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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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

pert CommÏttee on the Unification of Pharmacopoeias) , 1951 年更名为国际药

典专家委员会 (Expert Committee on the Intemational Pharmacopoeia) , 

1959 年再次更名为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Expert Committee on Specifica

tions for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 ， 该委员会最初的作用是起草和编

篡《国际药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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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尤其是在艾滋病、 SARS，禽流感、结核、

在疾等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安全的全球性疾病方面 ， WHO 更是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 作为成立最早的委员会之一 ，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

工作范围也不断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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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另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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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人于 1996 年当选为 WHO 药品专家委员会委员 ， 作为该委员会的

现任 中 国籍委员 ， 参加了 2001 年以来的历次专家委员会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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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 2003 年起 ， 分别翻译出版了第 36 次、第 39 次 、 第 40 次和第 41

次 WHO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技术报告。

2010 年 6 月 21 -24 日 ， 由世界卫生组织 ( WHO) 和国际药学联合

会 ( FIP) 联合主办 ，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NICPBP) 承办的儿童

用药研发培训班在京举行。 参加培训的 50 名代表分别来自于中国 、 印

度尼西亚、泰国、韩国、越南、中国香港等 6 个国家和地区的药品监管

部门、制药厂商和临床研究机构 。 WHO 的技术报告作为培训的教材之

一 ， 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感谢 WHO 授权翻译出版本技术报告的中文版。 对本次报告的翻译

出版过程中 ， 我的同事沈甸甸博士、魏京京博士、程奇蕾副研究员以及

魏宁满副研究员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 表示感谢 。

特别感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 原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

2010 年 10 月更名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 李云龙院长、丁丽霞研

究员、杨腊虎研究员等对技术报告翻译工作的大力支技。

衷心感谢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有关领导和

同事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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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和监督人员参考使用 O

会;护地

20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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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07 年 10 月 15 -19 日，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The WHO Expert Committee on Specification for Pharmaceutical 

Preparations) 在日内瓦召开会议。 医疗技术与药品司( Health 

Technology and Pharmaceuticals (HTP) Cluster) 总干事助理

Howard Zucker博士代表 WHO 总干事欢迎参加第四十二届世界卫

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会议的各位代表O

Howard Zucker 博士在开幕致词中感谢秘书处以及专家委员会

的委员们在药品质量控制方面所作的工作和努力，并对委员会新

成员、临时顾问、首次参加会议的观察员、抗击艾滋病、结核和

症疾的全球基金会、欧洲理事会( CoE) 、欧洲药品管理局

(EMEA) 、欧洲药典委员会秘书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美国的

代表;英联邦药学会、国际药学联合会( FIP) 、欧洲化学工业协

会 (CEFIC/APIC) ，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 IFPMA) 、国际

药用辅料协会(IPEC) ，药品 GMP 检查合作组织 (PIC/S) 和世

界自我药疗产业协会 (WSMI) 的代表表示欢迎，同时也对来自

中国、匈牙利、南非、瑞典和泰国的 WHO 协作中心代表表示

欢迎。

Howard Zucker 博士与陈冯富珍博士一致认为今后面临的形势

将日益复杂，变化迅速。 陈冯富珍博士为本次会议确定了下列六

项议题，包括了卫生事业的目的、战略需要以及实现的途径:

(1)推动发展;

(2) 促进卫生安全;

(3) 加强卫生系统;

(4) 加快研究，充分利用信息和研究成果;

(5) 巩固合作关系;

(6) 提高行功能力 。

陈博士认为对 WHO 工作的总体评价应以该机构对世界妇女

健康和非洲人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力为指标。 并建议以此作为标准

来评价她的领导力 。

Zucker 博士指出， HTP 的任务就是通过采用并优化新的医疗

技术及药品，保持人类的健康并减少发病率和死亡率。

HTP 的目标就是通过医疗于段一一安全、有效的药品和医疗

技术的进步，为公众健康面临的挑战提供解决方案。 HTP 将继续



.2. 

优先支持重要领域的研究，并继续协助各国管理机构和生产企

业，使其生产的药品和生物制品符合国际标准。

对于所有的公共卫生系统，特别是使用药品、血液制品和注

射器类的器械时，在医疗过程中建立一个可靠的质量和安全控制

系统是至关重要的。 WHO 通过多种形式的行动，帮助各国建立

并加强质量控制系统。 HTP 所有部门的日常工作都包含大量的质

量和安全因素，所有工作都围绕着发展、协调并推广国际标准这

个中心。 该领域的工作就是为政府和药品生产企业提供多种手

段，帮助其建立并维护能够保证药品和医疗技术的质量、安全、

有效及合理使用的机制 O

Zucker 博士强调指出，专家委员会来到日内瓦是为了履行一

个重要的职责。 委员会通过国际合作的方法，建立了药品质量保

证领域的国际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应用于包括特殊疾病计划在内

的 WHO 各项工作，还适用于国际性、区域性或者各国以及与药

品相关的工作。

他指出委员会的各项活动与 HTP 的重要工作密切相关，也为

WHO 的最高领导层评价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依据。

WHO 在药品方面的目标是，通过获得质量安全、有效的药

物来挽救生命并提高健康水平。 为了达到这一 目标， WHO 建立

了基本药物目录，今年是建立目录三十周年。 2007 年 10 月 24 -

25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关于 WHO 基础药物筛选及应用的专家委

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召开会议目的之一是审阅 2007 年 7 月举行的

分委会会议报告，并批准用于儿童的基本药物目录。

Zucker 博士阐述了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对 10 个用于儿童的

药品质量标准讨论的重要性，这些标准经审阅已于一周前被

批准。

委员会对二甘醇污染事件表示关注，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避

免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间，此类事件已造成

大量的患者死亡，其中包括至少 80 名海地儿童和 20 多名巴拿马

成年患者。 遗憾的是，在取得进步前，不能避免这些严重事件的

发生。 1937 年，由于未对磺胶酷剂的化学溶剂进行安全性评价，

致使 100 多美国人死于二甘醇中毒。 此事件使一度终止的立法工

作得以完成，并在 1938 年通过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

要求新药物在上市销售前进行备案。 但不幸的是， 二甘醇中毒所

导致的死亡事件，还在世界很多地方继续发生。

2007 年 11 月 5 -10 日， WHO 组织了第二次公众网络昕证



会，为政府间工作组 (IGWG) 即将召开的关于公共卫生、创新

和知识产权第二次会议做准备。 邀请个人、民间团体、政府机

构、学术及研究机构、私营组织和其他有关团体参加昕证会。

2006 年 4 月 ， WHO 知识产权 、 创新和公共卫生委员会发表

了报告。 此建议被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批准，并作为

WHA59.24 决议( "公共卫生、 创新、基本健康研究和知识产权:

面向全球的策略和行动计划" ) 0 该决议要求 WHO 总干事召集

IGWG 工作组，并向所有的有关国家公开相关信息，起草全球策

略和行动计划一一旨在保护一个稳固而持续的基础，对不同程度

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开展必要的健康研究和发展并提供驱

动力 。 将在 2008 年 5 月举行的第六十一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提交该

计划供审议O

对任何一个社会，假药都是对公众健康安全的重大威胁。 随

着近些年来边境贸易的不断增长和日益复杂的造假技术，假药现

象日趋严重。

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有关假药事件的报道持续

增加。 假药交易可获暴利，因此这种获利方式使得网络犯罪特别

感兴趣。 这不仅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都面临的问题;也

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 因此，这类问题的

解决不能简单地交给医生、各国药品管理机构、地区警官、海关

工作人员或公司处理，当然，也不是 WHO 一个组织能够完成。

作为一个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假药的解决需要所有相关方的共同

努力 。

Zucker 博士强调到指出，不幸的是，目前在世界上的任何地

方、任何人都可能使用到包装看似正确，外观貌似正确的片剂或

胶囊，但所含成分并不正确，甚至还可能是含有剧毒成分的药

品 。 在一些国家，这种事情很少发生;而在另一些国家，则是每

天都在发生。 假药使得整个卫生系统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使生

产企业、药剂师、医生以及私人和国家机构的形象受到损害。 这

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求所有相关方都积极地共同努力寻求解决

方案。

WHO 积极响应这一挑战，建立了一个全球性联合组织，称

为 IMPACT ( 国际药品打假工作组) 。 该工作组创立于 2006 年，

目的是促进国际合作，寻求解决全球性挑战的方案，提高公众对

假药危害性的安全意识。

在随后 4 个月的时间里将举行 3 次主要会议，分别讨论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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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多方面的问题:

一 国际会议:建立有效打击假药的立法体系，里斯本，葡萄

牙， 2007 年 12 月 10-11 日;

一 年度全体会议:报告国际药品打假工作组( IMPACT) 第

一年的成果， 里斯本，葡萄牙， 2007 年 12 月 12 -14 日;

打假技术国际会议 : 技术研制方与生产企业和管理机构的

共同努力，新加坡， 2008 年 2 月 13 -15 日 。

Zucker 博士还指出 ， 最佳的解决方案是提高药品监管机构的

能力 。 例如，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捐赠高质量的药品的同

时，还应帮助当地有关机构提高能力 。 从长远来看，这是唯一可

持续的解决办法。

事实表明，面对药品质量保证方面的问题，坚持严格落实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和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GDP) 

是防止质量事故的先决条件。 对于购买者而言，劣药和假药是浪

费金钱，会延长治疗时间、恶化病情、增加耐药性导致的突发事

件甚至导致死亡。

Zucker 博士认为专家委员会提供的法定指导意见和建议，能

帮助各国管理机构一一特别是药品监管机构和采购部门，以及主

要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例如全球基金会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UNICEF) 等，打击假药和劣药。 最终 ， 需要法律文件和合理的

标准来证明是假药还是劣药O

如果没有专家委员会在经过日常严格的磋商程序后，批准的

相关指导原则、标准和规范，药品和实验室的预认证项目就不可

能起作用。 另一方面，在 WHO 管理的基本药物预认证项目中，

所有级别的工作人员向专家委员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信息。 预

认证计划的另外一个价值，就是通过参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组织的联合检查和联合评估活动，药品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能够

获得实际经验。

Zucker 博士认为这个世界正在不断变化。 贸易的增长、新技

术的应用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与公众健康有直接

的联系 。 新的药品供应方式，要求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新的药品

生产和销售的质量保证方法。 Zucker 博士指出，若要满足 193 个

成员国的需求及期望， WHO 维护其国际标准的地位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Zucker 博士在讲话中总结指出， WHO 是依靠专家委员会成

员的经验，通过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来领导和协助 WHO 制定



并协调关于药品的明确、独立并现实的标准和指导原则 。 病人的

健康，特别是儿童的健康是不能向低劣药品妥协的常用"药

品的质量应该得到保证。 公共和个人资源不应浪费在那些无效、

甚至有害的药品上。

药品与标准政策部的干事 Hans V. Hogerzeil 博士，欢迎来自 6

个 WHO 区域、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及 WHO 协作中心的

与会代表。 并且对在技术和试验研究方面做出主要贡献的人员表

示感谢。 他认为在一年的各项工作中，专家委员会会议是最重要

的会议。 Hogerzeil 博士指出专家委员会在基础药物的选择和使用

方面的工作正在推动一项以事实为依据的程序。 制定相应的标准

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已经建立了一个指导原则审评委员会，

简化并协调 WHO 指导原则的建立程序。

WHO 技术报告丛书是标准化工作的最高水准。 Hogerzeil 博

士强调了专家委员会利用自身的非常技术和专业的背景开展的标

准化工作的重要性。 核心文件应该用多种语言表达，使得委员会

的努力最大化。 他关注《国际药典》第四版的编撰工作，该药典

的出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 他指出，正在制定一本资料手册

用于论述专家委员会现在和以前所做的工作。 Hogerzeil 博士指

出，对联合国机构优先购买的药品，将按照 WHO 标准采用 WHO

预认证项目进行评估。 他感谢专家委员会成员、其他机构、部

门、团体和各国组织做出的贡献，并对预认证项目中所做工作表

示赞赏。

协调人、质量保证和安全:药品组欢迎与会的所有代表。 他

对委员会的工组表示满意并且注意到 HTP 已经在计划中给儿科用

药留出了相当时间 。

WHO 专家委员会的秘书解释了聘任专家的程序以及召开专

家委员会会议的工作程序O

她还回顾了专家委员会成立的历史。 委员会和《国际药典》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874 年，由于当时需要对术语进行标准化并

确定药物剂量与成分，因此编制了《国际药典》的大纲。 1902

年，第一次会议由比利时政府组织在布鲁塞尔召开，达成了对强

效药品处方进行统一的共识。 1906 年， 19 个国家批准了上述协

议。 1925 年，起草了第二个布鲁塞尔协议， 1929 年获得批准。

该协议共 41 项条款，规定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负责编

制一部统一药典的工作，成立了一个永久的国际组织秘书处，负

责协调各国药典委员会的工作。 作为对各国药品专家呼吁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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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布鲁塞尔协议进行了修订并扩充后包含了国际药典的内

容。 1937 年国际联盟的卫生组织成立了药典专家技术委员会。

1947 年 WHO 过渡委员会继承了先前由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承担的

药典工作，随后成立了药典统一专家委员会，继续国际联盟技术

委员会的工作。 1948 年，第一次世界卫生大会批准成立了由过渡

委员会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1951 年，更名为《国际药典》专家委

员会;随后在 1959 年变更为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该委员会一

直被称为《国际药典》与药品标准 WHO 专家咨询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是向 WHO 总干事负责的官方咨询机构，委员会

有相应的管理条例和程序。 专家委员会的报告由综述、对 WHO

及其成员国的建议和新批准的指导原则组成。 该报告提交 WHO

管理部门征求各成员国和 WHO 技术指南部门的最终建议、认可

和执行。 WHO 制定的系列指导原则主要是根据世界卫生大会决

议;基于专家意见、药品管理机构国际研讨会、其他 WHO 计划

或部门的建议，由总干事签署的执行局决议;有时也根据委员会

自身的建议来制定指导原则 。

专家委员会的协商过程包括多个步骤，例如:初步讨论和起

草过程、第一次征求意见稿、草案修订， WHO 专家委员会讨论

并形成最终定稿、批准、以专家委员会报告附录的形式出版、提

交 WHO 管理部门并建议成员国执行。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合作

伙伴包括:国家或地区的管理机构;国际组织 [ 例如: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 (UNAIDS)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联合国

人口基金会 (UNFPA) ，世界银行，世界海关组织 (WCO) ，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世界贸易组织 (WTO) ，国际专业协

会，非政府组织(包括消费者协会、无国界医生组织) ;制药工

业方面的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 (IFPMA) ，国际基因制药联

合会( IGPA) ，国际药学联合会( FIP) ，世界医学协会

(WMA) ;世界自我药疗产业协会 (WSMI) , ~国际药典} WHO 

专家咨询组成员;来自管理部门、学术机构、制药企业等质量保

证相关领域的专家 WHO 协作中心 国家质量控制实验室;

药典委员会和秘书处;国家机构和研究机构;地区性或区域性管

理协调组织[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 (ASEAN) 和人用药品

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 ]0 



2. 一般政策

2.1 与国际组织或机构的共同合作

2. 1. 1 全球基金会

全球基金会质量保证政策执行的最新计划己提交给专家委员

会。 委员会注意到大约有 48% 的担保基金提供给了医药产品的采

购。 对于艾滋病、在疾和结核病的治疗，持续获得有质量保证的医

药产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全球基金会不进行采购，但制定了关

于采购有质量保证的医药产品的政策。 委员会获悉，全球基金会鼓

励企业生产通过 WHO 预认证或经药品监管部门注册的产品 。

全球基金会的采购和供应管理政策有三个基本原则:以最低

价格采购质量可靠的药品 ; 遵守有关国家和国际法规;以公开透

明的方式竞标采购。 按照全球基金会董事会的决议进行采购。 该

政策指出了主要接受方需要注意的事项。 全球基金质量保证政策

的制定依据表 1 所列因素。

表 1 全球基金质量保证政策原则

多来源(仿制)药品 单一和l有限来源药品

· 专利到期以及有公开标准(例 · 质量标准、分析方法和对照品都是非公

如: {国际药典礼《英国药典》 开的制剂成品( {国际药典》、《英国药

和《美国药典》收载)的产品 典》和《美国药典》不收载的品种)

· 可由多个企业生产的产品 · 只能从一个或有限几个生产企业获得的

· 必须符合受援国国家药品监管 产品

机构的质量要求 · 采购的此类药品必须符合基金会董事会

批准的质量要求

· 必须满足受援国国家药品监管机构的质

量标准和要求

全球基金会对药品的采购要经过受援国国家药品监管部门

(NDRA) 的授权，遵守该国药品注册的标准程序(或其他形式的

授权，例如特殊用途的授权)执行。

对于通过 WHO 预认证评估的药品，鼓励受援国的药品监管

部门能够认可 WHO 的预认证结果并以资料评估代替该国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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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加快药品的注册审批。

对于被要求严格的药品监管机构审批的药品，鼓励当地国的

药品监管部门认可上述机构的审评结论，替代该国对通用技术文

件综述、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综述资料、进行药品质控检查所

需的所有资料、标准物质等审批文件要求并加快药品的注册

审批。

对药品质量进行监控也是董事会的一项要求。 被划分为 A 类

(通过预认证)或 B 类(已在要求严格的国家药品管理机构注

册)的多来源药品和独家或有限来源的药品，药品的主要受援国

应按照随机间隔时间，负责对接收的药品进行质量控制 。 如果当

地的药品管理机构没有能力进行试验，鼓励主要受援国将样品寄

给 WHO 认可的实验室。

被分类为 Ci 或 Cii 的独家或有限来源的药品，根据全球基金

会质量保证政策(董事会于 2005 年 4 月的做出的决定)规定每

个分类标准，在送达受援国以前，全球基金会秘书处负责对其质

量控制进行监控。 WHO 质量保证及安全部的药品工作组参与实

验室的进选。

感谢 WHO 质量保证与安全部药品工作组的合作，为实现质

量安全政策的目的及全球基金会的目标，发挥了关键作用。 全球

基金会对于 WHO 的在合作中给予的信赖和支持以及在 WHO 预认

证领域、药品质量标准(例如: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青富素联合

用药及抗结核药品)和其他技术领域的建议表示感谢。

2. 1. 2 药典协调组织

.8. 

