合指导原则: 药房服务质量标准

背景

１　 简介

２　 基本原则

３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的定义

４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５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的设定标准

６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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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根据 １９８６ 年世界卫生组织 ( ＷＨＯ) 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通过

的药品战略 (修订版)ꎬ 世卫组织分别于 １９８８ 年在印度新德里、
１９９３ 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药剂师会议ꎮ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ꎬ 世界卫生大

会决议 ＷＨＡ４７ １２ 中认可上述会议内容ꎬ 以支持更新后的 ＷＨＯ
药品战略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国际药联 (ＦＩＰ) 发布了 “社区和医院药房质量管

理规范 ” 的药房服务标准ꎬ 并于 １９９４ 年将该标准递交给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ꎬ １９９７ 年ꎬ 该标准由 ＦＩＰ 按照 ＷＨＯ 的建议

修改ꎬ １９９９ 年ꎬ ＦＩＰ / ＷＨＯ 联合制定的药房质量管理规范 (ＧＰＰ)
在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三十五次报告中通过并发布 (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８８５ 号)ꎮ

随后 ＷＨＯ 分别于 １９９７ 年在加拿大温哥华、 １９９８ 年在荷兰海

牙组织了两次药剂师会议ꎮ 这些会议强调了药房课程改革的必要

性以及药剂师在自我护理和自我治疗方面的特殊价值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与 ＷＨＯ 合作出版了针对病患护理方面的第一版实

用手册 «建立药房管理规范－患者护理»ꎬ 这本手册是专门根据药

剂师不断变化的需要ꎬ 制定出的最新药房质量管理规范ꎬ 代表了

有步骤、 循序渐进式的药学服务趋势ꎮ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７ 年ꎬ 本着提高分销质量管理和用药水平ꎬ 将 ＦＩＰ /

ＷＨＯ 的 ＧＰＰ 指导原则作为框架ꎬ ＦＩＰ 开始探索向其成员组织: 柬

埔寨、 摩尔多瓦、 蒙古、 巴拉圭、 泰国、 乌拉圭和越南提供技术

援助ꎬ 协助这些国家建立 «国家药房质量管理规范»ꎬ 并开展

ＧＰＰ 试点研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关于东南亚地区社区药房 ＧＰＰ 的曼谷

宣言” 在 ＦＩＰ 东南亚医药论坛获得通过ꎬ 并向会员提出提高药学

服务水平与专业规范的承诺ꎮ
由于社区和医院采用了 ＧＰＰ 指导原则ꎬ 在实用规范、 应用科

技、 医药政策 (包括世界卫生大会最近的决议: ＷＨＡ５４ １１ «世卫

组织药物战略»ꎬ ＷＨＡ５４ １３ «加强发展中国家发展国家的卫生系

统»ꎬ ＷＨＡ５５ １４ «确保基本药物的可及性»ꎬ ＷＨＡ５５ １８ «护理质

量: 患者安全» ＷＨＡ５７ １６ 号 «促进健康» 和 ＷＨＡ６０ １６ 号 «药物

的合理使用») 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ꎮ 另外ꎬ ２００７ 年 ＦＩＰ 启

动了一项行动ꎬ 调查是否有必要更新 ＧＰＰ 原则以便满足当代社会

实践和认识方面的需求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ＦＩＰ 的 ＧＰＰ 工作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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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就确定了修订指导原则修订时应考虑的主要问题ꎮ
２００８ 年ꎬ ＦＩＰ 第 ６８ 届世界大会期间组织了在瑞士巴塞尔的专

家会晤ꎮ ５０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ꎬ 其中包括 ＦＩＰ 的 ＧＰＰ 工作组

(ＷＧ)、 ＷＨＯ 总部工作人员、 ＷＨＯ 中东地区代表ꎻ 来自加纳、
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联邦共和国的国家药品顾问、 ＦＩＰ 六个区域

的秘书成员及部分特邀专家ꎮ
此后ꎬ ＦＩＰ 工作组对至少 ３７ 个国家进行了 ＧＰＰ 审查ꎬ 并制定了时

间表ꎬ 以便 ＦＩＰ 的 １２０ 个协会成员的专家和 ＷＨＯ 能够进行充分

协商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ꎬ 在世卫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一倡议ꎬ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在第四十四次会议向

专家委员会陈述了最新报告ꎮ

１　 简介

公共卫生事业是公众幸福生活的基础ꎬ 公众健康面临的挑战

包括: 难以获得优质的医药产品ꎬ 缺乏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和护

理ꎬ 昂贵的医疗负担、 卫生从业人员的教育、 培训水平低ꎮ
在所有的文化和社会中ꎬ 药品是社会公共健康服务必不可少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获得药品是许多疾病预防计划及几乎所有的疾

病治疗方案的必要前提ꎮ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药物的潜在益处— 临

床研究证明的药物疗效与实际疗效之间存在差异ꎮ 其原因包括:
药物选择和剂量不当、 药品管理不当、 患者缺乏依从性、 药物与

食物的相互作用以及药物不良反应ꎮ 除了与药物相关的临床问

题ꎬ 也有成本问题ꎮ 据估计ꎬ 解决用药不当所致不良事件的花费

等于或大于药物的成本ꎮ
药品也越来越昂贵ꎬ 使得医药技术的应用和效果打了折扣ꎮ

药品成本管理的关键是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ꎬ 最大限度地

向更多的人提高医疗服务ꎮ
不断扩大的假、 冒、 伪、 劣药品问题威胁着公众健康ꎮ 需要

一个能够保证药品供应链完整性的系统ꎬ 保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用药品的安全ꎮ
药剂师①是经过专门教育和培训的卫生专业人员ꎬ 在国家或

６８２

① 药剂师是卫生专业人员ꎬ 职责就是为尽力保证病人通过药物治疗获得最佳的治疗效

果ꎮ 这就需要他们及时了解不断发展的医药实践和医药科学、 专业标准和要求、 医药管理法

规、 与用药相关的技术及其进展ꎮ



其他管理机构 (国家或各省) 的授权下负责向消费者分发药品并

进行管理ꎬ 目的是保证药品的安全有效ꎮ 一个不断增强的共识

是: 仅向患者提供药物不足以达到治疗目的ꎮ 为解决这一问题ꎬ
药师需要对用药的后果承担更多的责任ꎬ 改进管理规范向病人提

供更好的药事服务ꎮ
作为卫生专业人员ꎬ 在促进公众获得公共卫生服务、 消除药

物潜在价值与实际应用价值的差距方面ꎬ 药剂师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ꎬ 并应称为所有医药卫生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ꎮ 此外ꎬ
由于药剂师在卫生系统中作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公共卫生服

务不断增加的需求ꎬ 要求作为卫生专业人士的药剂师需要持续保

持相应的能力ꎬ 掌握先进的技术和专业知识ꎮ
国家药剂师协会、 政府部门及相关的卫生协会应共同努力ꎬ

通过远程教育项目等继续教育活动、 建立药学服务国家标准等途

径支持药剂师的职业发展ꎮ
这些指导原则旨在向药剂师提供改善卫生资源可及性的途

径ꎬ 促进其服务的患者的健康和正确的药品使用ꎮ 国际药联

(ＦＩＰ) 的作用是为各国药学会提供指导ꎬ 各国的药学会为本国的

国家标准制定提供支持①ꎮ 最重要的是ꎬ 全球药学工作者的崇高

使命是为患者提供卓越的品质服务ꎮ 公立机构及其他机构的任务

就是使每个成员将上述承诺落实在各级卫生机构的服务上ꎬ 特别

是社区和医院药房ꎮ
ＦＩＰ 和世卫组织的政策就是向各国药学专业组织提供指导ꎬ

协助建立各国的 ＧＰＰꎮ 各国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ꎬ 各国的药学专

业组织最有能力决定能够达到的目标及时间表ꎮ

２　 基本原则

药学工作的使命就是致力于改善公众健康、 帮助有健康问题

的患者正确用药ꎮ
该使命有六方面内容:
—无论有无预约ꎬ 患者都能方便地获得药品ꎻ
—对健康相关的问题进行识别、 管理或分类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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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档中ꎬ 术语 “国家标准” 系指各级官方机构颁布的法律、 法规、 标准、 条例、
规定ꎻ 还包括其他药学专业组织公布的指导原则、 建议、 声明等ꎮ



—促进健康ꎻ
—保证药品的有效性ꎻ
—预防药害事件ꎻ
—对有限的医疗资源进行合理分配

在社区环境中ꎬ 药师应被认定为患者可向其咨询健康问题的

卫生专业人员ꎮ 因为可向药剂师咨询医药产品及相关服务ꎬ 一些

问题也可以在此环节得到解决ꎮ 药剂师解决不了的问题ꎬ 可以进

一步向专业的健康

中心求助ꎬ 如医院ꎬ 这些不同地区的医院应相互保持密切

合作ꎮ
为改善药物使用ꎬ 药剂师有责任对药物使用的各个环节进行

监督ꎬ 每个环节对治疗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ꎮ 这首先要保证药品

供应链的完整性ꎬ 包括检测虚假 /错误标记 /伪药 /假药ꎬ 如需要ꎬ
还要保证药品质量和制剂药品的储存过程符合要求ꎮ 同时还要确

保药品剂量剂型是否得当ꎮ
使用说明要清楚ꎻ 药药之间和药食之间相互作用要避免ꎻ 同

时要避免已知的和可预测的药物不良反应ꎬ 包括过敏反应和其他

禁忌证ꎻ 最小化不必要的处理ꎬ 并要合理规定药品价格ꎮ 另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是帮助患者和那些已用药物的患者了解药物正确用

药的重要性ꎬ 包括剂量ꎬ 服药期间食物禁忌或同服其他药物以避

免不良反应ꎮ 监测治疗过程以确保药物有效性和药物不良事件也

是使用药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３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的定义

ＧＰＰ 药学实践是满足人们对药剂师服务的需求以提供最优循

证护理ꎮ 为了支持这种做法ꎬ 势必要建立一个国家质量标准和准

则的框架ꎮ

４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ＧＰＰ 要求药剂师首先要关心的是病人的福利ꎮ
•ＧＰＰ 要求药店工作主要是帮助病人使用最佳的药物ꎮ 药店

的基本功能包括药物和其他保健产品的供应ꎬ 向患者提供

适当的信息和建议ꎬ 药品管理ꎬ 必要时对药品使用情况进

行监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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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Ｐ 要求药剂师的作用之一就是促进药品价格及药品分配

的合理化ꎮ
•ＧＰＰ 要求药房服务的每个部分都以患者为主体ꎬ 清楚有效

地设置每个部分ꎮ 其中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多学科协作是

保证患者健康的关键因素ꎮ
在满足这些要求后ꎬ 下列是必要条件:
•患者的幸福应该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ꎬ 即伦理和经济因

素也很重要ꎮ
•药剂师要有能力做好对药物的选择ꎮ 应建立一个系统能够

保证药剂师可以对不良反应、 药物问题、 用药错误、 误用

滥用药物、 药物质量问题或假药检测进行及时报告ꎮ
•此报告可包括由患者或医护人员提供药物使用的信息ꎬ 与

其他卫生专业人员ꎬ 特别和是医生的关系应建立一种涉及

药物治疗的相互信任和信心的合作伙伴关系ꎮ
•药师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共同提高药学服务ꎬ 而不是竞争

对手ꎮ
•在现实中ꎬ 组织ꎬ 团体的做法和药店管理人员应做到对评

价、 确认以及质量改善的情况分享承担责任的份额的定

义ꎬ 评价和改进质量ꎮ
•药剂师应了解每一个病人的基本医疗和用药信息 (如诊

断ꎬ 实验室检查结果和病史)ꎮ 如果患者选择一个药房或

患者的药物使用文件是可获取的ꎬ 那么上述这些信息会得

到的更容易ꎮ
•药剂师必须有证可依ꎬ 公正的掌握准确的药品使用、 治疗

客观的信息ꎬ 包括由于药品废弃物对环境的潜在危害ꎮ
•药剂师在每次实践中都对其各人专业工作承担责任ꎬ 自我监

控是非常重要的ꎬ 由国家药学专业组织进行的评估和监测也

会确保药剂师符合相关标准ꎬ 并保证业务不断完善提高ꎮ
•入职教育培训应安排在目前和未来合理的计划中ꎮ
•ＧＰＰ 国家标准应明确贯彻ꎬ 并与实践紧密结合ꎮ
在国家或适当的 (如州或省) 级别ꎬ 有必要建立

法律框架:
— 定义了谁可以开办药店ꎻ
— 定义的药房质量管理规范的范围ꎻ
— 保证了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药品质量ꎮ
劳动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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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药房工作人员持续的竞争力ꎻ
— 专业发展 [ ＣＰＤ 或继续教育 ( ＣＥ)]ꎻ
— 确定需要提供的 ＧＰＰ 的人力资源ꎮ
经济框架:
— 提供足够的资源和激励措施有效确保 ＧＰＰ 开展ꎮ

５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的设定标准

ＧＰＰ 包括经常超过国家标准立法的标准ꎮ 此外ꎬ 立法很少明

确地给出了具体服务如何满足要求的细则ꎮ 因此ꎬ 国家药学专业

协会针对 ＧＰＰ 制定相应标准ꎬ 其中包括质量管理框架和战略计划

发展服务ꎮ 人们还认识到ꎬ 在发展中国家的 ＧＰＰ 标准必须关注这

两方面需求: 卫生保健服务的受益者需求和国家卫生保健系统能

力需求ꎮ 正如各国家药学实践各不相同ꎬ 不同地区的药学实践也

不相同ꎮ 因此ꎬ 标准制定应该符合不同地区药店的设置需求 (如
社区和医院药店)ꎮ 此外ꎬ 针对药物和需求不断变化ꎬ 标准应该

满足不断发展的实践设置ꎬ 并保证服务内容不会对社会发展产生

负面影响ꎮ 与此同时ꎬ 还应建立一个药学实践服务水平的底线ꎮ
在建立对 ＧＰＰ 的最低标准时ꎬ ＦＩＰ 强调首先定义药剂师地位

的重要性ꎬ 如对病人和社会进行预测ꎮ 其次ꎬ 药剂师负责的所有

方面工作都应予以明确ꎮ 第三ꎬ 国家最低标准应该根据需要而

建立ꎮ
每一个行为的最低国家标准都是根据当地药店外部环境和国

家行业需求而定的ꎮ 所有国家医药行业协会也应根据本身要求来

适应各自角色ꎮ
下面的行为可以列举运用国家标准定义而确定的实际操作ꎮ
建议国家医药行业协会考虑以下药剂师的角色、 职能和

行为ꎬ
在适当情况下:
角色 １ : 准备ꎬ 获取ꎬ 存储ꎬ 安全ꎬ 分发ꎬ 管理ꎬ 分配和处

置医疗产品

•职能 Ａ : 准备计划外的药品和医疗产品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药剂师应可以确保药品储备方面能够容易获得计划外药品

购置的允许和最大限度地减少用药错误ꎬ 并保证医疗产品

的清洁和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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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师应确保复合药物按照固定要求配制、 原材料质量、 设

备和制备方法 (包括无菌) 的准确可靠ꎮ
•职能 Ｂ : 获取ꎬ 存储和保护的药品和医疗产品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负责采购的药剂师应确保采购过程是公开透明的ꎬ 专业的

和道德的ꎬ 从而促进公平ꎬ 并确保对有关政府和法人实体

的问责制ꎮ 负责采购的药剂师应确保采购是在强有力的质

量保证的原则下执行的ꎬ 掺假ꎬ 无牌造假 /假标记 / 伪造 /
假药不允许采购ꎮ

— 负责采购的药剂师应确保采购环节受可靠的信息系统的支

持ꎬ 方便获取准确、 及时的信息ꎮ
— 药剂师应建立应付短缺药品和在紧急情况下购买的应急

预案ꎮ
— 药剂师应确保在药房里或医疗机构能够对所有药物提供合

理的储存条件ꎮ
•职能 Ｃ : 分发药品和医疗产品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药师应确保所有的医疗产品ꎬ 包括药物样品的处理和分发

的方式的正确ꎬ 以保证药品供应的可靠性和安全性ꎮ
— 药师应建立有效的分销系统包括书面程序ꎬ 并要及时有

效ꎮ 已知或怀疑医疗产品有缺陷或假 / 错误地标记 /伪造 /
仿冒ꎬ 负责召回具体人员ꎮ 药师应与制造商、 批发商和政

府机构 (如适用) 作一详细计划保证基本药物的不间断

供应ꎬ 以作为重大疾病或流感大流行的必要准备ꎮ
— 作为疾病或防范策略的一部分ꎬ 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可能会

引入已被授权但仅有有限安全数据的新药物ꎻ 药剂师有责

任监测其安全性ꎬ 并建立对不良事件的监测机制ꎮ
•职能 Ｄ : 药品ꎬ 疫苗和其他注射用药物管理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药师应在药品管理上起到一定作用ꎬ 在工作程序设定和用

药结果监测上起到一定作用ꎮ
— 药师应该同时是位教师、 操作者ꎬ 因此ꎬ 通过参与疫苗项

目确保疫苗接种率和疫苗安全性有助于预防疾病ꎮ
— 药师应参加直接观察治疗 ( ＤＯＴ )ꎬ 如药物成瘾地区的管

理治疗ꎬ 艾滋病毒 /艾滋病ꎬ 肺结核和性病ꎮ
•职能 Ｅ : 医疗产品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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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药师应确保有适当的设备ꎬ 培训得当ꎮ 标准发药程序文件

都放置在药店以供应和分配的规定药品和其他卫生保健

产品ꎮ
— 药师应评估和评价所有的纸质或电子收到的处方ꎬ 在将药

品供应给患者之前要充分考虑到治疗、 社会、 经济和法规

因素ꎮ 如果可能的话ꎬ 建议使用非专利药ꎮ
— 药师应注意病人药品的隐私性ꎬ 并向患者提供意见ꎬ 以确

保患者接受和理解书面和口头信息ꎬ 以获取最大治疗

效果ꎮ
•职能 Ｆ : 药剂和医疗用品的发放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药师应确保定期监测药物库存ꎬ 包括药物样品ꎬ 定期检查

有效日期和过期的存货ꎮ
— 药师应确保召回的医疗产品ꎬ 包括药品样品ꎬ 应立即分开

存放进行后续处理ꎬ 防止日后误用ꎮ
— 药师应在医院和 (或) 社区中建立一种安全的药品垃圾

处理方式ꎬ 鼓励患者和公众送回过期或不需要的药品和医

疗设备ꎮ 另外ꎬ 药师应向患者提供如何安全处理过期或不

需要的药品的方法ꎮ
角色 ２ : 提供有效的药物治疗管理①

•职能 Ａ : 评估病人的健康状况和需要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药师应确保健康管理、 疾病预防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行为被纳

入病人的评估及护理过程中ꎮ
药师应考虑病人的差异性ꎬ 例如教育水平、 信仰、 文化程

度、 母语和身心承受能力ꎮ
•职能 Ｂ : 患者用药治疗管理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药师应继续获得适当的掌握充分的知识保证安全、 合理、
经济有效地使用药物ꎬ 如期刊、 图书ꎬ 国家基本药物参考

书列表和标准治疗指南ꎮ 药师应确保处方药系统 (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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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ꎬ 区域和 (或) 国家] 都与标准治疗指南、 协议和

基于现有的最佳证据治疗途径相关联ꎮ
— 药师应在对药品监测参数和处方调整和优化配制的培训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ꎮ 在适当时间ꎬ 药师应提供咨询或建议治

疗方面提供建议ꎬ 包括适当的药物或剂量的选择ꎮ
— 药师应能够获得患者临床数据ꎬ 以协调有效的药物治疗管

理ꎬ 特别是当多个医疗人员都参与患者的药物治疗ꎬ 并在

必要时进行干预ꎮ
— 在适当情况下ꎬ 药师应建立标准作业程序并请示内科医

生、 专科医生或医生ꎮ
— 药师应在患者转科或转院时提供连续性的治疗信息ꎮ
•职能 Ｃ : 监控病人的进展和成果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必要时ꎬ 药剂师应评估诊断和患者治疗后的反应和具体

需求ꎮ
— 药师应记录必要的患者临床数据ꎬ 以评估和监测药物治

疗ꎬ 并跟踪患者的治疗效

— 如有需要ꎬ 药剂师应执行 ＰＩＣＴ 以对患者进行监测和调整

治疗方案ꎮ
•职能 Ｄ : 提供有关药品和健康相关的问题的信息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药师应确保每个药房有一个合适的地方与客户和患者单独

讨论隐私信息ꎮ
— 药师应在患者参与下制定治疗方案ꎬ 在全面护理治疗管理

中给予患者足够的健康ꎬ 疾病和药品的具体信息ꎮ
这些信息应着眼于对患者的长期治疗ꎮ
— 药剂师应对用药患者提供抗生素具体使用信息以期减少耐

药性ꎮ
角色 ３ : 不断提高专业能力

•职能 Ａ : 专业发展的规划的实施①策略ꎬ 提高目前和未来

情况的策略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３９２

① 持续专业发展 ( ＣＰＤ) 的概念ꎬ 可能是 ＤＥＦＩ 定义为 “药剂师的职责是进行系统维

护、 发展和知识储备、 技能和态度ꎬ 使其成为称职的药剂师ꎮ”



— 药师应保持教育终身制ꎬ 并能够保存继续教育或继续进修

的证书ꎬ 或者不断学习提高临床知识、 技能和业绩ꎮ
— 药师应采取措施以完善他们对最新疗法的知识和技能ꎬ 如

中药、 保健品ꎬ 针灸ꎬ 顺势疗法和自然疗法ꎮ
— 药师应采取措施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ꎬ 在可行情况下ꎬ 学

习新技术和新应用实践ꎬ 在可行情况ꎮ
— 药师应采取措施在药品信息日新月异的同时使自己及时更

新知识ꎮ
角色四: 致力于提高保健体系和公众健康的效力

•职能 Ａ: 宣传药品和自我保健方面的信息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药师应确保向病人、 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和公众提供的信

息是有证可依、 客观的ꎬ 能够理解的、 非广告性质的、 准确恰当

的ꎮ 药师应制定和 (或) 运用适用于不同年龄段、 不同健康素养

水平的广大患者群的培训教材进行健康管理、 健康改善和疾病预

防ꎮ 药师应教育患者如何评估和使用网络或其他形式的医疗保健

信息 (包括药品资讯)ꎬ 并积极鼓励他们针对药剂师提供的信息

提出建议ꎬ 特别是网络信息ꎮ 药剂师应协助患者及其保健协助者

理性的分析相关信息ꎬ 以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ꎮ
•职能 Ｂ : 致力于预防保健和服务

国家最低标准应建立在这些行动上

— 药师应致力于预防保健活动ꎬ 从而促进公众健康和预防疾

病ꎬ 如吸烟区戒烟ꎬ 传染病和性传播疾病ꎮ 如可能ꎬ 药师

应向高危患者提供 ＰＯＣＴ 以及其他健康筛检活动ꎮ
•职能 Ｃ : 符合国家职业义务ꎬ 准则和法规

最小的国家标准应建立在这些活动ꎮ
— 药师应采取措施遵守国家药剂师道德规定ꎮ
•职能 Ｄ : 倡导和支持国家政策ꎬ 促进健康改善

最小的国家标准应建立在这些活动ꎮ
— 药师应帮助公众和专业团体推广、 评估和改善社会健康ꎮ
— 药师应与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努力合作改善健康状况ꎮ

６　 结论　

药剂师参与或监督的四个角色是社会和他们服务的公众们所

期望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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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制备ꎬ 获得ꎬ 存储ꎬ 安全ꎬ 分发ꎬ 管理ꎬ 分配和处置医疗

产品ꎮ
２ 提供有效的药物治疗管理ꎮ
３ 保持和提高专业水平ꎮ
４ 致力于提高医疗保健体系和公众健康的效力ꎮ
根据每个药剂师不同的药学实践情况他们的角色会有些互

换ꎮ ＧＰＰ 的具体标准ꎬ 只能在国家医药发展专业的组织架构下制

定ꎮ 本指南作为满足患者需求和其他医药相关部门制定的一个业

务指南ꎮ
要达到能够满足各个国家要求的 ＧＰＰ 标准需要相当多的时间

和精力ꎮ
作为医务人员ꎬ 药剂师有义务立刻启动该项药学实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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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９