药典协调组织 (PDC) 向委员会提供了 2007 年 5 月签署的附

录检验方法的文本。 PDC 是指《欧洲药典礼 《美国药典》和

《日本药局方》兰方组成的协调机构。 委员会注意到协调后的附

录方法分别在上述三部药典中收载。 兰方同意建立新的工作计

划，对协调后的文件进行修订。 ICH 专家工作组 Q6A 中的一些附

录还在继续研究中。

专家委员会表示目前 WHO、欧洲药典会、日本药典会和美

国药典会共同参与了细菌内毒素标准品的换批工作O

在《国际药典》第四版附录分析方法的 1 - 3 部分中， 一些

经过协调的方法已经得到 PDC 三方的批准，并分别收载到上述三

个药典中 。 专家委员会对讨论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建议表示认可，

其中包括征求意见、意见收集、对意见的审核和讨论等，建议遵



循下列程序:将《国际药典》附录中的相关方法与 PDC 协调后

的文本进行比较，以便了解两者的不同之处并确定对《国际药

典》文本进行何种程度的修订是适当的。 提出任何修订建议后，

都应该按照 WHO 的协商程序征求意见。 当提出的建议获得 WHO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批准后， WHO 秘书处应告知 PDC 关于使

用其协调后文本的决定O

秘书处采用上述程序对《国际药典》附录 2. 3 硫酸灰分的文

本进行了修订。

专家委员会认可协商过程中的建议，即《国际药典》收载

PDC 文本，并适用于新增和修订的品种。 但建议保留目前《国际

药典》的方法，作为检测己有品种的过渡标准。 认为采取上述措

施可以避免大量品种受到影响O

2. 1. 3 欧洲药品管理局

欧洲|药品管理局 (EMEA) 向专家委员会通报了其开展的儿

科用药行动计划的情况以及最近几个月里 EMEA 开展的包括两个

重要项目在内的主要活动。

2007 年 1 月，开始实施新的儿科药品管理制度。 2007 年夏

季，新成立的儿科委员会 (PDCO) 正式运转。 该委员会的一项

主要任务就是对儿科研究计划( PIPs) 进行评估。 从 2008 年 7 月

开始，药品研发计划必须考虑儿童群体，这是一条强制性的规

定。 但若某类药品并不有益于儿童的治疗，儿科委员会也可以免

除该药品的 PIPs 文件。

2007 年 10 月 3 日，作为与欧盟委员会 (EC) 深入讨论程序

的一部分，在收到有关的批评和建议后， EC 和 EMEA 联合召开

会议，讨论了欧盟临床试验法规。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讨论修订法

规的可能性，使其更加符合有关各方的需求。 这些批评性的声

音，反映了在执行法规和相关指导原则中出现的问题，也反映出

欧盟成员国在执行该法规时缺乏协调性的现象。 出席本次会议的

有申报方代表(药品生产企业、合同研究机构( CROs) 、非商业

研究组织和学术团体)、伦理委员会、患者协会和管理机构的代

表。 稍后将在 EMEA 网站上公布该会议的报告。

EMEA 就质量相关议题告知委员会， EU 关于放射药品的指

导原则修订稿己在 EMEA 网站上刊登，进行为期 6 个月的外部征

求意，目前正在进行近红外光谱指导原则的修订工作。 在欧盟范

围内执行 ICH Q8 (药品研发)、 ψ(质量风险管理)和 QlO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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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体系)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关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方面， EMEA 通报了正

在进行的 EU -GMP 指导原则多项附录的修订工作情况。 特别是

附录 1 (无菌产品)的最终定稿和附录 2 ( 生物制品)的修订稿

已经刊登在 EMEA 网站上征求意见。

2. 1. 4 欧洲理事会/欧洲药品质量与健康管理局( EDQM & HealthCare) 

委员会获悉 Suanne Keitel 博士被认命为 EDQM&HealthCare 的

新领导人。 在过去一年中， EDQM 开展了一系列的新项目 。 欧洲

理事会输血和器官移植委员会并入 EDQM ，因此， EDQM 更名为

EDQM & HealthCare 。

EDQM 还被指定负责 WHO 的抗生素国际标准品工作，进行

标准品的换批与发放。 委员会被告知， ~欧洲药典》第六版已于

2007 年 7 月出版将于 2008 年 1 月开始执行。 为了与当前的体例

一致，对很多品种特别是有关物质检查项进行了修订。 每年《欧

洲药典》 要出版 3 次增补本，在每次 《欧洲药典》委员会大会之

后出版一次增补。 《 欧洲药典》每 3 年出版 1 次。 EDQM 重新成

立一个传统中药专家组，该工作组还负责印度传统药物的审核。

为庆祝 EDQM 迁址和《欧洲药典》第六版的出版， EDQM 在

2007 年 3 月新落成的总部大楼举办了一次"药品质量新前沿"的

大型国际研讨会。

2. 1. 5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委员会收到了 ICH 关于 Q8 (药品研发)、 Q9 (质量风险管

理)和 QlO (药品质量体系)质量指导原则的有关活动的回顾。

报告内容公布在 ICH 的网站上( www. ich. org) 。

2003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 ICH 会议期间，专家们认同一个新的

质量观念建立一个适用于医药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的协

调一致的药品质量体系，重点强调综合风险管理和科学经验" 。

因此，形成了三个质量指导原则， Q8: 药品研发(第 5 阶段)、

Q9: 质量风险管理(第 5 阶段)和 QlO:药品质量体系(第二阶

段) 。

新的质量观念考虑的是从技术研发到常规生产的整个药品的

生命周期中的，重点强调对产品和工艺应有更深入的了解，基于

对产品的了解然后制定质量标准。 通过更系统化的研发、利用风

险管理工具并按照 QlO质量系统要求进行工作才能实现上述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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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这条途径也为企业创造了一些机遇，比如在生产领域就可

以有设计空间和实时放行。 此外，根据研发时获得的科学知识

(知识管理) ，可使从日常生产中获得的质量监控经验实现效益的

最大化。

Q8 对过程分析技术、设计空间、实时放行、控制策略和系

统研发体系等很多概念进行了定义。 如果 Q8 强调的是药物制剂，

委员会专家认为这些原则和概念同样适用于原料药，无论是其来

源于化学还是生物技术方法。 这样就使得产品本身的复杂性而不

是产品种类对这些概念的执行造成影响O

按照目前 ICH 的观点，仅通过对产品的检验不能保证其质

量。 当然，对最终产品的检验仍然是风险管理评估工作的一部

分，也可能会是将来专家委员会会议中需要探讨的一个很好的议

题。 为了能够协助委员会制定将来的策略，委员会建议秘书处继

续关注 ICH 有关质量议题的动态。

2. 1. 6 国际药品管理机构会议

委员会获悉，第十二届国际药品管理机构会议( ICDRA) 定

于 2008 年 9 月 16 - 19 日在瑞士伯尔尼举行 ， 本次会议由瑞士药

品管理局 (Swiss Medic) 主办。 会议的有关计划项目还在商讨

之中。

预计上述会议的预备会议主题将围绕儿童用药方面展开。

2.2 药品质量保证中的共同问题

2.2.1 质量保证

委员会很高兴继续与 WHO 其他部门和项目进行合作。

2.2.2 植物药

委员会收到一份有关 WHO 在传统药物领域的政策与行动的

报告。 传统药物小组 (TRM) 提供了植物药国际监管合作组织

( IRCH) 的信息，并支持成员国将传统医学/补充和辅助医学

(TM/CAM) 纳入国家卫生系统， TRM 小组还介绍了传统医学对

初级卫生保健的贡献。 IRCH 创立与 2006 年，成员国为负责植物

药监管的管理部门 。 目前 IRCH 共有 19 个成员国 。

下列是提交给委员会的新出版物:

·世界卫生组织药用植物选编，第三卷，新增了 32 种药用



植物标准。

· 世界卫生组织植物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指导原则

(GMP) ，包括 WHO 技术报告丛书的两个独立附录，例

如:植物药生产 GMP 主要原则及其 GMP 补充指导原则

(己更新) 。 编辑和印刷这些指导原则的目的是促进 GMP

在这个特殊领域的发展，并为用户提供一个用户友好型的

核心技术指导原则。 这些技术报告丛书将被作为该领域进

行国家能力建设的主要培训资料。

·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植物药质量、污染物和残留物的质量评

估指导原则，由原专家委员会审议，目前在印刷中 。

·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文件"对顺势疗法药品安全性具有影响

的关键药品质量技术问题按照程序已经过审议并定

稿。 WHO 对 400 位审阅者的工作表示感谢，其中包括参

与技术文件起草的 100 个国家的药品监管机构。

·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植物药治疗安全和基础培训的指导原则

已于 2006 年 11 月最终定稿，目前正在校对。

· 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第二次全球范围内的"关于传统药品

的国家政策与植物药管理制度的调查" 。 向委员会通报了

此次用于评估实施 WHO 策略后的影响力度的全球调查行

动计划的相关情况。 这将为 WHO 提供来自成员国的更

新、更加全面的信息，并使 WHO 可以为新的需求提供技

术支持。

还向委员会简要介绍了 2008 - 2013 年 WHO 中期战略计划

( MTSP) 中 ， 有关 WHO 对传统药物方面的未来思路和展望。

2. 2.3 症疾

协调部门向委员会通报了为了获得抗症药物，质量保证与安

全部门的药品组和全球抗茫疾计划组在药物政策、获得途径及合

理使用 (PAR) 方面的持续合作情况。

WHO 的目标是扩大人们获得基本药物的途径，满足所有人

的需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PRA 强烈意识到质量标准、检测方

法和标准物质这三个产品质量工具的重要性。 在获得抗症药品，

特别是在单一药物治疗方面， PRA 有责任与 QSM 和专家委员会

一起紧密工作，建立适当的质量标准、检测方法和标准物质。 随

着青菌素类复方疗法( ACTs) 的出现， PAR 将工作童心转移到

支持性质量工具方面。 协调部门很高兴地注意到本次专家会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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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工作相关的一些文件列入议题O

PAR 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药品供应管理，制定相关政策和指

导原则 。 工作组已经开始加强在供应链的质量保证方面的指导作

用，其中包括对运输系统的评估和监控。

委员会对药品质量体系中有关风险分析和管理的讨论，同样

适用于药品的供应链管理。 PAR 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委员会经过

深思熟虑后能在这方面获得结论，并在利用这些概念和方法来加

强药品供应的管理方面与委员会资源共享O

PAR 很高兴注意到委员会正在考虑活性药物成分( APIs) 及

其预认证的 GMP 指导原则。 期待着此项工作的完成，因为， PAR 

相信此项工作将有助于加强 WHO 在协助国家计划方面提供更多

的质量保证工具，确保各国国内市场药品的质量。 并希望委员会

能够方便地广泛分享 APIs 预认证信息。

2.2.4 生物制品/疫苗

专家委员会获悉在随后举行的四十一次会议中，将考虑制定

一项政策，在控制药品质量安全方面指导生物测定向化学测定的

转变。 在最近举行的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会议中，已经对

上述事项进行了讨论。 随着对结构与功能之间关系的逐步了解，

由采用国际单位( IU) 的生物测定法，转为使用 SI 国际单位的

物理化学法，将是一种趋势，今后有可能获得继续的发展，并增

加高效液相色谱法等物理化学方法的应用。 要具有充分的科学证

据对化学测定法替代生物测定法的可靠性进行评价。 评价所需的

证据和种类取决于测定的目的(比如 : 产品鉴别、常规质量控

制、药典) 。 当获得所需的证据后，上述检测方法的转换通常会

逐渐开展下去并建立信心。 面体(类固醇)类、甲状腺类和肾上

腺素类药物已经完成测定方法的转化，大部分的抗生素也完成了

测定方法的转变。 一些多肤和小分子蛋白药物也已经采用物理化

学方法替代生物测定法。

药品和生物制品标准化两个专家委员会都认为这种测定方法

的变化，可能会使药品标签和处方剂量变得较为复杂。 如何标识

特殊药物的剂量以及如何在标签中标明药品的规格需要进过广泛

的商讨。 一且在相关药典中含量测定方法中出现上述方法的转

换，药典标准中对某个物质含量限度的规定也应做出相应的调

整。 但是，在药品标签中应包括等效性的声明，允许继续使用 IU

标识制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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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建议 WHO 建立一个框架，用于

处理上述方法转换并通过两个专家委员会的非正式联合商讨取得

进步。 一且不再需要生物测定法时，也就不再严格需要国际标准

品，对此， 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建议建立预防措施。 专家

委员会同意上述两个建议。 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当确实需要

继续采用生物学单位标示产品的剂量时，还应保留国际单位的机

制 。 专家们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即对于一些物质来说，采用不

同的生物学活性单位可能会出现不等效的问题。

有专家建议对于仍然采用微生物法测定效价的抗生素类药

物，也应该讨论方法转换的可行性。

2.2.5 血液制品

向委员会通报了 WHO 在血液制品和相关生物制品方面的工

作。 通报了近期召开的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

一些优先方案的概要。 这些计划包括抗蛇毒血清和狂犬疫苗的生

产、管理和控制技术指导原则的建立，血液制品的 GMP 生产指

导原则以及评估血液安全性的体外诊断试验用 WHO 生物参考品

的建立。

2.2.6 通过药品传播动物海绵体脑病的凤险

委员会指出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一项最新

的，对可能用于药品生产的动物组织传染传播性海绵体脑病

(TSEs) 进行分类的标准。 WHO 发表的关于 TSEs 传染性评估的权

威信息，目的在于协助各国药品管理机构和生产企业进行风险评估

研究，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减少通过药品对 TSE 的传播。 自从 2∞6

年 WHO 发布最新指导原则以来，不断获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信息。

由于信息的更新速度较快，传播性海绵体脑病传染主要分类的最新

情况只能公布在网站上( www. who. int/bloodproducts) 。

委员会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药典》中收载的相关文件会

出现"当前版本"的说法。

2.3 儿童基本药物

委员会得知 2007 年 5 月第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优

质儿童药品"的决议。 WHA 决议第二章要求总干事 : "( 2) 确保

包括 WHO 基本药物计划在内的所有相关工作，能够帮助儿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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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一样获得安全、有效、广泛的应用于儿童的药品"以及

" (3) 促进建立评价儿童用药品质量与安全性的国际标准能够反

映药品质量安全的国际标准和规格，并促进各国提高对儿童用药

的监管能力" 。

WHO 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专门用于儿童的药品目录清单。 在

2007 年 4 月 16 日的发行物中， 一些新增的儿童药物出现在第十

五版基础药物示范目录上，包括口服液或咀嚼/分散片。 还包括

用于治疗癫痛病的下列药品:卡马西平口服液、卡马西平咀嚼

片、苯巴比妥口服液、苯妥英口服液、苯妥英咀嚼片、丙戊酸口

服液和丙戊酸片(可压碎) 。 此外在第一次分委会会议 (2007 年

7 月 9 -13 日)上建议新增儿童基本药物示范目录并在基本药物

选择与使用的专家委员会第 16 次会议 (2007 年 10 月 24 -25 日)

上进行讨论。

2006 年 11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会议上，讨论了儿

童用药的质量与安全议题，同意 WHO 在儿童制剂(质量)方面

提供指南和培训11 0 2007 年 4 月， WHO/FIP 在南非联合举办了针

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研发部门(重点是儿科药品) 培训11 。

《国际药典》中一些专门用于儿童的品种已经最终定稿，其

他的品种正在制定中 。 《国际药典》质量标准中的剂型一般包括

多种规格。 从理论上讲，这些药品对成人和儿童都适合。 因此可

用《国际药典》中成人药品(例如:胶囊、片剂或注射液)的低

规格作为儿童剂量，儿童的药品标准包括在同一品种中 。 在此情

况下可以增加适用于儿童的剂量规格O

2.4 假药

国际药品打假小组( IMPACT) 向委员会提供了最新消息。

简要回顾了目前的工作和会议计划，将继续讨论可利用的技术手

段。 WHO/IMPACT 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药品管理机构、生产企

业、经销商和技术供应商之间的对话机制，以便能够对打假技术

发展趋势进行评估。 IMPACT 共有五个委员会:立法和监管基础

设施、监管实施、执法工作、信息交流和技术。

工作组共同努力的成果是研制了快检工具箱。 其他相关内容

可在网站中查找 (htpp: / /www. who. int/ impact)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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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质量控制一一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

3.1 <<国际药典~ (第四版)

委员会高兴地获悉《国际药典》第四版已经出版并发行，

《国际药典》网络版也以更加用户友好型的格式发布。 采用 WHO

药品预认证项目的界面被证明是有价值的。 正在进行第一增补本

的编写工作，并将以书 、 CD - ROM 和在线阅读的方式出版。 约

30 个被专家委员会通过的标准已经在增补中收载。 可以从 WHO

药品网站获得相关药品的最终质量标准( http : //www. who. int/ 

medicines/ publications/ pharmacopoeia/ overview/ en/ index. html) 。

专家们对新开通的 WHO <国际药典》第四版的在线链接表

示赞赏( http://wv.吼

3.2 新的工作计划建议

委员会注意到当前的工作计划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为了确定《国际药典》和目前工作计划中均未涉及的品种，

秘书处近期对第十五版基本药物目录进行了审核。 经过研究最终

形成了秘书处的新工作计划建议。

委员会审议并同意这些建议。 根据下列分析形成了上述

建议 :

· 对上述第十五版基本药物 目 录的审核;

· 当前 WHO 优先考虑和重点议题，例如:儿童用药，妇女

健康 ， 缓解疼痛以及预认证项目中的各种利益诉求 ;

· 来自 WHO 特殊疾病项目工作组和磋商会议的建议 ;

· 某些在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的药物类型或亚类药物，例

如:抗感染药物(包括抗细菌、抗真菌、抗原虫和抗病

毒药物) ; 

· 关注最通用的剂型 胶囊、片剂、口服液和注射液 ;

.对一个现实工作计划的需求。

专家委员会对建议的《国际药典》品种的修订工作计划表示

赞同 ; 可以在 WHO 药品/ <国际药典》 网站上查询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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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药品质量标准(包括儿童用药)

3.3.1 HIV 药品及相关情况

向专家委员会提交了抗病毒药品标准起草工作的进展报告供

讨论。 依发韦仑胶囊、奈韦拉平口服混悬液和奈韦拉平片剂的标

准正在起草中 。 起草的正文已经于 2007 年 5 月发布征求意见，收

到的意见也在非正式商讨中进行了讨论。 正在进行草案的修订

工作。

委员会很高兴看到其他标准的起草工作也获得了进展。

对当前药品中的"烧基磺酸盐"问题展开了讨论。 大家一致

认为应对甲磺酸奈非那韦等相关品种生产部分的说明进行修订，

在与国家或地区的有关当局协商后制定合适的控制方法并给出合

理的限度。

3.3.2 包括复方制剂在内的抗症药

对下列药品标准进行少量修改并综合各方建议后批准通过:

本药醇;

一 富甲酷本药醇片。

将再次征求对富甲酷本药醇胶囊标准的建议。 委员会很高兴

得知其他一些品种的质量标准起草工作取得进展O

3.3.3 包括复方制剂在内的抗结核药

对下列药品标准进行少量修改并综合各方建议后批准通过:

一利福平异烟脚乙胶丁醇片;

利福平异烟脚分散片(儿童用) j 

一利福平异烟脚毗嗦眈胶片(儿童用) 。

委员会很高兴得知其他一些品种的质量标准起草工作取得

进展。

3.3.4 口服补液治疗

作为口服补液治疗的辅助手段， WHO/UNICE 在修订后的霍

乱腹泻管理指南文件中增加了补辞疗法，并将其列入第十五版基

本药物目录，因此已经启动了下列品种的起草工作。

对下列药品标准进行少量修改并综合各方建议后批准通过:

一硫酸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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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硫酸怦口服液， 儿童用 ;

一 硫酸怦片， 儿童用 。

3.3.5 硫酸镜注射液

由于硫酸镜注射液规格的混乱，存在发生错给剂量的潜在危

险，因此已经启动了该注射液质量标准的起草。基本药物目录中

包含硫酸镜注射液， WHO 家庭和社区健康部门的"更安全的娃

振"项 目 中也用到此类注射剂 。 该药品标准草案进行少量修改并

综合各方建议后批准通过O

3.3.6 其他药品

专家委员会表示其他质量标准也在制定中，并已将磷酸奥司

他韦和催产素等品种的草稿公布征求意见。 其中催产素的含量测

定，就是由生物测定法转为化学测定法。

3.4 文本修订

3.4.1 贮存

根据 2006 年 10 月第四十一次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

专家委员会的决定 ， 秘书处开展了对《国际药典》中"在冷处"

或"在温度不超过 15 "C "的条件下贮存的药品标准进行审阅 ， 只

要可能 ， 就对这些条件进行修订。

修订的内容在非正式磋商过程中经过讨论，其相关内容被批

准并列入《国际药典》第四版第一增补版中 。

3.4.2 土霉素:水分

在国家质量控制实验室外部质量保证评估计划的第四系列首

次试验方案制定过程中 ， 确认该品种需要进行修订。 委员会建议

第四版第一增补本将水分限度修订为 "不少于 60mglg 和不多于

90mglg" 。

3.4.3 甲苯达瞠咀嚼片

在 2006 年 10 月专家委员会会议上，依照 WHO 基本药物目

录和示范处方集收载的品种 ， 同意对甲苯达瞠片质量标准进行修

订，使其适用于咀嚼片的质量控制。 对修订后的标准进行了讨

论 ， 在发布征求意见稿前，需要将提出 的各种建议进行汇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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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3.5 制剂通则及相关方法

3.5.1 新制剂附录一一口服液体制荆

WHO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在 2006 年 10 月的会议上批准

了新增附录"口服液体制剂" 。 该附录中的要求是特别针对专

家委员会批准的抗病毒口服溶液和其他正在制定的品种制

定的 。

由于不断发生与口服搭液相关的二甘醇中毒事件，专家委员

会同意在"附加信息"中增加关于儿童制剂的声明， 并且在生产

过程最后部分增加以"安全性问题"为标题的加文本框的内容，

强调保证起始物料质量安全的重要性。

对制剂通则进行少量修改并综合各方建议后获得批准，将在

《国际药典》第四版第一增补中收载。

补充信息:关于儿童用药品的研发指南

口服溶液剂附录草案已经公布征求意见，其中还包括将来在

《国际药典》 附录补充信息中收载儿童用药品研发指南的建议。

文本中已经提出了初步的起草要点 。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已经收到将上述指导原则收载在药典中

的推荐意见，还有人建议在文本中给出关于处方关键点的简要指

南 。 重点是提供有关适合儿童使用的制剂方面的指南。 考虑到该

领域的其他活动(见 2. 3 和 14. 1 节) ，建议在活动完成后，再进

行增补信息的起草。

专家委员会对这一建议表示赞同 。

3.5.2 抑菌剂的效力

根据收到的对制剂通则草案的意见， 专家委员会建议制定押

菌剂效力(包括适当的试验方法及判断处方中抑菌剂性质的标

准)并收载在《国际药典》中。 有人建议首先应对各国药典中不

同处理方式进行研究。

3.5.3 对公布的制剂通则的审核

下列制剂通则收载在 《国际药典》 第四版中:

一胶囊 ;

一眼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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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射剂 ;

一栓剂;

一片剂;

一外用半固体剂型。

下列制剂通则将在《国际药典》中增订:

口服颗粒剂(最终文本见网站) j 

一口服液体制剂(文本已批准) 。

委员会认为随着《国际药典》第四版的出版，应及时对这些

公布的制剂通则进行审阅并根据需要进行修订。 委员会同意在片

剂通则项下增加分散片，对分散片进行定义并增订进行崩解时限

检查的要求。

3.5.4 其他的制剂通则

建议制定更多的制剂附录文件供《国际药典》在制剂通则附

录中收载，以便支持有关工作计划中关于增加更多不同剂型品种

的建议。

3.5.5 对公布的药品检验方法的审核

专家委员会认为随着《国际药典》第四版的出版，应及时对

附录中的检验方法(附录分析方法的第五部分)进行审核，确认

所作的修订是否必要。 委员会注意到，对于一些附录方法已经有

PDC 各方( <欧洲药典礼《日本药局方》和《美国药典~)签署

的协调后文本，并收载于 3 个药典。

在这种情况下， 委员会建议将《国际药典》附录中的相关方

法与 PDC 协调后的文本进行比较，以便了解两者的不同之处并确

定对《国际药典》文本进行何种程度的修订是适当的。 WHO 秘

书处应与 PDC 联系，取得使用相关文件的许可。

单剂量制剂含量均匀度和重量差异( <国际药典》第四版

5. 1 和 5.2)

在磋商过程中，对《国际药典》的试验方法和 PDC 协调后

的文本均予以考虑。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相关建议。 委员会注意到

协调后的检验方法与《国际药典》方法的基本原理不同 。 专家委

员会认为《国际药典》中已有的方法，能够充分证明制剂的均匀

性，并且具有直观、易于理解适于广泛应用的优点。 因此决定继

续在《国际药典》中保留该项检查方法。

在《国际药典》增补信息中增加了协调后的含量均匀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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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差异)检查方法，向有关生产企业提供相关信息，可以按照协

调后的方法进行检验证明其生产工艺能够符合均匀度的要求，也

有助于《国际药典》的用户 。

建议在方法正文审订的过程中，考虑在 "5.1 含量均匀度"

检查中增加一个标准偏差的指标。

口服固体制剂溶出度试验( (国际药典》第四版 5.5)

委员会建议，取消溶出仪种类(例如:尺寸大小)之间的差

异，通过《国际药典》与 PDG 的合作。一般在方法审订的过程

中，进行此项工作。

注射剂装量检查( (国际药典》第四版 5.6)

委员会注意到《国际药典》和 PDG 注射剂装量检查方法

相似 。 因而建议秘书处比较《国际药典》中方法原理的相

似性 。

3.5.6 关于制剂成品特性的文件

委员会认为，一些实验的指导原则对《国际药典》的使用

者(特别是厂家和管理机构的审核与检查人员)是很有帮助

的，这些指导原则是厂家用来证明其生产的具有特殊物理性质

的产品是合格的 。 这种非强制实验方法会被写入《国际药典》

增补信息中 O 在相关各论中，方法正文的参考信息列在生产标

题项下 。

下列常规方法被认为与《国际药典》的各论相关:

一 素片的脆碎度;

一片剂抗压能力;

一稠度测量 ;

一 亲醋栓剂软化时间测定。

建议这些方法应该包括在《国际药典》增补信息中 。 并依据

相关各论的修订版执行O

WHO 秘书处会与欧洲|药典会和 PDG 联系，请求允许参照使

用这些文本。

3.6 放射性药品

专家委员会强调了与国际原子能( IAEA) 在放射性药物品

种研发方面的合作进展。 经过磋商和讨论，认为这项工作应该包

括《国际药典》各论和单个放射性药品标准。 2006 年 12 月出版

了《国际药典》第四版主要内容，放射性药品标准部分包含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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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版中的放射性药品各论。

国际原子能( IAEA) 起草修订放射性药品的各论和将要增

加到 《国际药典》第四版中大约 30 个放射性药品标准。 专家委

员会很高兴这些文本内容能够依据通常的标准制定咨询过程，在

WHO 征求意见。 但是从文件上看， WHO 秘书处还没有按照 《国

际药典》的格式来编辑这些文本，但将会在以后的阶段进行。 其

间会有一个"提纲内容用来指导单个放射性药品标准的格式。

起草说明用来解释质量标准中的技术内容。

这些标准不仅增加到 《国际药典》 附录放射性药品项下，还

会作为包括其他关于生产和放射性药物使用标准的国际原子能机

构和世界卫生组织 (IAEAJWHO) 联合出版物中的一部分。 《国

际药典》相关正文是这本"独立"出版物中标准的有益补充。 例

如:凡例、 注射用制剂和胶囊各论及选择的分析方法。

3.7 特殊品种溶出度试验方法的增订

在 2006 年 10 月的会议上，专家委员会同意将此项检查增加

到高溶解活性药物( APIs) 的标准中。 对特殊品种增加检查项目

的提议已分发征求意见。 除了提议增加到特殊品种溶出度实验分

析方面的意见外，还包括 《国际药典》在征求文件中提到的珞出

度实验相关问题。

下面溶出度列入 《国际药典》高溶解药物片剂和胶囊相关标

准中，标准按照如下方式修改:

每片溶出量不少于标示量的 80% (使用 6 个片子) 。 如果 6

片中一片溶出量少于 80% ，取另外 6 片重复试验;所有 12 片平

均溶出量不少于标示量的 759毛且任何一片溶出量不得低于标示量

的 60% 。

一般从药典的角度出发，含有高溶解性的 APIs 药物( 1 和

皿级)崩解试验都能符合标准规定。 因此，若片剂或胶囊的标准

中有溶出度检查，那么崩解试验可以不用考察。

下面 Box 1 中异烟阱和盐酸乙胶丁醇的修订标准，也同样适

用于其他相关品种O

.22. 



Box 1.异烟月井和盐酸乙胶丁醇片

溶出度/崩解

· 可用方法 A 或方法 B 。

A. ì窑出度 按照 5.5 固体口服制剂溶出度项下方法操

作，熔出介质为 5∞ml 缓冲液， pH 为 6.8 ，转速为75r/min 。

经 30min 时，取溶液 lOml ， 滤过。 滤液放至室温，精密量

取 5ml ， 置 20ml 量瓶并稀释至刻度(溶液 3) 0 按照含量测

定项下方法，使用溶液 ( 3) 替代溶液(1)测定异烟阱

(C 6 H7 N3 0) 和盐酸乙胶丁醇 (C IO H24 N2 O2 • 2HCl) 的

含量。

计算出 6 片中每片含异烟阱 (C6 H7 N3 0) 和盐酸乙胶

丁醇 (CIOH24N202 • 2HCl) 的洛出量。 每片 2 种成分的溶

出量均不得少于标示量的 80% 0 任何一种成分，如 6 片中

的一片小于 80% ， 则取 6 片复试 12 片平均溶出量不得低

于标示量的 75% ，且任何一片不得低于标示量的 60% 。

B. 崩解时限 按照 5.4 片剂和胶囊剂崩解时限项下方

法试验，操作 10 分钟 。 若片剂不符合规定， 则进行上述方

法 A 进行测定。

人们认识到， 要求含有难溶性药物的片剂和胶囊剂进行溶出

度试验的标准化试验条件需要修订。 标准化中心己展开此项工

作。 并同意对此及时审订。

专家委员会同意以下建议 :

·对于含有高溶解性药物的片剂和胶囊剂使用标准化溶出度

试验。

可替代崩解时限(使用上述方法) j 

一 按照修订的标准。

·按照 《 国际药典》第四版第一增补版要求，对相关标准

增加此项试验。

·对增加的溶出度试验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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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质量控制一一国际化学对照品和国际红外标准图谱

4.1 WHO 协作中心年度报告

委员会对 WHO 协作中心和协作实验室在 2006 年报告中的化

学对照品所作的工作表示感谢。 据悉，由协作中心销售的国际化

学对照品( ICRS) 品种总数从 2005 年的 1360 种增加到 2006 年

的 1579 种 。 需求量最大的 5 种物质:去美圣肌昔、 青苔玻醋、非那

西汀熔点对照品 (MP) 、去走肌昔系统适用性对照品和香草醒熔

点对照品 。

协作中心提供的 ICRS 和国际红外对照图谱清单见附录 1 0 中

心对 《国际药典》 的支持与帮助得到大家的称赞。

4.2 新增国际化学对照品

2006 年增加的 12 个国际化学对照品，包括下列 7 个新增

物质:

硫酸阿巴卡韦( abacavir sulfate) ; 

一元水盐酸四环素( anh)喻。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 

为rj(差向盐酸四环素(4 - epianhydr，叫acycline hy由ochloride) ; 

一差向盐酸四环素( 4 - epi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 

醋酸甲在孕酣 (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 ; 

一 奈韦拉平杂质 B (nevirapine impurity B) ; 

一口比嗦眈胶( pyrazinamide ) 。

委员会批准以上 7 个新增国际化学对照品及其报告，并表示

继续支持协作中心的标化活动。 附录 1 收载所有当前国际化学对

照品清单。

4.3 红外对照图谱

研制、管理及发布

众所周知，瑞典协作中心一直开展研制红外对照( IRR) 图

谱的工作，并持续稳定的出版发行。 在所需的 202 个图谱中，己

研制 125 个，还有 75 个图谱正在研制中 。 这些图谱己收录在先前

提交给专家委员会年度报告的相关分析报告中，因此它们也可以

被认为己"通过批准" 。 为了研制剩余红外图谱，协作中心正在

寻找相关品种的原料样品，并对给予此项工作帮助的人们表示感

.24. 