时间敏感和温度敏感药品储存运输指导规范

缩写

背景

惯例

术语

引言

惯例

１　 进口　
　 １ １　 港口装卸和海关清关

　 　 １ １ １　 进口港

　 　 １ １ ２　 卸货

　 　 １ １ ３　 进口港临时储存

　 　 １ １ ４　 海关清关

２　 储存场地　
　 ２ １　 场地布局

　 　 ２ １ １　 自然灾害

　 　 ２ １ ２　 场地通道

　 ２ ２　 场地安全

　 ２ ３　 场地清洁

３　 储存建筑物　
　 ３ １　 建筑标准

　 ３ ２　 容量和布局

　 ３ ３　 入库和接收区域

　 　 ３ ３ １　 入库区

　 　 ３ ３ ２　 接收区

　 ３ ４　 货物分装和检疫区域

　 　 ３ ４ １　 货物分装区

　 　 ３ ４ ２　 入库货物保存区

　 　 ３ ４ ３　 检疫区

　 ３ ５　 辅助设备区域的环境控制

　 ３ ６　 建筑物安全

　 　 ３ ６ １　 一般建筑物安全

　 　 ３ ６ ２　 管制物质和危险物质区

６９２



　 ３ ７　 消防安全

　 　 ３ ７ １　 消防设施

　 　 ３ ７ ２　 火灾的预防、 检查和控制操作规程

　 ３ ８　 建筑物卫生

　 　 ３ ８ １　 建筑物清洁

　 　 ３ ８ ２　 害虫防控

　 ３ ９　 供电

　 　 ３ ９ １　 不间断供电

　 　 ３ ９ ２　 电源故障应对方案

　 ３ １０　 建筑物维护

４　 温控储存　
　 ４ １　 参考文献

　 ４ ２　 温控储存容量

　 ４ ３　 温控储存

　 ４ ４　 管控物质和危险物质的温控储存

　 ４ ５　 储存期间温度和湿度的控制与监测

　 　 ４ ５ １　 温度控制

　 　 ４ ５ ２　 温度监测

　 　 ４ ５ ３　 湿度控制

　 　 ４ ５ ４　 湿度监测

　 ４ ６　 报警系统

　 　 ４ ６ １　 温度报警

　 　 ４ ６ ２　 湿度报警

　 ４ ７　 温控仓库的认证

　 ４ ８　 温控仓库的清洁

　 ４ ９　 制冷设备维护

　 ４ １０　 控制和监测设备的校准与验证

　 　 ４ １０ １　 温度控制和监测设备的校准

　 　 ４ １０ ２　 湿度控制和监测设备的校准

　 　 ４ １０ ３　 报警装置的验证

５　 物资管理　
　 ５ １　 物资管理设备

６　 运输和传递　
　 ６ １　 参考文献

　 ６ ２　 产品稳定性曲线

　 ６ ３　 运输路线和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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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４　 温控运输

　 　 ６ ４ １　 空运和海运

　 　 ６ ４ ２　 一般运输商使用的温控道路交通工具

　 　 ６ ４ ３　 管控 ＴＴＳＰＰ 和危险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ｖａｌｕｅ )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

　 ６ ５　 运输过程中温度和湿度的控制与监测

　 　 ６ ５ １　 温控道路交通工具中的温度控制

　 　 ６ ５ ２　 温控道路交通工具中的温度监测

　 　 ６ ５ ３　 温控道路交通工具在的湿度监测

　 　 ６ ５ ４　 被动和主动运输容器中的温度监测

　 ６ ６　 温控道路交通工具的认证

　 ６ ７　 运输监测设备的校准和验证

　 　 ６ ７ １　 运输温度控制设备的校准

　 　 ６ ７ ２　 运输温度监测设备的校准

　 　 ６ ７ ３　 运输湿度监测设备的校准

　 　 ６ ７ ４　 运输报警装置的验证

　 ６ ８　 运输容器

　 　 ６ ８ １　 一般容器选择

　 　 ６ ８ ２　 非保温容器

　 　 ６ ８ ３　 被动非保温容器的认证

　 　 ６ ８ ４　 主动容器的认证

　 ６ ９　 运送容器的包装

　 ６ １０　 包装和运输过程中的产品处理

　 ６ １１　 道路交通工具和运输容器的清洁

　 ６ １２　 退回和召回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

　 　 ６ １２ １　 退回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

　 　 ６ １２ ２　 召回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

７　 标识　
　 ７ １　 参考文献

　 ７ ２　 标识

　 　 ７ ２ １　 一般标识

　 　 ７ ２ ２　 空运标识

８　 库存管理　
　 ８ １　 库存控制系统

　 　 ８ １ １　 一般库存控制系统和操作规程

　 　 ８ １ ２　 管控和危险 ＴＴＳＰＰ 的库存控制规程

　 ８ ２　 货物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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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２ １　 到货查验

　 　 ８ ２ ２　 到货查验后的操作

　 ８ ３　 货物出库 (外部发送)
　 　 ８ ３ １　 货物出库管理

　 　 ８ ３ ２　 发送后的操作

　 ８ ４　 产品投诉程序

　 ８ ５　 可疑产品的处理程序

　 　 ８ ５ １　 可疑产品

　 ８ ６　 产品退回、 召回、 撤回和处置的程序

　 　 ８ ６ １　 退回程序

　 　 ８ ６ ２　 召回程序

　 　 ８ ６ ３　 处置程序

　 ８ ７　 溯源或库存溯源

９　 一般程序和记录保存　
　 ９ １　 紧急情况和应急方案

　 ９ ２　 一般记录保存

　 　 ９ ２ １　 记录保存

　 　 ９ ２ ２　 记录内容

　 　 ９ ２ ３　 记录的审查和保存

　 ９ ３　 温度和湿度记录

　 　 ９ ３ １　 温度记录

　 　 ９ ３ ２　 湿度记录

１０　 环境管理　
　 １０ １　 参考文献

　 １０ ２　 制冷设备的环境管理

１１　 质量管理　
　 １１ １　 参考文献

　 １１ ２　 组织结构

　 １１ ３　 质量体系

　 　 １１ ３ １　 质量体系

　 　 １１ ３ ２　 自检

　 　 １１ ３ ３　 与承包商签署服务水平协议

　 １１ ４　 文件和标准操作规程的管理

　 　 １１ ４ １　 标准操作规程

　 １１ ５　 文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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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人员 /培训　
　 １２ １　 培训

　 　 １２ １ １　 一般培训

　 　 １２ １ ２　 专门培训

主要文献

延伸阅读

工作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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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ＣＡＰＡ　 矫正和预防措施 (规程)
ＤＣＶＭＮ　 　发展中国家疫苗生产商网络

ＥＥＦＯ　 　最早到期的先出库ꎮ 本文中相当于 ＦＥＦＯ (先到期的

先出库)
ＦＩＦＯ　 　先进先出

ＧＤＰ　 　 　药品流通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ＰＳ　 　 　全球定位系统

ＧＳＰ　 　 　药品储存质量管理规范

ＨＶＡＣ　 　供热通风与空调 (系统)
ＩＡＴＡ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ＩＦＰＭＡ　 　国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

ＩＱ　 　 　 　安装认证

ＰＣＣＩＧ　 　药品冷链研究会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ｌｄ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

ＰＤＡ　 　 　美国注射剂协会

ＳＫＵ　 　 　库存单位

ＳＬＡ　 　 　服务水平协议

ＳＭＳ　 　 　短信服务

ＳＯＰ　 　 　标准操作规程

ＴＴＳＰＰ　 　时间敏感和温度敏感药品

ＵＰＳ　 　 不间断供电

ＵＳＰ　 　 　«美国药典»

背景

本指导原则规定了时间敏感和温度敏感药品 (ＴＴＳＰＰ) 进行

安全储存和流通的总体要求ꎮ 其基础是国际来源广泛的现存规范

文件和最佳实践指导原则 (见参考文献)ꎬ 但优先考虑地方法规

和规范ꎮ 目标读者包括制药行业、 政府和国际机构的监管人员、
采购人员和制药技术人员ꎮ

本文在与 ＷＨＯ 工作组就药品冷链管理 (审核过程的核心)
的监管漏洞问题进行深入磋商后撰写ꎮ 全部成员名单见附件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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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处ꎮ
制定本文中指导原则的目的是将其同时直接适用于欠发达国

家和工业化国家ꎮ 为实现这一目标ꎬ 将准备辅助材料说明如何实

质性满足指导原则的要求ꎬ 尤其是资源有限的地区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ꎮ 许多欠发达国家疫苗供应链评估的经验表明

本文中设定的强制性标准是可以达到的ꎬ 并且一些国家也有能力

满足许多非强制性要求ꎮ
本文拟对 ＴＴＳＰＰ 储存和流通质量管理规范的主要方面进行均

衡概述ꎮ 因此ꎬ 这自然包括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药

品储存质量管理规范 (ＧＳＰ) 和药品流通质量管理规范 (ＧＤＰ)
通则中规定条款的参考文献ꎮ 目的不是取代这些源文件ꎬ 而是保

证读者能够从 ＴＴＳＰＰ 管理的具体和专业视角领会相关的 ＧＭＰ、
ＧＳＰ 和 ＧＤＰ 含义ꎮ

惯例

规定条款中有如下惯例:
•强烈的语气表示强制性要求或迫切的需要ꎮ 例如ꎬ “确保”、

“只要” 以及类似情况ꎮ
•短语 “可能的情况下” 或 “最好” 表示可任意选择的非强制性

要求ꎮ
•许多条款会后附简要注释ꎬ 对纳入该条款的根本原因予以说明ꎮ

术语

以下是本指导原则中所用术语的定义ꎮ 其他文件中或许有不

同的含义ꎮ

主动系统　
恒温条件下保温外壳能通过电源或其他能源保持温控环境的

主动 动 力 系 统 [ 例 如ꎬ 冷 库、 冰 箱、 温 控 卡 车、 制 冷 剂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ｅｄ ｏｃｅａｎ) 和空调]ꎮ

变更控制　
管理系统变更的方法和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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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载体　
流通服务商ꎮ

管控或危险的时间敏感和温度敏感药品　
危险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ｖａｌｕｅ) 时间敏感和温度敏感药品

(ＴＴＳＰＰｓ):
毒物、 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 易燃或爆炸物和放射性物质ꎮ

衬垫　
运输过程中保护 ＴＴＳＰＰ 的宽松的包装材料ꎮ

外部流通　
ＴＴＳＰＰ 在客户的供应链中的多步运输 [即从药品制造商的流

通中心运输至经销商处 (包括批发商、 零售商和购买人群)ꎬ 再

到临床一线或直接用于患者]ꎮ

安装认证　
收集并记录仪器已收到并按其质量标准安装并且按照说明书

进行操作时能预设限度内运转的证据的过程ꎮ

内部流通　
ＴＴＳＰＰ 在药品制造商内部供应链中的运输 (即从生产线到包

装设备ꎬ 再到仓库ꎬ 然后进入流通中心的所有内部运输过程)ꎮ

净储存容量　
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总的可用容积ꎬ 经过储存中可以达到的利用率

因子校正后的入库支持系统的类型也考虑在内 (立地托盘、 可调

式托盘或搁架单元)ꎮ

被动系统　
使用一定量预先处理的冷冻过的冷却剂或冷冻凝胶包、 相变

材料、 干冰或其他材料ꎬ 具有或不具有恒温调节器ꎬ 在保温外壳

内维持温控环境的系统ꎮ

害虫　
不受控制的存在会影响卫生和清洁的鸟类、 蝙蝠、 啮齿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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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昆虫

药品　
所有拟用于人体的产品或拟用于向食源性动物给药的兽医产

品ꎬ 以最终剂型呈现ꎬ 在出口或进口国受药品法规控制ꎬ 包括需

要处方的产品、 不需处方即可向患者出售的产品、 生物制品和疫

苗ꎮ 但是ꎬ 不包括医疗器械①ꎮ

认证　
以高度的可靠性证明特定过程符合其预定可接受标准的书面

测试②ꎮ

冷冻设备　
术语 “冷冻” 或 “冷冻设备” 是指以降低空气和产品温度和

(或) 控制相对湿度为目的的所有设备ꎮ

服务水平协议 (ＳＬＡ) 　
服务水平协议或合同是客户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经协商就产品

或服务质量规格、 责任、 承诺和沟通机制达成共识而签署的协

议ꎬ 可以具备法律约束力ꎬ 也可以是口头协议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ꎮ ＳＬＡ 也可以明确规定目标和最低的水平、 操作方式

或其他服务属性③ꎮ

标准操作规程 (ＳＯＰ) 　
一组具有指令作用的指导ꎬ 涵盖这些特征的操作即为符合规

定或标准的程序ꎬ 可以确保有效性ꎮ

储存温度　
ＴＴＳＰＰ 标识所列长期储存并符合监管文件要求的温度范围ꎮ

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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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定义出处为 ＷＨＯ 药品流通质量管理规范修订版ꎮ 见: 药物制剂质量标准的 ＷＨＯ 专

家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在世界卫生组织 (日内瓦) 的第 ４４ 次报告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第 ９５７
号) 附件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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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单元温度 /湿度分布　
正常操作中温控储存单元内温度和 (或) 湿度的范围和

方式ꎮ

可疑产品　
外观和 (或) 药理成分表明该药品不是包装标示的公式生产

的 ＴＴＳＰＰꎮ 可见的或药理学证据表明存在篡改问题的 ＴＴＳＰＰꎮ

温度控制　
内部温度经主动或被动控制而在精确的预定限度内与周围环

境不同的所有环境ꎮ

超温　
ＴＴＳＰＰ 暴露在储存和 (或) 运输规定的范围之外即为超温事

件ꎮ 储存和运输的温度范围可以相同或不同ꎻ 这由生产商根据稳

定性数据确定ꎮ

温度调整　
内部温度未经主动或被动控制而在精确的预定限度内预计与

周围环境处于不同的水平所有环境ꎮ

时间敏感和温度敏感药品 (ＴＴＳＰＰ) 　
当未在预定环境条件和 (或) 预定实现内储存或运输时降解

到不再具备最初目标用途的药用货物或产品ꎮ

运输温度曲线　
ＴＴＳＰＰ 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暴露的预期环境温度变化和持续

时间ꎮ

利用率　
储存中库存单位 (ＳＫＵ) 的类型、 入库支撑系统的类型和库存

管理系统均考虑在内时ꎬ 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实践中实际可用的总容积所

占的比例ꎮ

认证　
记录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测试ꎬ 证明工艺、 方法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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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稳定地得到符合预定可接受标准的结果①ꎮ

１　 进口

１ １　 港口装卸和海关清关

１ １ １　 进口港

通过具有处理此类产品装备的港口进口 ＴＴＳＰＰꎮ 在不具备条

件时ꎬ 应确保安排合理ꎬ 保证保护措施和安全性满足要求ꎮ
原因: 将损坏的风险降到最低ꎮ

１ １ ２　 卸货

ＴＴＳＰＰ 货物运抵后第一时间从码头或机场的前沿作业地带转

移至安全适宜的温控储存点ꎮ
原因: 将被盗的风险降到最低且避免暴露于不利的环境条

件下ꎮ

１ １ ３　 进口港临时储存

在海关授权转移５之前ꎬ ＴＴＳＰＰ 货物储存在生产商推荐条件下

安全的仓库内ꎮ
原因: 降到临时储存期间被盗和损坏的风险ꎮ

１ １ ４　 海关清关

草拟操作规程和谅解备忘录ꎬ 确保海关可以将 ＴＴＳＰＰ 货物尽

快清关ꎮ 当地卫生部门、 报关员或货运方与海关配合执行预清关

程序ꎬ 有助于清关工作的顺利进行ꎮ 或者ꎬ 海关人员在经过适当

药学技术培训的专业人员协助下执行清关程序ꎬ 尤其遇到温控包

装开裂和重新密封的情况ꎮ
原因: 避免海关清关时延误时间ꎬ 可能会造成超温而为

ＴＴＳＰＰ 带来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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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储存场地

２ １　 场地布局

２ １ １　 自然灾害

选择和 (或) 建立的储存场地应将自然灾害如洪水、 山体滑

坡、 地震和极端天气状况 (如飓风和龙卷风) 的风险降到最低ꎮ
原因: 避免贵重药品遭受损失ꎬ 确保市场对患者的持续药品

供应ꎬ 保护储存地的工作人员ꎮ

２ １ ２　 场地通道

建设可以承载最大交通工具 (包括应急交通工具) 进入储存建筑

物的通道

原因: 确保设施之间的便利合作①ꎮ

２ ２　 场地安全

四周采取保护措施ꎬ 确保场地和储存建筑物的安全ꎬ 规避预

期风险ꎮ
原因: 保护货物免遭破坏、 被盗和其他非法侵害ꎮ
安全措施应与场地位置和所储存货物的价值相适应ꎮ

２ ３　 场地清洁

保持场地清洁ꎬ 无累积的灰尘、 污物、 废弃物和碎屑ꎮ 确保

场地区域内的害虫得到控制ꎮ 将废弃物收集在指定的密闭容器

中ꎬ 并经常清理ꎮ
原因: 有助于保护储存建筑物不被灰尘、 污物和害虫侵入ꎮ

３　 储存建筑物

３ １　 建筑标准

建设或获得的储存建筑物ꎬ 应符合以下要求:

７０３

① 某些情况下ꎬ 可以在进口港之外安排正式的海关清关—例如ꎬ 国家疫苗储备库ꎮ 在进

口港不具备合适的冷藏储存设施时ꎬ 可以降低超温的风险ꎮ



— 为储存 ＴＴＳＰＰ 而设计ꎬ 或者完全适用于该目的ꎻ
— 设计应适应常见气候ꎬ 最大程度利用被动加热、 冷却和通

风系统ꎻ
— 设计和装备应最大程度减少耗电和其他能源ꎻ
— 用料和装饰应稳健牢固ꎬ 易于清洁并最大程度地缩短维护

时间ꎻ
— 用料可就地取材ꎬ 技术简单易得ꎻ 并且

— 可最大程度减少害虫藏匿与筑巢ꎮ
原因: 储存于不合适和设计粗劣的建筑物中ꎬ ＴＴＳＰＰ 会存在

风险并增加储存成本ꎮ 若建筑用料和技术选择失当会难以

操作并且维护资源受限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ꎮ

３ ２　 容量和布局

确保储存建筑物布局合理ꎬ 具有所有必需的储存区域、 货物

分装区域、 接收和流通区域以及办公室的容量满足 ＴＴＳＰＰ 储存有

效运转的需要ꎮ

３ ３　 入库和接收区域

３ ３ １　 入库区

确保接收和流通区域设计为可以避免入库和出库之间的冲

突ꎬ 并且避免会对 ＴＴＳＰＰ 造成损坏的阳光直射ꎬ 灰尘、 污物、
雨、 雪、 风、 极热、 极冷和辐射ꎬ 这些区域可以采取措施最大限

度地减少害虫活动ꎮ
原因: 保护货物免受损坏ꎬ 保证质量ꎮ

３ ３ ２　 接收区

接收区配置适当的装备ꎬ 对卸除内容物之后和保存起来重新

使用之前的可循环使用的运输容器进行清洁ꎮ
原因: 保护运出的 ＴＴＳＰＰ 免受污染ꎮ

３ ４　 货物分装和检疫区域

３ ４ １　 货物分装区

为在调温条件下流通 ＴＴＳＰＰꎬ 设立足够的接收、 分装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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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ꎮ 这些区域的地理位置最好靠近温控区域ꎮ
原因: 在运抵、 订单分装和流通过程中保护 ＴＴＳＰＰꎮ

３ ４ ２　 入库货物保存区

为待允许进入主储存区 ＴＴＳＰＰＰ 设立温控保存区ꎮ 保存区可

以是物理独立区域ꎬ 或者由适当的库存控制信息系统确定ꎬ 或者

由组合排列的方式确定ꎮ 在仓库中的货物尚未完税ꎬ 等待海关清

关时ꎬ 必须保持物理分开并确保安全ꎮ
原因: 入库货物需接受查验和 (或) 法规许可ꎬ 包括实验室

检测ꎮ

３ ４ ３　 检疫区

为等待具备相关资质人员或部门的处置处理或重新储存决定

的退回、 缺陷、 召回和其他撤回货物设立隔离检疫区ꎮ 检疫区内

的物质必须明确标明状态ꎮ
—对退回重新储存的货物进行温度控制ꎻ
—对召回进行检测的货物进行温度控制ꎻ 并且

—对等待处置的货物ꎬ 无须进行温度控制ꎮ
检疫区可以是物理独立区域ꎬ 或者由适当的库存控制信息系

统确定ꎬ 或者由组合排列的方式确定ꎮ
原因: 重新储存、 检测和处置的货物应保持独立ꎬ 避免被不

当使用的风险ꎮ

３ ５　 辅助设备区域的环境控制

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 ＴＴＳＰＰ 运抵、 订单分装或流通时暂时保

存的辅助区域满足如下要求:
— 维持在待处置货物特定的温度范围内ꎻ
— 维持在高相对湿度对其有着不利影响并且包装无法提供有

效保护货物特定的湿度范围内①ꎻ
— 防止在直射阳光下过度暴露ꎻ
— 防水ꎻ
— 防止灰尘、 污物和废弃物累积ꎻ

９０３

① 若所有 ＴＴＳＰＰ 保存在温控包装和 (或) 防潮包装中ꎬ 在通过辅助区域时无须进行主

动环境控制ꎮ



— 保持良好通风ꎻ
— 保持光线充足ꎬ 保证操作准确安全ꎻ 并且

— ＴＴＳＰＰ 处置过程中进行监测ꎻ ＴＴＳＰＰ 处置过程中进行监测

(见 ４ ５ １－４ ５ ４ )
理由: 保护 ＴＴＳＰＰ 在运抵、 订单分装或流通过程中的质量不

受影响ꎮ

３ ６　 建筑物安全

３ ６ １ 一般建筑物安全

确保用于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建筑物充分安全ꎬ 避免私自进入建筑

物和私自侵吞货物ꎮ
理由: 防止破坏ꎬ 被盗和其他非法侵害ꎮ 安全措施应与场地

位置和所储存货物的价值相适应ꎮ

３ ６ ２　 管制物质和危险物质区

确保所有储存管制或危险 ＴＴＳＰＰ 的区域ꎬ 满足下列要求:
— 安全的专用设备符合储存地所在国家的所有法律和监管

要求ꎻ
— 仅有授权人员可以进入ꎻ
— 安装入侵者和 (或) 火灾和 (或) 烟雾和 (或) 辐射传感

器或者有适于储存货物类型的报警系统ꎬ 以保证安全①ꎻ
— 储存易爆 ＴＴＳＰＰ 时ꎬ 设计安装防爆实施②ꎻ 并且

— 安保人员不间断监控ꎮ
理由: 保证设备性能和使用寿命ꎮ

３ ７　 消防安全

３ ７ １　 消防设施

在所有储存区域配制火灾探测和消防设备ꎬ 包括消防栓ꎬ 并

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０１３

①

②

推荐使用分区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控制火灾ꎬ 并且在系统被激发后可以对受损货物进行

定位ꎮ
防爆仓库必须设立防爆屋顶或防爆墙ꎮ 最好将易爆物质储存在独立的建筑物中ꎬ 与主

仓库完全分离ꎮ



—消防系统和设备适用于防火等级和储存货物布局ꎬ 并且经

当地消防部门批准ꎻ
—按照设备生产商的建议和当地监管要求对消防设备进行定

期维护ꎮ
理由: 保证设备性能和使用寿命ꎮ

３ ７ ２　 火灾的预防、 检查和控制操作规程

遵守火灾预防、 检查和控制的标准操作规程 (ＳＯＰ)ꎮ 培训工

作人员定期开展消防演练ꎮ 所有区域严禁烟火ꎮ
理由: 保证设备性能和使用寿命ꎮ

３ ８　 建筑物卫生

３ ８ １　 建筑物清洁

所有区域按下列要求进行清洁:
•不得积累灰尘、 污物和废弃物ꎬ 包括废弃包装ꎻ
•警惕溢出或破裂和交叉污染ꎻ
•将废弃物收集到特定的密闭容器中并定期进行无害化

处理ꎻ
•除特定区域外ꎬ 禁止饮食ꎻ
•做好清洁记录ꎬ 证明卫生达标ꎮ
理由: 保护 ＴＴＳＰＰ 免受损坏和污染ꎬ 最大程度降低虫患鼠患ꎮ

３ ８ ２　 害虫控制

采取措施保证所有区域无虫患ꎮ 包括接收和入库区ꎮ 做好记

录ꎬ 证明害虫控制措施有效ꎮ
理由: 保护 ＴＴＳＰＰ 免受损坏和污染ꎮ

３ ９　 供电

３ ９ １　 不间断供电

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①ꎬ 确保 ＴＴＳＰＰ 储存相关的所有设备

１１３

① 供电稳定的国家无须 ＵＰＳ 系统ꎮ 在每天限时供电或完全无电力供应的国家ꎬ 较小的

仓库中ꎬ 另外一条实现 ＵＰＳ 的途径是使用配置了扩容设备的制冷机ꎬ 例如冰衬冰箱或汽油、
煤油或太阳能冰箱ꎮ



[即冰箱、 制冷机、 建筑物管理系统、 加热设备、 通风和空调

(ＨＶＡＣ) 系统、 压缩机、 空气调节装置 、 监测系统、 报警装置

和相关的计算机设备] 与不间断电源 (ＵＰＳ) 系统相连接ꎮ 使用

发电机及其相关设备时ꎬ 应满足以下要求:
— 能够负载所有相连接的温度控制和温度监测设备的同时

启动①ꎻ
— 不得超出电源的特定参数ꎻ
— 配置电源故障自动启动装置和电源恢复时自动关闭装置ꎻ

并且

— 具备足够的能源存储容量和足够的能源ꎬ 以满足延时的能

量消耗ꎮ
定期核查和维护 ＵＰＳ 设备和发电机ꎮ 做好记录ꎬ 证明符合

要求ꎮ
理由: 避免损失ꎮ

３ ９ ２　 电源故障应对方案

建立并维护应对方案ꎬ 在出现电源故障时保护 ＴＴＳＰＰ 免受风

险ꎮ 备用应急冷却系统 (例如ꎬ 液氮或干冰) 亦可ꎮ
原因: 避免损失ꎮ

３ １０　 建筑物维护

采取预防性维护措施ꎬ 确保储存建筑物或公用建筑物得到良

好维护ꎮ 做好记录ꎬ 证明符合维护要求ꎮ
原因: 确保储存建筑物能持续保护储存货物免受损失ꎮ

４　 温控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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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以通过能够减少压缩机载荷的电子控制最大程度降低 ＵＰＳ 的装机容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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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温控储存容量