谢。 这些样品的质量一般也都可用于制备相关国际化学对照品 。

专家委员会 :

一 已知 125 个对照图谱收载于《国际药典》及相关网站中;

一 批准了列人《国际药典》的正文及相关网站的 IRR 图谱。

5. 质量控制一一国家实验室

5.1 外部质量保证评估计划

为了继续提高 WHO 成员国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的质量保证，

开始进行能力验证计划第四阶段第一次系列试验。 到目前为止，

共有 49 个实验室参与。

外部质量保证评估计划 (EQAAS) 目的是为了在官方控制实

验室网络内，通过一个保密体系，向每个实验室提供盲样及分析

方法，对实验室进行能力验证。 这个体系目的在于加强官方控制

实验室网络内的相互信任。

在第四阶段中，通过以下 5 个分析项目来评价:

滴定;

一卡氏水分滴定 ;

一 溶出度测定;

一葡萄糖旋光度的测定;

一 高效液相色谱峰含量测定。

委员会获悉近期第四阶段开展的第一次试验初步报告。 报告

结果令人不太满意，仅有 669毛的实验室 Z 值小于 2 。 不过与先前

仅有 58% 的实验室获得令人满意的卡氏水分能力验证测定结果相

比还是有所提高的。 然而参与此次试验计划的实验室与先前的实

验室不完全相同 。 因此实验室的这项试验技术操作水平整体仍然

较为薄弱 。

专家委员会商讨提高实验室整体操作水平的机制，尤其针对

操作水平较差的试验人员 。 建议通过标准化操作规程、建立网站

或论坛进行讨论、能力建设及教育机会的方式。 如果该建议能以

地方为基础进行贯彻实施将会非常有意义。 另外， WHO 应向操

作水平较差的实验室发送附有详细操作规程的样品，并指出容易

出错的试验操作，从而帮助提高实验室的技能水平O

委员会建议:

· 为了提高 EQAAS 的效果，根据差异分析，组织实践培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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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标国家中，开展相关的能力建设计划。

WHO 秘书处告知专家委员会，近期举办的活动己经考虑了

上述建议。 来自 20 多个 WHO 成员国的参与者与非洲和地中海东

部 WHO 区域办事处以及 EDQM 合作，即在莫斯科和坦桑尼亚共

和国，对来自 20 多个 WHO 成员国的参与者组织培训11 。

专家委员会记录了第一列试验结果，以及不同阶段和不同列

所进行的实例测试，并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提供的

样品和瑞典协作中心提供的对照品表示感谢。

6. 质量保证一一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6.1 活性药物成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6. 1. 1 修订建议 WHO 的 GMP

根据来自非正式磋商期间以及 WHO 预认证计划的反馈意见，

讨论将按照新的方式举行，药品生产风险评估和当前 WHO 活性

药物的 GMP 是否应该修订，并与 ICH 活性药物的 GMP 指导原则

(参见 ICH Q7) 一致。

两方面的正文可在下列网站中查找:

• WHO 活性药物Y (APIs)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

印刷版 WHO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起始物料: 药物质量

安全。 指导原则及相关文件，卷 2，第二版。 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 2田7: 188。 网址 http://www. who. int/ medicinesl 

areasl年lality_ safetyl quality _ assurancel production/ en/ 。

• ICH 活性药物成分 GMP 指导原则(ICH Q7) 。 网址:

http://www. ich. orgl 。

使 WHO 指导原则与 ICH 指导原则一致，需要逐步的过程并

经过适当培训11 0

委员会同意采纳 ICH Q7 指导原则，因为:

· 它们已被全世界众多的监管机构所采纳;且

·很多 APIs 生产商已经按照 ICH Q7 指导原则执行。

因此委员会建议 APIs 的 GMP 按照正式的 WHO 磋商过程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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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生物制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委员会接到 WHO 生物制品生产管理规范修订过程的通知，

并支持两个专家委员会(药品标准，生物制品标准化)在此领域

的合作。

对修订政策进行解释，通过生物制品监管者和生产者共同参

加的现场培训11 ，收集使用者的需求信息，并用于 GMP 的执行与

说明 。 根据差异分析，建议增加一个生物制品专署核心部分，要

求覆盖所有的生物制品，并增加包含专署主题的技术附录。 核心

内容包括起始原料的采购;通过设备规划避免产品的污染;制备

过程的验证;不稳定生物制品原料的稳定性;和生物制品生产者

的监督程序。 对于附件来说，最主要的主题是 GMP 需要很高级

别的生物安全设备。

有人提醒委员会， WHO 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部门可利用

WHO 生物制品的 GMP 进行预认证。

专家委员会提出，现行的 WHO 生物制品的 GMP 并没有真正

过时，关键的问题是要对检验员进行培训11 。 建议还提出，保留新

提议中简洁实用、特别是与 WHO 的 GMP 正文主要原则不相冲突

的部分。 生物制品的 GMP 不在是 WHO 的 GMP 正文中特殊部分。

一旦出台征求意见稿，委员会应该广泛吸取意见并进行协商。

6.3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一一新内容

根据 WHO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的建议，以

非正式的方式对日常咨询过程中预认证程序的反馈意见进行讨

论，从而评述 GMP 生产与监督领域与 WHO 其他指导原则之间的

差异。

确定 WHO 需求的预认证程序人员，开始重新制定包含以下

内容的 GMP 指导原则正文:

一微生物实验室;

计算机化系统。

经过讨论，专家委员会认为，目前的新内容没有必要优先考

虑计算机系统化，但同意在新制定的 GMP 指导原则中增加微生

物实验室的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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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质量保证一一新方法和风险分析

更新了 ICH QlO文件内容。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新的内容对

其并不产生直接的影响 。 同时，这些指导原则也易被中小型企业采纳。

研究结果表明侨、 Q9 和 QlO文件是很有用的工具，但是当前并不

需要执行这些与 WHO 文件相似的 ICH 技术规范，在 "non - ICH" 的国

家里执行 ICH 技术规范可能有些困难。 在这些方面，建议 WHO 跟踪新

的发展。

另外委员会向 WHO 提出了以下建议 :

一 对 WHO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HACCP) 更新的指导原则进行

审订;

修订 WHO GMP 主要文本，加入"应该是质量风险管理体系"

一句，增加风险管理实施原则;

编写有关问题的 WHO 注释文件，如纠正与预防措施 (CAPA) 、

如何进行适当的研究等，并考虑在 WHO GMP 中加入这些

原则 ;

一 在 GMP 主要文本中增加"公用系统"一章。

7.1 技术转移

在通常咨询过程中，对 WHO 技术转让新的指导原则进行了

讨论。 来 自 WHO 预认证项目的同事将与技术转让的工厂分享他

们近期的经验。 技术转让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目前国际上并没

有相关的规范。 技术转让不仅发生在公司内部及公司之间，还发

生在国家内部及国与国之间 。 据悉国际制药工程协会( ISPE) 已

发布技术转让指导原则 。

专家委员会建议 WHO 也应发布技术转让的指导原则。

8. 质量保证一一药品分销

8.1 WHO 关于国际贸易中药品质量的认证计划

8. 1. 1 方案改进的建议

委员会收到一些当前过程中 WHO 质量管理规范问题及改进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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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强调了新技术与工具的用途，例如:药品监管局

(DRA) 网络数据库，及 WHO 预认证计划的规范使用和加速执

行。 还涉及到 WHO 关于药物起始认证的物料方案 (SMACS)

(WHO 药品专家委员会第 38 次报告 附录 3) 。

专家委员会成员曾希望将此项管理规范用作与药品监管局

( DRAs) 之间的信息交流。 然而现今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药

品管理规范都是由经销商或生产商所提出制定的O

根据欧洲制药工业协会联合会( EFPIA) 目前执行的行政于

续，药物生产许可证( CPP) 的发布可能会推迟病人对新药的使

用。 因此建议将药物生产许可证改为由权威机构发布信息证明，

例如 DRA 电子化信息证明或网站上批准的信件证明 。

一些已知的管理规范问题经过了激烈的讨论。 主要问题及解

决方案见表 2 0

问题

表 2 管理规范出现的问题及可行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 建议出口国家递交自身评价报告，在加入药品管理规范之

前，两者可选其一 :

一可考虑 150 授权证书 ; 或

出口国家不满足 -已建立/已知地区药品监管机构/Block 授权证书，例如:

药品管理规范对 东盟、欧盟、 1CH 和南非发展共同体

其授权证书的 · 要求成员国政府提交信函声明，管理机构有能力满足药品

要求 管理规范必要条件

· 确定评估标准并按照流程对每个想加入 WHO 药品管理规范

的成员国进行评估

· 声明药品质量证书不用于其他用途

• WHO 会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写信，建议他们加入药品质量管

理规范
不加入 WHO 药

· 告知进口国家管理部门，出口国的药品质量证书名义上不
目质量管理规范

满足 WHO 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国家药品的出 口

· 建议进口国不要认可未加入 WHO 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国家出

具的药品质量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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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续表

解决方案

· 要求出 口国家在药品证书上使用水印、全息图或其他

防伪技术

· 要求出口国家向 WHO 提交他们药品证书的样本，以便

向药品进口国家管理 WHO 将其编篡成册，发给成员国用作参照样本

机构提供伪造的药品 · 避免使用复印件

证书 · 在安全网站上提供药品证书代替纸版证书(必须符合

法律规定)用作相互参考

· 使用简便，安全有效

· 使用 DRA 网站提供的合法信息

出口国家提供的药品 · 质量证书应该清楚地包含药品质量方面的信息

证书不包含相关批次 · 合同企业生产的药品所附质量证书应该包含姓名和

药品信息 地址:

产品许可证持有者

当前不要求 一合同厂商的名称及地址

WHO 模型证书 · 出口药品质量证书(出口国家未注册)应该包含:

一放行批次药品生产厂商的名称和地址

出口国家未注册的原因

生产商提供的产品证 · 药品生产厂商应该提供 GMP 证书，例如:由已知、可

书不满足 WHO GMP 靠的检查机构如 FDA 发布的证书

要求 · 进口国家应该对怀疑 WHO GMP 不符合要求的生产商

进行检查

· 解决地区面临的挑战，例如:与地区管理机构合作，

获得监管信息

· 将 GMP 检查与销售授权区分

当局和组织发生改变 • WHO 应该给这些国家发送信函，要求他们重新申请加

入质量管理规范。 若不申请，将会从名单中除名

· 质量管理规范成员是有限期的，也就是每隔 5 年或 10

年，重新确定

成员国在他们的权限 · 原则上，成员国是不能发布他们不能生产的药品质量

内，也就是在他们国 证书的。 应该由这些产品生产国发布质量证书

家内，发布了不能生 · 如果产品发布质量证书， 那么生产商的姓名和地址

产的药品质量证书 (产品放行的生产者)以及产品生产地址都应在证书中
最近很多国家都发生 注明

这种情况

关键问题在于 : 销售

授权的档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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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问题 解决方案

出口国家发布其 • WHO 将建议进口国家机构不要接受自由销售证书。 他们应

他的证书，例 该要求出口国家提供 WHO 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证书

如:自由销售 • WHO 要求出口国家不要提供除 WHO 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证

证书 书以外的其他证书

• WHO 会经常为 DRAs 组织研讨会和培训会，以便提高药品

质量管理规范，并给出一些建议

进口国家要求合 ·这是由于对证书的真实性缺乏信任。 这一问题将会一直存

法证书，增加印 在，直到国家之间能够在药品质量管理规范发布证书上，

记等 建立起相互信任

·出口国家应该发展安全证书并提供证书样本，并署名盖章

作为对照样本

ISO , Intem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ASEAN , Associa

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EU , European Union; ICH , 

In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Harmonisation; SADC , Southem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DRA , drug regulatory au

thority; FDA ,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of the USA; 

GMP ,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委员会进一步审订解决方案，并原则上同意下述方案 :

.修订认证计划有助于一些国家对它的需求。

·修订加人认证计划成员的资格。

· 建立认证计划成员国名单。

· 建立对认证计划的认知与理解。

·公布元效成员名单(例如:一个非认证计划成员国

颁布的证书) 。

.加强国家监管系统。

委员会建议对将来磋商的方式与步骤进行更多的讨论，

并在书面讨论阶段过程中考虑一些反馈的意见。

9. 质量保证一一稳定性

委员会得到了以前的 WHO 稳定性指导原则与专家委员会正

在讨论一些相关问题。

迄今为止，共提交了 22 条建议来评价活性药物及其制剂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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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实验指导原则的起草内容，随后还会不断提出新的建议。 委

员会获悉新起草的指导原则将要进行大幅修改。 指导原则扩大的

内容包括已知新药、最初提交的地址信息和随后人用药品上市核

准/注册。

作为对国际药品监管机构会议的建议和第四十一次专家委员

会会议批准事宜的响应，所有 WHO 成员国都要求准备一个列有

用长期稳定性考察条件对药品进行上市核准/注册考察的附件清

单。 清单包括 WHO 迄今为止从其成员国获取的所有信息。 WHO

对收集丢失的信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 希望 DRAs 对他们自己国

家的药品进出口提供一些便利，要避免设置障碍。

对已有药品和 APIs 指导原则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 委员会得

到一个提议，是依据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当地的气候条件，增加一

个储存条件。 建议的储存条件是 30"C /70% RH，气候带N的范围。

生产商全球范围内出口药品时，可能要对多种条件下的稳定性试验

进行考察研究。 标明的储存条件已经被认为是很复杂了，而增加一

系列新的储存条件将会被认为更加复杂。 在讨论期间，委员会认为

DRAs 接受的苛刻储存条件可以代替低强度的储存条件。

委员会推断这一举措可以更好的减少稳定性实验考察条件的数

量，对于全球化市场。 决定保留当前采用的气候带凹的条件，也就

是 30"C /650毛 RH 气候带Na 和 30"C /750毛 RH 气候带Nb。

委员会建议，在修订过程中找一个技术专家来协助工作，准

备对所有的反馈意见进行商讨。 很多提出的意见，已在商讨过程

中研究讨论，例如:在检测数据的定义。

10. 重点基本药物和器械的预认证

委员会获得到了 2006 年年度报告以及 2007 年最新预认证活

动计划 。 委员会非常高兴能够得到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

日内瓦一国际药品采购机制的资金支持，从而扩大此计划的培

训Ii 、能力建设、技术支持和质量控制实验室的相关活动，以及增

聘工作人员，包括国家管理机构轮流担当的审核员 o WHO 感谢

来自一些国家政府的支持，及来自法国和中国职员的支持。

委员会建议任何修订和新的预认证程序应该与其所采纳的程

序一致。 并提议协调定义中使用的术语，此提议已经被相关质量

保证指导原则所采纳。

一且从基本药物目录和具体规划中得到相关信息，预认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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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将按照儿科新发展来运行。

10.1 药品预认证程序

药品优先预认证的评估和检查行动以及一些反馈意见被作为

当前程序的必要修订。

委员会得知药品预认证程序的改变，是为了增加此程序的透

明度，并阐明申报者和 WHO 在药品预认证维护管理活动与评估

程序中的责任。

委员会注意到当前的预认证程序步骤正在与 WHO 官方法律

顾问进行商讨 ， 并将在 2008 年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中再次提交。

10.2 宫内节育器和安全套预认证程序

通过 WHO 药物政策与标准及生育健康与调查司和联合国人

口基金会( UNFPA) 的协作，将宫内节育器和安全套预认证的两

个指导原则提交给委员会进行讨论与审订。 两个预认证都按照当

前药品预认证的步骤和原则执行的，并总结了代理机构在宫内节

育器和安全套的质量评估方面的一些经验。 执行这两个预认证步

骤的机构将会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宫内节育器和安全套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节育用具，并且是

WHO 基本药物目录中基本用品 。 宫内节育器和安全套可以有效

的避免怀孕。 安全套还能防止包括 HIV 在内的传染病通过性行为

传播。 专门的特别技术用于评估 WHO 生殖健康和调查局的预认

证程序。

原则上委员会同意提议的这些程序，除非在外部审定过程

中，出现大量的不同意见，并建议采纳宫内节育器和安全套的预

认证程序(附录 2 和附录 3) 。

提议在下次国际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大会的议程中增加对节育

用品预认证程序的讨论。

11. 活性药物成分的预认证

11.1 活性药物成分预认证

应 WHO 成员国要求，委员会在第四十一次会议上讨论活性

药物成分质量安全要求，并在近期的国际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大会

上得到通过。 委员会收到相关提议程序，以后生产的产品都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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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WHO 预认证计划执行。 如果采用这一计划，将使得包括 WHO

成员国在内的药品购买机构和组织，可以买到质量合格的药品，

生产药品的生产商能够找到可靠的来源和活性药物生产商。

委员会讨论内容包括两点:己生产的药品质量中较为重要的

问题是用于配方的活性药物质量。依据当前的 WHO GMP 指导原

则， 药品生产商对生产的药品负有全部责任，包括主药和辅料的

选择。 药品生产商应该拥有 APIs 的合格证书，作为整个质量体系

的一部分。 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在全球化的药品市场

范围内， APIs 不合格或受到污染的风险很高。 这就是为什么适当

的供应者预认证体系能够确保 APIs 来源的质量安全并保护人民健

康利益。

原则上委员会同意提议的这些步骤。 这些步骤分类进行讨

论，将在下次会议中再次提交给委员会。

委员会建议 WHO 应集中抗 HIV/AIDS、肺结核、症疾药物和

生育健康的活性药物预认证，根据预认证计划的优先选择。

12.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预认证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预认证工作由 WHO 与 UNICEF 、 UNAIDS 、

UNFPA 和 UNITAID 联合实施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委员会获

悉，第二次邀请函 (EOI) ( http://www. who. int/prequaVinfo_ 

applicants/ eoi/EOI - QCLabs V3. pdf)已于 2007 年 9 月发布。与以

往仅限于非洲实验室参与的 EOI 不同，该项活动没有地域限制 。

对于质量控制国家实验室或向政府部门提供检测服务的实验室，

以及联合国机构确定的需要进行药品质量分析的实验室， WHO 

有权优先进行评估。

委员会获悉，目前有 4 个实验室通过了认证，还有 19 个实验

室处于认证的不同阶段。 在能力建设方面 WHO 向 3 个实验室

提供了技术指导，另外 2 个实验室将在 2007 年底前获得 WHO 的

技术指导。

委员会了解了取样和检测计划的总体情况。 在有关非洲国家

开展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质量评价计划已经完成，评价报告己提

交委员会专家。 正在进行的 7 个计划着重于抗在药物、 儿科用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二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复方本药醇蔷甲酷片

和含有甲磺酸奈非那韦的仿制药品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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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活性药物成分文档管理