确保在校正温度条件下并以有效且正确的储存管理方式ꎬ 温

控仓库的净存储容量可以容纳 ＴＴＳＰＰ 存储量的峰值及其相关的运

输保温构件 (即冰箱阻隔物、 活动覆冰、 冷冻凝胶包、 相变材料

和绝缘包装ꎬ 如果仍保留)ꎮ
原因: 避免仓库过载的相关风险ꎬ 确保仓库运行良好 [即先

进先出 ( ＦＩＦＯ) 或最先到期的先出库 ( ＥＥＦＯ)]ꎮ 仓库过载使

ＦＩＦＯ 或 ＥＥＦＯ 处置的难度加大或者不可能实现并且妨碍储存量的

准确计数ꎮ

４ ３　 温控储存

确保 ＴＴＳＰＰ 储存在符合以下要求的温控室、 冷藏室、 低温储

存室、 冰箱、 制冷机ꎮ
温控室、 冷藏室和冷冻室应为:
•能够维持仓库所在地全年气温范围内系统设置点之间的

温度ꎻ
•最好配置自动除霜电路ꎬ 在除霜周期内对温度的影响最小

并能在此期间保持温度符合要求ꎻ
•在寒冷气候条件下配置低温保护电路ꎬ 避免超过低温设置

点ꎬ ＴＴＳＰＰ 应在低温下暴露而被破坏ꎻ
•按照条款 ３ ９ １ 所述ꎬ 连接 ＵＰＳꎻ
•配置经过校准的持续温度监测系统ꎬ 传感器置于代表温度

最大变化值和极端温度值的位点ꎻ
•最好配置持续湿度监测设备ꎬ 传感器置于代表极端湿度值

的位点ꎻ
•设置报警装置ꎬ 提示超温和 (或) 制冷故障ꎻ
•根据需要ꎬ 安装可上锁大门或门禁管理系统ꎬ 锁具必须具

有保险装置ꎬ 可以从内部自由打开ꎻ 并且

•按照 ４ ７ 条的规定进行认证ꎮ
冰箱和制冷机应为:
•为储存 ＴＴＳＰＰ 进行设计ꎻ 如果单独进行测试并符合药用冰

３１３



箱和制冷机公认标准的温度控制要求ꎬ 那么家用式是唯一

可以接受的①ꎻ
•能够维持仓库所在地全年气温范围内 ＴＴＳＰＰ 生产商规定的

温度范围ꎻ
•配置与风险水平相适应的经过校准的温度监测设备ꎬ 但最

后能够持续记录ꎬ 并且传感器置于正常操作下最准确代表

设备温度情况的机壳位点ꎻ
•最好设置报警装置ꎬ 提示超温和 (或) 制冷故障ꎻ
•根据需要ꎬ 安装可上锁大门或盖子ꎬ 或门禁管理系统ꎻ

并且

•按照条款 ４ ７ 的规定进行认证ꎮ
原因: 长期储存过程中维持标示的 ＴＴＳＰＰ 储存温度ꎮ

４ ４　 管控物质和危险物质的温控储存

确保存控物质和危险物质安全储存:
•按照条款 ３ ６ ２ 的规定ꎬ 在独立区域内设立专门的温控

室、 冷藏室、 低温储存室、 冰箱、 冷库ꎮ
•另外的方法ꎬ 但是只在监管机构批准的前提下ꎬ 将大宗危

险的 ＴＴＳＰＰ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ｌｌｉｃｉｔ－ｖａｌｕｅ) 储存在一般温控储存

区内确保安全的上锁区域内ꎮ
原因: 保护此类 ＴＴＳＰＰꎬ 避免被盗并在发生涉及危险物质的

事故时保护工作人员和一般储存区ꎮ

４ ５　 储存期间温度和湿度的控制与监测

４ ５ １ 温度控制

所有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温控室、 冷藏室、 低温储存室、 冰箱、 制

冷机中设置恒温控制系统ꎮ 符合下列最低要求:
•有效储存空间内洗脱可以持续维持空气温度在设定限

度内ꎻ
•控制传感器精确至± ０ ５ ℃ 或更为精确ꎻ
•按照条款 ４ １０ １ 校准控制传感器ꎻ

４１３

① 例如ꎬ 冰 箱 和 制 冷 机 的 ＷＨＯ ＰＱＳ 标 准 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ｐｑｓ＿ ｅ０３＿ ｆｒｉｄｇｅｓ＿ ｆｒｅｅｚｅｒｓ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控制传感器置于温度波动预计最大的区域ꎬ 使可用储存容

量最大化ꎻ
•除非不建议将货物储存在温度分布图确定的热位点和冷位

点ꎬ 即使受开门影响也可以将控制传感器置于这些位置ꎻ
并且

•控制传感器独立于温度监测系统ꎮ

４ ５ ２　 温度监测

所有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温控室、 冷藏室、 低温储存室、 冰箱、 制

冷机中设置空气温度监测系统ꎮ 符合下列最低要求:
一般要求

•电子监测传感器精确至± ０ ５ ℃ 或更精确ꎬ 酒精、 双金属

或气压温度计精确至±１℃或更精确ꎮ
•按照条款 ４ １０ １ 校准监测传感器ꎮ
•监测传感器置于条款 ４ ７ 中规定的通过认证或测试的储存

空间内预计出现最大温度变化的区域ꎮ
•在瞬态事件 (如开门) 影响最小的地方放置监测传感器ꎮ
•温度监测设备、 温度跟踪或电子温度记录仪每天至少早晚

手动检查两次ꎬ 每周七天ꎬ 包括一般假日ꎮ

温控室、 冷藏室、 低温储存室　
•各监测传感器位点以每小时 ６ 次的频率做好温度记录ꎮ
•各监测传感器位点要编制文档ꎬ 便于保存和审查ꎮ
•供电故障时仍可以独立运转①ꎮ

冰箱和制冷机　
•最好将冰箱和制冷机与多位点监测系统相连接ꎬ 各监测位

点以最低每小时 ６ 次的频率进行记录ꎬ 供电故障时仍可以

独立运转ꎮ
•其他备选方法是使用便携式电池供电温度监测设备ꎬ 以最

低每小时 ６ 次的频率进行记录ꎮ
•最后可选的方法是温度计或最高 /最低温度计ꎮ
•各设备要编制文档ꎬ 便于保存和审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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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长期储存时维持 ＴＴＳＰＰ 的标示温度ꎮ 温度计仅能提供

有限的和非持续的温度信息ꎮ 因此ꎬ 首选持续记录设备ꎮ

４ ５ ３　 湿度控制

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温控室会受到高相对湿度的不利影响ꎬ 并且无

法得到包装的有效保护ꎬ 需控制其湿度ꎮ 这类产品一般会标有

“干燥处储存”ꎬ 或其他类似文字标识ꎬ 需要控制湿度的环境ꎮ

４ ５ ４　 湿度监测

在需要进行湿度控制的温控室中配置湿度监测系统和设备ꎮ
应符合以下最低要求:

•传感器精确至±５％ ＲＨꎻ
•按照条款 ４ １０ ２ 校准传感器ꎻ
•在按条款 ４ ７ 规定的有效储存空间内ꎬ 传感器置于监测最

差的湿度水平ꎻ
•在瞬态事件 (如开门) 影响最小的地方放置监测传感器ꎻ
•各监测传感器位点以每小时 ６ 次的频率做好湿度记录ꎻ
•各设备要编制文档ꎬ 便于保存和审查ꎮ 并且

•供电故障时仍可以独立运转①ꎮ
原因: 长期储存时维持 ＴＴＳＰＰ 的标示湿度条件ꎮ

４ ６　 报警系统

４ ６ １　 温度报警

所有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温控室、 冷藏室、 低温储存室、 冰箱、 制

冷机中设置温度报警系统ꎮ 符合下列最低要求:
一般要求

•传感器精确至±０ ５℃ꎮ
•按照条款 ４ １０ １ 校准传感器ꎮ
•在按条款 ４ ７ 规定的有效储存空间内ꎬ 传感器置于最差的

湿度水平ꎻ 在报警系统与温度监测系统相互独立的情况

下ꎬ 报警传感器应靠近温度监测系统的传感器ꎮ
•在瞬态事件 (如开门) 影响最小的地方放置监测传感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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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控室ꎬ 冷库和冷冻室　
•高 /低警报装置设置位点ꎬ 触发适当位置的视像报警器ꎮ
•除了视像报警ꎬ 最好也在适当位置设置声音报警装置ꎮ
•最好安装自动电话拨号或 Ｐ 短信报警系统ꎬ 在非工作时间

发生警报时提醒值班人员ꎮ

冰箱和制冷机　
•最好安装视频和 (或) 声音报警系统ꎻ 可以与便携式持续

温度监测设备一体ꎮ
原因: 避免损失

４ ６ ２　 湿度报警

所有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温控室中设置湿度报警系统ꎮ 符合下列最

低要求:
一般要求

•传感器精确至±５％相对湿度 (ＲＨ)ꎻ
•按照条款 ４ １０ ２ 校准传感器ꎻ
•在按条款 ４ ７ 规定的有效储存空间内ꎬ 传感器置于最差的

湿度水平ꎻ 在报警系统与湿度监测系统相互独立的情况

下ꎬ 报警传感器应靠近湿度监测系统的传感器ꎮ
•在瞬态事件 (如开门) 影响最小的地方放置监测传感器ꎻ

温控室、 冷库和冷冻室　
•高 /低警报装置设置位点ꎬ 触发适当位置的视像报警器ꎮ
•除了视像报警ꎬ 最好也在适当位置设置声音报警装置ꎮ

并且

•最好安装自动电话拨号或 Ｐ 短信报警系统ꎬ 在非工作时间

发生警报时提醒值班人员ꎮ
原因: 避免损失

４ ７　 温控仓库的认证

在新建温控储存区域和新建制冷设备投入运行之前进行认

证ꎮ 认证程序包括:
•测定储存区域或设备机箱在空置或正常负荷条件下的温度

曲线ꎻ
•确定用于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区域 (例如靠近冷却管、 冷气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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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源的区域)ꎻ 并且

•测定发生供电故障时温度超过规定限度的时间ꎮ
完整记录初次认证情况ꎮ 无论任何时候对储存区域进行可能

增加负荷或影响空气流通的修改ꎬ 或者变更制冷设备ꎬ 如变更设

置点ꎬ 均应再次进行认证ꎮ 无论何时出现温度和 (或) 湿度监测

值大于正常值的不明变异时考虑进行重新认证ꎮ
很少或不需要现场组装或交付使用的设备无须进行验证ꎬ 例

如独立测试发现适合储存 ＴＴＳＰＰ 的疫苗冰箱和制冷机ꎮ 必须在所

需的设置点和仪器在操作过程中暴露的环境温度条件下进行独立

测试 ꎮ 该类型设备的认证必须按照书面指导在各储存地正确

安装ꎮ
原因: 确保长期储存过程中可以维持 ＴＴＳＰＰ 的标示温度ꎬ 确

保可以向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员证明设备经过严格处理ꎮ

４ ８　 温控仓库的清洁

对各温控室进行清洁和净化:
•确保地面区域尽可能整洁ꎮ 不得将货物直接置于地面上ꎮ
•除运输相关材料ꎬ 如冰袋、 硅胶包等类似物之外ꎬ 不得储

存任何非药品货物

•不得累积灰尘、 污物和废弃物ꎬ 包括废弃包装ꎮ
•警惕溢出或破裂和交叉污染ꎮ
•不得堆积冰霜和冰块ꎬ 尤其是溢出的被污染的冰块ꎮ
• 将废弃物收集到指定的密闭容器中并定期进行无害化

处理ꎮ
做好清洁记录ꎬ 证明符合要求ꎮ
原因: 出现溢出或破损时ꎬ 保护 ＴＴＳＰＰ 免受损坏和污染ꎬ 保

护工作人员安全ꎮ

４ ９　 制冷设备维护

对所有的温控室、 冷藏室、 低温储存室、 冰箱、 制冷机进行

维护:
•对所有温控设备进行常规有计划的预防性维护ꎮ
•制定预案ꎬ 确保 ＴＴＳＰＰ 不至于遭受损坏风险的时间内进行

应急维护ꎮ
•制定应急方案ꎬ 确保在设备无法及时修复ꎬ 在产品遭受损

坏之前将其从设备功能故障的仓库中转移至安全地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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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记录ꎬ 证明符合规定ꎮ

４ １０　 控制和监测设备的校准与检定

４ １０ １　 温度控制和监测设备的校准

除另有规定外ꎬ 每年至少 １ 次按照经验证的可追溯参考标准

对设备进行校准ꎮ 通过校准保证设备在拟使用的整个温度范围内

的准确性ꎮ 生产商提供的具有校准证书的一次性设备无须进行再

次校准ꎮ

４ １０ ２　 湿度控制和监测设备的校准

除另有规定外ꎬ 每年至少 １ 次按照经验证的可追溯参考标准

对设备进行校准ꎮ 生产商提供的具有校准证书的一次性设备无须

进行再次校准ꎮ

４ １０ ３　 报警装置的验证

至少每 ６ 周一次在设置点核查温度和湿度报警装置ꎮ 做好记

录ꎬ 证明符合规定ꎮ
原因: 确保长期储存过程中可以维持 ＴＴＳＰＰ 的标示温度和湿

度ꎬ 确保可以向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员证明设备经过严格

处理ꎮ

５　 物资管理

５ １　 物资管理设备

使用供电物资处理设备的温控室、 冷藏室或冷冻室ꎬ 选择经

认证适用于封闭空间的设备ꎮ
原因: 保护工作人员ꎮ

６　 运输和流通

６ １　 参考文献

•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９４ / ６２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４ ｏ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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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ＳＴＡ — ７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ａｒｃｅ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ｉｐｍｅｎｔ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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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产品稳定性曲线

按以下方式运输 ＴＴＳＰＰ: 运输温度符合发送和接收地的监管

要求和 (或) 因此在温度高于或低于生产商标示的储存温度范围

时不会对产品质量造成不良影响ꎮ 产品稳定性数据须证明运输过

程中可接受的超温时间ꎮ
原因: 避免 ＴＴＳＰＰ 降解ꎮ

６ ３　 运输路线和认证

绘制并认证运输路线:
•选择最适合的方式保护 ＴＴＳＰＰ 在全年内不受预计的环境温

度和湿度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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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当的方法ꎬ 包括公开标准、 天气数据、 实验室检测和

现场检测结果ꎬ 选择运输设备和运输容器ꎮ
原因: 确保 ＴＴＳＰＰ 在各产品指定的运输温度范围内安全运输

并证明符合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员的要求ꎮ

６ ４　 温控运输

６ ４ １　 空运和海运

确保签约通过航空或航海运输的 ＴＴＳＰＰ 任何运输方与委托方

双方签署正式服务水平协议 (ＳＬＡ)ꎮ 运输方负责在各产品规定的

运输温度曲线范围内维持负载温度ꎮ
原因: 确保运输方负责在各产品规定的运输温度曲线范围内

维持负载温度ꎬ 并且符合契约组织双方、 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的要求ꎮ

一般运输商使用的温控道路交通工具　
一般运输商使用的温控道路交通工具必须经过认证并且该过

程的细节和责任应在双方签署的正式 ＳＬＡ 中说明ꎮ
原因: 确保运输方负责在各产品规定的运输温度曲线范围内

维持负载温度ꎬ 并且符合契约组织双方、 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的要求ꎮ

６ ４ ２　 一般运输商使用的温控道路交通工具

确保用于运输 ＴＴＳＰＰ 的温控道路交通工具符合以下要求:
•在已知的流通路线所处的全年环境温度范围内和交通工具

运行中或主引擎制动而停止时ꎬ 能够维持系统设置点确定

的温度范围ꎻ
•在寒冷气候条件下ꎬ 具有打破低温设置点而使 ＴＴＳＰＰ 暴露

在低温下而遭受损坏的风险ꎬ 因此配置低温保护线路ꎻ
•配置传感器置于代表极端温度位点的校准温度监测设备ꎻ
•配置报警装置ꎬ 在出现超温和 (或) 制冷故障时提醒驾

驶员ꎻ
•配置密封门和 (或) 配锁ꎬ 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允许擅自

进入ꎻ
•按照条款 ６ ６ 进行验证ꎻ 并且

•定期校准和维护ꎬ 并保存记录ꎬ 证明符合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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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确保可以在各产品规定的运输温度范围内安全运输

ＴＴＳＰＰꎬ 并可以向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证明符合规定ꎮ

６ ４ ３　 管控 ＴＴＳＰＰ 和危险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ｖａｌｕｅ )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

确保存控 ＴＴＳＰＰ 和危险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ｖａｌｕｅ ) ＴＴＳＰＰ 按以

下方式运输:
•运输行为符合当地所有的相关法律和规定ꎮ
•交通工具配置可上锁的门和防盗报警装置ꎮ
•交通工具使用独特的密封锁ꎬ 如特异性识别的电缆密封

锁ꎬ 可以放篡改ꎬ 在中转过程中防止未经允许擅自进入①ꎮ
•雇佣通过安全培训的运输驾驶员ꎻ
•所有驾驶员要记录在册并且可以追溯ꎻ
•做好发送签字和到货记录ꎮ
•运输时配置适用于所运货物的安全设备并评估安全风险ꎬ

如将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 置于交通工具上和 (或) 藏在

货物中ꎮ
•需向驾驶员告知产品的不易贮藏性和最长的可接受运输

时间ꎮ
原因: 避免该类 ＴＴＳＰＰ 被盗和私吞ꎬ 确保运输安全和驾驶员

的人身安全ꎮ

６ ５　 运输过程中温度和湿度的控制与监测

６ ５ １　 温控道路交通工具中的温度控制

用于运输 ＴＴＳＰＰ 的所有温控交通工具中配置恒温控制系统ꎮ
符合以下最低要求:

•按照条款 ６ ６ 的规定在有效储存空间中在设置点范围内进

行系统的持续性维持空气温度ꎻ
•控制传感器精确值±０ ５℃ꎻ
•按照条款 ６ ７ １ 所述校准控制传感器ꎻ
•控制传感器置于控制最差温度处ꎬ 以最大程度增加可用安

全储存容量ꎻ
•控制传感器置于回风气流中ꎻ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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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传感器与温度控制系统彼此独立ꎮ

６ ５ ２　 温控道路交通工具中的温度监测

用于运输 ＴＴＳＰＰ 的交通工具中配置空气温度监测系统和设

备ꎮ 符合以下最低要求:
•监测传感器精确至±０ ５℃ꎻ
•按照条款 ６ ７ ２ 所述校准监测传感器ꎻ
•按照条款 ６ ６ 的规定ꎬ 将监测传感器置于经过认证的储存

区域内监测最差温度处ꎻ
•监测传感器的放置于监测最差情况的位置ꎻ
•做好温度记录ꎬ 每个传感器位置最低的记录频率是每小时

６ 次①ꎻ 并且

•编制文档ꎬ 便于保存和审查ꎮ
建立运输温度标准并记录每次内外和外部运输的温度ꎮ

６ ５ ３　 温控道路交通工具在的湿度监测

需要湿度控制环境用于运输 ＴＴＳＰＰ 的温度控制交通工具最好

配置湿度监测系统和设备ꎮ 系统和设备应符合下列最低要求:
•传感器精确至±５％ ＲＨꎻ
•按照条款 ６ ７ ３ 所述校准监测传感器ꎻ
•按照条款 ６ ６ 的规定ꎬ 将监测传感器置于经过认证的储存

区域内监测最差湿度水平处ꎻ
•在瞬态事件 (如开门) 影响最小的地方放置监测传感器ꎻ
•各传感器位置湿度记录的最低记录频率为每小时 ６ 次ꎻ

并且

•编制文档ꎬ 便于保存和审查ꎮ
如有必要ꎬ 建立运输湿度标准并记录每次内部和外部运输的

湿度ꎮ

６ ５ ４　 被动和主动运输容器中的温度监测

在内部流通中ꎬ 使用化学或电子冷冻指示器、 电子记录仪

(有或无报警装置) 和 (或) 其他适当的指示器监测温度和

(或) 湿度暴露情况ꎮ 外部流通中最好也使用这些设备ꎮ 到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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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并记录指示器的状态ꎮ
原因: 确保 ＴＴＳＰＰ 可以在各产品要求的运输温度范围内安全

运输并且符合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要求ꎮ

６ ６　 温控道路交通工具的认证

任何可能的情况下ꎬ 直接拥有或操作温控交通工具时ꎬ 在其

运行之前需进行认证ꎬ 认证程序如下:
•证明空气温度分布维持在常用入库区的空气和产品温度的

温控部分要求的范围内和按已知路线行驶正常过程中经历

的环境温度极值范围内ꎻ
•确定日常使用的负载区域 (在此运输产品时需要控制环境

湿度)ꎬ 证明温控车厢内的湿度分布ꎻ
•指定交通工具有效载荷区域内不应存放 ＴＴＳＰＰ 的位置 (例

如ꎬ 靠近冷却管或冷气流的位置)ꎻ
•记录温控元件故障时超过指定最高温度的时间ꎻ 并且

•记录认证过程ꎮ
另外一个办法是在新的交通根据投入运行时一开始便对各种

跟踪 /冷藏元件进行全面认证ꎬ 同时对各示例进行安装认证

(ＩＱ)ꎮ
无论何时对交通工具进行了显著修改ꎬ 均应重新补充认证ꎮ

无论何时温度和 (或) 湿度监测出现不明原因的高于正常值的变

异ꎬ 需考虑进行重新认证ꎮ
原因: 确保 ＴＴＳＰＰ 可以在各产品要求的运输温度范围内安全

运输并且符合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要求ꎮ

６ ７　 运输监测设备的校准和验证

６ ７ １　 运输温度控制设备的校准

除另有规定外ꎬ 每年至少 １ 次用经过认证的可追溯参考标准

对设备进行校准ꎮ

６ ７ ２　 运输温度监测设备的校准

除另有规定外ꎬ 每年至少 １ 次用经过认证的可追溯参考标准

对设备进行校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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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７ ３　 运输湿度监测设备的校准

除另有规定外ꎬ 每年至少 １ 次用经过认证的可追溯参考标准

对设备进行校准ꎮ

６ ７ ４　 运输报警装置的验证

检查温度和湿度报警装置在指定设置点的功能ꎮ 检查安全报

警装置的功能ꎮ 除另有规定外ꎬ 每年至少检查 １ 次ꎮ
保存记录ꎬ 证明符合规定ꎮ
原因: 确保 ＴＴＳＰＰ 可以在各产品规定的运输温度曲线范围内

安全运输ꎬ 并证明符合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要求ꎮ

６ ８　 运输容器

６ ８ １　 一般容器选择

按以下要求选择容器:
•符合产品类型和所选路线及方式相关的适当内部和国际

标准ꎻ
•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免受溢出、 破裂或内压过大造成的

危害ꎻ
•保护所运输产品免受机械损伤和运输过程中经历的预期环

境温度范围造成的影响ꎻ 并且

•以密封的形式确保托运接收方收到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未

被篡改ꎮ
原因: 保证质量和安全ꎮ

６ ８ ２　 非保温容器

确保以保护内容物的方式正确使用非保温容器:
•非保温容器在经过认证的温控环境中运输ꎬ 例如主动或被

动的温控交通工具ꎻ
•确保运输系统能够维持 ＴＴＳＰＰ 的温度ꎬ 符合生产商注明的

产品稳定性要求和 (或) 维持发送地和接收地监管机构规

定的 ＴＴＳＰＰ 运输温度

原因: 保证质量和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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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８ ３　 被动非保温容器的认证

对被动非保温容器进行认证ꎬ 包括全部的必要辅助包装ꎬ 如

温度稳定介质、 干冰、 冰块或硅胶包、 冷水袋或热水袋、 相变材

料、 隔断物、 泡沫包装和衬垫:
•确保经过认证的包装系统能够维持产品生产商注明的符合

产品稳定性要求的温度范围ꎮ 容器认证应包括包装构件、
热调节机制和最大与最高运输容量、 容器中可以安全容纳

的重量和热的质量等全部详细信息ꎮ 认证也应包括在使用

地点正确放置温度监测设备ꎻ
•考虑运输路线和运输过程中预期的环境温度范围ꎬ 从出发

地点开始测量ꎬ 直至到达接收方的温控仓库ꎮ
原因: 确保 ＴＴＳＰＰ 可以在各产品规定的运输温度曲线范围内

安全运输ꎬ 并证明符合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要求ꎮ

６ ８ ４　 主动容器的认证

按以下要求认证主动容器:
•确保容器能够维持产品生产商注明的符合产品稳定性要求

的温度范围ꎮ
•考虑运输路线和运输过程中预期的环境温度范围ꎬ 从出发

地点开始测量ꎬ 直至到达接收方的温控仓库ꎮ
原因: 确保 ＴＴＳＰＰ 可以在各产品规定的运输温度曲线范围内

安全运输ꎬ 并证明符合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要求ꎮ

６ ９　 运输容器的包装

按以下要求包装运输容器:
•精密的构成确保维持 ＴＴＳＰＰ 的正确的温度范围ꎻ
•最大程度降低遭遇被盗和诈骗风险ꎬ 确保接收的货物未在

运输过程中发生变化ꎬ 例如使用上锁的容器或压缩包装

托盘ꎻ
•最大程度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机械损伤风险ꎻ
•使用冷冻包装时ꎬ 温度低于 ０℃时保护冷冻敏感型产品ꎻ
•避光、 防潮、 防污或避免微生物和害虫侵扰ꎮ
•使用干冰作为冷却剂时ꎬ 保护产品免受不利影响ꎻ
•清晰标识容器ꎬ 利于辨认正确的运输温度范围和显示正确