在评审程序内，委员会由高级评审人员协助，对活性药物成

分主文件 (APIMF) 步骤进行预认证。 并将此项步骤作为正式的

WHO 指导方针。

APIMF 程序的主要目的是对有价值的知识产权或制造商的活

性药物成分 (API) 加以保护，同时要求申请者或预认证文档的

持有者要对成品药物和 API 药物的质量控制负有全部责任。

对于资格预认证文件持有者 (PDA) 或成品药物的资格预认

证文件的变更而言，这一指导方针是用于帮助申请者或资格预认

证文件的持有者编辑他们文件的活性药物信息O

用于预认证项目的主文件信息是为了避免重复评审。 当前全

球范围内没有一个统一的应用于成员国的 APIMFs 评审体系。

原则上委员会同意所提议的程序，除非在磋商过程(附录的

中 ， 出现大量的不同意见。 并提议协调定义中使用的术语，此提

议已经被委员会的相关质量保证指导原则所采纳。

委员会还建议对监督管理机构认可的依据进行审订，但是当

前看似任何国家都没有实施。 WHO 被要求加强讨论关于分享国

家药品监管机构和文件评估及检查的管理信息。

14. 管理指导原则

14. 1 关于儿童用药的专门指导原则

依据第四十一次专家委员会会议建议和 WHO 的努力 (2. 3

和 3.5. 1) ，委员会认为在儿童用药方面需要专门的指导原则，从

而进一步加强其安全性。

委员会获悉 WHO 已在世界多个地方组办若干培训班，用来

提高儿童用药配方的质量与研发水平。 委员会很高兴得知，在第

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与会期间，将召开为期两天的儿童用药

预会。

委员会鼓励 WHO 各部门在临床和儿童用药配方质量方面的

相互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儿科小组委员会强调并列出了临床领域

的一些差异问题。 关于提高儿童用药配方的开发，委员会提出了

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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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适用于儿童药剂的研究和信息进行审订。

(2) 建立儿童用药配方开发指导原则文件。

(3) 包括《国际药典》的质量标准(此项工作已经开始进

行) 。

建议借鉴当前研发方面的各种指导原则，例如:新提议的多

来源(仿制)药品制药研发和列入《国际药典》的口服溶液剂建

议草案。

14.2 仿制药品研发指导原则

考虑到近期 ICH 的发展，预认证项目评审人员认为需要为

WHO 制定出用于专利过期药物研发的指导原则文件。

文件的主旨是为了指导药品生产厂家的药物研发和提供给国

家药品监管部门如何评审药厂所提交研究资料。 此外，还能协调

和便于预认证申请人和评审人的工作。 提议包括新的 WHO 专利

过期药物研发计划正文。

专家委员会讨论建立新的 WHO 专利过期药物研发的指导原

则，并推断此指导原则可能有益于专利产品的研发者和生产者。

因此委员会建议文件按照正常程序制定，在下次会议中作为考虑

事项。

14.3 草药和补充替代药物的质量控制

传统药物 (TRM) 小组向委员会告知了新制定的 WHO 指导

原则有关草药质量控制方面的进展情况。 并向委员会简短的介绍

了这些指导原则和发展计划的相关背景。 指导原则第二次修订稿

将会传送给全球的专家审阅，其中包括《国际药典》和药物制剂

专家委员会成员 。

专家委员会将时刻关注进展方面的情况O

14.4 近红外光谱

WHO 该如何起草近红外光谱( NIR) 指导原则。 WHO 预认

证项目评估和检查的人员对此做出了回答。

.36. 

WHO 认为主要包括方法与应用两个方面的问题，如下所示。

方法:准备列入《国际药典》的方法正文。

应用:在药物质量安全方面近红外应用的 WHO 指导原则 。

下列建议由专家委员会提出:

一 建立具有独立性的全面指导原则文件，包括方法学;



一 对己列人《国际药典》附录部分的试验方法重新审订。

15. 命名法、术语和数据库

15.1 质量保证中使用的 WHO 术语

最新数据库被提交给委员会。 信息内容可在 WHO 质量安全网

站上查到 ( http : //www. who. int/ medicinesl areasl quality _ safety I 

quality _ assurancel en/) 。 指导原则制定后，可通过数据库进行访

问，委员会对完成此项工作的人们表示感谢。 这也能保证相关术语

使用的一致性。

专家委员会对术语数据库的使用，包括在会议上采纳的药品

质量安全指导原则中所用的术语定义表示认可。 并建议 WHO 及

其区域办事处制定的指导原则正文应使用相同的数据库，数据库

可以协调术语的一致性并可避免在各种 WHO 的出版物中使用的

不同术语及它们的解释所导致的误解。 一旦新的术语和解释被专

家委员会所采纳，术语数据库将会及时得到更新。

委员会建议，过去版本中出现过不同定义的常用词应重新

定义。

15.2 药物的国际非专利名称

国际非专利名称 (INN) 秘书处提供了最新的特殊专业生物

制品的 INN 命名 O 附录 5 中包含 INN 专家认可的生物制品命名基

本原则。

委员会也获悉了 INN 网站的相关信息和 CD - ROM 上的 INN

清单。

15.3 药典参考资料

HTP 信息管理协调人员提供了用于 《国 际药典 》

(w;仰. who. intνIp卢h山un叫1

方式信息O

当前 WHO 可以从内部访问数据库。 专家委员会建议数据库

也能对其成员国和直接涉及到标准制定以及国家质量控制实验室

有需求的人们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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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他事项

16.1 二甘醇

考虑到最近 70 年间发生了多次惨痛事件，专家委员会提出

如下建议 :

(1)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一个综合试卷:

公众;

一在医院工作的专业人员(包括临床医生) 0 

(2) 修订甘油和丙二醇质量标准:

一包括二甘醇检查的试验 ， 首选采用薄层色谱法。

(3) 若最终确定采用第二点试验检查，应将其归入质量保证

评估计划中 。

(4) 对药品监管机构( DRAs) 出具书面警告:

一 建议使用相关检测手段 ;

一 建议检查人员使用的质量标准中有二甘醇检查项;

建议检查应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不允许出现漏检现象，其

中也包括对辅料的检查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有风险"的一

类。 草药制剂中所用的辅料也需要特别注意，例如 : 咳嗽糖浆。

此外， 委员会还建议下届国际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大会

( ICDRA) 应将此项事件列入议程，并建议成员国对检查方法进

行审订，从而避免二甘醇毒性事件再次发生。

16.2 监管负担一一检查

在各项议程讨论过程中，提到了检查的相关话题。 对一些检

查的方式进行了讨论，使其能够对药品生产商的影响和检查人员

的负担减少到最小程度。 据说一些药品生产商，对同一年里不同

监管机构重复检查这种不断增长趋势所造成的负担很是担忧。 这

种担忧是由于检查报告缺乏相互交流所造成的。 这就说明检查计

划的信息分享是也十分重要。

委员会获悉，秘书处的检查方式仍然是与多方机构的合作。

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会开展联合检查，例如 WHO 预认证计

划和 EDQM o WHO 会将预认证计划进行检查的现场检查公告

( PIRs) 告知委员会，若发现致命错误还会立即通知当地的药品

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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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获悉，第十三届国际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大会

(ICDRA) 将举行一个专题研讨会，进行信息分享和风险评估。

委员会要求:

· 根据信息分享，基于风险考虑，对检查方法进行选择;

. 考虑在区域范围内更好的合作;

· 根据从数据库得到的信息。

并建议:

· 公布阳'性报告结果;

· 阴性结果应在药品监管机构和检查员之间交流。

17. 小结和建议

在专家委员会支持下制定地国际指导原则、质量标准和命名

法都是为所有成员国、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整个地区和地区

之间的协作和支持重要行动服务的，包括药品预认证、全球症疾

计划、全球遏制结核病计划、基础药物和儿童用药。 专家委员会

提出的忠告和建议是为了帮助国家和地区政府(特别是药品监管

机构)、采购代办处、主要国家机构及协会，例如与 AIDS、肺结

核和症疾作斗争的全球基金会及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

假冒药品作斗争并致力于提高药品质量工作。 因此用于这些行动

的资源是非常划算的O

专家委员会讨论的行动内部与外部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与

相关性。 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标准均广泛适用于所有药品的应

用，像 GMP 和稳定性试验要求。 此外，委员会致力于建立 WHO

项目推荐的多种药品所需求的特殊指导原则和质量标准。

没有经过严格、广泛的公示 但被专家委员会采纳的指导原

则和质量标准， WHO 管理的预认证项目是无法运行的。 这些指

导原则和质量标准的实施，会使得对指导原则额外要求及潜在修

订所提出的建议，通过交流的形式反馈到专家委员会。 将标准化

方式和预认证项目连接在一起的另一个有价值的方面是，加人的

药品监管机构成员可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联合检查和

联合管理评估活动中得到"第一手"经验。 在培训研讨中分享来

自参加国际药品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经验，从而使更多的管理者

从此项计划中受益。 检查报告给出的忠告可使药品生产商和质量

控制实验室从中受益。 国家机构也会从公众的评价、网站上公布

的检查报告以及提供的预认证项目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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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成员争取尽可能的制定出清晰、独立的药品技术

质量标准和指导原则 。 药品质量安全方面的技术标准经过一个国

际共识的建立过程 ， 由委员会制定。 委员会再次确定每年举办专

家委员会会议的必要性，会议可使得这些方面的国际需求能够快

速的得到响应 ， 并建议会议的召开频率维持不变。

总之，专家委员会将监督质量安全领域的活动，这些活动应

该高效的、快速的得以开展 ， 使得成员国、国际组织、联合国办

事处、区域和地区协调从中受益。 活动的可持续性应该得到必要

的考虑，如果 WHO 想持续不断的提供这些服务 。

下列新标准和指导原则被采纳并得到推荐使用。

1.国际化学对照品和国际红外对照光谱目录(附录 1 ) 

2. 联合国机构对采购的男用乳胶安全套质量评估的一般程序

(附录 2)

3. 联合国机构对采购的 TCu380A 宫内节育器质量评估的一

般程序(附录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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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活性药物成分主控文档程序文件的指导原则(附录

5. 生物和生物技术物质国际非专利名称(附录 5)

列入《国际药典》中的标准

下列标准经过少量修改后采用:

. 抗症药物

本药醇;

一 蔷甲酷和本药醇片。

. 抗结核药物

一利福平、异烟脚和乙胶丁醇片;

一利福平和异烟脚分散片(儿童使用) ; 

利福平、异烟脚和口比嗦酷胶分散片(儿童使用) 0 

.口服补液疗法

硫酸辞;

一硫酸辞口服溶液， 儿童;

硫酸辞片，儿童 ;

· 其他药物

硫酸镜注射液。

· 常规标准

一 口服粉末;

一 口服液体制剂。



下列为委员会新增 ICRS

一硫酸阿巴卡韦 ;

一盐酸脱水四环素;

-4-盐酸差向脱水四环素 ;

一 4- 盐酸差向四环素 ;

醋酸甲起孕酣;

一 奈韦拉平杂质 B ;

口比嗦酷月安。

除上述标准之外，委员会还采用:

·列入 《国际药典》中药品质量标准提高的工作计划;可

在 WHO 网站中查询;

• 125 个红外对照图谱出版在 WHO 网站和 《国际药典》第

一增补版上，并有注解说明;

• {国际药典》对溶出度试验有了新的规定，对于含有高溶

解性的 APIs 制剂，允许将崩解时限作为第一选择或可替

换的选择;

• {国际药典》近期收载的质量标准的一些修订，包括对储

存条件的修订，将"凉处"修订为"温度不超过 15"(:";

.修订 WHO GMP 正文，包括对风险管理指导原则的修订，

增加一句这就是质量风险管理系统" 。

此外，委员会 :

·原则上同意 APIs 药物预认证步骤， 并建议 WHO 集中有关

HIV/AIDS、肺结核、症疾药物和生殖健康的 APIs 的预认

证，根据预认证项目优先权。

下列建议已在多个质量保证方面采取行动。 这些行动所取得

的进展将在下届专家委员会上报道。

下面质量标准和指导方针制定的原则是依据已有的国际协商

程序执行的。

组织机构

• WHO 秘书处备有标准文件，包括关键点的介绍及目前所

有 WHO 职员所执行的行动要点，以便易于讨论和撰写

报告。

《国际药典》

·继续提高 WHO 基础药物目录中有关优先疾病和儿科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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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品质量标准，包括常规标准的修订，抗生素有效储

存，溶出度试验和药典方法的审订。

· 继续《国际药典》第四版增补本的预备工作、印刷和电

子版 (CD - ROM 和在线) 。

· 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在放射性药品标准替换

方面工作的合作。

· 提出了修订含有皖基甲磺酸盐物质的药品质量标准，由于

近期发生了相关的严重性安全事件。

国际标准物质

·通过与生物学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合作，详细起草了将来

生物标准品向化学标对照品过渡的草案。 并与生物学标准

化专家委员会召开联合会，讨论此类话题以及相关问题。

国际化学对照晶( ICRS) 

· 通过各项活动促进国际化学对照品 (ICRS) 的使用，包

括向国家机构以优惠价格提供对照品，并对协作中心网站

的进行不断改进。

外部质量安全评估计划

· 继续外部质量安全评估计划( EQAAS) 用于国家质量控

制实验室。

·进一步组织"手把于"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培训，提高国

家质量控制实验室外部质量安全评估计划的效果。

· 通过 WHO 区域办事处极大努力的对那些报告了可疑或不

令人满意结果的实验室能力建设的推行，稳步开展目标国

家的能力建设计划。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MP) 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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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ICH Q7 指导原则对 WHO 活性药物( APIs) 药品生

产管理规范进行修订。

·制订最新 的 WHO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指导原则文

本:一一用于微生物实验室。

·在 GMP 正文中增加有关"公用系统"新的章节。

·制订 WHO 说明性文件用于解决诸如:纠正和预防措置

(CAPA) ，如何进行适当调查等相关问题，并对 WHO 药



品生产管理规范( GMP) 中含有的这些指导原则进行

评价。

· 在生物学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支持下，进一步对当前生物

制品的 GMP 进行修订。

· 继续开展血液制品及其衍生物领域的研发。

· 对 WHO 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 HACCP) 指导方针更新需

求进行评价。

技术转让( transfer of technology ) 

· 制订 WHO 技术转让指导原则 。

国际贸易中药品质量 WHO 认证方案

· 进一步讨论 WHO 药品质量在国际贸易中认证方案的步骤

与方法，在讨论文件咨询阶段，会对收到的意见进行正当

的考虑。

指导原则的监管

· 通过协商的方式对所有的回复意见进行审订，最终用于修

订 WHO 稳定性试验指导原则。

· 促进讨论关于通过档案评估的方式，使得国家监管机构与

检查员之间可以分享监管信息。 进一步评论目前任何国家

机构都不实行的监管承诺。

· 建立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全面 WHO 指导原则文件 ， 用于药

物质量安全方面在近红外( NIR) 的应用，包括方法学 ，

以及将要列入《国际药典》增补本的现有试验方法评价。

监管负担和检查

· 增加检查减少监管负担:

以风险为依据的方式，根据共享信息进行有选择性的

检查;

根据区域特点加强合作 ;

一 尽可能的共享数据信息 ;

公布阳性报告结果 ;

一阴性结果应在药品监管机构和检查员之间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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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认证程序

· 原则上，委员会采纳女性子宫节育器和男性安全套的预认

证指导原则，除非在咨询程序过程中，出现大量的反对意

见。 委员会还建议 IUDs 和男性安全套预认证应列入下届

ICDRA 大会的议程之中 。

药品，包括"儿童用药"的研发

· 委员会建议不同的部门在 WHO 儿童剂型药物质量和临床

方面上的工作应通力合作。 并按照下列步骤 ， 实施儿童药

物剂型的开发:

一 回顾适用于儿童药物剂型的研究与文献信息;

一制定一个文件，用于解释说明儿童药物剂型研发的指导

原则;

一包括用于《国际药典} (正在进行)的质量标准。

. 着于专利过期药物研发的新近 WHO 指导原则 。

WHO 数据库

· 维持 WHO 质量保证方面所用术语数据库的统一性，以及

当多个不同定义出现的时候确定首选定义。

· 使得药物参考数据可被专家咨询组成员、预认证审核员以

及涉及到制定《国际药典》质量标准的人员和需要此数

据的国家质量控制试验室使用。

·维持 INN 数据库。

防范二甘醇中毒

考虑到最近 70 年间发生了多次惨痛事件，专家委员会提出

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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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一个综合试卷 :

一公众;

在医院工作的专业人员(包括临床医生) 0 

.修订甘油和丙二醇质量标准:

包括二甘醇检查的试验，首选采用薄层色谱法。

· 一旦试验(见上文)确定下来，应将其归入质量保证评

估计划中 。

·对药品监管机构( DRAs) 出具书面警告 :

一 建议使用相关检测手段 ;



一 建议检查人员使用的质量标准中有二甘醇检查项;

一 建议检查应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不允许出现漏检现象，其

中也包括对辅料的检查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有风险"

的一类。 草药制剂中所用的辅料也需要特别注意，例如:

咳嗽糖浆。

·此外委员会还建议下届国际药品监督管理机构大会

(ICDRA) 应将此项事件列入议程，并建议成员国对检查

方法进行审订，从而避免二甘醇毒性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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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peia , Rockville , MD , USA; Professor H. de Jong , Inter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Excipients Council , Courbevoie , France; 

Professor T. Dekker ,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Pharmacy , 

North - West University , Potchefstroom , South Africa; Dr P. Dikshit ,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Expert Committee , United States Phar

macopeia , Rockville , MD , USA; Professor E. Doelker , Laborato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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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Pharmacie galénique , Facultédes Sciences - Section de Pharmacie , 