的放置方向ꎻ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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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含有危险货物 (包括干冰) 的包装的标识符合运输规

定和要求ꎮ
原因: 通过容器认证确保运输容器按照规定的方式系统地使

用ꎬ 并符合监管机构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要求ꎮ

６ １０　 包装和运输过程中的产品处理

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按以下方式正确处理 ＴＴＳＰＰ:
•包装 ＴＴＳＰＰ 时预留分装区域并按照条款 ３ ３ １ 的规定进行

包装ꎻ
•警惕溢出或破裂、 污染和交叉污染ꎻ
•以最适合的方式发送 ＴＴＳＰＰ 至外部的接收方ꎬ 以最大程度

降低传递时间ꎻ 并且

•确保收到 ＴＴＳＰＰ 的患者在服用之前可以得到正确储存的

建议ꎮ
原因: 在运输过程中维持 ＴＴＳＰＰ 的质量ꎮ

６ １１　 道路交通工具和运输容器的清洁

对所有用于运输 ＴＴＳＰＰ 的道路交通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容器

进行清洁并存档:
•确保对运载车厢的所有内表面进行定期清洁ꎻ
•不得积累灰尘、 污物和废弃物ꎬ 包括运载车厢中废弃包

装ꎬ 或可循环使用的运输容器ꎻ
•警惕溢出或破裂、 污染和交叉污染ꎻ
•冷藏车中不得积累冰霜和冰块ꎬ 尤其是溢出物污染的冰

块ꎻ 并且

•将废弃物收集至指定的密闭容器中并经常进行无害化

处理ꎮ
保存交通工具和可循环使用运输容器的清洁记录ꎬ 证明符合

规定ꎮ
原因: 保护 ＴＴＳＰＰ 免受损坏和污染ꎬ 以及工作人员免受溢出

或破裂造成的伤害ꎮ

６ １２　 退回和召回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

６ １２ １　 退回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

按以下要求ꎬ 确保退回的 ＴＴＳＰＰ 与最初发送时的运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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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发送方和接收方必须共同努力确保维持生产商注明的产品

稳定性要求的温度范围ꎻ
•考虑运输路线和运输过程中预期的环境温度范围ꎬ 从出发

地点开始测量ꎬ 直至退回地ꎮ 并且

•在温控仓库中对退回的 ＴＴＳＰＰ 进行检疫ꎬ 等待质量控制部

门或具有资质的人员决定是否进行处置或返回仓库ꎮ
原因: 确保维持退回和召回的 ＴＴＳＰＰ 的正确运输温度ꎬ 若决

定再次储存时ꎬ 便于安全入库ꎮ

６ １２ ２　 召回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

确保召回的 ＴＴＳＰＰ 符合以下要求:
•标记处置结果ꎬ “召回” 或者 “撤回”ꎻ
•按照条款 ８ ６ ３ꎬ 从接收地运回并在安全条件下隔离检疫ꎬ 等待

最终的处置决定ꎮ

７　 标识

７ １　 参考文献

•ＩＡＴＡ 易腐货物规定ꎬ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ꎬ 第 ９ 版ꎬ 第 １７ 章ꎬ 条

款 １７ １０ ５ 和 １７ １０ ６ꎮ

７ ２ １　 一般标识

按以下方式对含 ＴＴＳＰＰ 的内部运输和外部流通容器进行

标识:
•按照所有关于容器内容物、 运输路线和方式的内部和国际

标识要求标识产品ꎻ
•按照相关的内部和国际标识惯例标识危险品ꎮ 并且

•说明产品运输和 (或) 储存的适当的温度和湿度范围ꎮ

７ ２ ２　 空运标识

在空运 ＴＴＳＰＰ 时ꎬ 按照 ＩＡＴＡ 易腐货物规定第 １７ 章规定的条

件ꎬ 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ＩＡＴＡ) 时间敏感和温度敏感的标准符

合对包装进行标识ꎮ 将该标识用于各运输包装、 外包装或大宗

容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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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确保产品在供应链的所有环节均进行正确和安全的

处置ꎮ

８　 库存管理

８ １　 库存控制系统

８ １ １　 一般库存控制系统和操作规程

ＴＴＳＰＰ 库存控制系统和操作规程应符合以下最低要求:
— 未经允许ꎬ 不得进入ꎻ
— 记录所有的出入库情况ꎻ
— 记录批号和保质期ꎻ
— 记录近期到期和过期的产品ꎻ
— 记录产品状态 (即放行、 检疫、 保持、 拒绝)ꎻ
— 记录所有产品的退回、 召回、 撤回、 损坏和处置情况ꎻ
— 按 ＥＥＦＯ 顺序管理产品的发出ꎻ 并且

— 进行定期实物盘点并根据实际盘点数核对库存记录ꎮ 最好

每年至少 ２ 次进行实物盘点ꎮ
原因: 确保库存记录始终保存正确和完整ꎮ

８ １ ２　 管控和危险 ＴＴＳＰＰ 的库存控制规程

作为条款 ８ １ １ 所列要求的补充ꎬ 实施以下操作程序:
•建立客户确认程序ꎬ 确保这些产品所有接收人均经过授权

•保存库存记录ꎬ 尤其是在这些类别中确定产品ꎮ
•定期审计并且负责监管的部门可以审查审计报告ꎮ
•按照当地法律和规定ꎬ 按规程保存所有的记录ꎮ 至少按照

当地监管机构要求的最低时限保留产品处置和流通记录ꎮ
原因: 确保库存记录始终保存正确和完整并符合监管机构的

要求ꎮ

８ ２　 货物入库

８ ２ １　 到货查验

所有入库 ＴＴＳＰＰꎬ 做好以下查验和记录:
— 产品名称、 项目代码 (标识符)、 规格和批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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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订单记录到货数ꎻ
— 供应地的名称和地址ꎻ
— 检查容器是否存在篡改、 损坏或污染ꎻ
— 检查保质期ꎮ
— 仅在前期与供应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ꎬ 接收近期到期的产

品ꎻ 不得接收过期产品或接近保质期而且可能在消费者使

用之前到达该保质期ꎻ
— 运输过程中遇到延时的情况ꎻ
— 所有附加的温度记录设备和 (或) 时间 /温度指示器的状

态ꎻ 以及

— 确认是否维持要求的储存和运输条件ꎮ

８ ２ ２　 到货查验后的操作

•向库存记录系统输入产品详细信息ꎬ 包括产品名称 /编号、
规格、 批号、 到货数量、 保质期和接收状态ꎮ

•接收并查验后在正确的温度和安全条件下立即储存ꎮ
•检疫不符合规定或潜在不符合规定的产品、 资料不全或丢

失的产品、 运输过程中经历了不可接受的超温的产品ꎬ 或

者涉嫌假冒的产品ꎬ 不得放行直至圆满完成所有检查ꎮ 对

所有不可接受的超温进行审查ꎬ 确定其对产品的影响ꎮ
•向取得上市许可的供应方或持有人报告任何缺陷ꎮ
•所有相关的处置程序完成之前ꎬ 不得转入销售仓库ꎮ
原因: 确保入库 ＴＴＳＰＰ 处于可接受的条件ꎬ 准确记录和正确

储存ꎬ 并且跟踪随访供应方ꎬ 确定运输是否存在缺陷或错误ꎮ

８ ３　 货物出库 (外部发送)

８ ３ １　 货物出库管理

施行货物出库管理ꎬ 确保:
•装载货物之前查验运输工具的适用性ꎬ 包括是否符合 ＳＬＡ

或质保 (ＱＡ) 协议ꎮ
•过期产品不得出库ꎮ
•除非接收方认可保质期短的产品可以在达到保质期之前消

费ꎬ 否则不得出库ꎮ
•除非产品所配的时间－温度暴露指示器 (如疫苗小瓶监测

器) 表明某批次产品应该在 ＥＥＦＯ 顺序之前发出ꎬ 否则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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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 ＥＥＦＯ 顺序出库ꎮ
•记录所有外部流通产品温度监测设备的详细内容ꎮ
•向库存记录系统输入产品详细信息ꎬ 包括产品名称 /编号、

规格、 批号、 发送数量、 保质期和接收状态ꎮ

８ ３ ２　 发送后的操作

为实现以下目的ꎬ 对发送后的 ＴＴＳＰＰ 进行检测:
•跟踪产品至其拟定的目的地ꎻ
•做好记录并保存ꎬ 保证货物到达时的状态ꎮ 运输方的适当

的传递报告也是可接受的备选方式ꎻ 并且

•发生退回、 召回或投诉时ꎬ 采取适当措施ꎮ
原因: 确保出库 ＴＴＳＰＰ 处于可接受的条件ꎬ 近期到期的货物

不会在仓库中累积ꎬ 保留证据证明发送数量正确且接收条件

良好ꎮ

８ ４　 产品投诉程序

按以下方式管理产品的投诉:
•若在一批 ＴＴＳＰＰ 中发现或怀疑存在缺陷ꎬ 则配合监管机构

确定其他批次是否受到影响ꎮ 监管机构若认为有必要ꎬ 则

召回产品ꎮ
•发生针对产品或其包装的投诉时ꎬ 立即通知该产品上市许

可的持有人ꎮ
•由于组织内部的失误或疏忽造成投诉或缺陷时ꎬ 立即查找

原因并采取补救措施ꎬ 避免再次发生ꎮ
•记录所有的投诉和采取的补救措施ꎮ 用投诉记录监测并分

析趋势ꎮ
原因: 保护公众和供应组织的声誉ꎮ

８ ５　 可疑产品的处置程序

８ ５ １　 可疑产品

按以下方式运行鉴别和管理供应链中可疑产品的系统:
•将供应链中分析的任何 ＴＴＳＰＰ 进行物理隔离并在完成调查

之前安全储存ꎮ
•明确标记 “不可用” 或其他类似字样ꎻ
•立即通知监管机构或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ꎬ 以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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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市许可持有人ꎮ
•配合监管机构协助调查可疑产品的来源并采取适当的补救

措施ꎮ
•记录被定性有问题或有缺陷 ＴＴＳＰＰ 的处置或退回决策制定

过程ꎬ 负责监管的部门可以审查该记录ꎮ
原因: 保护公众ꎬ 保护合法供应方和生产商ꎬ 符合监管要求ꎮ

８ ６　 产品退回、 召回、 撤回和处置的程序

８ ６ １　 退回程序

按以下方式管理退回产品:
•在适当的温控区域及与产品类型相适应的安全条件下ꎬ 对

退回的 ＴＴＳＰＰ 进行检疫ꎮ
•从流通地发出后的储存和运输温度经过充分验证并记录ꎬ

包括返回的过程ꎬ 否则不得放回销售仓库ꎮ
•适当的时候ꎬ 请上市许可持有人出具关于处置和 (或) 处

置退回 ＴＴＳＰＰ 的书面建议ꎮ
•若退回的产品重新发出ꎬ 则按照 ＥＥＦＯ 顺序或根据产品所

附的时间－温度指示设备的暴露状况进行ꎮ
•对暴露于不可接受储存和 (或) 运输温度的退回 ＴＴＳＰＰ 进

行检疫ꎬ 并对处置方式进行标记ꎮ
•保存所有退回 ＴＴＳＰＰ 的记录ꎮ
原因: 保护公众ꎮ

８ ６ ２　 召回程序

按以下方式管理召回产品:
•按照议定的应急方案执行紧急和非紧急 ＴＴＳＰＰ 召回ꎮ
•报告当地监管机构或主管单位ꎮ
•报告进口该产品的海外监管机构ꎮ
•根据实际情况ꎬ 报告所有受影响的客户ꎮ
•对召回 ＴＴＳＰＰ 的所有剩余库存进行检疫ꎬ 处置之前标记为

进一步调查ꎮ
•保存所有的 ＴＴＳＰＰ 召回记录ꎬ 包括销售量、 退回量、 剩余

量或消费量的契合ꎮ
原因: 保护公众ꎬ 遵守监管规定ꎮ

２３３



８ ６ ３　 处置程序

按以下方式管理等待调查或处置的产品:
•确保被拒和 (或) 召回或撤回的 ＴＴＳＰＰ 不会被使用、 放行

或对其他产品造成污染ꎮ 按照当地监管规定ꎬ 与其他产品

分离储存ꎬ 等待发送或退回供应方ꎮ
•按照当地规定ꎬ 包括相关地区ꎬ 规定涵盖危险和管控药物

处置ꎬ 对被拒和 (或) 召回或撤回的产品进行无害化

处理ꎮ
•保存处置记录ꎮ
原因: 保护公众和环境

８ ７　 溯源或库存溯源

确保储存和流通记录可以保证 ＴＴＳＰＰ 从供应点到使用终端或

患者的可追溯性或库存溯源性ꎮ 溯源应包括产品在内部运输和储

存过程中暴露的温度记录ꎮ 这些记录应包括:
•对于入库货物: 使用的运输指示器 (如果有) 的状态、 产

品所附的时间温度指示器 (如果有) 的状态和货物本身的

状况及接收时间ꎻ
•对于出库货物: 使用的运输指示器 (如果有) 的类型ꎬ 产

品所附的时间温度指示器 (如果有) 的状态和货物本身的

状况及发出时间ꎻ 对出现的偏差进行监测、 记录和调查ꎮ
原因: 证明 ＴＴＳＰＰ 的运输无误ꎬ 便于产品召回及避免被盗和

诈骗ꎮ

９　 一般程序和记录保存

９ １　 紧急情况和应急方案

发生紧急情况时ꎬ 做好保证 ＴＴＳＰＰ 储存安全性的应急安排ꎬ
紧急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 大面积停电ꎻ
— 设备障碍ꎻ 以及

— ＴＴＳＰＰ 运输过程中交通工具故障ꎮ
制定措施方案应对遭受产品超温ꎮ 确保负责人员获知相关知

识并进行演练 ꎬ 确定发生紧急情况时ꎬ 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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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避免损失ꎮ

９ ２　 一般记录保存

９ ２ １　 记录保存

保存综合记录并确保排列有序ꎬ 便于审查ꎮ
纸质记录必须符合以关要求:
— 保存并进行维护ꎬ 以便于审查和放回ꎻ
— 为便于识别ꎬ 需贴上标签ꎬ 注明日期并归档ꎻ
— 保护其免遭火灾、 洪水和其他灾害造成的损坏和丢失ꎻ
— 保证安全并且未经授权不得审查ꎻ 并且

— 授权人签字并注明日期ꎬ 并且未见授权不得更改ꎮ
电子记录必须符合以下相关要求:
— 为便于识别和放回ꎬ 需有序归档ꎻ
— 保证安全ꎬ 并且未经授权ꎬ 不得审查ꎻ
— 可行的情况下ꎬ 手写签字ꎬ 注明日期并扫描ꎬ 或者电子输

入归档日期时ꎬ 设置密码和验证码①ꎻ
— 定期备份并在独立于保存记录电脑系统的存储媒介中ꎮ 备

份媒介可以是独立的安全服务器、 独立的硬盘、 闪存盘或

适于操作的其他数码媒介ꎮ

９ ２ ２　 记录内容

根据实际情况ꎬ 确保记录各批 ＴＴＳＰＰ 的以下可追溯的数据:
— 产品到达时的状态ꎻ
— 温度和湿度记录ꎬ 包括从标记包装中溢出的记录和 (或)

超出规定运输温度条件的记录ꎻ
— 一般的库存 ＴＴＳＰＰ 交易记录ꎬ 包括采购及其规模记录ꎻ
— 管控药物的审计情况ꎻ
— 危险 (ｈｉｇｈ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ｖａｌｕｅ) 产品的审计情况ꎻ
— 危险产品的审计情况ꎻ
— 库存跟踪情况ꎻ
— 相关情况下的退回、 召回撤回和处置报告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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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情况下的产品投诉报告ꎻ 以及

— 相关情况下的假冒产品报告ꎮ
按照当地法律和规定ꎬ 保存所有记录ꎮ

９ ２ ３　 记录的审查和保存

确保记录经过质量管理部门指定成员定期的审查及审批ꎮ 确

保终端使用者、 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可以审查记录ꎮ 按照

当地法律要求的最短时间保存记录ꎬ 但不得低于 ３ 年ꎮ
原因: 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内部质量控制、 透明

度和外部检查ꎮ

９ ３　 温度和湿度记录

９ ３ １　 温度记录

按以下方式监测和记录所有温控室、 冷藏室、 低温储存室、
冰箱、 制冷机的储存温度:

•每天至少两次—早上和傍晚—核查并记录温度ꎬ 最好能持

续进行ꎮ
•每个月对温度记录进行审查ꎬ 采取措施纠正系统偏差ꎮ
•将各储存环境或仪器的温度记录进行系统性归档ꎬ 确保可

追溯性ꎮ 温度记录在储存物质或产品有效期结束后至少保

存一年ꎬ 或按国家法律规定的时限保存ꎮ

９ ３ ２　 湿度记录

高相对湿度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产品在储存时 (见条款

４ ５ ３)ꎬ 按下列方式监测和记录所有温控室内的湿度水平:
•每 ２４ 小时至少两次记录湿度ꎬ 或最好持续进行ꎮ
•每天核查湿度记录ꎮ
•每个月对温度记录进行审查ꎬ 采取措施纠正系统偏差ꎮ
•将各储存环境或仪器的温度记录进行系统性归档ꎬ 确保可

追溯性ꎮ 温度记录在储存物质或产品有效期结束后至少保

存一年ꎬ 或按国家法律规定的时限保存ꎮ
原因: 便于内部质量质量和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审查

记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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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环境管理

１０ １　 参考文献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２００４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导原则ꎮ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ＵＮＥＰꎬ ２０００ꎮ

１０ ２　 制冷设备的环境管理

确保所有用于温控储存和运输的新制冷设备按以下规定

使用:
•按照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规定使用制冷剂ꎻ
•在全球变暖形势日益严峻 (ＧＷＰ) 的情况下ꎬ 最大程度减

少或不使用制冷剂ꎻ 并且

•使用过程中最大程度降低 ＣＯ２ 的排放ꎮ
选择整个寿命中对环境影响最小的设备ꎬ 并制定最佳规范避

免制冷设备在安装、 维护和退役过程中制冷剂泄露到环境中ꎮ
原因: 遵守有关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协议和协定ꎮ

１１　 质量管理

１１ １　 参考文献

•ＩＣＨꎬ ２００５: ＩＣＨ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Ｑ９

•ＩＳＯ ９０００: ２００５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 ＩＳＯ ９００１: ２００８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

•ＩＳＯ ９００４: ２００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ＳＯ １０００５: ２００５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ｌａｎｓ

•ＩＳＯ １９０１１: ２００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 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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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２　 组织结构

建立、 记录和维护 ＴＴＳＰＰ 储存、 运输和流通的组织结构ꎬ 可

以清楚地归属主要的管理责任和负责人员ꎮ
原因: 质量管理 

１１ ３　 质量体系

１１ ３ １　 质量体系

根据实际情况ꎬ 建立、 记录和维护 ＴＴＳＰＰ 管理的质量体系ꎬ
包括以下方面:

— 标准质量体系及其相关的审计程序ꎻ
— 书面程序和规范ꎻ
— 记录储存、 记录保留并记录流通程序ꎻ
— 风险管理ꎻ
— 校准程序ꎻ
— 稳定性程序ꎻ
— 认证和验证程序ꎻ
— 偏差和根本原因调查程序ꎻ
— 纠正和预防措施 (ＣＡＰＡ) 实施程序ꎻ
— 培训程序ꎻ
— 定期进行温度控制工艺评估ꎻ
— 变更控制程序ꎻ
— 维护程序ꎻ
— 管理控制ꎻ
— 产品退回和召回 /撤回规定ꎬ 包括紧急召回ꎻ
— 产品投诉规定ꎻ
— 物质流通程序ꎻ
— 仓库和储存管理程序ꎻ
— 运输和流通程序ꎻ
— 向监管机构、 健康委员会和卫生部报告的体系ꎻ 以及

— 自查程序和可持续性质量提高程序ꎮ
执行质量管理体系年度审查ꎬ 确保继续保持其实用性、 相关

性和有效性ꎮ
原因: 质量保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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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３ ２　 自查

定期进行自查ꎬ 确保持续性符合质量管理标准 ＧＳＰ 和 ＧＤＰ
的规定ꎻ 记录结果ꎬ 采取所需的纠正措施对不符合规定的区域进

行后续纠正ꎬ 并且对所做的变更进行记录ꎮ

１１ ３ ３　 与承包商签署服务水平协议

确保签署 ＳＬＡ 的各承包商可以定期证明符合 ＳＬＡ 中注明的

ＧＳＰ 和 (或) ＧＳＰ 规定ꎮ
原因: 证明符合适当的质量管理标准ꎮ

１１ ４　 文件和标准操作规程的管理

１１ ４ １　 标准操作规程

建立和完善涵盖 ＴＴＳＰＰ 正确储存、 内部运输和外部流通的

ＳＯＰꎬ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主题:
— 安全性、 包括管控和危险 ＴＴＳＰＰ 的管理ꎻ
— ＴＴＳＰＰ 的安全处理ꎻ
— 温度监测ꎻ
— 温度和湿度监测设备的报警系统的校准ꎻ
— 认证和验证程序ꎬ 包括温度分布图ꎻ
— 温控设备的维护ꎻ
— 清洁和害虫控制设施ꎻ
— 维护设施ꎻ
— 产品到达 (接收) 程序和记录ꎻ
— 储存和仓库管理程序 (整理、 补充、 订单交付、 包装)ꎻ
— 储存控制程序和记录ꎻ
— 流通程序和记录ꎻ
— 超温管理ꎻ
— 产品退回、 找回 /撤回的程序和记录ꎻ
— 产品投诉的程序和记录ꎻ
— 损坏、 过期和检疫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和记录ꎻ
— 温控包装和路线认证ꎻ
— 温控交通工具操作ꎬ 包括安全锁和封条管理ꎻ
— 紧急应对程序ꎻ 以及

— 环境管理ꎮ
确保所有文件清楚明确ꎬ 文件变更控制程序如条款 １１ 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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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发挥作用ꎮ
原因: 质量管理和员工培训ꎮ

１１ ５　 文件控制

确保所有的质量手册、 ＳＯＰ 和类似文件:
— 经适宜人员授权ꎻ
— 记录于登记册中ꎻ
— 定期审查并保持更新ꎬ 所有变更均应记录和经过授权ꎻ
— 控制版本ꎻ
— 向所有相关人员公开ꎻ 并且

— 作废时撤下ꎮ
为记录文件历史ꎬ 并符合监管部门的最低保存期限要求以及

履行义务ꎬ 将作废的文件撤下时保留记录副本ꎮ
原因: 良好的质量管理实践ꎮ

１２　 人员 /培训

１２ １　 培训

１２ １ １　 一般培训

对负责非危险 ＴＴＳＰＰ 储存、 入库和出库区域的相关工作人员

进行常规和系统性的培训ꎬ 包括以下方面:
— 药品适用的法律和规范ꎻ
— ＳＯＰ 和安全文件ꎻ 以及

— 应急措施ꎮ
确保各工作人员明确其各自的责任ꎮ 对负责运输这些物质驾

驶员也进行类似的培训ꎮ 保存各人的培训记录ꎬ 证明符合要求并

定期评价培训项目的效果ꎮ
原因: 确保各相关人员可以胜任各自的岗位ꎮ

１２ １ ２　 专门培训

作为条款 １２ １ １ 所示培训的补充ꎬ 对负责管控和危险 ＴＴＳＰＰ
储存、 入库和出库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常规和系统性的附加培

训ꎮ 培训应包括以下方面:
—适用的法律和规范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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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安全风险ꎻ 以及

—应急措施ꎮ
确保各工作人员明确其各自的责任并定期评价培训项目的效

果ꎮ 对负责运输这些物质驾驶员也进行类似的培训ꎮ
原因: 确保各相关人员可以胜任处理管控或危险 ＴＴＳＰＰ 的

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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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Ｐ <１０７９>Ｇｏｏ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 ２００９
ＵＳＰ ３２－ＮＦ ２７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 ２００９
ＵＳＰ <１１１８>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ｅｖｉｃｅｓ – Ｔｉｍｅꎬ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ｐｅｉａꎬ ２００７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ｔｙ － ｓｉｘ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２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０２)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ｔｙ－ｓｅｖｅｎ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３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０８) 

Ｇｏｏ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ｔｙ－ｅｉｇｈ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１７) Ａｎｎｅｘ ２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ｉｅ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 (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３７)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ｙ － ｆｏｕｒ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０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５７) Ａｎｎｅｘ ５

延 伸 阅 读

Ｂｉｓｈａｒａꎬ Ｒ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ｃｏｌｄ ｃｈａｉｎ ｃｈａｏｓ Ｗｏｒｌ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４３