University of Geneva , Geneva , Switzerland; Dr S. Durand - Stama

tiadis , W orld Self - Medication Industry , F erney - V oltaire , France; 

Dr R. Fendt , Fine Chemicals Division - Head Regulatory & GMP 

Compliance Pharma Solutions , Lirnhurgerhof , Germany ; Dr 

P. H. M. Fontilus , Inspector - General of Public Health , Curaçao , 

Netherlands Antilles; Dr M. Garvin , Senior Director , Scientific and 

RegulatOlγAffairs ，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 Washington , DC , USA; Dr M. Guazzaroni Jacobs , Direc

tor/Team Leader , Regulatory Monitoring , Global Quality Operations , 

Pfizer Inc. , New Y ork , NY , USA; Dr G. T. Gunnarsson , Quality 

Expert and Junior Assessor , Icelandic Medicines Control Agency , 

Seltjarnarnes , Iceland; Dr Hakimah Hoseh , Head of Registration 

Unit , Registration Department , Drug Directorate , Jord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Amman , Jordan; Mrs M. Hayes Bachmeyer , 

TRIS Management , Technical Regulatory Mfairs , F. Hoffmann - La 

Roche , Pharmaceuticals Division , Basel , Switzerland; Dr Hua 

Zhang , GMP Department Head , Center for Certification & Evalua

tion , Shanghai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Shanghai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r InKyu Kim , Korean Food and Drug Adminis

tration , Seoul , Republic of Korea; Dr M. James , GlaxoSmithKline 

Services Unlimited , Brentford , Middlesex , England; Professor Jin 

Shaohong ,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 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Con

tro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 Ministrγof Public 

Health , Beijing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r M. Kaplan , Direc

tor , Institute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Control of Pharmaceuticals , Jeru

salem , Israel; Dr M. Keller , Biologist , Swissmedic , Swiss Agency 

for Therapeutic Products , Division Certificates & Licenses , Licensing 

Sector , Berne , Swi tzerland ; Dr P. Kucera , Warwick , N ew Y ork , 

NY , USA; Mr R. Lambour , Centra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Pharma

ceutical Laboratories , Guatemala City , Guatemala; Dr R. Luigetti , 

Scientific Administrator ,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 Inspections 

Sector , Canary Wharf , L >ndon , England; Dr A. Mechkovski , 

Moscow , Russian Federation; Dr M. Mehmandoust , Quality Assur

ance and Safety: Medicines , WHO , Geneva , Switzerland; 

Dr. 1. H. Miller , Head , LaboratorγDivision ， European Directorat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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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of Medicines and HealthCare , Strasbourg , France; Mr 

M. G. Moester , Senior Inspector of Health Care , Inspectie voor de 

Gezondheidszorg , Rijswijk , the Netherlands; Dr K. Morimoto , Office 

of Review Management , Review Planning Division ,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Agency , Tokyo , Japan; Dr O. Morin , Regula

tory and Scientific Affairs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s , Geneva , Switzerland; Mr N. Orphanos , 

Bureau of Policy , Science ,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 Division , 

Therapeutic Products Directorate , Health Products & Food Branch , 

Health Canada , Ottawa , Canada; Dr C. Pillati , Intituto Nacional de 

Medicamentos , Administración Nacional de Medicamento日， Alimentos 

y Tecnología Médica , Buenos Aires , Argentina; Dr J. Pogány , Bu

dapest , Hungary; Dr M. Pokomela , Medicines Evaluation and Re

search , Department of Health , Pretoria , South Africa; Ms 

A. Poompanich , Senior Technical Advisor (Efficacy of Medicine) , 

Division of Drug Analysis , Department of Medical Sciences ,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 Nonthaburi , Thailand; Dr J. Posti , Associate Di

rector , Regulatory Affairs , Pharmaceutical Adviser , Schering Oy , 

Helsinki , Finland; Mr R. Prabhu , Regulatory Mfairs Department , 

Cipla , Mumbai , India; Dr S. Reddy , Head , Analyt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 Strides Arcolab , Bangalore , India; Dr R Reh , Quality 

Control - Microbiology , Bayer HealthCare , Leverku酬， Germany; Dr 

E. A Roberts , GlaxoSmithKline , Ware , Hertfordshire , England; Dr 

S. Rönninger , Global Quality Manager , F. Hoffmann - La Roche , Basel , 

Switzerland; Dr L M. Santos , Scientific Liaison - International Health 

Expert Commiuee , United States Pharmacopeia , Rockville , MD , 

USA; Dr P. G. Shrotriya , New Mumbai , India; Dr S. Singh ,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Analysis , National Institute of Pharma

ceut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 Nagar , PU叮ab , India; Dr 

G. N. Singh , Scientific Director , Indian Pharmacopoeia Commission , 

Government of India , Ministry of Health and Family Welfare , Central 

Indian Pharmacopoeia Laboratory , Ghaziabad , India; Ms K. Sinivuo , 

Senior Researcher , National Agency for Medicines , Helsinki , 

Finland; Ms N. Siuichai , Bureau of Drug and Narcotics , Department 

of Medical Sciences ,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 Nonthaburi , Thai

land; Dr L. Slamet , Deputy for Therapeutic Product & Narcotic , 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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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tropic and Addictive Substance Control , National Agency of Drug 

and Food Control , Jakarta , Indonesia j Dr S. Stavchansky , Member 

of International Health Expert Committee , United States Pharmaco

peia , Rockville , MD , USA j Dr A. Sulistiowati , Head , Division of 

Therapeutic Product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 National Quality Con

trol Laboratorγof Drug and Food , National Agency of Drug and Food 

Control , Jakarta , Indonesia j Professor M. Sznitowska , 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 Medical University of Gdansk , Gdansk , 

Poland j Ms E. Taute , Pharmaceutical and Analytical Committee , 

Medicines Control Council , Pretoria , South Africa j Dr D. Tei钮，

Bristol - Myers Squibb Company , New Brunswick , NJ , USA j Dr 

B. B. Thapa , Chief Drug Administrator , Department of Drug Adminis

tration , Ministry of Health and Population , Kathmandu , Nepal j Dr 

P. Travis , Global Compendial Affairs , Merck , West Point , P A , 

USA j Ms M. Treebamroo吨， Senior Pharmacist , Dt吨 Quality & Safe

ty , Department of Medical Sciences , Bureau of Drug and Narcotics , 

Ministry of Public Health , Nonthaburi , Thailand j Mr P. van der Ho

even ,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Committee , European Chem

ical Industry Council , Brussels , Belgium j Dr L. Virgili , Director , 

Global Testing Standards , Bristol - Myers Squibb Company , New 

Brunswick , NJ , USA j Dr A. Ward , Regulatory Affairs , Avecia 

Vaccines , Billingham , England j Dr D. E.矶Tebber , Director - Gen

eral , World Self - Medicatlonindustry , Ferney - Voltaire , France j 

Professor W. Wieniawski , Polish Pharmaceutical Society , Warsaw , 

Poland j Dr J. M. Wiggins , Global Compendial Affairs , Re♂llatory & 

Analytical Sciences , Merck , Werck , West Point , P A , USA j Pro

fessor Yang Zhong - Yuan , Guangzhou Municipal Institute for Drug 

Control , Guangzhou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 Dr Yun - Hee 

Lee , Chemistry and Cardiovascular Drug Team , Korea Food & Drug 

Administration , Seoul , Republic of Korea j Dr M. Zahn , Keltern ,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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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技术报告系列， 948 号， 2008 年

附录 1

国际1巴雪mRZB删国际红军~iiJ !æ提醒目录

1. 国际化学对照晶

国际化学对照品( ICRS) 是根据 WHO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 WHO Expert Committee on Specifications for Pharmaceutical Prepara

tions) 的提议而建立的 。 它们主要用于《国际药典》或即将成为

《国际药典》质量标准中进行药品质量控制的物理、化学检验及

含量测定。 国际化学对照品还主要作为一级化学对照品来标定二

级化学对照品 O

国际化学对照品在发放时带有质量证书，这些证书附有使用

说明书和一些要求用于《国家药典》中相关质量标准使用的分析

数据。

国际化学对照品也用于《国际药典》中尚未收载的检验及含

量测定。 但是，评价标准物质在以上用途中的适用性的责任就落

在了标准物质的使用者、或药典委员会、或规定了标准物质可以

用于以上用途的其他药品管理机构的身上。

通常建议标准物质应该避光、在干燥处，最好大约 5"C保存。

如果需要特殊的贮存条件，应该在标准物质的标签上或附带的证

书中说明 。 建议使用者购买一次试验足够的用量，并尽快使用。

保存在 WHO 化学对照品协作中心的国际化学对照品定期进

行再测试( re - examination) ，以监测其稳定性。 必要时要用新的

批次替换任何出现降解的标准物质。 在每年的报告中，中心都会

列出含有当前批次标准物质控制号的清单，新的清单可以通过邮

寄或网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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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信息

国际化学对照品订单可邮寄到以下地址:

WHO Collahorating Centre for Chemical Reference Suhstances 

Apoteket AB 

Produktion & Lahoratorier 

Farmaci/Centrallahoratoriet (ACL) 

Prismavägen 2 , SE -141 75 Kungens Kurva , 

Sweden 

Fax: +4687406040 

Or E-mail: who.apl@ apoteke t. se 

weh site: http: //www.apl. apoteket. se/who 

国际化学对照品当前价格每个包装为 70 美元。 此外还要加

上 10 美元的空运保证金费用。 需要航空货运，邮费将要 200 美

元，这些费用应由购买者承担。 依据货物清单价格付款。 付款方

式(支票、银行汇款或银行转账)至:

N ordea Bank Sweden. SE - 105 71 Stockholm 

(Apoteket AB/ APU ACUWHO ) 

Swift: NDEASESS 

Account no (PG): 29840-6 

IBAN: SE 65 9500 0099 6026 0029 8406 

付款时应提供清单号。

如果某些国家不允许预选付款，应采取交单付现(买方汇款

后交单)的方式进行。 就是购买方凭借邮包收据付款。

WHO 化学对照品协作中心不接受信用证 (νC) 付款。

标准物质的原料来源于世界不同地区， WHO 化学对照品协

作中心既不能提供购买者要求的标准物质来源、证明，也不能提供

合法的书面文件。

若空中货运的费用己由购买者付给承运方， WHO 化学对照

品协作中心不在收取多余费用O

空运保证金费用为 10 美元。 如果使用航空挂号信 ， 要增加

额外的费用。 若航空邮递安全可靠 ， 建议使用普通航空邮件的方

式 ， 因为这种方式价格最为便宜。

国际标准物质只按照以下目录中所列的标准包装进行供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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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的国际化学对照品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1422 阿巴卡韦 abacavir sulfate 100 mg 106238 

9930375 对乙肮氨基亚辛基 P - acetamidobenzalazine 25 mg 290042 

口丫嗦

9930202 乙肮哇胶 acelazolamide 100 mg 186128 

9930204 别瞟醇 allopuri nol 100 mg 287049 

9930206 泛影酸铀 amidotrizoic acid 100 mg 196205 

9930191 2 氨基 5 硝基 2 - amÎno - 5 - nitrothiazole 25 mg 186131 

喔噬

9930194 3- 氨基 -4 -甲眈氨 3 - aminopyrazole - 4 - 100 mg 172050 

基毗I些半硫酸盐 carboxamide hemisulfate 

9930193 3 氨基 2 , 4 , 6 3 - amino - 2 , 4 , 6 一 100 mg 196206 

兰腆苯甲酸 triiodobenzoic acid 

9930208 盐酸阿米替林 amitriptyl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81101 

9930209 盐酸阿莫地喳 amodiaquine hydrochloride 200 mg 192160 

9930210 两性霉素 B ampholericin B 400 mg 191153 

9930211 氨节西林(元水) ampicillin (anhydrous) 200 mg 390001 

9930212 氨节西林铀 ampicillin sodium 200 mg 388002 

9930213 三水合氨节西林 ampicillin trihydrate 200 mg 274003 

9930214 4 差向盐酸四环素 anhydrotetracycline hydro- 25 mg 180096 

chloride 

9931408 蓄甲酷 artemethel 100 mg 103225 

9931406 青苔素 artemlslmn 100 mg 103222 

9931407 日 首乙酷 artemotil 100 mg 103226 

9931410 双氢青苔素 artenimol 100 mg 103223 

9931409 青蓄珑醋 artesunate 100 mg 103224 

9930215 硫酸阿托品 atropine sulfate 100 mg 183111 

9930216 硫略瞟岭 azathioprine 100 mg 172060 

9930218 杆菌肤钵 bacitracin zinc 200 mg 192174 

9930219 丙酸倍氯米松 beclometasone dipropionate 200 mg 192175 

9930225 青霉素饵 benzylpenicillin potassium 200 mg 18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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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0226 青霉素铀 benzylpenicillin sodium 200 mg 280047 

9930227 瓷茶节芬宁 bephenium hydroxynaph- 100 mg 183112 

thoate 

9930228 倍他米松 betamethasone 100 mg 183113 

9930229 倍他米松磷酸铀 betamethasone sodium 100 mg 196203 

phosphate 

9930230 戊酸倍他米松 betamethasone valerate 100 mg 190145 

9930233 盐酸布比卡因 bupivaca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289054 

9930234 咖啡因 caffeine 100 mg 181102 

9930236 亚叶酸钙 (甲 酌 四 calcium folinate ( leucovorin 100 mg 194188 

氢叶酸钙) calcium) 

9930237 卡托普利 captopril 100 mg 197214 

9930238 卡托普利二硫化物 captopril disulflde 25 mg 198216 

9930239 卡马西平 carbamazepine 100 mg 189143 

9930240 竣卡西林一饷 carbenicillin monosodium 200 mg 383043 

9930241 氯霉素 chloramphenicol 200 mg 486004 

9930242 元味氯霉素 chloramphenicol palmitate 1 g 286072 

9930243 无味氯霉素 A 晶型 chloramphenicol palmitate 200 mg 175073 

( polymorph A) 

9930199 5 - 氯 - 2 - 甲氨基二 5 - chloro - 2 - methylami- 100 mg 172061 

苯甲酣 nobenzophenone 

9930245 硫酸氯奎 chloroquine sulfate 200 mg 195201 

9930190 2 - (4 氯 3 氨 2 - ( 4 - chloro - 3 - sulfa- 50 mg 181106 

磺 酷苯 甲 酷 ) 苯 moylbenzoyl ) benzoic acid 

甲酸

9930246 马来酸氯苯那敏 chlorphenamine hydrogen 100 mg 182109 

maleate 

9930247 盐酸氯丙嗦 chlorpromaz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78080 

9930248 氯喽酣 chlortalidone 100 mg 183114 

9930249 盐酸金霉素 chlortetracycline hy也ochloride 200 mg 18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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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0250 西眯替丁 cimetidine 100 mg 190150 

9930256 盐酸环丙沙星 ciprofloxacin hydrochloride 400 mg 197210 

9930252 环丙沙星杂质 A ciprofloxacin by - com- 20 mg 198220 

pound A 

9930253 脱氟环丙沙星 ciprofloxacin desfloro - co肝 20 mg 198219 

poW1d 

9930254 乙二胶环丙沙星 ciprofloxacin ethylenedia- 20 mg 198218 

mine - compound 

9930258 顺铀 cisplatin 100 mg 197207 

9930259 拘橡酸氯米芬拘橡酸 clomifene citrate clomifene 100 mg 187136 

氯米芬 z- 异构体见 cÎtrate Z - isomer see 

珠氯米芬 zuclomifene 

9930261 氯哇西林铀 cloxacillin sodium 200 mg 274005 

9930262 胆骨化醇(维生素 colecalciferol (vitamin D3) 500 mg 190146 

D3 ) 

9930263 醋酸可的松 corhsone acetate 100 mg 167006 

9930265 氨苯枫 dapsone 100 mg 183115 

9930266 醋酸去氧皮质酬 desoxycortone acetate 100 mg 167007 

9930267 地塞米松 dexamethasone 100 mg 388008 

9930268 醋酸地塞米松 dexamethasone acetate 100 mg 288009 

9930269 磷酸地塞米松 dexamethasone phosphoric 100 mg 192161 

acid 

9930270 地塞米松磷酸销 dexamethasone sodium 100 mg 192158 

phosphate 

9930282 二氮嗦 diazoxide 100 mg 181103 

9930283 双氯西林铀 dicloxacillin sodium 200 mg 174071 

9930285 双香豆素 dicoumarol 100 mg 178077 

9931413 去瓷肌昔 didanosine 100 mg 104228 

9931414 系统适用性试验用去 didanosine for system 10 mg 104230 

起肌-背 sui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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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0287 拘橡酸乙胶嗦 dielhylcarbamazine dihydro- 100 mg 181100 

gen cllrale 

9930288 洋地黄毒昔 digitoxin 100 mg 277010 

9930289 地高辛 digoxin 100 mg 587011 

9930290 盐酸多巴胶 dopam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92159 

9930292 盐酸多柔比星 doxorubicin hydrochloride 100 mg 196202 

9930294 盐酸依米丁 emet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87134 

9931411 依发韦仑 efavirenz 100 mg 104229 

9930197 脱水差向盐酸四环素 4 - epianhydrotetracycline 25 mg 288097 

hydrochloride 

9930198 差向盐酸四环素 4 - epitetracycline hydro- 25 mg 306098 

chloride 

9930295 麦角骨化醇 ergocalciferol (vitamin D2 ) 500 mg 190147 

(维生素 D2 ) 