５: ６５ – ６６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９４ / ６２ / ＥＣ ｏｆ 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４ ｏ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 Ｏｆｆｉ 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Ｌ ３６５ ꎬ ３１ / １２ / １９９４ Ｐ ００１０ — ００２３
Ｆａｌｃｏｎｅｒ Ｐꎬ Ｄｒｕｒｙ Ｊ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ｓ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０３
Ｇｅｒｍａｎｉｓｃｈｅｒ Ｌｌｏｙ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ｏｌ Ｃｈａ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ｌ Ｃｈａ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ＣＱＩ) ２０ｔｈ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７ꎬ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１ ５
Ｋａｒｔｏｇｌｕ Ｕꎬ Ｇａｎｉｖｅｔ Ｓꎬ Ｇｕｉｃｈａｒｄ Ｓꎬ Ａｉｙａｒ Ｖꎬ Ｂｏｌｌｅｎ Ｐꎬ Ｍａｉｒｅ Ｄꎬ Ａｌｔａｙ Ｂ
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ｏ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ａｃｋ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 ＰＤ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９ꎬ ６３: １１－２６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Ｄｒｕｇ Ｓｕｐｐｌｙ Ｋｕｍａｒｉ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 ｐｐ １１ －

２６ꎬ １９９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２０３７ / ２０００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９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０ ｏｎ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ｏｚｏｎｅ ｌａｙｅｒꎬ Ｏｆｆｉ 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２９ ９ ２０００

Ｒｕｓｈｔｏｎ Ａꎬ Ｃｒｏｕｃｈｅｒ Ｐꎬ Ｂａｋｅｒ Ｐ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ｏｇａｎ Ｐａ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０６

Ｓｅｅｖｅｒｓ Ｒꎬ Ｈｏｆｅｒ Ｊꎬ Ｈａｒｂｅｒ Ｐꎬ Ｕｌｒｉｃｈ Ｄꎬ Ｂｉｓｈａｒａ 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ｅａ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ＭＫ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ꎬ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ꎬ Ｍａｙ /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 ３０－３８ ＵＮＥＰꎬ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Ｐｈａ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Ｄ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ｒｅｆｒｉｇ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Ｐａｒｉｓꎬ １９９９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ＴＰ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２００８

工作组成员

姓名 单位 类别 国家

Ｈｅｎｒｙ Ａｍｅｓ Ｓｅｎｓｉｔｅｃｈ 温度监测人员 美利坚合众国

Ｃｌａｕｄｅ Ａｍｍａｎｎ Ｔｏｐｏｔａｒｇｅｔ 生产商 瑞士

Ｅｒｉｋ ｖａｎ Ａｓｓｅｌｔ ＰＤＡＰＣＣＩＧ ＰＤＡ 荷兰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Ｂａｔｔｅｒｓｂｙ ＦＢ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顾问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Ｒａｆｉ ｋ Ｂｉｓｈａｒａ ＰＤＡＰＣＣＩＧ ＰＤＡ 美利坚合众国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ｒｏｗｎ ＴＧＡ 监管人员 澳大利亚

Ｇéｒａｌｄ Ｃａｖａｌｉｅｒ Ｃｅｍａｆｒｏｉｄ ＩＩＲ 法国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Ｃｌａｍｏｕ ＥＦＰＩＡ ＩＦＰＭ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Ｊｕｌｉｍａｎ Ｆｕａｄ ＢｉｏＦａｒｍａ 生产商 印度尼西亚

２４３



续表

姓名 单位 类别 国家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Ｇｉ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 温度监测人员 瑞士

Ａｎｄｒｅ Ｈａｅｕｓｅｒｍａｎｎ Ｎｏｖａｒｔｉｓ Ｐｈａｒｍａ ＩＦＰＭＡ 瑞士

Ｒｏｄｎｅｙ Ｌ Ｈｏｒｄｅｒ Ａｂｂｏｔｔ ＩＦＰＭＡ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Ｌａｉｌａ Ｊａｒｒａｒ 食品药品管理局 监管人员 约旦

Ｒｙｏｋｏ Ｋｒａｕｓｅ ＩＦＰＭＡ ＩＦＰＭＡ 瑞士

Ｓａｎｔｏｓｈ Ｋｕｔｔｙ ＣＤＬ Ｋａｓａｕｌｉ 监管人员 印度

Ｇｉｌｌｅｓ Ｌａｂｒａｎｑｕｅ Ｓｏｆｒｉｇａｍ ＩＩＲ 法国

Ａｄｒｉｅｎ Ｌｅｈｉｄｅｕｘ ＣｏｌｄＰａｃＫ 被动冷却工作人员 法国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成都生

物制品研究所)
ＤＣＶＭＮ 中国

Ｅｒｉｃ 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被动冷却工作人员 美利坚合众国

Ｋåｒｅ Ｌｉｎｄｒｏｏｓ Ｈｕｕｒｅ 主动冷却工作人员 芬兰

Ｇｉａｎｌｕｃａ Ｍｉｎｅｓｔｒｉｎｉ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Ｌａ Ｒｏｃｈｅ ＩＦＰＭＡ 瑞士

Ａｌｉ Ｍｕｓａ Ｍｕｈａｉｄａｔ
Ｖａｃｃｉｎｅ ＆ Ｓｅｒ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卫生部 约旦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Ｍｕｌｌｅｒ Ｄｏｍｅｔｉｃ 主动冷却工作人员 卢森堡

Ｋｅｖｉｎ Ｏ Ｄｏｎｎｅｌｌ ＩＡＴＡ ＩＡＴＡ 美利坚合众国

Ｇｉｒａｌｏｍｏ Ｐａｎｏｚｚｏ ＩＴＣ/ ＣＮＲ ＩＩＲ 意大利

Ｓｔｅｆａｎｉｅ Ｐｌｕｓｃｈｋｅｌｌ Ｐｆｉｚｅｒ ＩＦＰＭＡ 美利坚合众国

Ｆａｂｉａｎ Ｄｅ Ｐａｏｌｉ ＧＳＫ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 ＩＦＰＭＡ 比利时

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ｅ Ｆｒｅｎｓｃｈ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Ｂｉｏ－Ｍａｎｇｕｉｎｈｏｓ ＤＣＶＭＮ 巴西

Ｔｈａｄｅｕｓ Ｐｒｕｓｉｋ ＴｅｍｐＴｉｍｅ 温度监测人员 美利坚合众国

Ｅｒｉｃ Ｒａｅｍｄｏｎｃｋ ＩＡＴＡ ＩＡＴＡ 加拿大

Ｊｏａｎｉｅ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ＰＡＴＨ ＰＡＴＨ 美利坚合众国

Ｉｓａｂｅｌ Ｒｏｊａｓ ＣＩＧＢ/ Ｃｕｂａ ＤＣＶＭＮ 古巴

Ｗｏｌｆｒａｍ Ｓｃｈｌｉｍｍｅ Ｃｒｕｃｅｌｌ ＩＦＰＭＡ 瑞士

Ｉｎｄｅｒ Ｊｉｔ Ｓｈａｒｍａ
Ｓｅｒｕ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Ｌｔｄ

ＤＣＶＭＮ 印度

３４３



续表

姓名 单位 类别 国家

Ｓａｒａｈ Ｓｋｕｃｅ 加拿大卫生部 监管人员 加拿大

Ｅｎｇｋｏ Ｓｏｓｉａｌｉｎｅ
国家食品药品

检验所
监管人员 印度尼西亚

Ｊｏｈｎ Ｔａｙｌｏｒ ＭＨＲＡ 监管人员
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Ｍａｈｂｏｕｂａ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ｐｔ 监管人员 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

Ｖｌａｄａｋｈａｎｉ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ｓ

Ｌｉｓｅｔｔｅ Ｖｒｏｍａｎｓ ＭｅｒｃＫ ＩＦＰＭＡ 荷兰

世界卫生组织效能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质量和安全秘书处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ａｒｎｅｔｔ 作者—工作组组长 顾问
大不列颠及北

爱尔兰联合王国

Üｍｉｔ Ｋａｒｔｏ＿ ｌｕ
家庭和社区卫生 /质量、
安全和标准委员会－主席

ＷＨＯ 瑞士

Ｄｅｎｉｓ Ｍａｉｒｅ
家庭和社区卫生 /质量、

安全和标准委员会
ＷＨＯ 瑞士

世界卫生组织

Ｌａｈｏｕａｒｉ Ｂｅｌｇｈａｒｂｉ
家庭和社区卫生 /质量、

安全和标准委员会
ＷＨＯ 瑞士

Ｉｖａｎａ Ｋｎｅｚｅｖｉｃ
家庭和社区卫生 /质量、

安全和标准委员会
ＷＨＯ 瑞士

Ｓａｂｉｎｅ Ｋｏｐｐ
卫生系统和服务 /

基本药物和药品政策 /
质量保证和安全: 药品

ＷＨＯ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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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向联合国提供了对联合国机构采购

药品的接收标准的建议ꎮ
ＷＨＯ 这项活动的目标就是推动优先基本药物符合 ＷＨＯ 推荐

的规范和质量标准ꎮ
根据药品生产企业 (或其他申请人) 提交的资料以及对相应

生产设施和临床试验机构的检查ꎬ ＷＨＯ 对药品质量进行全面的

评估ꎮ 该过程是通过基于 ＷＨＯ 推荐质量标准的标准化程序进行

的ꎮ 药品质量显然对此类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至关重要ꎮ
符合 ＷＨＯ 推荐质量标准的药品将被列入药物目录中ꎬ 由于

在规定的生产场所生产ꎬ 这些药品原则上被联合国机构的采购部

门认为是可以接受ꎮ 预认证药物目录主要供联合国机构使用– 包

括联合国艾滋病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联合规划署 (ＵＮＡＩＤＳ)、 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ＣＥＦ) 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ＵＮＦＰＡ)) –以指

导他们的采购决策ꎮ 但是ꎬ 越来越多的符合 ＷＨＯ 推荐标准的药

物目录也可以为其他希望从事药物批量采购的组织或国家提供

参考ꎮ
列入目录的药物并非指 ＷＨＯ 对申请的药品和生产场所的任

何形式的批准 (这是各国政府的特权)ꎮ 此外ꎬ 列入目录的药物

并不构成 ＷＨＯ 对特定用途的任何产品的支持或保证ꎬ 包括治疗

规定疾病的安全性和 (或) 有效性ꎮ

２　 术语

下面给出的定义适用于本程序中使用的术语ꎬ 这些术语在其

他段落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ꎮ
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
用于生产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的任何物质或混合物ꎬ 可以

具有药理活性ꎬ 或者在疾病的诊断、 治愈、 缓解、 治疗和预防等

其他方面有直接作用ꎬ 或者对人类生理功能的恢复、 调节或改善

有直接效果ꎮ

申请人　
在招标邀请中规定的截止日期前ꎬ 提交了投标意向书ꎬ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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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ＷＨＯ 招标邀请目录中相关产品的预认证程序ꎬ 并提交了该产

品所需文件的个人或实体ꎮ

合作研究组织 (ＣＲＯ) 　
在现行的程序下ꎬ 申请人可以将提交给 ＷＨＯ 评估的产品的

相关临床试验的任务和责任转让给某个组织ꎬ 即合作研究组织ꎬ
其可以是商业性的、 研究性的或是其他性质的组织ꎮ

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一个药品最终完成的剂型ꎬ 已经过生产的各个阶段ꎬ 包括最

后的包装和贴标签ꎮ

招标邀请 (ＥＯＩｓ) 或邀请　
邀请呼吁感兴趣的当事人 (如制造商或其他申请人) 在规定

的截止日期前向 ＷＨＯ 提交投标意向书ꎬ 申请参加 ＷＨＯ 关于邀请

目录中产品的预认证程序ꎮ 该意向书应当附有所涉产品所需的

文件ꎮ

生产企业　
药品生产、 包装、 重新包装、 贴标签和 (或) 重新贴标签的

公司ꎮ

药品　
指能预防或治疗人类疾病ꎬ 或者能进行人类医疗诊断ꎬ 或者

能恢复、 调节或改善人类生理功能的已上市或已生产待上市的任

何物质或混合物ꎮ

预认证　
预认证是按照 ＷＨＯ 标准化的质量评估程序来评估联合国机

构采购药品的原则上的可接受性ꎮ 机构除了使用来源于预认证程

序的资料外ꎬ 在最终购买之前ꎬ 还应对其他质量进行考察ꎬ 如确

保资金的稳定性与供应商的长期性、 提供所要求数量的能力、 供

应链的安全性、 装运前的质量控制和其他质量相关方面等ꎮ

严格监管机构 (ＳＲＡ) 　
基于药品预认证程序的目的ꎬ 严格监管机构是指一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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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政监管部门ꎬ 这些国家可以是: (ａ) 国际药品注册协调会议

(ＩＣＨ) 的成员国 (欧盟 (ＥＵ)ꎬ 日本和美国)ꎻ 或者 (ｂ) ＩＣＨ 观

察员ꎬ 同时是欧洲自由贸易协会成员ꎬ 以瑞士药品监督管理局

(ＳｗｉｓｓＭｅｄｉｃ) 和加拿大卫生部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ｎａｄａ) 为代表 (符合这

一类的成员国家名单会随时更新)ꎻ 或者 (ｃ) 药政部门与 ＩＣＨ 成

员国存在以法律形式缔约的国家ꎬ 有双边认可协议ꎬ 包括澳大利

亚、 冰岛、 列支敦士登以及挪威 (这一类的国家名单会随时更

新)ꎻ
仅参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检查的监管机构: 这

些药政监管部门是国际药品认证合作组织 (ＰＩＣ / Ｓ) 的成员ꎬ 名

单列于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ｉｃｓｃｈｅｍｅ ｏｒｇꎮ

３　 目的与原则

该程序的目的就是评估指定的药品 [ＷＨＯ 认为这些药品对

预防和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结核病、 疟疾和其他疾病ꎬ 或者生殖健康至关重要] 是

否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要求ꎬ 并按现行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以下简称 ＧＭＰ) 生产ꎮ
ＷＨＯ 这一程序的建立根据以下原则:
— 进行预认证的药品名录会列于招标申请中ꎬ 公布在 ＷＨＯ 的

网站上 ( ｈｔｔｐ: / /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 ｉｎｆｏ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 ｉｎｆｏ ＿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ＥＯＩｓ ｈｔｍ)ꎻ

— 产品的一般认识和生产企业的质量控制活动ꎻ
— 对生产企业提交的有关药品安全性、 有效性和质量的数据

和资料进行评估ꎬ 包括产品处方、 生产和检验的数据与

结果ꎻ
— 检查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和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 的生

产场所是否符合 ＧＭＰ 要求ꎻ
— 检查进行临床试验的临床试验单位或 ＣＲＯｓ 是否符合现行

的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以下简称 ＧＣＰ) 和实验室管

理规范 (以下简称 ＧＬＰ)ꎻ
— 依靠国家药品监管机构 (ＤＲＡ) 提供的资料ꎻ
— 对所提供药品随机抽样并检验ꎻ
— 投诉和召回的处理 ꎻ
— 来自其他机构和国家投诉的监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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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 也可以在文件评估和检查方面与国家药品监管机构

(ＮＭＲＡｓ) 进行协作ꎮ 根据下述第 ４ 部分 (程序步骤) 的条款ꎬ
产品的预认证也可以经由严格监管机构 (ＳＲＡ) 批准或认可ꎮ

ＷＨＯ 建议ꎬ 感兴趣参加预认证程序的申请人应将意图告知

药品生产国的国家药品监管机构ꎬ 并要求他们在质量评估过程中

与 ＷＨＯ 进行合作ꎬ 也建议申请人在文件评估和现场检查期间向

国家药品监管机构提供必要的授权与 ＷＨＯ 代表商讨相关产品文

件 (如有必要ꎬ 需遵守适当的保密规定)ꎮ

４　 认证程序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以及对相关生产和临床试验机构的检

查ꎬ ＷＨＯ 对药品质量进行综合评估 (预认证过程的流程图见附

件 １) ꎮ
每隔一段时间ꎬ 同时也考虑到从联合国有关机构收集到的相

关数据ꎬ ＷＨＯ 将向感兴趣的各方公布邀请ꎬ 要求他们自愿参加

邀请中所提及产品的预认证程序ꎮ 通过递交投标意向书 (ＥＯＩ)ꎬ
申请人承诺与 ＷＨＯ 共享指定产品的生产和控制等所有相关方面

的资料以及已经和 (或) 计划进行的变更信息ꎮ 感兴趣的申请人

按要求向 ＷＨＯ 提供产品文件和其他相关资料ꎮ
评估程序通常包括:
— 产品文件评估ꎬ 文件必须包括 ＷＨＯ 网站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上公布的提交指导原则中规定的产品数据和

资料:
— ＦＰＰｓ 和 ＡＰＩｓ 生产现场的检查ꎬ 必须符合 ＧＭＰꎻ
— 临床现场的检查 ( 如适用)ꎬ 必须符合相应的 ＧＣＰ

和 ＧＬＰꎮ
如果上述评估表明一种产品及其相应的生产 (和临床) 现场

符合 ＷＨＯ 推荐标准ꎬ 该产品将会列入药品目录ꎬ 原则上被联合

国机构的采购部门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在 ＷＨＯ 要求的规定时间范围内ꎬ 申请人不能提供需要

的资料和 (或) 不能落实整改措施ꎬ 或当申请人提供的资料不能

充分满足这一程序ꎬ ＷＨＯ 有权终止对某一指定产品的评估ꎮ
在执行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严格质量标准的前提下ꎬ ＷＨＯ 认可

由 ＳＲＡ 对相关产品进行的评估结论ꎮ 只要国家药品监管机构愿意

与 ＷＨＯ 就涉及的产品分享相关的资料ꎬ ＷＨＯ 就会考虑在 Ｗ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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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认证产品目录中收载此类产品ꎮ 当 ＷＨＯ 可获得此类产品的有

关资料ꎬ 并且该产品的批准文件的持有者对获得 ＷＨＯ 预认证感

兴趣时ꎬ 也可认可相关管理机构的审评结果ꎮ 根据相关监管机构

的科学评估和进行的检查ꎬ 以及监管机构和 ＷＨＯ 之间交换的相

关资料ꎬ 将把这些产品添加到 ＷＨＯ 预认证产品目录中ꎮ 如能符

合下述所有条件的ꎬ 生产商或 ＣＲＯ 可豁免检查:
１ 已经过 ＳＲＡ 检查的ꎻ
２ 在过去三年之内接受过检查的ꎻ
３ 检查信息 (包括检查报告和对问题的答复) 可供 ＷＨＯ 审

阅的ꎻ
４ 根据以上和其他已有的信息ꎬ 可以判断涉及的生产或临床

试验现场符合相应 ＷＨＯ 推荐标准的①ꎮ
根据该程序的条款ꎬ 为了加强协作检查ꎬ 避免重复工作ꎬ 在

保护申请人和生产商机密和专利信息的前提下促进信息共享ꎬ
ＷＨＯ 可能向 ＷＨＯ 成员国的药品监管部门以及 ＰＩＣ / Ｓ 成员的药品

监管部门公开检查相关信息ꎮ

５　 招标邀请

列入 ＥＯＩ 邀请中的药品被 ＷＨＯ 认为对治疗和预防指定的疾

病 (包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结核病和

疟疾) 或者对生殖健康至关重要ꎮ 这些产品通常列入 ＷＨＯ 基本

药物目录中或者相关的 ＷＨＯ 治疗准则和建议中 (或两者兼而有

之)ꎮ
列入 ＷＨＯ 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都是那些用来满足重点卫

生保健人口需求的ꎮ 除其他标准外ꎬ 这些产品是在疾病的流行、
确切的疗效和安全性以及相对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上选择的ꎮ 列

入 ＷＨＯ 治疗指导原则的产品是在对疗效、 风险、 成本和在各种

情况下使用的适宜性等证据评估的基础上选择的ꎬ 考虑了特殊人

群的需要和使用这些产品的群体 (专业人员和病人) 的观点和

偏好ꎮ
每一个邀请都将会是公开和透明的ꎬ 邀请所有相关各方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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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判断时要考虑所有已知的与产品相关的特殊风险ꎬ 之前的 ＷＨＯ 或 ＳＲＡ 的检查结果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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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列入目录药品的 ＥＯＩꎬ 这种邀请通常会在 ＷＨＯ 网站上公布ꎬ
也可能通过其他媒体如国际发布会公布ꎮ

在 ＷＨＯ 认为是高度关注公共健康问题的情况下ꎬ ＷＨＯ 也可

在预认证程序内直接邀请相关方提交指定产品的材料ꎬ 而不经过

公开招标邀请ꎮ

６　 提交的数据和资料

感兴趣的各方按 ＥＯＩ 邀请中的要求提交相关药品文件ꎮ 在

ＥＯＩ 邀请规定的截止日期前ꎬ 申请人应向 ＷＨＯ 联络点提交产品

的有关文件ꎮ 文件提交指南和更新说明可以在 ＷＨＯ 网站上查阅ꎮ
根据 ＥＯＩ 邀请中的规定ꎬ 通常参加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计划的

申请人都是 ＦＰＰｓ 的生产企业ꎮ 如果申请人不是 ＦＰＰｓ 的生产企

业ꎬ 需提交所有相关的文件ꎬ 包括 (但不局限于) 合同生产文

件ꎬ 表明申请人能完全控制参与预认证过程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保

证产品的质量ꎮ
递交产品评估的 ＥＯＩ 后ꎬ 申请人还应向 ＷＨＯ 联络点提供下

述资料:
— 附申请信ꎬ 表达对参加 ＷＨＯ 预认证程序感兴趣ꎬ 并确保

产品文件中提交的资料是完整和正确的ꎮ
— 一份产品文件ꎬ 按照 ＷＨＯ 提交产品数据和资料指导文件

中规定的格式ꎮ
— 产品样品ꎬ 能进行目视检查和理化分析ꎮ
— 一份生产场地的主文件 (ＳＭＦ)ꎬ 要包含产品文件中所列

的每一个生产现场ꎬ 按照 ＷＨＯ 提交场所管理文件指导文

件中规定的格式要求ꎮ
— 一份合作研究组织的管理文件 (ＣＲＯＭＦ)ꎬ 要包含产品文

件中所列的每一个合作研究组织ꎬ 按照 ＷＨＯ 提交合作研

究组织管理文件指导文件中规定的格式要求ꎮ
所有文件均应以英文件提交ꎮ
基于预认证程序的目的ꎬ 以下类别的产品在提交文件时各自

有不同的要求:
— 将要由 ＷＨＯ 评定的多来源 (仿制的) ＦＰＰꎻ
— 由 ＳＲＡ 批准的创新 ＦＰＰꎻ
— 由 ＳＲＡ 批准的多来源 (仿制的) ＦＰＰꎮ
以上每一类产品的文件要求可以在 ＷＨＯ 网站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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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 ｉｎｆ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 ｉｎｆｏ ＿ ｆｏｒ ＿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ｈｔｍ 这些要求可能随时修改ꎮ

多来源的仿制产品必须直接或间接证明其与参比制剂具有疗

效等效性ꎬ 才能被考虑与参比制剂互换ꎮ 为了对比疗效ꎬ ＷＨＯ
会公布参比产品的名单ꎬ 并保留修改的权利ꎮ ＷＨＯ 网站会公布

指导原则ꎬ 如何证明产品与参比产品是等效的而无须进行体内等

效性研究 (比如体内生物试验豁免的申请)ꎮ
在正式评价过程开始之前ꎬ 如果生产商或 ＷＨＯ 中有任何一

方认为有必要或者有意愿ꎬ 都可以进行双方讨论ꎮ 这种会议应尽

可能早地确定举行的日期ꎬ 并且将讨论的问题和会议议程事先安

排好ꎬ 将要讨论的问题由生产商预先发送给 ＷＨＯꎮ

７　 提交文件的筛选

评估前应对申请人提交的每一份产品文件的完整性进行筛

选ꎮ 提交的产品文件ꎬ 如果没有在 ＥＯＩ 邀请目录中或没有被

ＷＨＯ 邀请ꎬ 将不会被接受评估ꎮ
同样ꎬ 如果文件不完整ꎬ ＷＨＯ 也不会考虑ꎮ 将通知申请人ꎬ

收到的文件不完整ꎬ 并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完整的文件ꎮ 否

则ꎬ 文件将因不完整而被拒绝并退回申请人ꎮ 筛选后ꎬ 确认完整

的文件将被 ＷＨＯ 保留并进行评估ꎮ
如果经过筛选的文件被接受并用于评估ꎬ 申请人将会收到相

关的通知信函ꎬ 包括文件的参考编号ꎮ 该信函将作为 ＷＨＯ 和申

请人之间关于参加预认证的协议ꎬ 同时也作为遵守预认证过程的

承诺ꎮ

８　 文件评估

提交文件中的产品资料将由 ＷＨＯ 任命的专家 (评估员) 组

来进行评估ꎮ 参与文件评估的评估员必须具有药物研发、 药品质

量评价、 质量保证、 生物制药和其他相关领域的资质和经验ꎮ 评

估员的任命应符合 ＷＨＯ 建立的标准操作规范 (ＳＯＰ)ꎮ 评估员最

好来自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并将充当 ＷＨＯ 的临时顾问ꎮ 正像预认

证程序各自部门所规定的那样ꎬ 评估员必须遵守 ＷＨＯ 的保密协

议和利益冲突原则ꎮ
产品文件评估将按照 ＷＨＯ 建立的 ＳＯＰ 来进行ꎬ 以此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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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统一和评估活动的及时ꎮ 如果需要ꎬ ＷＨＯ 可对这些专家

进行培训ꎮ
伴随着各部分文件的评估ꎬ 申请人将会收到相应的报告ꎮ 希

望申请人能够回复意见以及任何附加信息ꎮ 申请人应在一个月的

时限内处理和回复所有问题并通知 ＷＨＯꎮ 通常 ＷＨＯ 会暂停预认

证程序 (即 ＷＨＯ 不会进行进一步行动) 直到收到所有需要的回

复和附加信息ꎮ
每一个申请人可要求与涉及该申请人文件评估的 ＷＨＯ 专家

通话或会面ꎬ 以澄清 ＷＨＯ 专家发现的问题ꎮ ＷＨＯ 可以向申请人

提供技术援助ꎬ 比如关于提供适当产品资料及生产和控制要

求等ꎮ

９　 现场检查

在符合 ＷＨＯ 建立的 ＳＯＰ 的前提下ꎬ 根据质量风险管理

(ＱＲＭ) 原理ꎬ ＷＨＯ 将计划和协调实施对 ＡＰＩ ( ｓ) 和 ＦＰＰ 生产

企业的生产场所、 临床试验单位或 ＣＲＯｓ 等场所的现场检查ꎮ
在计划现场检查时ꎬ 将考虑以下几点因素:
— 之前由 ＷＨＯ 或 /和 ＳＲＡ 进行的现场检查的结果ꎬ 以及公

司或厂家对相应 ＧＭＰꎬ ＧＣＰ 或 /和 ＧＬＰ 遵守执行的历史ꎻ
— 提交给 ＷＨＯ 的数据的评估结果ꎻ
— 场地、 工艺和产品的复杂性ꎻ
— 已知的质量缺陷的数量和程度 (比如: 投诉、 召回)ꎻ
— 重大变更ꎬ 比如: 厂房建筑、 仪器设备、 工艺和关键

职员ꎻ
— 该现场在产品生产和试验方面的经验ꎻ
— 官方检测试验室的检验结果ꎮ
生产场所的检查按照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 ＧＭＰ 的要求来进行评

估ꎬ 包括数据验证ꎮ 申请人提交的场所管理文件应在检查实施前

进行审核ꎮ
临床试验单位或 ＣＲＯｓ 的检查按照符合 ＧＣＰ 和 ＧＬＰ 的要求进

行评估并进行数据验证ꎮ
用于 ＡＰＩ、 ＦＰＰ、 临床试验单位或 ＣＲＯ 现场检查的 ＷＨＯ 的

规范和标准可在 ＷＨＯ 网站上找到: ｈｔｔｐ: / /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ｓｐｅｃｔ / ｉｎｆｏ ＿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ｈｔｍ ＃２ 这些要求可能随时

修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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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将由 ＷＨＯ 任命的专家组成的检查组进行ꎬ 这些专家最

好来自国家药品监管机构ꎬ 他们将充当 ＷＨＯ 的临时顾问ꎮ 检查

员必须有相应的资质和经验来执行此类检查ꎬ 能胜任诸如药品生

产和质量控制等领域ꎬ 并在 ＧＭＰ、 ＧＣＰ 或 ＧＬＰ 等方面有一定的

经验ꎮ 根据预认证程序的规定ꎬ 检查员必须遵守 ＷＨＯ 的保密协

议和利益冲突原则ꎮ 必要时ꎬ ＷＨＯ 可以对这些专家进行培训ꎮ
检查组中有一名 ＷＨＯ 职员进行协调并领导检查组的日常工

作ꎮ 每一个检查组都将按照以预认证为目的ꎬ 由 ＷＨＯ 建立的

ＳＯＰ 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给 ＷＨＯꎬ 以此来确保这一活动按

标准统一的程序来进行ꎮ 通常ꎬ 希望有一名生产国的国家药品监

管机构代表陪同检查组到生产和试验现场来评估是否符合 ＧＭＰ、
ＧＣＰ 或 ＧＬＰꎮ

在符合 ＷＨＯ 建立的 ＳＯＰ 的前提下ꎬ 根据质量风险管理

(ＱＲＭ) 原理ꎬ 若能够证明生产现场符合适用的 ＷＨＯ 推荐的标

准ꎬ 则可以豁免 ＷＨＯ 专家组的现场检查ꎬ 具体要求如下: 对所

要求的检查报告进行材料审查ꎬ 生产企业要对相关检查员在检查

报告中发现的任何缺陷漏洞作出答复说明正确的做法ꎬ 要有对被

检查产品的可接受的质量综述报告ꎮ

１０　 评估结果的报告和沟通

每一个评估和检查组将按照 ＷＨＯ 建立的 ＳＯＰ 和格式完成报

告ꎬ 报告描述检查结果并包括向申请人、 生产企业和 (或) 相关

ＣＲＯｓ 提出的相关建议ꎮ
文件评估的结果ꎬ 包括但不限于提交文件和数据的不足之

处ꎬ 应酌情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提交缺失的数据和资料ꎮ
如果可能将就检查报告与生产企业和 (或) ＣＲＯ 进行沟通ꎮ

在有生产企业和 (或) ＣＲＯ 的书名同意声明的情况下ꎬ 检查报告

的副本也可以提供给申请人 [如果申请人不是生产企业和 (或)
ＣＲＯ]ꎮ 如果需要任何额外的资料ꎬ 或者生产企业或 ＣＲＯ 必须整

改采取正确做法ꎬ ＷＨＯ 将推迟判定有关的生产场所是否可以被

接受ꎬ 直至此类资料已经评估或已采取整改措施并发现按照规定

的标准结果令人满意ꎮ
如果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提供所需的资料或没有落实整

改措施ꎬ 或者提供的资料不足不能完成这一预认证程序ꎬ ＷＨＯ
有权终止对某一特定产品的质量评估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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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请人和 ＷＨＯ 之间有任何分歧时ꎬ 将按照 ＷＨＯ 建立的

ＳＯＰ 来讨论和解决申诉和投诉中的问题ꎮ
因为 ＷＨＯ 负责预认证程序ꎬ 报告的所有权属于 ＷＨＯꎮ 因

此ꎬ ＷＨＯ 一直有权使用和公布此类报告的内容ꎬ 但是ꎬ 要保护

申请人、 生产企业和 (或) 试验单位任何商业敏感的机密资料ꎮ
“机密资料” 在这里是指:

— 保密的知识产权ꎬ “技术秘密” 和商业秘密 (包括诸如公

式、 生产工艺或产品包含或体现的信息、 未公布的商标、
专利等)ꎻ

— 商业机密 (如公司的结构和发展计划)ꎮ
保密条款要在评估产品文件或检查生产和临床现场之前ꎬ 通

过包含在书信来往中ꎬ 在 ＷＨＯ 和每个申请人、 生产企业或 ＣＲＯ
之间被签订下来ꎮ

尽管如此ꎬ ＷＨＯ 有权与任何感兴趣的会员国和联合国机构

的有关当局分享评估结果和检查报告的全部内容ꎮ

１１　 预认证程序的结果

一旦 ＷＨＯ 对相关产品预认证程序的完成表示满意ꎬ 且在规

定生产场所生产的该产品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标准ꎬ 这些产品将列

入预认证药品目录中ꎮ 将按照 ＷＨＯ 建立的 ＳＯＰꎬ 对列入目录做

最后决策后ꎬ 编纂预认证药品目录ꎮ 这份目录将公布在 ＷＨＯ 网

站上ꎬ 并按附件 ２ 对这一程序描述的那样说明预认证药品的

特征ꎮ
每一位申请人都将收到来自 ＷＨＯ 的有关提交产品的质量评

估程序结果的通知ꎮ 一旦该产品列入预认证药品目录中ꎬ 申请人

应按照与 ＷＨＯ 达成的协议ꎬ 负责此类产品在生产和控制等所有

相关方面的不断更新以符合 ＷＨＯ 的任何要求ꎮ
按照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世界卫生大会决议 (ＷＨＡ５７ １４)ꎬ 在

保护所有商业敏感的机密资料的前提下ꎬ ＷＨＯ 将公布关于产品

文件评估的 ＷＨＯ 公共评估报告 [ＷＨＯＰＡＲ (ｓ)] 和关于生产企

业和 ＣＲＯ 的 ＷＨＯ 公共检查报告 [ＷＨＯＰＩＲ ( ｓ)]ꎬ 这些报告符

合 ＷＨＯ 推荐指导原则和标准ꎮ 这些报告将公布在 ＷＨＯ 网站上ꎮ
并且在一贯保护所有商业敏感的机密资料的前提下ꎬ 根据 ＷＨＯ
制定的 ＳＯＰꎬ ＷＨＯ 也有权公布负面的评价结果ꎬ 包括需要注意的

问题和暂停公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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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目录的决定是根据 ＷＨＯ 当时获得的资料ꎬ 即提交文件

的资料及在 ＷＨＯ (或者 ＳＲＡ) 进行现场检查时产品生产和试验

中使用设施的 ＧＭＰ、 ＧＬＰ 和 ＧＣＰ 的状况 (按照预认证程序的条

款ꎬ 资料审查和现场检查结果应已经被 ＷＨＯ 确认符合适用的

ＷＨＯ 推荐的标准)ꎮ 这一决定在 ＷＨＯ 获得新资料的基础上是可

以变化的ꎮ 如果预认证产品涉及严重的安全和 (或) 质量问题ꎬ
ＷＨＯ 经过新证据评价和风险效益评估后可以将该产品从目录中

删除ꎬ 或暂停该产品直至 ＷＨＯ 获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并对结果

进行评估ꎮ

１２　 预认证资格的保持

申请人被要求与 ＷＨＯ 就有可能影响产品安全、 疗效和质量

的生产和控制的任何变更 (变化) 进行详细沟通ꎮ
关于预认证文件变化的指导原则公布在 ＷＨＯ 网站上:
ｈｔｔｐ: / /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 ｉｎｆ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 ｉｎｆｏ＿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ｈｔｍ 这些要求可能会随时更新ꎮ
申请人有责任向 ＷＨＯ 提供适当的文件 (指预认证文件的相

关部分) 证明任何计划或已经实施的变化不会对已经取得预认证

产品的质量产生不良的影响ꎮ ＷＨＯ 将按照 ＷＨＯ 建立的指导原则

和 ＳＯＰ 对变化进行评估ꎬ 并在预定的时间与申请人就评估结果进

行沟通ꎮ 在 ＷＨＯ 实施检查期间ꎬ 要核实报告要求得到了遵守ꎮꎮ
采用列入目录的生产企业或申请人提供的预认证产品的随机

抽样将进行独立实验确定产品的最终特征ꎮ 生产企业或申请人需

提供生产企业最终产品出厂期时的检验报告书和质量标准实验方

法ꎬ 交给 ＷＨＯ 根据要求进行核查ꎮ 如果实验不符合既定标准ꎬ
ＷＨＯ 将调查这个问题并与生产企业和申请人 (如果不是生产企

业) 就该结果进行沟通ꎮ
与 ＷＨＯ 沟通有关预认证药品的投诉将按照符合 ＷＨＯ 建立的

ＳＯＰ 对此进行调查ꎮ 经调查后ꎬ ＷＨＯ 将提供一份关于该问题的

书面报告和包括在适当情况下采取措施的建议ꎮ ＷＨＯ 将该报告

提供给申请人 /生产企业以及生产场所所在国家的国家药品监管

机构ꎮ 如上文所提ꎬ 在一贯保护所有商业敏感的机密资料的前提

下ꎬ ＷＨＯ 将有权把该报告公开ꎮ 此外ꎬ ＷＨＯ 有权与感兴趣的会

员国和联合国机构有关当局分享全部报告ꎮ
预认证药品的生产企业及相关 ＡＰＩ 的生产企业将在 ＷＨＯ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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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周期内进行再检查ꎬ 通常至少每三年一次ꎮ 通过再检查核实

是否遵守 ＷＨＯ 推荐的 ＧＭＰꎬ 也包括数据验证ꎮ
此外ꎬ 为了维持预认证状态ꎬ ＷＨＯ 将安排在规定的周期内

对预认证药品的再认证ꎮ
从预认证之日起每 ５ 年ꎬ 或者在 ＷＨＯ 医药预认证项目要求

的时候ꎬ 预认证产品的持有者要向 ＷＨＯ 提交产品相关的数据和

资料以供评估ꎮ 该评估的目的是核实产品与预认证中提交的资料

和数据一致ꎬ 符合现行的规范和标准ꎬ 核实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

在规定周期内的一致性ꎮ
预认证产品再认证的过程和指导原则公布在 ＷＨＯ 网站上:
ｈｔｔｐ: / /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 ｉｎｆ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 ｉｎｆｏ＿ ｆｏ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ｈｔｍ 这些要求可能随时更新ꎮ 再检查和 (或) 再认证

也可能在以下情况下进行:
—如果有证据证明申请人、 ＦＰＰ 或 ＡＰＩ 的生产企业或 ＣＲＯｓ

在最初的评估程序中或在接下来的活动期间有造假或者

瞒报ꎻ
—如果 ＷＨＯ 或联合国机构认为预认证提供药品中的一批或

多批不符合预认证中应用的质量标准规定ꎮ
如果在再检查和再认证的结果中发现ꎬ 某个产品和 (或) 某

个特定生产场所不再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标准ꎬ 该产品或生产场所

可能会被终止其预认证状态或者从预认证产品目录中删除ꎮ 生产

厂家或者申请人若未能参加再检查或再认证 (若适用)ꎬ 也可能

导致被终止预认证状态或从预认证产品目录中删除ꎮ

１３　 成本

ＷＨＯ 保留按照成本核算的原则对质量评估程序进行收费的

权利ꎮ

１４　 保密协议

评估员和检查员应把他们在评估和检查期间或从事上述项目

中履行与职责有关的其他活动期间获得的所有资料ꎬ 按照以下所

订条款ꎬ 由 ＷＨＯ 或 ＷＨＯ 合作方保密和专有ꎮ
评估员和检查员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来确保这些保密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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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本文提到的评估 /检查活动之外不能用于其他任何

目的ꎻ
•不泄露或提供给任何不受相关保密义务约束和没有使用权

的人ꎮ
然而ꎬ 只要能够明确证明保密资料的所有部分符合下列情况

之一ꎬ 评估员和检查员将不再受任何保密义务和使用权的约束:
•在 ＷＨＯ 或其代表 (包括生产企业) 披露之前就已经被相

关方所知的资料ꎻ
•ＷＨＯ 或其代表 (包括生产企业) 在公开场合披露的资料ꎻ
•并非由于失误而公开的资料ꎻ
•在不违反任何保密法律义务的情况下ꎬ 可从第三方获得的

资料ꎮ

１５　 利益冲突

在承担这项工作前ꎬ 也将要求每一位评估员和检查员签署一

份利益声明 (除上述保密承诺外)ꎮ 根据这份利益声明ꎬ 感觉没

有实际的风险和可能的利益冲突 [或者感觉只有微不足道的和

(或) 不相关的利益冲突]ꎬ 因此认为该评估员和检查员从事这份

工作是合适的ꎬ 他 /她将专职履行他 /她的职责做 ＷＨＯ 的顾问ꎮ
在这方面ꎬ 要求每一位评估员和检查员确保他 /她在利益声明中

透露的资料是正确和完整的ꎬ 如果资料中有任何变化应立即通

知 ＷＨＯꎮ
此外ꎬ 应生产企业或 ＣＲＯ 的要求ꎬ 所有检查员同意ꎬ ＷＨＯ

将提前告知生产企业或 ＣＲＯ 每一位检查员的身份和执行现场检查

的检查小组人员组成ꎬ 并提供检查员的履历ꎮ 在检查之前ꎬ 生产

企业或 ＣＲＯ 有机会向 ＷＨＯ 提出关于任何检查员可能出现的问

题ꎮ 如果这种问题不能与 ＷＨＯ 协商解决ꎬ 生产企业或 ＣＲＯ 可以

拒绝小组成员参与现场检查ꎮ 这种拒绝生产企业或 ＣＲＯ 必须在收

到推荐小组成员组成通知 １０ 日内告知 ＷＨＯ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ＷＨＯ 有权全部或部分取消与该检查员签订的协议ꎬ 以及将要由

该检查员承担的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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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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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ＷＨＯ 网站上供公众查阅的预认证药品的特证

— ＷＨＯ 产品标准编号

— 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ｓ)] 的国际非专利名称 (ＩＮＮ)
— 剂型与剂量

— 产品的商品名 (如适用)
— 申请人姓名和注册地址

— ＦＰＰ 生产企业的名称

— 生产场所的实际地址 (和部门ꎬ 如适用)
— ＡＰＩ 生产企业的名称、 生产场所的实际地址 (和部门ꎬ 如

适用)
— 产品性状 (以 ＦＰＰ 质量标准中的形式ꎬ 即包衣、 刻痕等)
— 包装量、 一次和二次包装材料

— 储藏条件

— 货架期 (临时ꎬ 如适用)
— 药品说明书

— 患者使用说明

—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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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１

关于获得严格监管机构 (ＳＲＡ①)
批准的新药制剂产品 (ＦＰＰ②)

提交预认证审批文件的指导原则

对于采用 ＷＨＯ 推荐的严格标准的药品管理机构ꎬ 通过质量、 安

全性和有效性评价并获得批准的新药制剂 (ＦＰＰｓ)ꎬ 世界卫生组

织 (ＷＨＯ) 认可该监管机构的科学评估工作ꎮ 当申请者以及严

格监管机构 (ＳＲＡ) 能与 ＷＨＯ 分享一个新药制剂产品的下列资

料时ꎬ ＷＨＯ 将考虑将该药物列入 ＷＨＯ 预认证药物列表中ꎮ 这

时ꎬ ＷＨＯ 不仅可以查询到该药物的所有信息ꎬ 同时也可在资格

预认证的过程中表明申请者参加药品预认证计划的意愿ꎮ
应提交下列材料:
１ 申请信ꎬ 应包括:
— 一份关于所提交材料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声明ꎮ
— 一份关于该药品与提供给相关 ＳＲＡ 机构注册的药品成分、

配方、 药效、 规格、 包装完全一致的声明ꎬ 便于 ＷＨＯ 预

认证ꎮ
— 对该药品一切相关事务负责的人员姓名ꎬ 便于 ＷＨＯ 与其

沟通ꎮ
２ 由 ＳＲＡ 签发的符合现行 ＷＨＯ 格式的药品证书的原件或经

过公证的复印件ꎬ 包括对相关的每个问题的回答ꎬ 最新批准的药

品说明书 (ＳｍＰＣ)ꎬ 以及患者使用说明 (ＰＩＬ) 和标签ꎮ
３ 一份由相关 ＳＲＡ 签署的评估报告: 欧盟公众评估报告

(ＥＰＡＲ) 的科学探讨文件等相关 ＳＲＡ 部门签署的可公开获得的

科学评估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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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般来说ꎬ 新药制剂产品是指首次上市的ꎬ 具备安全性、 有效性和质量可控性的产

品ꎮ (ＷＨＯ 技术报告ꎬ Ｎｏ ９７３ꎬ 附件 ７ꎬ ２００６)ꎮ
严格监管机构 (ＳＲＡ) 是指一个监管机构ꎬ 可以是以下任意一种: ( ａ) 国际协调会

议 (ＩＣＨ) 的成员 (可参考 ｗｗｗ ｉｃｈ ｏｒｇ)ꎻ (ｂ) 由 ＩＣＨ 的观察员ꎬ 并同属于欧洲自由贸易协

会 (ＥＦＴＡ) 成员ꎬ 为代表的瑞士医药管理局和加拿大卫生部 (该名单将随时更新)ꎻ (ｃ) 与

ＩＣＨ 成员具有法定关联的监管机构ꎬ 该互认协议仅适用于澳大利亚ꎬ 冰岛ꎬ 列支敦士登和挪威

(国家名单也将随时更新)ꎮ



４ 相关 ＳＲＡ 签署的上市许可证书的经过公证的复印件ꎮ 如

果适用ꎬ 还应该提供最新更新的上市许可证书的复印件ꎮ
５ ＳＲＡ 认可的 ＦＰＰ 制造商名单ꎬ 包括制造商的实际地址

(如适用)ꎮ
６ ＳＲＡ 认可的 ＦＰＰ 制造商使用的活性药用成分 (ＡＰＩｓ) 生

产商名单ꎬ 包括生产商的实际地址 (如适用)ꎮ
７ 应提供一份市场包装的样品ꎬ 供目视检查用ꎬ 并且应附相

应的检验报告书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所提交的文件包括 ＳｍＰＣ 和其他文件的认证

材料ꎬ 必须用英文书写ꎮ 所有文件需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两份ꎮ
ＳｍＰＣ 和 ＰＩＬ 需提交 ｗｏｒｄ 版本ꎮ

根据 ＳＲＡ 的批准信息ꎬ 获得 ＷＨＯ 预认证的药品的上市许可

证书的变更以及更新ꎬ 仍然由 ＳＲＡ 负责ꎮ
当通过预认证的产品的变更经过相关 ＳＲＡ 批准后ꎬ 需要立即

向 ＷＨＯ 提供一份有关监管部门同意该产品主要特性的变更的文

件ꎬ 这些变更包括储藏注意事项、 包装容器的材料和容量、 货架

期、 ＦＰＰ 或 ＡＰＩ 生产地点或者其他有关产品信息的改变ꎮ 产品的

主要特点需在预认证材料中列出ꎮ
ＷＨＯ 对预认证产品的推荐储藏条件是 “不超过 ３０ｏＣ”ꎮ 如

果这项并未在 ＳｍＰＣ、 ＰＩＬ 或者产品的标签上说明ꎬ 申请者需提交

一份这方面变更的材料给相关 ＳＲＡꎬ 这项工作也可以在预认证后

完成ꎮ
本指导原则不适用于获得美国 ＦＤＡ 暂时批准ꎬ 欧盟 ＥＣ７２６ /

２００４ 法规 第 ５８ 款或者加拿大 Ｓ Ｃ ２００４ꎬ ｃ ２３ (Ｂｉｌｌ Ｃ－９) 程序

正面评价的产品ꎮ 可以根据 ＷＨＯ 与这些监管部门达成的双边协

议ꎬ 将这些产品一起列入 ＷＨＯ 的预认证产品目录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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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从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 / ｐｒｅａｕａｌ 获得机关 ＷＨＯ 文件的完整信息ꎮ



附录 １２

质量控制实验室预认证

联合国组织对质量控制实验室一般可接受性评估的程序

简介　
１　 程序步骤　
　 １ １　 发布邀请意向书

　 １ ２　 递交意向书 (ＥＯＩ) 和实验室信息

　 １ ３　 实验室信息的筛选

　 １ ４　 实验室信息的评价

　 １ ５　 现场检查

　 １ ６　 报告和检查结果

　 １ ７　 评估结果

　 １ ８　 复评审

　 １ ９　 监察投诉

　 １ １０　 成本回收

　 １ １１　 保密承诺

　 １ １２　 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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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应联合国机构的请求ꎬ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为其提供质

控实验室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质量标准ꎬ 例如: 药品质量控制实验

室良好规范 (１) 和良好生产规范 (ＧＭＰ) (２)①ꎬ 的符合性评

价ꎮ 这项工作通过一个标准化的质量评价程序完成ꎮ 质量评价程

序的目的是评估从事制药产品分析的质量控制实验室是否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关于这类实验室的要求ꎮ
参加预认证是自愿性质的ꎬ 任何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 (私有的

或政府的) 都可以参加ꎮ 鼓励采用且在预认证中也会予以考虑诸如

ＩＳＯ (条款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５) 等认证ꎮ 建议实验室努力去获得认证ꎮ
ＷＨＯ 的质量评价程序的建立是基于以下原则:
— 实验室为联合国组织提供药品检查服务的承诺ꎻ
— 对实验室的 ＱＡ 管理和 ＱＣ 测试活动的全面理解ꎻ
— 对实验室递交信息的评价ꎻ
— 评价实验室是否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质控实验室质量标准ꎬ

如 ＧＰＣＬ 和 ＧＭＰ 中的相关条款ꎻ
— 检测预认证实验室的行为ꎮ
ＷＨＯ 在质量评估中应该与国家药品监管当局合作ꎮ ＷＨＯ 建议

有兴趣代表联合国机构从事药品检验的实验室向国家监管当局和其

他网络 [例如官方药品控制实验室 (ＯＭＣＬ) 网络] 表达其参加预

认证的意向ꎬ 并要求监管当局在质量评价程序中与 ＷＨＯ 合作ꎮ
本程序描述了供联合国机构对质量控制实验室预认证的

流程ꎮ

１　 程序步骤

ＷＨＯ 需要有意向接受评估的实验室的活动和药品质量控制

的相关信息ꎮ 有意向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应该按照 ＷＨＯ 要求的向

ＷＨＯ 递交关于实验室活动的信息 (见 １ ２)ꎮ 除对提交信息的评

估外ꎬ 可能还要进行现场检查ꎮ
如果因为受资源不足或时间限制ꎬ ＷＨＯ 不得不优先评估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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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有意向的实验室ꎬ 应优先对联合国机构确定的需要提供药品质

量检测工作的实验室、 国家质量控制实验室和为政府提供检测服

务的实验室进行评估ꎮ
如果实验室不能提供必须信息或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实施整改措