9930296 马来酸麦角新碱 ergomelrine hydrogen 50 mg 277012 

maleate 

9930297 酒石酸麦角胶 ergotamme tartrate 50 mg 385013 

9930298 红霉素 erythromycin 250 mg 191154 

9930299 红霉素 B erythromycin B 100 mg 205186 

9930300 红霉素 C erythromycin C 25 mg 194187 

993030 1 苯甲雌二醇 estradiol benzoate 100 mg 167014 

9930302 雌酣 estrone 100 mg 279015 

9930304 盐酸乙胶丁醇 ethambutol hydrochloride 100 mg 179081 

9930305 快雌醇 ethinylestradiol 100 mg 301016 

9930306 烘孕酣 ethisterone 100 mg 167017 

9930307 乙玻胶 ethosuximide 100 mg 179088 

9930309 氟氯西林铀 f1uucloxacillin sodium 200 mg 195194 

9930310 氟胞略院 f1ucytosi ne 100 mg 184121 

993031 1 醋酸氟胞略院 f1udrocortisone acetate 200 mg 19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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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0312 氟尿l密院 fluorouracil 100 mg 184122 

9930313 盐酸类氟奋乃静 fluphenazine decanoate 100 mg 182107 

dihydrochlOl才de

9930314 盐酸庚氟奋乃静 fluphenazine enantate 100 mg 182108 

dihydrochloride 

9930315 盐酸氟奋乃静 fluphenaz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76076 

9930316 叶酸 [olic acid 100 mg 388019 

9930195 3- 甲酌利福霉素 3 - formylrifamycin 200 mg 202149 

9930355 硫酸新霉素 B [ramycetin sulfate ( neomy- 200 mg 193178 

cin B sulfate ) 

9930318 映塞米 furosemide 100 mg 171044 

9930319 硫酸庆大霉素 gentamicin sulfate 100 mg 205183 

9930322 灰黄霉素 griseofulvin 200 mg 280040 

9930323 氟Offi院醇 haloperidol 100 mg 172063 

9930324 氢氯I璧嗦 hydrochlorothiazide 100 mg 179087 

9930325 氢化可的松 hydrocortisone 100 mg 283020 

9930326 醋酸氢化可的松 hydrocortisone acetate 100 mg 280021 

9930327 氢化可的松琉咱酸铀 hydrocortisone sodium 200 mg 194184 

succmate 

9930188 ( -) - 3 - ( 4 - 是 25 mg 193180 
(一 ) -3 一 (4 - hydroxy 一

基 - 3 - 甲 氧苯
3 - methoxyphenyl ) - 2 -

基) -2 - 胁基 - 2 -
甲基 丙 氨 酸 (3-hvd drazlno-2-IIIethvd lalanine 

对- 甲基卡比多巴 (3 - 0 - methylcarbidopa) 

9930189 ( - ) - 3 - ( 4 - 是( - ) - 3 - ( 4 - hydroxy - 25 mg 179085 

基 -3 - 甲氧苯基) - 3 - methoxyphenyl ) - 2 -

2- 甲基丙氨酸 ( 3 - methylalanine (3 - 0 -

对-甲基甲基多巴) methylmethyldo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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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0328 布洛芬 ibuprofen 100 mg 183117 

9930329 盐酸丙米嗦 imipram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72064 

9931415 苟地那韦 indinavir 100 mg 105231 

9930330 叼|味美辛 indometacin 100 mg 178078 

9930331 异烟胁 isoniazid 100 mg 185124 

9930332 单硫酸卡那霉素 kanamycin monosulfate 12 mg 197211 

9931416 拉米夫定 lamivudine 100 mg 105232 

9930333 毛花背丙 lanatoside C 100 mg 281022 

9930334 左旋多巴 levodopa 100 mg 295065 

9930335 左快诺孕酣 levonorgestrel 200 mg 194182 

9930336 左甲状腺素铀 levothyroxine sodium 100 mg 189144 

9930337 利多卡因 lidocaine 100 mg 181104 

9930338 盐酸利多卡因 lidoca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81105 

9930339 腆甲腺氨酸饷 liothyronine sodium 50 mg 193179 

9930340 盐酸洛吸丁胶 loperamide hy<Irochloride 100 mg 194185 

9930341 甲苯达瞠 mebendazole 200 mg 195195 

(甲苯眯瞠)

9930454 醋酸甲起孕酣 medroxyprogesterone 100 mg 106241 

acetate 

熔点标准物质 ( Melting point reference substances ) 

9930217 偶氮苯 azobenzene (69 "C ) 1 g 192168 

9930438 香草酸 (83 "C) vanillin (83 "C) 1 g 299169 

9930222 偶苯眈 (96 "C) benzil (96 "C ) 4 g 294170 

9930201 乙酌苯胶 (116 "C) acetanilide (1 16 "C ) 1 g 297171 

9930380 非那西丁 (136 "C ) phenacetin (136 "C ) 1 g 297172 

9930221 苯甲眈苯胶 benzanilide (165 "C) 4 g 192173 

(16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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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0422 磺胶(166 "c ) sulfanilamide (166 "C) 1 g 192162 

9930423 磺胶毗院(193 "C) sulfapyridine (193 "C) 4 g 192163 

9930286 双氧胶 (21O"C) dicyanodiamide (210 "C ) 1 g 192164 

9930411 糖精 (229 "C ) saccharin (229 "C ) 1 g 192165 

9930235 咖啡因 (237 "C) caffeine (237 "C) 1 g 299166 

9930382 盼欧 (263 "C ) phenolphthalein (263 "C ) 1 g 299167 

9930345 甲氨蝶岭 3 对甲 methotrexate 100 mg 194193 

基卡比多巳见( -) - 3 - 0 - methylcarbidopa see 

3 - (4- 是基 - 3 -甲 ( - ) -3 一 (4 - hydroxy-3 一

氧苯基) -2-脐基 methoxyphenyl) - 2 - hydrazi-

2- 甲基丙氨酸3-对 no - 2 - methylalanine 

甲基甲基多巴 3 - 0 - methylmethyldopa see 

见(-) -3- (4-起( - ) -3 - (4 - hydroxy -3 -

基 - 3 -甲 氧苯 methoxyphenyl) - 2 - methyl-

基) -2- 甲基丙氨酸 alanine 

9930346 甲基多巴 methyldopa 100 mg 179084 

9930347 甲辜酬 methyltestosterone 100 mg 167023 

9930348 甲氧西林铀 meticillin sodium 200 mg 274024 

9930350 甲硝瞠 metronidazole 100 mg 183118 

9930351 茶夫西林制 nafcillin sodium 200 mg 272025 

9930354 盐酸新霉胶 neamine hydrochloride 0.5 mg 193177 

(盐酸新霉素 a) (neomycin a hydrochloride) 

9931417 甲磺酸奈非那韦硫酸 nelfinavir mesilate neomycin 100 mg 105233 

新霉素 B 见 framyce- B sulfate see fì.amycetin 

tin sulfate sulfate 

9930356 甲硫新斯的明 neostigmine metilsulfate 100 mg 187135 

9931412 奈韦拉平 nevirapine anhydrous 100 mg 104227 

9931423 奈韦拉平杂质 B nevirapine impurity B 10 mg 106239 

9930357 烟酷胶 nicotinamide 100 mg 200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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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0358 烟酸 nicotinic acid 100 mg 179091 

9930359 硝吠莫司 (硝映替 nifurtimox 100 mg 194189 

莫 )

9930360 尼立达瞠 niridazole 200 mg 186129 

9930361 尼立达l些 - 氯乙基甲 niridazole - chlorethylcar- 25 mg 186130 

眈胶 boxamide 

9930366 烘诺酬 norethisterone 100 mg 186132 

9930367 醋快诺酣 norethisterone acetate 100 mg 185123 

9930369 制霉菌素 nystatm 200 mg 405152 

9930371 哇巳因 ouabain 100 mg 283026 

9930372 苯瞠西林铀 oxacillin sodium 200 mg 382027 

9930373 二水合土霉素 oxytetracycline dihydrate 200 mg 189142 

9930374 盐酸土霉素 oxytetracycline hydrochlo- 200 mg 189141 

ride 

9930376 盐酸黯粟碱 papaver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85127 

9930377 对乙眈氨基盼 paracetamol 100 mg 195198 

9930378 硫酸巴龙霉素 paromomycin sulfate 75 mg 195197 

9930383 青霉素 V phenoxymethylpenicillin 200 mg 179082 

9930384 青霉素 V 梆 phenoxymethylpenicillin 200 mg 179083 

calcium 

9930385 青霉素 V 钙 phenoxymethylpenicillin 200 mg 176075 

potasslUm 

9930387 苯妥英铀 phenytoin 100 mg 179089 

9930388 己二酸啄嗦 piperazine adipate 100 mg 197212 

9930389 拘橡酸~嗦 plperazme cilrate 100 mg 197213 

9930390 日比喳酣 praziquantel 100 mg 194191 

9930391 泼尼松龙 prednisolone 100 mg 389029 

9930392 醋酸泼尼松龙 prednisolone acetate 100 mg 289030 

9930393 发尼松龙琉王自酸半醋 prednisolone hemisuccinate 200 mg 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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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0394 发尼松龙磷酸铀 prednisolone sodium 200 mg 194190 

phosphate 

9930395 泼尼松 prednisone 100 mg 167031 

9930396 醋酸泼尼松 prednisone acetate 100 mg 169032 

9930397 丙磺舒 probenecid 100 mg 192156 

9930398 盐酸普鲁卡因 proca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83119 

9930399 盐酸丙卡巴脐 procarbazine hydrochloride 100 mg 184120 

9930400 黄体酬 progesterone 100 mg 167033 

9930402 盐酸普茶洛尔 propranolol hydrochloride 100 mg 187139 

9930403 丙基硫尿略院 propylthiouracil 100 mg 185126 

9930404 略略院 pyrantel embonate ( pyran- 500 mg 192157 

tel pamoate) 

9931424 毗嗦眈胶 pyrazinamide 100 mg 106240 

9930405 澳毗斯的明 pyridostigmine bromide 100 mg 182110 

9930406 利血平 reserpme 100 mg 186133 

9930408 核黄素 (维生素 B2 ) riboflavin 250 mg 382035 

9930409 利福平 rifampicin 300 mg 203151 

9930410 酿式利福平 rifampicin quinone 200 mg 202148 

9931421 利托那韦 ntonavlr 100 mg 105237 

9931418 甲磺酸沙奎拉韦 saquinavir mesilate 100 mg 105234 

9930412 泛影酸铀 sodium amidotrizoate 100 mg 198221 

9930413 色甘酸制 sodium cromoglicate 100 mg 188140 

9930415 盐酸大观霉素 spectmomycm hydrochlo- 200 mg 193176 

ride 

9931419 司他夫定 stavudine 100 mg 105235 

9930416 硫酸链霉素 streptomycin sulfate 100 mg 197215 

9930417 磺胶醋眈 sulfacetamide 100 mg 196200 

9930419 磺胶甲嗯嗤 sulfamethoxazole 100 mg 17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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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目录号 对照品 包装规格 控制号

9930420 磺胶甲氧嚓 sulfamethoxypyridazine 100 mg 178079 

9930421 磺胶 sulfanilamide 100 mg 179094 

9930424 柳氮磺毗院 sulfasalazine 100 mg 191155 

9930425 拘橡酸他莫昔芬 tamoxifen cÌlrate 100 mg 196208 

9930426 拘橡酸他莫昔芬 tamoxifen E - isomer 10 mg 205209 

E-异构体

9930427 庚酸辜酣 testosterone enantate 200 mg 194192 

9930428 丙酸辜酣 testosterone proplOnate 100 mg 167036 

9930429 盐酸四环素 tetracycline hydrochloride 200 mg 205095 

9930430 氨硫服 thioacetazone 100 mg 171046 

9930196 4 , 4' 二氨基二苯 4 ， 4' - thiodiarùline thyroxine 50 mg 183116 

硫酷甲状腺素铀见 sodiwn see levotlryroxine 

左旋甲状腺素铀 sodiwn 

9930431 甲苯磺丁服 tolbutamide 100 mg 179086 

9930432 托茶醋 tolnaftate 100 mg 176074 

9930433 邻甲苯磺酸胶 toluene - 2 - sulfonamide 100 mg 196204 

9930434 兰甲双目同 trimethadione 200 mg 185125 

9930435 甲氧苦呢 trimethoprim 100 mg 179093 

9930440 硫酸长春新碱 vincristine sulfate 9.7mglvial 193181 

9930439 华法林 warfarin 100 mg 168041 

9931420 齐多夫定 zidovudine 100 mg 105236 

9930260 珠氯米芬 zuclomifene 50 mg 187137 

2. 国际红外对照光谱

WHO 化学对照品协作中心能提供了 69 个国际红外对照

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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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光谱售价 5 美元， 一次买 50 个光谱只用 200 美元，并且

是精装本。 本的定购要 10 美元。

每个订单要求增加 10 美元的空运保证金。

国际红外对照光谱订购单可以发送到以下地址:

WHO Collaborating Centre for Chemical Reference Substances 

Apoteket AB 

Produktion & Laboratorier 

Farmaci/Centrallaboratoriet (ACL) 

Prismav且gen 2 

SE - 141 75 Kungens Kurva , Sweden 

Fax , + 468 7406040 

E - mail: who.apl@apoteket. se 

web site: http://www. apl. apoteket. se/who 

依据清单货物付款。 请直接付款到:

Nordea Bank Sweden , SE - 105 71 STOCKHOLM 

(Apoteket AB/ APU ACUWHO ) 

Swift , NDEASESS 

Account no (PG): 2 98 40 - 6 

IBAN , SE 65 9500 0099 6026 0029 8406 

付款时需要填写清单号。

目前可以从该中心得到的国际红外对照光谱目录如下:

水杨酸醋克利定 aceclidine salicylate 

乙酷l些胶 acetazolamide 

别瞟醇 allopurinol 

盐酸阿米洛利 amiloride hydrochloride 

盐酸阿米替林 amitriptyline hydrochloride 

三水合氨节西林 ampicillin trihydrate 

丙酸倍氯米松 beclometasone dipropionate 

青霉素何 benzylpenicillin potassium 

比U)匠立登 biperiden 

盐酸比U)民立登 biperiden hydrochloride 

盐酸布比卡因 bupivacaine hydro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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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因 (无水物)

亚叶酸钙

卡比多巴

马来酸氯苯那敏

氯法齐明

氯瞠西林$内

秋水仙碱

阿糖胞背

地塞米松

醋酸地塞米松， 一水合物

氢澳酸右美沙芬

地西洋

库腆钱

双香豆素

拘橡酸乙胶嗦

盐酸地芬诺醋(苯乙呱旋)

琉乙红霉素

硬脂酸红霉'素

依他尼酸

乙硫异烟胶

乙琉胶

峡l璧米

加拉腆饺(三腆季饺盼)

格列本腮

氟q展览醇

caffeine (anhydrous) 

calcium folinate 

carbidopa 

chlorphenamine hydrogen maleate 

clofazimine 

cloxacillin sodium 

colchicine 

cytarabine 

dexamethasone 

dexamethasone acetate , monohydrate 

dextromethorphan hydrobromide 

diazepam 

dicolinium iodide 

dicoumarol 

diethylcarbamazine dihydrogen citrate 

diphenoxylate hydrochlotide 

erythromycin ethylsuccinate 

erythromyci n stearate 

etacηnic acid 

ethionamide 

ethosuximide 

furosemide 

gallamine triethiodide 

glibenclamide 

haloperidol 



氢氯l璧嚓 hydrochlorothiazide 

布洛芬 ibuprofen 

盐酸丙咪嗦 imipramine hydrochloride 

叼|味美辛 indometacin 

异烟脐 isoniazid 

利多卡因 lidocaine 

盐酸利多卡因 lidocaine hydrochloride 

林丹 lindane 

甲硝瞠 metronidazole 

硝酸咪康嗤 miconazole nÏtrate 

氯硝柳胶 niclosamide 

烟航胶 nicotinamide 

那可丁 noscapme 

资氨哇 oxammqmne 

盐酸器粟碱 papaverine hydrochloride 

苯巴比妥 phenobarbi tal 

青霉素 V 饵 phenoxymethylpenicillin calcium 

苯妥英饷 phenytoin 

磷酸伯氨哇 primaquine phosphate 

丙硫氧暗q定 propylthiouracil 

丙硫异烟胶 protionamide 

乙胶l密吭 pyrimethamine 

沙丁胶醇 salbutamol 

硫酸沙丁胶醇 salbutamol sulf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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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胶

磺胶多辛

磺胶甲 l思l挫

磺胶甲氧H达嗦

l攀苯l哇

盐酸苯海索

甲氧主F~定

丙戊酸

盐酸维拉帕米

新增的红外对照光谱图见 4.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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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fadimidine 

sulfadoxine 

sulfamethoxazole 

sulfamethoxypyridazine 

tiabendazole 

trihexyphenidyl hydrochloride 

trimethoprim 

valproic acid 

verapamil hydro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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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背景介绍

联合国通过其采购机构向全球各国提供药品和其他健康产品

时，需要对产品的质量、安全和有效性进行评价。

从 2002 年起， WHO 对安全套的采购由联合国人口基金

( UNFPA) 负责。 但是， WHO 继续进行标准化方面的工作并与主

要的合作伙伴共同制定安全套的相关质量标准以及技术和采购方

面的指导原则。 2004 年发布了"男用乳胶安全套:安全套采购质

量标准及指导原则该文件包括更新后的安全套质量标准;预

认证、采购以及检测的程序和要求。

WHO 、 UNFPA 及其主要的合作伙伴建立了一个基于研究成

果的生殖健康基本药物目录 (2005) ，后该目录获得 WHO 基本药

物筛选及使用专家委员会的批准。 根据该目录以及生殖健康供应

商联盟成员的推荐， WHO 同意在预认证计划中增加生殖健康基

本药物核心组，并从 2006 年起实施。 作为该行动的一部分，同

意由 UNFPA 负责宫内节育器( IUDs) 、男用乳胶安全套的预认证

并与 WHO 预认证计划部门协调认证计划事宜。

本文件论述了男用乳胶安全套的实施计划，该计划由 UNFPA

专门的管理系统及标准操作规程 (SOPs) 支持。

1. 2 目的

总体目标是为保证联合国机构采购的男用乳胶安全套的质

量，对生产企业及生产场地实施质量认证。

具体目标如下:

·促进男用乳胶安全套的采购质量，对生产企业生产合格产

品的能力进行评价。

.建立促进采购产品质量的系统，使采购的产品质量符合男

用乳胶安全套的 ISO 4074: 2002① 及 WHO② 标准并在货

①150 文件来自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处， 1 me de Varembé , Case Postale 56 , CH -1211 日

内瓦 20 ，瑞士。

( WHO/UNFP AlUNAID5/FHI 男用乳胶安全套采购质量标准及指导原则。 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 2004 0 

.70. 