施或提供的信息不适合有效完成评估ꎬ ＷＨＯ 拥有终止评估的权利ꎮ

１ １　 发布邀请意向书

ＷＨＯ 将发布邀请ꎬ 请质量实验室递交代表联合国机构检查

制药产品的意向书 (ＥＯＩ)ꎮ 邀请会指定接受预认证的质控检测的

范围并广泛发布ꎬ 例如在 ＷＨＯ 的网站和其他可能的媒体ꎬ 例如

国际新闻ꎮ 邀请应该是公开和透明的ꎬ 邀请所有有意向的质控实

验室递交预认证的意向书 (ＥＯＩ)ꎮ

１ ２　 递交意向书 (ＥＯＩ) 和实验室信息

每个有意向的实验室应该向 ＷＨＯ 提供其邀请中关注的包括

以下信息的意向书:
— 一封表达参加预认证意向的信函ꎻ
— 相关实验室信息ꎮ
ＷＨＯ 会登记每个实验室提交的意向书 (ＥＯＩ) 
递交意向书 (ＥＯＩ) 以及准备和递交相关信息的指南可以在

ＷＨＯ 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获得ꎬ 也可以由有意

向的实验室向 ＷＨＯ 索取ꎮ
如果实验室已经将其质量体系文件整理成质量手册ꎬ 则可以

将其递交ꎬ 并提供质量手册中没有ꎬ 但实验室信息文件 [ (ＬＩＦ)ꎬ
见下] 中需要的信息ꎮ

如果没有质量手册ꎬ 则应按照文件 “实验室信息指南的描述

递交ꎬ 并包含如下列出的信息”:
— 实验室基本信息ꎬ 包括计划进行预认证涉及的活动ꎻ
— 实施的质量管理体系ꎬ 实验室接受的检查和外部评审ꎻ
— 参加能力验证和实验室比对情况ꎻ
— 内审ꎻ
— 文件和记录的控制ꎻ
— 人员ꎻ
— 设施ꎻ
— 设备ꎻ
— 试剂、 对照品和对照物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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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包 (如适用)ꎻ
— 样品处理ꎻ
— 分析方法验证ꎻ
— 不符合结果 (ＯＯＳ) 调查ꎻ
— 稳定性试验 (如适用)ꎻ
— 微生物试验 (如适用)ꎮ

１ ３　 实验室信息的筛选

根据实验室信息准备指南检查实验室提交信息的完整性ꎮ 信

息不完整将不会被评估ꎮ 而是通知实验室收到的信息不完整ꎬ 并

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善ꎮ 当这一要求没有响应时ꎬ 原则上该实

验室的信息将由于不完整而被拒绝ꎬ 并退回实验室ꎮ

１ ４　 实验室信息的评价

符合 １ ２ 要求的实验室信息将会按照 ＷＨＯ 建立的确保信息

评价一致性的标准操作程序 (ＳＯＰ) 对实验室信息进行评价ꎮ 信

息评价将会根据 ＷＨＯ 推荐的质控实验室质量标准ꎬ 例如: ＧＰＣＬ
和部分 ＧＭＰ 要求进行ꎬ 同时考虑对该实验室进行现场检查ꎮ

实验室可以提供一份监管当局按照不低于 ＷＨＯ 推荐的质量

标准 (ＧＰＣＬ 和部分 ＧＭＰ 要求) 对其进行检查的报告ꎬ 以及对这

次检查的反馈ꎮ 基于对该报告和反馈意见的评估ꎬ 如果认为实验

室活动符合 ＷＨＯ 推荐标准的要求ꎬ 此时在可接受的水平上ꎬ 可

不必由 ＷＨＯ 组织进行初始评估

１ ５　 现场检查

根据实验室信息评价的结果ꎬ ＷＨＯ 会计划和协调组织对实验

室是否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质量标准ꎬ 例如: ＧＰＣＬ 和部分 ＧＭＰ 要

求ꎬ 进行现场检查ꎮ 现场检查由一名或一组拥有相关资质和药品质

量控制经验的检查员实施ꎮ 外部检查员依据 ＷＨＯ 制定的 ＳＯＰ 指

定ꎬ 并将临时担任 ＷＨＯ 的顾问ꎮ 外部检查员必须符合 ＷＨＯ 的保

密和利益冲突原则ꎬ 以及该程序中的相关部分的规定ꎮ 一名 ＷＨＯ
官员会组织一个小组ꎮ 检查员或检查组会依据 ＷＨＯ 制定的 ＳＯＰ 实

施检查和报告检查结果ꎬ 以保证得到标准一致的结果ꎮ
一般希望实验室所在国当地的药品监管当局有一个或几个代

表陪同检查组到实验室ꎬ 以现场评估实验室是否符合 ＷＨＯ 推荐

的质量控制实验室规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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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协调检查活动、 避免重复以及在符合本不损害实验室机

密和所有权信息的条款的前提下促进信息共享ꎬ ＷＨＯ 可能会对

ＷＨＯ 会员国监管当局、 联合国机构和 ＥＤＱＭ 公布检查相关的信息ꎮ

１ ６　 报告和检查结果

检查员或检查组将最终按照 ＷＨＯ 的 ＳＯＰ 和格式形成一个描

述检查情况的报告ꎮ 报告将告知实验室并抄送国家监管当局ꎮ
如果需要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或实验室需要采取整改措施ꎬ 在

补充信息被评价或者采取整改措施达到满意结果之前ꎬ ＷＨＯ 会

推迟作出实验室是否通过预认证的结论ꎮ 如果基于目前信息仍不

能得出结论ꎬ 会实施下一步检查ꎮ
实验室与 ＷＨＯ 之间出现任何不同意见的情况下ꎬ 应根据处

理申诉和投诉的标准操作程序讨论和解决该问题ꎮ
由于 ＷＨＯ 对质量评价负责ꎬ 报告的所有权属于 ＷＨＯ (但是

不侵犯报告中实验室的任何保密和专有信息)ꎮ

１ ７　 评估结果

一旦 ＷＨＯ 认可实验室质量评价的完成以及实验室原则上可

以接受供联合国机构使用 (例如: 实验室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质量

控制实验室标准)ꎬ 该实验室将被列入 “通过预审的质量控制实

验室名单” 中ꎮ
名单中的实验室被认为有能力按照 ＷＨＯ 推荐的良好操作规

范测定样品ꎮ
每个实验室都将收到 ＷＨＯ 通知其质量评审程序的信函ꎮ
这封信将抄送给实验室所在地当地的国家药品监管当局ꎮ
通过预审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名单将由 ＷＨＯ 公布ꎬ 同时放在

ＷＨＯ 的网站上ꎮ 这份名单每年至少审查一次ꎮ
ＷＨＯ 将按照 ２００４ ５ ２２ 世界卫生大会决议 ＷＨＡ５７ １４ꎬ 出

版关于被认为符合 ＷＨＯ 质量控制实验室标准的实验室的 ＷＨＯ 检

查报告 [ＷＨＯＰＩＲ (ｓ)]ꎮ

１ ８　 复评审

常规的后续行动

•通常每隔三年对实验室进行复审ꎮ
•期望通过预审的实验室参加外部质量评价计划ꎬ 实验室应

该提供参加外部质量评价计划的证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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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的复评审　
非常规的复评价在下列情况下进行:
— 初评时有任何信息遗漏时ꎬ 或后续评价中怀疑有错误或误

导的信息时ꎻ
— 出现可能影响实验室预审的改变ꎬ 例如关键人员、 装备或

试验仪器、 测试方法ꎬ 设施或其他方面的变动时ꎻ
— ＷＨＯ 或一个或多个联合国机构 /组织ꎬ 收到性质严重的投

诉时ꎮ
当有明显不符合 ＷＨＯ 推荐的质量控制实验室标准时ꎬ ＷＨＯ

可以从名单中暂停或撤销一个通过预审的质量控制实验室ꎮ

１ ９　 监察投诉

ＷＨＯ 收到的关于实验室对制药产品分析结果或实验室提供

的服务的投诉ꎬ 将按照一个标准操作规程进行调查ꎮ
开始进行调查后ꎬ ＷＨＯ 将提供一份有关问题的书面报告ꎬ

其中也包括按照标准操作规程采取行动的建议ꎮ
报告将抄送给生产厂家和生产厂家所在地的国家药品监管当

局ꎮ 药品监管当局也被邀请参加对投诉的调查ꎮ

１ １０　 回收成本

基于回收成本的原则ꎬ ＷＨＯ 保留对质量评价程序收费的

程序ꎮ

１ １１　 保密承诺

ＷＨＯ 将要求任何一个外部检查员 (担任 ＷＨＯ 的临时观察

员) 在审评实验室信息文件和检查或其他与履行他们的上述相关

职责期间ꎬ 处理所有他们能获得的信息ꎬ 按照以下列出的条款和

与实验室质量评价程序有关的附加条款中所包含的对评估员和监

察员的条款ꎬ 机密和所有权归 ＷＨＯ 或 ＷＨＯ 的合作伙伴ꎮ
评估员和监察员将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保证:
— 保密信息不用于本文件所述之外的任何活动中ꎻ
— 保密信息不公布或提供ꎬ 给任何没有类似保密义务约束的

人ꎬ 这里包含不使用保密信息ꎮ
然而ꎬ 如果有证据表明保密信息的任何一部分符合下列情形

之一ꎬ 评估员和监察员不应受任何保密或停用义务的约束:
— ＷＨＯ 或实验室揭示前已知道的信息ꎻ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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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ＨＯ 或实验室揭示前已经为公开信息ꎬ 或

— 在与评估员无关的情况下ꎬ 已经成为公开信息的部分ꎻ 或

— 不违背任何保密性法规的前提下已经由第三方处获得ꎮ

１ １２　 利益冲突

在承担这项工作前ꎬ 每名评估者和检查员都要根据下列条款

签署一份利益声明 (除上面提到的保密承诺外)ꎮ 如果基于这份

利益声明ꎬ 感觉没有真正的或潜在的利益冲突风险 (或只有不明

显的和或无关的利益冲突)ꎬ 则可以认为评估者和检查员来ꎬ 适

合承担这份工作ꎬ 那么ꎬ 他 (她) 将履行其作为 ＷＨＯ 顾问的责

任ꎮ 在这个关系中ꎬ 要求每个检查员都要确认其在利益声明中公

开的信息准确和完整ꎬ 如果上述信息发生任何改变ꎬ 他 (她) 将

迅速告知 ＷＨＯꎮ
所有的检查员都同意ꎬ 应实验室的要求ꎬ ＷＨＯ 将事先告知

实验室每个检查员的身份以及现场检查小组的成员组成ꎬ 并提供

检查员的简历ꎮ 这样ꎬ 实验室在检查前有机会向 ＷＨＯ 提出涉及

检查员方面的担忧ꎮ 如果这类担忧不能通过与 ＷＨＯ 协商解决ꎬ
实验室可以反对某一组员参加现场检查ꎮ 这样的反对意见必须由

实验室在获知检查组成员组成起ꎬ 十天之内告知 ＷＨＯꎮ 如果出

现这种反对情况ꎬ ＷＨＯ 保留全部或部分与这个检查员和由这个

检查员承担的检查活动协议的权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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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３

ＷＨＯ 关于编写实验室信息文件的指导原则

１　 实验室一般信息

２　 质量管理体系

３　 文件和记录管理

４　 人员

５　 场所

６　 设备

７　 物料

８　 检验的分包

９　 样品管理

１０　 分析方法的验证

１１　 超标结果调查

１２　 稳定性试验 (如适用)
１３　 微生物试验 (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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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在 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８ 次报告中批准了

“关于编写实验室信息文件的指导原则”ꎮ (参见 ＷＨＯ 技术报告

系列ꎬ Ｎｏ ９１７ꎬ ２００３ꎬ 附录 ５)
这些指导原则的内容与 ＷＨＯ 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管理规范

的指导原则非常相似ꎬ 后者已经被 ＷＨＯ 批准 (该修改版本已于

２００９ 年获得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 ４４ 次会议的批准)ꎮ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在 ２００８ 年第 ４３ 次会议上ꎬ 对修订

两个指导原则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ꎬ 认为如果需要修订 “国家药

品控制实验室管理规范的指导原则”ꎬ 那么也应对 “编写实验室

信息文件的指导原则” 进行相应的修改ꎮ
基于以上信息ꎬ 按照协商程序ꎬ 下面的文本将取代以往公布

的指导原则ꎮ
实验室的信息文件 (ＬＩＦ) 是由实验室提供的资料ꎬ 包含在

指定的场所进行的实验室活动以及与试验紧密相关的活动的专

门、 真实信息ꎮ 如果只在该场所开展部分活动ꎬ ＬＩＦ 只需要描述

这些操作即可ꎬ 如: 取样、 化学分析或稳定性试验ꎮ
应使用英文书写 ＬＩＦꎬ 文本应简洁ꎬ 通常不超过 ３０ 页 Ａ４ 纸ꎬ

附件除外ꎮ
实验室应该在每一部分项下的活动进行简要的描述ꎮ 对每项

活动涉及的政策或必需步骤应进行描述ꎬ 还应列出参考的标准操

作规程 (ＳＯＰ) 或其他证明性文件 (如适用)ꎮ 同时ꎬ 应附上相

关的支持性文件 (如适用)ꎮ

１　 实验室一般信息

１ １　 简短的有关实验室的信息 (包括名称、 地址、 邮箱、
联系方式和简短的历史概括)ꎮ 如果该实验室是某组织或公司的

一部分ꎬ 还需提供它与该组织或公司的关系ꎬ 包括统属关系表

(如组织机构图)ꎮ
１ ２　 简要概述该实验室的所有活动ꎬ 包括实验室性质ꎬ 客

户类别ꎬ 测试的样品种类ꎬ 以及与生产企业的关联性声明 (如适

用)ꎮ
１ ３　 拟进行预认证的专业领域 (检测方法和检测项目列表ꎬ

１７３



参见通过预认证的质控实验室名单)①ꎮ
１ ４　 简述参与能力验证计划和协作标定的政策以及评估实

验能力的政策ꎬ 并附三年来参加过上述测试的实验室名单ꎬ 包括

组织者和测试结果ꎮ

检测类型 制剂成品 活性药物成分

物理 /化学分析

鉴别

含量测定ꎬ 杂质和有关

物质

微生物试验

细菌内毒素检查 (ＢＥＴ)

稳定性试验

２　 质量管理体系

２ １　 对实验室实施的质量管理体系的简要描述ꎬ 提供参照

的标准 (如 ＷＨＯ 质量控制实验室管理规范ꎬ ＩＳＯ１７０２５ꎬ 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 以及现行的质量手册ꎮ
２ ２　 提供近三年来实验室接受国家 /地区管理机构的检查以

及对实验室的外部审计信息ꎬ 包括有效的认证材料ꎬ 证书ꎬ 授权

或许可证ꎮ
２ ３　 对内部审计、 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 投诉程序的简要

说明ꎮ

３　 文件和记录管理

３ １　 对构成质量文件的文件受控和变更程序的简要描述ꎮ
并附上有效的 ＳＯＰ 目录 

３ ２　 对质量标准、 标准检测程序、 分析记录本或记录表格

等必要的技术文件的起草、 修订和分发程序的简要描述ꎮ
３ ３　 简要描述与产品测试有关的其他文件ꎬ 包括报告、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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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结果处理 (包括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ＬＩＭＳꎬ 如适用)ꎮ
３ ４　 简要描述证书和分析报告的签发程序ꎮ

４　 人员

４ １　 从事下列工作的雇员人数:

工作 人数

管理人员

化学部门

化验员

技术员

微生物部门

微生物专家

技术员

质量保证人员

经过取样培训的工作人员

其他

实验室雇员总数

４ ２　 组织结构示意图ꎬ 表明实验室的管理ꎬ 职责和统属

关系ꎮ
４ ３　 主要人员的资质和经验与岗位职责ꎮ
４ ４　 新进人员培训和在职员工持续培训的计划及培训记录ꎮ

５　 场所

５ １　 简要的实验室区域布局 (不要提供建筑或工程图ꎬ 提

供照片即可) 和规模ꎮ
５ ２　 建筑的结构和装修情况ꎮ
５ ３　 通风系统的简要概述ꎬ 包括微生物检测区ꎬ 仓储区等

(包括通风、 温度和相对湿度的控制)ꎮ
５ ４　 简要说明具有高毒理活性 (包括基因毒性)ꎬ 有毒ꎬ 易

燃材料等有害物质的处理和存储的专门区域ꎮ
５ ５　 对场所维护保养计划以及维护活动的记录系统的描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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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　 对场地和设备的清洁程序的简要描述ꎮ
５ ７　 对存储区域 (大小ꎬ 位置) 的简短描述ꎬ 包括物料和

留样的储存管理ꎮ

６　 设备

６ １　 简述实验室使用的主要设备ꎮ 并以表格的形式附上在

用设备清单ꎬ 标明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及安装日期ꎮ
６ ２　 简要说明设备的维护保养计划ꎬ 以及维护活动的记录

系统ꎮ
６ ３　 对设备评定的管理和状态 [安装评定 (ＩＱ)ꎬ 运行评定

(ＯＱ) 和性能评定 (ＰＱ)]、 测量设备的校准以及记录系统的简

要说明ꎮ
６ ４　 简要说明计算机系统的验证和数据安全性管理ꎬ 包括

数据的访问权限和数据备份的频率ꎮ

７　 物料

７ １　 简要说明物料购买和管理的一般原则 (包括化学药品

和试剂ꎬ 安全数据的可及性)ꎬ 以及废物处理的一般原则ꎮ 简要

说明供应商的选择和评估程序ꎮ
７ ２　 简述实验室的水系统ꎬ 该系统的性能评定以及水的采

样和测试管理ꎮ
７ ３　 简要说明对照品和参考物质的购买、 配制、 管理和储

藏系统ꎮ

８　 检验的分包

８ １　 分包检验的外部实验室目录ꎬ 包括分包机构的名称和

地址ꎮ 对分包活动依据的评价标准的描述ꎮ

９　 样品管理

９ １　 简要说明抽样的一般原则ꎮ 如果实验室负责抽样ꎬ 需

简要说明抽样的标准和程序ꎮ
９ ２　 简要说明从收样到完成检测后样品的存储的完整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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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情况下ꎬ 应提供流程图ꎬ 描述重要的步骤以及实验室的

工作分配情况ꎮ

１０　 分析方法的验证

１０ １　 简要说明分析方法验证的一般原则ꎬ 包括药典方法或

经过生产企业验证的分析方法的确认程序ꎮ

１１　 超标结果调查

１１ １　 简要描述对超标结果进行调查的程序以及调查结果的

记录程序ꎮ

１２　 稳定性试验 (如适用)

１２ １　 简要描述稳定性试验的程序ꎮ
１２ ２　 简要说明受试样品的保存条件ꎬ 监测管理制度及监测

用的设备ꎮ

１３　 微生物试验 (如适用)

１３ １　 简要描述开展的微生物检测项目ꎮ
１３ ２　 简要描述培养基的制备和控制以及使用的培养基

类型ꎮ
１３ ３　 简要描述阳性和阴性对照试验的程序ꎮ
１３ ４　 简要说明验证的策略ꎮ
１３ ５　 简要说明废弃物的处置和管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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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４

ＷＨＯ 关于起草生产场地主文件的指导原则①

１　 简介

２　 目的

３　 范围

４　 生产场地主文件的内容

附件

生产场地主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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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简介

１ １　 生产场地的主文件 ( ＳＭＦ ) 应由药品生产企业编写ꎬ
包含质量管理政策、 场地中开展的活动、 在规定的场所进行的药

品生产和 (或) 质量控制活动、 在建筑物附近开展的密切相关的

活动等专门信息ꎮ 如果只有部分的生产在该场地完成ꎬ ＳＭＦ 只需

要描述这些操作即可ꎬ 例如分析ꎬ 包装等ꎮ
１ ２　 当提交给监管机构时ꎬ ＳＭＦ 应提供明确的与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 ( ＧＭＰ ) 相关的活动信息ꎬ 这对于一般监督和有效

制定并执行 ＧＭＰ 检查计划ꎬ 是非常有帮助的ꎮ
１ ３　 ＳＭＦ 应包含足够的信息ꎬ 但尽可能不超过 ２５ －３０ 页

(包含附件)ꎮ 可选择简短的计划方案ꎬ 大纲图或布局图ꎬ 而非单

纯的文字叙述ꎮ ＳＭＦ 及其附件ꎬ 在 Ａ４ 纸张上打印后应可阅读ꎮ
１ ４　 ＳＭＦ 应该是厂商的质量管理系统文件的一部分ꎬ 并应

保持更新ꎮ ＳＭＦ 应该有一个版本号ꎬ 有效期和修订周期ꎮ 需定期

审核以确保它是最新日期并适应当前活动ꎮ 每个附件可以有一个

单独的有效日期ꎬ 可独立更新ꎮ

２　 目的

本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医药产品的制造商提交的 ＳＭＦ 文件

有助于监管当局策划并实施 ＧＭＰ 检查ꎮ

３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起草 ＳＭＦ 文件ꎮ 制造商应参考区域或国家监管

机构的要求ꎬ 确定是否强制要求医药产品的制造商准备该 ＳＭＦ
文件ꎮ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的生产过程ꎬ 如各类医药产品的生产ꎬ 包

装ꎬ 标签ꎬ 测试ꎬ 重新贴标签和重新包装ꎮ 从事血液、 组织培养

的机构以及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 的生产商ꎬ 也可使用该指导原

则进行 ＳＭＦ 或相应的文件的编写ꎮ

４　 生产场地主文件的内容

文件的格式ꎬ 请参阅附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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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生产场地主文件的内容

１　 生产企业的一般信息

１ １　 生产企业的联系信息

— 生产企业名称和官方地址ꎻ
— 生产场地、 建筑和生产车间的名称和街道地址ꎻ
— 生产企业的联系信息以及联系人的 ２４ 小时电话号码ꎬ 便

于联系产品缺陷或召回事宜ꎻ
— 生产场地的识别码ꎬ 例如全球定位系统 (ＧＰＳ) 详细信息ꎬ

生产场地的 Ｄ－Ｕ－Ｎ－Ｓ (数据通用编码系统) 编码 (由 Ｄｕｎ
＆ Ｂｒａｄｓｔｒｅｅｔ 提供的唯一识别码) 或其他地理定位系统ꎮ

１ ２　 获得批准的生产场地从事的药品生产活动

— 由附录 １ 中的相关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生产许可证复印

件ꎻ 或者提供 ＥｕｄｒａＧＭＰ 数据库的参考信息ꎮ 如果主管部

门没有签发生产许可证ꎬ 应声明ꎻ
— 生产许可证外相关情况说明: 由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生

产、 进口、 出口、 分销及其他活动ꎻ 以及由国外药品管理

机构批准的制剂及其相关活动ꎻ
— 未在附录 １ 或 ＥｕｄｒａＧＭＰ 数据库中收载的ꎬ 正在现场 (列

在附录 ２ 中) 生产的产品类型ꎻ
— 五年内的生产现场 ＧＭＰ 检查清单ꎻ 包括日期和执行检查

的主管部门名称 /国家ꎮ 应该包括现行 ＧＭＰ 证书 (附录

３) 的复印件或 ＥｕｄｒａＧＭＰ 数据库的参考信息 (如有)ꎮ

１ ３　 生产场地上进行的其他生产活动

— 生产场地上的非药品活动说明 (如有)ꎮ

２　 质量管理

２ １　 生产企业质量管理系统

— 简要介绍公司的质量管理系统及参照标准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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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系统以及高级管理层的职责ꎻ
— 生产场地的认证和认可信息ꎬ 包括日期、 认证 /认可内容

以及认证机构的名称ꎮ

２ ２　 成品放行程序

— 对负责批放行的授权签字人 /质量负责人的详细资质要求

(教育和工作经历)ꎻ
— 批放行程序的一般说明ꎻ
— 授权签字人或质量负责人在成品放行或隔离、 是否符合上

市许可要求等工作中的职责ꎻ
— 当有多个授权签字人 /质量负责人参与时ꎬ 各自的分工

安排ꎻ
— 质控中是否采用过程分析技术 (ＰＡＴ) 和 (或) 实时放行

或参数放行的声明ꎮ

２ ３　 供应商和承包商管理

— 简要说明供应链建立程序及外部审计程序ꎻ
— 简要说明对 ＡＰＩ 生产企业、 关键物料供应商以及承包商的

资质认定程序ꎻ
— 为保证生产的产品符合动物海绵状脑病传染指导原则①所

采取的措施ꎻ
— 当怀疑或确定成品、 半成品 (如未经包装的药片)、 ＡＰＩ

或辅料出现质量不合格、 假冒、 篡改标签等情况时采取的

措施ꎻ
— 在生产和分析过程中采用外部学术、 分析或技术力量的

情况ꎻ
— 在附录 ４ 中应填写合同生产企业 /实验室清单及其联系地

址、 联系信息ꎻ 关于外包生产和 ＱＣ 项目的供应链流程

图ꎬ 比如无菌工艺用内包装材料的灭菌、 起始物料的检

验等ꎻ
— 简要说明合同给予方和接收方在遵守上市许可要求方面的

责任分担情况 (２ ２ 项下未涉及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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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质量风险管理

— 生产企业使用的质量风险管理 (ＱＲＭ) 方法学的简要

说明ꎻ
— ＱＲＭ 的范围和重点ꎬ 简要介绍在公司层面和当地生产地点

开展的所有活动ꎮ 应表明是否采用 ＱＲＭ 系统对供应链的

持续性进行评价ꎮ

２ ５　 产品质量回顾

— 简要介绍所用的方法学ꎮ

３　 人员

— 附录 ５ 中的组织结构图应标明质量管理、 生产和质量控制

的岗位 /职务ꎬ 并注明高级管理层、 授权签字人 /质量负

责人ꎻ
— 从事质量管理ꎬ 生产ꎬ 质量控制ꎬ 物料储藏和发放的职员

数量

４　 厂房和设备

４ １　 厂房

— 车间的简短说明: 生产场地的大小和建筑物清单ꎮ 如果产

品在生产区的不同建筑进行生产并供应不同的市场ꎬ 即本

国或区域性经济体ꎬ 应标明这些建筑与市场的关系 (如
果 １ １ 项下没有确定)ꎻ

— 对生产区及规模的简要介绍 (不需建筑或工程草图)ꎻ
— 生产区的分布和流程图 (附录 ６)ꎬ 标明房间洁净度和相

邻区域的压差ꎬ 还应标明房间内的生产活动 (如混合ꎬ
填装ꎬ 储藏ꎬ 包装等)ꎻ

— 仓库和储藏区域的分布ꎬ 有特殊区域进行高毒性、 危险和

高致敏材料的储藏和处理ꎻ
— 特殊储藏条件的简要说明 (如果未在布局图中标明)ꎮ
４ １ １　 采暖ꎬ 通风和空调 (ＨＶＡＣ) 系统

— 规定供气ꎬ 温度ꎬ 湿度ꎬ 压力差和换气速率的原则ꎬ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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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循环的政策 (％ )ꎮ
４ １ ２　 水系统的简要说明

— 水的质量标准ꎻ
— 附录 ７ 中的系统示意图ꎮ
４ １ ３　 蒸汽、 压缩空气、 氮气等其他公用系统的简要说明ꎮ

４ ２　 设备

４ ２ １　 生产和质控实验室用主要设备列表ꎬ 应注明关键设

备并在附录 ８ 中提交ꎮ
４ ２ ２　 清洗和清洁设备

— 接触产品的表面的清洗和清洁方法的简要说明 (如手动清

洗ꎬ 自动在线清洗等)ꎮ
４ ２ ３　 关键计算机系统的 ＧＭＰ 规范

— 关键计算机系统的 ＧＭＰ 规范 [不包括专用的可编程序逻

辑控制器设备 (ＰＬＣｓ)]ꎮ

５　 文件

— 文件管理系统说明 (即电子文件、 手册)ꎻ 和

— 当文件和记录在生产场所之外的地点进行储藏或存档时

(包括药物警戒数据): 文件 /记录类型清单ꎻ 储存场所名

称和地址ꎻ 从生产现场外的存档处取回文件所需的大致

时间ꎮ

６　 生产

６ １　 产品类型

附录 １ 或 ２ 的参考ꎮ
— 生产的产品类型包括:
•生产场地上生产的人用和兽用产品剂型清单ꎻ
•在生产场地上生产的供临床研究用的产品 ( ＩＭＰ) 剂型目

录ꎬ 当不同于商业生产时ꎬ 应提供生产区和人员信息

清单ꎻ
— 有毒或有害物质的管理 [例如高药理活性和 (或) 致敏

性物质]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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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专用或共线生产线上生产的产品类型 (如有)ꎻ
— ＰＡＴ 应用 (如有): 相关技术的一般说明ꎻ 相关的计算机

系统ꎮ

６ ２　 工艺验证

— 对工艺验证的一般政策的简要说明ꎻ
— 返工或再加工政策ꎮ

６ ３　 物料管理和仓储

— 起始材料ꎬ 包装材料ꎬ 散装和成品的管理ꎬ 包括采样ꎬ 隔离ꎬ
放行和存储ꎻ

— 对拒收的物料和产品的管理ꎮ

７　 质量控制

— 对生产场地进行的物理、 化学、 微生物和生物测定的 ＱＣ
活动的说明ꎮ

８　 销售ꎬ 投诉ꎬ 产品缺陷和召回

８ １　 销售 (见生产企业的职责项下)
— 将产品从生产地点运抵的公司类型 (批发商、 生产证持有

者等) 和地点 (国家或区域经济体) ꎻ
— 对保证每个用户 /接收者能合法接受生产企业药品的系统

的说明ꎻ
— 对保证运输过程中环境条件的系统的描述ꎬ 如温度的监测

和控制ꎻ
— 关于药品分销管理及保证产品溯源性的方法ꎻ
— 预防产品进入非法供应链所采取的措施ꎮ

８ ２　 投诉ꎬ 产品缺陷和召回

— 处理投诉、 产品缺陷和召回的管理系统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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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自检

— 对自检系统的简短说明ꎬ 主要说明选定检查范围的标准、
自查管理及后续行动ꎮ

提交的生产场地主文件的附录　
附件 １　 有效的生产许可证的复印件

附件 ２　 生产的剂型清单ꎬ 包括所使用 ＡＰＩ 的国际非专利名

称或通用名称 (如适用)
附件 ３　 ＧＭＰ 证书的复印件

附件 ４　 合同生产企业和实验室的地址和联系信息ꎬ 这些外

包活动的供应链流程图

附件 ５　 组织结构图

附件 ６　 生产区域分布图ꎬ 包括物流和人流ꎬ 每个产品类型

(剂型) 的生产流程图

附件 ７　 水系统示意图

附件 ８　 生产和实验室用主要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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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５

提交多来源 (仿制) 制剂成品文件的指导原则

１　 介绍　
　 １ １　 背景

　 １ ２　 目的

　 １ ３　 范围

　 １ ４　 一般原则

２　 术语　
３　 通用技术文件格式的多来源药品的产品文件结构 　
４　 多来源药品的产品文件模版 (包括模块 １) 　
５　 模块 ３ — 质量　
６　 多来源药品的产品文件模块 ５　
７　 关于通用技术文件格式的产品文件格式和陈述指南　
　 ７ １　 格式指南

　 ７ ２　 陈述指南

８　 变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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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介绍

１ １　 背景

在第 ４５ 次报告中ꎬ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发布了药品预

认证程序ꎬ 列出了由 ＷＨＯ 实施的该过程的程序和注意事项ꎬ 为

联合国机构采购药品提供接收标准方面的指导ꎮ
上述报告指出:
“该项 ＷＨＯ 工作的目的是促进获得符合 ＷＨＯ 推荐质量标准

的重点基本药物ꎮ”
正如本报告所述ꎬ 当提交参与产品评估的意向书 (ＥＯＩ) 时ꎬ

申请者应按照 “ＷＨＯ 关于提交产品数据与信息指导原则” 规定

的格式ꎬ 向 ＷＨＯ 归口机构提交产品文件 (ＰＤ) (和其他数据要

求一起)ꎮ
按照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 ＩＣＨ) 的程序ꎬ 通

过发布通用技术文件 (ＣＴＤ) 指导原则ꎬ 在注册文件的结构方面

已经实现了许多协调 (２－５)ꎮ 不管是 ＩＣＨ 区域还是其他国家的

药品管理机构已经广泛接受了注册申请 ＣＴＤ 指导原则中推荐的这

种格式ꎮ
本文件为这些 ＰＤ 类文件的格式和陈述提供了建议ꎮ

１ ２　 目的

这些指导原则的目的是:
•通过提供明确的文件格式的指导原则ꎬ 帮助申请者编写多

来源产品的 ＰＤꎻ
•完全采用 ＩＣＨ 制定的 ＣＴＤ 模块化格式ꎻ
•提供了关于区域信息 (模块 １) 的指南以及对其他数据的

一般要求ꎮ
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 ＰＤ 文件的编写效果ꎬ 并提高随后进行

的评估程序的效率ꎮ

１ ３　 范围

这些指导原则适用于多来源药品 [已有的合成或半合成来源

的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ｓ) 及其相应的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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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ꎮ 根据指导原则ꎬ 已有的 ＡＰＩ 是指已经由严格的管理机构

(ＳＲＡ)① 批准的制剂成品中使用的 ＡＰＩꎮ 对于发酵、 生物、 生物

技术或中草药来源的 ＡＰＩｓꎬ 由其他的指导原则论述ꎮ
这些指导原则主要是阐述多来源产品 ＰＤ 中相关信息的结

构ꎬ 而不是指出需要进行何种研究ꎮ 只是规定了对已获得的数

据的格式要求ꎮ 申请者不应该改变指导原则中列出的 ＣＴＤ 的总

体结构ꎮ

１ ４　 一般原则

这些指导原则介绍了起草向 ＷＨＯ 提交的 ＰＤｓ 文件时用到的

一种结构良好的 ＣＴＤ 格式ꎬ 这是一种受到广泛认同的通用格式ꎮ
这种技术文件的通用格式ꎬ 可显著减少编写多来源药品预认证

ＰＤ 所需的时间和资源ꎬ 并且有利于电子版文件的提交ꎮ 一份包

含通用元素的标准文件将有助于对申请者的评定和沟通ꎮ 另外ꎬ
也便于国家药品监管机构和 ＷＨＯ 之间的管理信息的交换ꎮ

最终ꎬ 能够支持 ＷＨＯ 实现其负责的药品预认证计划的目标:
将符合公众健康利益的安全、 有效和质量可控的产品收载到药品

预认证目录中ꎮ
在应用这些关于文件起草的指导原则时ꎬ 应参考其他可适用

的 ＷＨＯ 及 ＩＣＨ 的相关文件和指导原则ꎬ 这些参考文件可以为起

草多来源药品的相关文件ꎬ 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建议ꎬ 尤其是下列

文件:
•多来源 (仿制) 药品: 可互换药品的注册要求指导原则

(６)ꎻ
•生物等效性研究信息表 (ＢＴＩＦ) (７)ꎻ
•提交多来源 (仿制) 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文件的指导原

则: 质量部分 (８)ꎻ
•质量综述 — 产品文件 (ＱＯＳ – ＰＤ) (９)ꎮ
总之ꎬ 这些指导原则、 模版及其文本中引用的参考文件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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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格的管理机构 (ＳＲＡ):
— ＩＣＨ 成员国的药品药品管理机构 (见 ｗｗｗ ｉｃｈ ｏｒｇ)ꎻ 或

— ＩＣＨ 观察员国的药品管理机构、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ＥＦＴＡ) 成员国的药品管理机构、
瑞士药品管理局、 加拿大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将随时间更新)ꎻ 或

— 与 ＩＣＨ 成员国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地位的相互认可协议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 冰岛、 列

支敦士登和挪威的药品管理机构 (将随时间更新)ꎮ



的就是ꎬ 通过协调国际规范ꎬ 并采用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 ＣＴＤ
格式和术语ꎬ 帮助申请者起草 ＰＤ 并有助于 ＷＨＯ 开展文件审评ꎮ

实施后ꎬ 这些指导原则将取代以下指导原则以及旧模版:
•提交艾滋病ꎬ 疟疾和结核病治疗用多来源 (仿制) 药物制

剂成品 (ＦＰＰｓ) 预认证文件的指导原则ꎻ
— 增补 １ —溶出度试验ꎻ
— 增补 ２ — ＷＨＯ 目录中稳定 ＡＰＩｓ 的扩展 (不易降解的

ＡＲＶ)ꎻ
•药品质量信息表 (ＰＱＩＦ) 

２　 术语

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 　
任何在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中使用的物质或混合物ꎬ 可提

供药物活性或在疾病的诊断ꎬ 治愈ꎬ 治疗或预防中有直接作用ꎬ
或在恢复ꎬ 调整或改变人的生理功能中有直接作用 (１)ꎮ

申请者　
在邀请中所提到的截止日期前ꎬ 提交意向书 (ＥＯＩ)ꎬ 愿意参

加邀请书所列目录产品的相关计划并提供所需产品文件的个人或

实体 (１)ꎮ

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一个经过了最终容器包装、 贴签等全部生产工序的制剂成品

(１)ꎮ

生产企业　
对药品进行生产ꎬ 包装ꎬ 重新包装ꎬ 标签和 (或) 重新贴签

的公司 (１)ꎮ

多来源 (仿制) 药品　
治疗等效 (或不等效) 的药学等效或药学替代产品ꎮ 治疗等

效的多源药品是可互换的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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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通用技术文件格式的多来源药品的产品文件结构

ＣＴＤ 有五个模块ꎮ 模块 １ 是专区ꎮ 模块 ２ꎬ ３ꎬ ４ 和 ５ 计划适

用于所有地区ꎮ 遵循这些指导原则可保证模块 ２ꎬ ３ꎬ ４ 和 ５ 的格

式符合 ＷＨＯ 和监管机构的要求ꎮ 本节对多来源产品模块的具体

内容进行了综述ꎮ
•模块 １: 管理信息和申报信息

— 这个模块应该包含 ＷＨＯ 以及各地区指定的文件ꎻ 例如ꎬ
申请表或拟定在该地区使用的标签ꎮ 本模块的内容和格式

可由 ＷＨＯ 及相关监管机构规定ꎮ
— 应根据 ＷＨＯ 生物等效性试验信息表 (ＢＴＩＦ)ꎬ 提供一份

有关生物等效性 /生物利用度的综述 (７)ꎮ
— 质量信息综述 (ＱＩＳ): 见 ＷＨＯ 关于提交多来源 (仿制)

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文件的指导原则: 质量部分 (８)ꎮ
•模块 ２: ＣＴＤ 信息汇总

— 这个模块应从药品的一般信息开始ꎬ 对包括药理分类、 作

用方式和建议的临床用途等进行介绍ꎮ 通常不超过一页

篇幅ꎮ
— 应根据 ＷＨＯ 质量综述— 产品文件 (ＱＯＳ – ＰＤ) 模板ꎬ

提供质量信息综述 (９)ꎮ
— 这些综述文件的结构参见 ＩＣＨ Ｍ４ꎬ Ｍ４Ｑ 和 Ｍ４Ｓ 指导原则

(３－５)ꎮ
•模块 ３: 质量

— 质量信息应以 ＩＣＨ Ｍ４Ｑ 和 ＷＨＯ 关于提交多来源 (仿制)
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文件的指导原则: 质量部分中规定

的格式进行陈述 (８)ꎮ
•模块 ４: 非临床研究报告

— 通常不适用于多来源产品 (一些例外情况可能适用)
•模块 ５: 临床研究报告

— 人体研究报告和相关信息应该按 ＩＣＨ Ｍ４Ｅ (３) 和 ＷＨＯ
多来源 (仿制) 药品: 可互换药品的注册要求指导原则

中规定的顺序进行陈述 (６)ꎮ
ＣＴＤ 的总体结构如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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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ＣＴＤ 的结构

　 　 经国际药品生产协会 ( ＩＦＰＭＡ) 的同意复制此图ꎮ 在编写多

来源产品 ＰＤ 时ꎬ ＣＴＤ 的某些模块或内容并不适用 (如模块 ４ —
非临床研究报告ꎬ 但是一些例外情况可能适用)ꎬ 应对这些内容

进行标注ꎮ

４　 多来源药品的产品文件模块 (包括模块 １)

本节阐述了采用 ＣＴＤ 格式编写 ＰＤ 时的注意事项ꎮ
表 １ 介绍了 ＰＤ 的内容汇总ꎬ 包括模块结构和主要标题ꎮ

表 １　 ＣＴＤ 格式的多来源产品的 ＰＤ 文件模块格式

模块 １ — 管理信息和申请信息

１ ０ 申请信

１ １ 关于申请内容的目录表格ꎬ 包括模块 １ (模块 １ – ５)
１ ２ 申请信息:
１ ２ １ 意向书 (ＥＯＩ) 复印件

１ ２ ２ 生产和市场许可证 /国际注册情况和 (或) ＷＨＯ 药品证书 (ＣＰＰ)

１ ２ ３ 欧洲药典认证 (ＣＥＰ) 的证书复印件 (包括附录)

１ ２ ４ 获取药物活性成分主控文件的函 (ＡＰＩＭＦｓ)

１ ２ ５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信息

１ ２ ６ 豁免生物利用度比较研究的申请

１ ３ 产品信息:

１ ３ １ 药品说明书 (Ｓｍ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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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２ 标签 (外部和内部标签)

１ ３ ３ 包装说明书 (也称为患者说明书或 ＰＩＬ)

１ ４ 区域综述:

１ ４ １ 生物等效性试验信息表 (ＢＴＩＦ)

１ ４ ２ 质量信息综述 (ＱＩＳ)

１ ５ 电子综述文件 (如产品信息ꎬ ＢＴＩＦꎬ ＱＩＳꎬ ＱＯＳ – ＰＤ)

１ ６ 样品 [如 ＦＰＰꎬ 器械 (ｓ)ꎬ 检验报告书]

模块 ２ — 通用技术文件 (ＣＴＤ) 综述

２ １ ＣＴＤ 文件目录表 (模块 ２ – ５)

２ ２ ＣＴＤ 简介

２ ３ 质量综述— 产品文件 (ＱＯＳ – ＰＤ)

２ ４ 非临床综述 —通常不适用于多来源产品 (一些例外情况也可能适用)

２ ５ 临床综述

２ ６ 非临床文字和表格概述— 通常不适用于多来源产品 (一些例外情况

可以申请)

２ ７ 临床汇总

模块 ３ — 质量

３ １ 模块 ３ 的目录表

３ ２ 数据

３ ３ 参考文献

模块 ４ — 非临床研究报告 —通常不适用于多来源产品 (一些例外情况也

能适用)

４ １ 模块 ４ 的目录表

４ ２ 研究报告

４ ３ 参考文献

模块 ５ — 临床研究报告

５ １ 模块 ５ 的目录表

５ ２ 临床研究项目清单

５ ３ 临床研究报告

５ ３ １ 生物药剂学研究报告

５ ３ ２ 案例报告表和患者名单

５ 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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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为模块 １ 中相关文件的指导原则:

１ ０　 申请信

与 ＰＤ 一起提交的申请信内容应包含提交 ＰＤ 的负责人申明ꎬ
表明提交的信息真实无误ꎮ

１ ２ ２　 生产和上市许可 /国际注册状况

列出下列有关国家的名称:
—ＦＰＰ (或组合 ＦＰＰ) 已经获得上市许可的国家ꎻ
— ＦＰＰ (或组合 ＦＰＰ 产品中的一个或多个药物) 已经撤市的

国家ꎻ 和

— ＦＰＰ (或组合 ＦＰＰ 产品中的一个或多个药物) 上市许可申

请被拒绝ꎬ 延期或收回的国家ꎮ
更多的指导原则参见提交多来源 (仿制) 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文件的指导原则: 质量部分的 ３ ２ Ｐ  ３ １ 章节 (８)ꎮ

１ ４　 区域综述

编写区域综述时应采用 ＷＨＯ 模板ꎬ 可在 ＷＨＯ 预认证网站下

载模板ꎮ

１ ５　 电子综述文件

提交的电子文件 (ＣＤ 或 ＤＶＤ) 应为微软 ｗｏｒｄ 格式 (要求提

交的模板 /综述ꎬ 如 ＱＯＳ – ＰＤꎬ ＱＩＳꎬ ＢＴＩＦ) 或可选择文字的 ＰＤＦ
格式 (其他文件)ꎮ

１ ６　 样品 (如: ＦＰＰꎬ 器械)
应该提供一份 ＦＰＰ 和医疗器械的检验报告书ꎬ 以便能够对药

品、 包装材料和标签进行外观检查ꎬ 还可以把检测数据与 ＳｍＰＣ、
标签和包装说明书中的信息进行比较ꎮ

当销售用标签还未最终确定时ꎬ 可以在提交文件时提供标签

草稿ꎮ 关于标签的指导原则ꎬ 可参考 ＷＨＯ 公共评估报告

(ＷＨＯＰＡＲｓ) 中的信息ꎬ 在预认证网站的申请者信息栏 (预认证

指导原则) 项下可以查到公共评估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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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模块 ３ — 质量

关于模块 ３ ２ Ｓ 原料药 [或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ꎬ 在预认

证项目中有三种选择可以满足 ＡＰＩ 的信息需求ꎮ 简述如下:
•选项 １: 欧洲药典 (ＣＥＰ) 认证的证书ꎻ
•选项 ２: 活性药物成分的主控文件程序ꎻ
•选项 ３: 信息完备的 ＰＤ 文件ꎮ
尽管内容可能不同ꎬ 但是所有选项都要求提供 ＣＴＤ 格式的

信息 (３ ２ Ｓ)ꎮ 提交多来源药品 (ＦＰＰ) 文件的指导原则: 质

量部分 (８) 为申请者编写 ＦＰＰ 信息及相关事项提供了详细的

指导ꎮ

６　 多来源药品的产品文件模块 ５

大多数多来源产品的 ＰＤ 都有一个或多个关键生物利用度比

较研究的支持ꎮ 在编制 ＣＴＤ 格式的 ＰＤ 文件时ꎬ 一般只要求提供

模块 ５ 的下列内容ꎮ
模块 ５: 临床研究报告

•５ １ 模块 ５ 的目录表

•５ ２ 所有的临床研究项目清单

•５ ３ 临床研究报告

— ５ ３ １ 生物药剂学研究报告

５ ３ １ ２ 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比较研究报告

５ ３ １ ３ 体外–体内相关性研究报告 (如有)
５ ３ １ ４ 有关人体研究的生物分析和分析方法报告２

— ５ ３ ２ 病例报告表 (ＣＲＦｓ) 和患者清单: 只提供有过严重

不良反应的受试者病例报告表 (ＣＲＦｓ)ꎮ 必要时ꎬ 应能提

供所有的 ＣＲＦꎮ
•５ ４ 参考文献

关于豁免生物等效研究的指导原则ꎬ 可在预认证网站上获得

实施生物等效豁免的文件ꎮ 关于对照药品的指导原则ꎬ 可在预认

证网站上可获得生物等效性研究的指导原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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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关于通用技术文件格式的产品文件格式和陈述指南

７ １　 格式指南

在 ＣＴＤ 中ꎬ 信息应该清楚显示ꎮ 文字和表格应该留出边缘ꎬ
使文件可以在 Ａ４ 纸 (欧盟和日本) 和 ８ ５ × １１ 寸纸张 (美国)
上打印ꎮ 左边缘应该足够大ꎬ 这样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装订方式都

不会影响阅读ꎮ 文字字体和表格的样式和大小应足够大ꎬ 甚至在

复印后也可容易辨认ꎮ 叙述性的文本文字推荐使用 １２ 点大小的

Ｔｉｍｅｓ Ｎｅｗ Ｒｏｍａｎ 字体ꎮ
首字母缩略词和缩写应该在每个模块中第一次使用时进行

定义ꎮ
文献引用时应符合国际医药杂志编辑委员会 ( ＩＣＭＪＥ) 关于

投稿生物医学杂志的手稿统一要求ꎮ 应提供文献相关页面的拷

贝ꎬ 公开发表的需提供全文拷贝ꎮ 需要提供英文翻译件ꎮ

７ ２　 陈述

纸质申请材料的复印件ꎬ 应以便于审阅的方式进行装订ꎮ
每份装订本应标明商品名称 (如有)、 ＦＰＰ 的非专利名称

[如 “名称 ＡＢＣ” 阿巴卡韦 (硫酸盐) ３００ｍｇ 片] 以及申请者的

公司名称ꎮ 为了便于对照参考ꎬ 在空间允许的条件下ꎬ 每份装订

本的标签可包括以下信息: 装订本的卷数 (该模块的总卷数)ꎬ
每卷中的章节数和申请日期 (月和年)ꎬ 例如:

ＦＰＰ “名称 ＡＢＣ”
非专利名

申请者 “ＸＹＺ”
模块 ３ — 质量

第 １ 卷共 ３ 卷

模块 ３ １ — ３ ２ Ｓ ３
月 /年

８　 变更

无论首次申请时的原始 ＰＤ 文件是何种格式ꎬ 所有的变更申

请应该使用 ＣＴＤ 格式进行提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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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变更文件中ꎬ 申请者通常只需要提供受变更影响的相

关模块或章节ꎮ 例如ꎬ 如果变更只是改变 ＦＰＰ 的货架期ꎬ 只需要

提交那些受变更影响的章节即可 (１０)ꎮ
每次进行变更申请时ꎬ 都应该提供一份最新版本并有注释

的 ＱＩＳꎮ

参 考 文 献

[１]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ｙ － ｆｉｆ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１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６１)ꎬ Ａｎｎｅｘ １０

[２]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 ＩＣＨ Ｍ４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 (ＩＣＨ Ｍ４) (２００３):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４]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ＣＨ Ｍ４Ｑ) (２００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５]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ＣＨ Ｍ４Ｓ) (２００３): Ｓａｆｅｔｙ

[６]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 ｇｅｎｅｒｉｃ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ｉｅ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３７)ꎬ Ａｎｎｅｘ ７

[７] Ｂｉｏ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ｔｒｉ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 (ＢＴＩＦ) ｏｎ: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 
[８]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ｏｎ 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ｆｉ ｎｉｓｈｅｄ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ＦＰ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ａｒｔ: ｏｎ: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 
[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ｏｓｓｉｅｒ (ＱＯＳ－ＰＤ): ｏｎ: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ｒｅｑｕａｌ / 
[１０]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ｙ－ｔｈｉ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９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５３)ꎬ Ａｎｎｅｘ２

４９３






	世界卫生组织（45次）文前.pdf
	世界卫生组织1（45次）.pdf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