架期内保持产品的有效性。

· 扩大符合联合国采购要求的男用乳胶安全套供应商数量。

. 维护并公布经过预认证的供应商名单。

2. 男用乳胶安全套的预认证计划

2.1 参加资质

预认证计划适用于从事男用乳胶安全套的处方、配制和定型

等工艺的生产企业，也适用于 UNFPA 招标公告 (EOI ，参见下

文)中规定的采用预硫化乳胶进行生产的企业。 一个代理机构也

可以代表从事上述安全套生产环节的生产企业进行投标，但预认

证计划并不适用于只从事检测、润滑和包装工作的代理机构、分

销商或者供应商。

2.2 招标公告

2.2.1 招标意向书的征集与提交

在联合国全球采购机构(简称 UNGM: htpp: / / www. ungm. org) 、

UNFP A: http : //www. ur中a org 以及 WHO ( http : //www. who. int/ 

prequaν) 的网站发布对有关方提交意向书(投标书)的邀请。

对有关方的邀请是公开并且透明的，邀请生产企业及其本文

2. 1 节所述的代理机构就邀请函中所列产品提交意向书 。 投标人

或生产企业应在其向 UNFPA 提交的意向书中着重提供邀请函中

要求提供的相关信息。 自公告发布起，投标人或生产企业应在规

定的期限内提交其意向书，意向书必须用英文书写(参见本书

2.10 语言) 0 UNFPA 将收集并记录来自每个申请人或生产企业

的意向书，并向申请者寄送收条。

WHO 与 UNFPA 将为预认证材料的递交提供进一步的指南，

并将在 UNFPA 和 WHO 的网站公开发布这些指南文件。

在提交评价产品用的意向书时，申请人或生产企业应向

UNFPA提供下列重要信息:

· 一封表示对 UNFPA 预认证程序感兴趣的申请函 ， 申请函

中应确认所提交的产品文件及工厂主控文件综述材料完整

并正确 。

· 按照 WHO/UNFPA 关于提交产品数据和信息的指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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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格式提供产品文件。

· 满足产品检测所需的足够样品 。

· 按照 WHO/UNFPA 指南文件中关于提交工厂主控文件的

格式要求，提供产品文件中所有生产场地的工厂主控

文件。

提交的资料中必需附所有的有效认证(认可)证书、全部的

生产许可证或注册证以及公司注册证的复印件。

提交的文件应采用英文书写并用快递或挂号信寄送(参见本

书 2. 10 节语言) 。

2.2.2 对提交文件的评价

对提交的文件进行评价的目的是确定申请人(企业)是否满

足 ISO 及 WHO 相关标准对产品质量、安全性、生产和质量管理、

注册审批和生产能力等方面的最低要求。

2.2.2.1 对文件的初步筛查

UNFPA 将在收到文件的 30 天 内对文件进行筛查，确定提交

的文件是否包含有所需的所有信息。 如果提交的资料不完全，生

产企业将被通知并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补充所需的文件。 如果文

件资料不符合要求，将以文件不完全的理由拒收并退回 申请人。

对于完全符合行政审查的文件，由 UNFPA 保存并进行审评。

UNFPA 将与申请人(企业)就保密条款、对提交资料的审评

程序以及可能的现场检查进行书面沟通。

2.2.2.2 产品文件及工厂主控文件的评价

UNFPA 将在文件接收截止日期后的规定期限内 ( 90 天) ，召

集一组专家，作为审评员完成对产品文件和工厂主控文件的审评

工作。

提交的文件将由具有资质和相关经验的审评员进行评价。 将

按照现行的联合国选择顾问(专家)的有关程序进行审评员的选

择并开展审评工作。 审评专家组成员中可包括一位或多位随后将

负责生产现场检查的检查员 。 审评员必须遵守本程序第 3 ， 4 节中

UNFPA 关于保密和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

对于提交文件的审评工作，将按照 UNFPA 的相关 SOP 进行。

为保证审评标准和审评时限的一致性 ， 必要时 ， UNFPA 将对审评

员进行培训11 。

在审批过程中， UNFPA 可考虑由申请人在以往申请时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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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比如以往现场检查的结果、该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实验室检

测结果。 这些信息可能是 UNFPA 所拥有。 在 30 天内完成文件的

审评工作后， UNFPA 将审评的结果通知企业。 如果申请符合

UNFPA在 WHO 和 UNFPA 网站上的具体要求，将把生产地点列于

检查计划 。

2.3 现场检查

UNFPA 将为上述生产企业制定检查计划并进行协调，对生产

主艺、产品和质量管理系统是否符合 WHO 男用乳胶安全套质量

标准和质量管理规范以及下列国际标准的总体要求及性能方面的

要求 :

• ISO 4074 天然乳胶橡胶安全套 质量要求及检测方

法， 2002 年第一版， 2002 年 12 月 1 日修订。

• ISO 16038 橡胶安全套一一在天然乳胶安全套质量管理

中应用 IS04074 标准的指南。 2005 年 11 月 1 日， 第一版。

• ISO 13485 医疗装置一一质量管理系统:监督管理要求 ，

IS02003 ， 第二版。

• ISO 10993 医疗器械的生物学评价第一部分评价与

检测， ISO 2003 ，第三版。

2.3.1 检查组

现场检查将由检查组进行，检查组成员包括 UNFPA 指定的

作为 UNFPA 临时顾问的专家。 检查员必须具备资质证书、男用

乳胶安全套生产工艺的专业知识、 审计及质量管理系统的经验、

安全套生产企业现场检查的专业经验。 检查员必须遵守本程序第

1 第 4 节中 UNFPA 关于保密和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 为保证检

查过程的一致性，必要时， UNFPA 可为这些专家提供培训。

如有可能， UNFPA 将指定至少一位能用当地语言交流并有阅

读能力的检查员 O 不能实现这一 目标时，将使用由 UNFPA 选定

的翻译人员 o UNFPA 将从检查组成员中选定一位负责协调检查活

动的组长，检查组中也可有来自 UNFPA 的观察员 。 在现场检查

中， UNFPA 建议并寻求所在国管理部门的参与。 UNFPA 会提前

告知生产企业每位检查员的身份、进行现场检查的团队组成并提

供每位检查员的简历。 这样，在 UNFPA 检查前，生产企业就有

机会表达对任何一位检查员可能的关切。 如果通过与 UNFPA 的

协商，不能解决生产企业的关切，生产企业可能会反对检查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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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成员参与对该企业的检查。 生产企业必须在收到拟定的检查

人员名单 10 天内，向 UNFPA 通报其反对意见。 当收到上述反对

意见后， UNFPA 可能会取消与该检查员的全部或部分协议以及由

该检查员执行的任务。 为了保证检查工作的标准化和检查方法的

一致性，每个执行检查任务的检查组应按照 UNFPA 制定的 SOP ，

向 UNFPA 报告其检查中的情况与发现。

检查员应能获得生产企业对 EOI 的回应资料及评价报告的信

息。 所有的检查员必须遵守本程序第 1 第 4 节中 UNFPA 关于保

密和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

2.3.2 范围和行程

在检查前，申请人(企业)会被告知检查员的检查范围，从

WHO 和 UNFPA 的网站"生产现场检查的围:男用安全套 Scope

of manufacturing s山 inspection: male latex condoms" 项下可以获得

检查的主要内容。 当然，检查并不会局限于上述内容，生产企业

必须做好向检查员展示全部设施以及与安全套生产相关的所有记

录和数据的准备工作。

UNFPA 会至少在检查前 30 天通知申请人检查的日期，

UNFPA和检查员应作出合理的努力，满足生产企业和所在国药品

管理机构对检查日期的变更请求。

UNFPA 会通知申请人(企业)在检查中检查员可能需要的

作为证据的文件复印件，可能需要企业允许检查员在检查中拍照

作为记录，有关保密信息的考虑参见第 2.5 节 。

2.3.3 透明度

检查组由 UNPFA 聘请进行生产设施的检查并支付相关费用，

UNFPA 支付检查组成员的住宿和交通费用。 生产企业不需要支付

旅馆住宿费用也不需要向检查员或 UNFPA 职员提供任何费用。

可能会请求生产企业协助办理旅馆预订、车站(机场)与旅馆间

以及旅馆与生产企业间的交通等事宜。

检查员以及陪同检查的 UNFPA 职员不能接受被检查企业的

任何礼品 。 不管礼品价值大小， UNFPA 要求生产企业不向检查员

或 UNFPA 职员提供任何礼品 。 参加采购计划的生产企业应将与

产品生产相关的所有设施、文件向检查组全面开放。 如果不能提

供上述要求，生产企业及指定产品不能通过认证。 在初步审评

中，生产企业的任何欺诈或严重疏漏将会导致现场检查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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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产品检测

在检查前或检查后，由 UNFPA 指定的独立抽样人员抽样，

或由检查员在现场检查的适当时间取样，供独立检测用。 由检查

员或独立抽样人员对样品进行包装并封口，检查员可以携带药品

带回 UNFPA 或委托生产企业将密封的样品箱由快递公司寄往选

定的实验室，费用由 UNFPA 支付。

根据现行男用乳胶安全套 IS04074: 2002 一附录 B 的国际标

准确定抽样量。 按照安全套采购的 WHO 质量标准和指导原则，

确定检测项目 O 由 UNPFA 选定的经过独立认证的检测实验室对

全部项目进行检测 T，上述检测实验室必须拥有规定的检测能力

井有证明文件以及由 IS0l7025 标准认证证明的检测经验和能力 。

申请人将得到一份检测报告的复印件O

2.5 现场检查结果的报告和沟通

检查结束时，检查员将起草一份简短的书面总结报告，阐述

在现场检查中与生产企业讨论过的主要发现和观察。 该报告将提

交 UNFPA 并向企业提供复印件，此外，检查组将按照 UNFPA 的

SOP 和格式完成其主要报告，阐述其发现、证据和建议。 该报告

将提交给 UNFPA 。

检查报告将由 UNFPA 送达申请人或生产企业。 如果需要 申

请人(企业)补充资料或采取整改措施，在对补充资料评价完成

前或采取整改措施并按照有关标准检查符合要求前， UNFPA 将延

期对该生产企业作出接受的决定。

当申请人或生产企业在规定的时限内不能提供规定的资料或

未实施整改措施，或者不能通过提供的信息完成质量评价程序

时， UNFPA 保留终止相关产品的质量评价程序的权利 。 当申请

人和 UNFPA 出现任何不同意见时，应按照 UNFPA 用于处理申诉

和抱怨的 SOP，协商解决有关问题。 在文件审核、产品检测和生

产现场检查中产生的任何报告或结果的所有权，归 UNFPA 所有 。

因此，在保护申请人或生产企业的商业机密的前提下， UNFPA 有

权使用并发布这些报告。 机密信息包括:

保密的知识产权、"技术秘诀"和商业秘密(包括处方、

程序、产品包含的工艺或信息、未经公开的商标、专利

等) j 

一 商业机密( 比如一家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研发计划) 。

.75 . 



UNFPA 与申请人(生产企业)间信件往来中包含的保密规

则，应在产品文件审评或生产现场检查前确定。

除上述规定外， UNFPA 和 WHO 保留与利益相关的 UNFPA

及 WHO 成员国分享全部检查报告及评价结果的权利。

2. 6 预认证结论

UNFPA 的职责是编辑提交的针对招标公告德信息， 完成评价

报告、检查报告和检测报告。 一名具有适当经验并经过培训的

UNFPA 职员负责评价每个申请人(生产企业)提交的资料，并

在咨询审评员和检查员的基础上 ， 对认证计划的结果作出最终的

结论。

根据评价报告 ， UNFPA 将确定 :

· 指定工厂生产的男用乳胶安全套无条件地通过认证。 只有

当没有证据表明需要向 UNFPA 提交整改措施。 或

· 当认为必要时，要求生产企业进行指定的整改措施。 生产

企业必须在承诺的时限内完成整改并向 UNFPA 提供已经

完成整改措施的证明 。 如果 UNFPA 对补充的资料满意 ，

生产企业的名称将列入通过认证的安全套生产企业目 录

中 。 或

· 确定该生产企业预认证结果不合格(不需要提供任何整改

措施) ，但这一结果并不妨碍申请人(企业)在未来根据

招标公告的邀请， 再次提交申请。

当检查员建议企业进行整改时，就需要在整改后进行再次检

查，生产企业必须在双方约定时限内完成整改措施，向 UNFPA

通报整改情况并提供相关的证据，如有必要 ， 在整改建议中可包

括进一步的产品检测。 在对企业提交的证据进行审核后， UNFPA 

将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如有必要进行再次检查，将

按照 2.3 -2.6 节所述的程序进行检查和评价。 如果申请人(生

产企业)在规定的时限内不能提供所需的资料或完成整改措施，

或者提供的资料不足以完成质量评价工作， UNFPA 保留终止特定

产品的质量评价的权利。 检查中的发现也可包括非强制的观察 ，

这些观察旨在强调改进生产和质量管理系统的可能性。

如果检查中的证据表明需要进行强制的改进措施、 要求企业

提供补充资料或者采取其他整改措施， UNFPA 可推迟作出最终决

定， 直到完成对上述补充资料评价、 整改措施已到位并发现生产

企业符合指定的国际标准(详见附件) 。 如果申请人(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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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 UNFPA 报告后的 12 个月内未能提交满意的回复材料，申

请将失效，未来 UNFPA 发布招标公告邀请时，申请人需要重新

申请。 UNFPA 将在收到最终报告后的 30 天内，正式通知生产企

业预认证的结果。

2.7 列出通过预认证的男用乳胶安全套及生产企业名单

当 UNFPA 完成质量评价程序获得满意结果，并且产品文件

和相关的生产企业满足上述的预认证要求，指定企业生产的产品

将列在 WHO 和 UNFPA 的预认证网站上。 通过预认证的男用乳胶

安全套及相应的生产企业名单，将按照 UNFPA 的相关 SOP 进行

编写并更新。 每个申请人将收到来自 UNFPA 的信件， 告知其质

量评价的结果。

2.8 预认证状态的维持

当产品被预认证男用乳胶安全套及相应的生产企业目录收载

后，要求申请人(生产企业)在对生产地点或生产工艺变更前，

向 UNFPA 通报有关情况。

对于通过预认证的男用乳胶安全套生产企业， UNFPA 要求该

企业在 4 周内，提供任何影响审批资料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下

列内容(并不限于所列内容) : 

机构的变更;

一生产和检测设备的变更;

一 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

一 产品召回;

一 生产企业所持证书(执照)的变更 ;

一不良反应报告 ;

一安全套设计的变更;

一 未列入工厂主控文件乳胶供应商的变更;

一 原料质量标准的变更;

包装的变更;

一有关货架期的新资料。

申请人有责任向 UNFPA 提供适当的文件(参见文件相关部

分) ，证明实施的任何变更不会对通过预认证的产品质量产生影

响 。 UNFPA 将按照 UNFPA 指导原则和 SOP，对上述变更进行评

价，并向申请人通报评价的结果。 UNFPA 将在现场检查中对生产

企业是否按照要求向 UNFPA 报告变更的情况进行检查。 UN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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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定期由独立抽样人员，从预认证目录的生产企业中随机抽

取男用安全套样品 。 样本量将按照现行男用乳胶安全套的国际标

准( IS04074: 2002 - 附录 B) 确定。 将按照 WHO 质量标准和采

购指导原则中对发货前批次进行批检验的要求，对抽样进行检

则 。 对产品的所有检测项目，均由 UNFPA 选定的通过 IS017025

标准认证并获得证书的独立实验室完成。 如果检测结果不符合制

定的检测标准， UNFPA 将调查原因并与生产企业或申请人(当申

请人与生产企业不是同一机构时) 0 UNFPA 可能会要求用户、管

理机构或其他采购机构等，与预认证男用安全套的质量和供应相

关的各方提交报告。 对于向 UNFPA 提交的，与预认证男用乳胶

安全套相关的抱怨，将按照 UNFPA 的相关 SOP 进行调查。 经过

调查后， UNFPA 将向申请人(生产企业)提供关于抱怨调查的

书面报告以及建议采取的措施。 必要时， UNFPA 会要求申请人

(生产企业)提供已经采取有效措施的证据。 在保护商业机密的

前提下(参见 2.5 节)， UNFPA 将向生产企业(申请人)及其所

在国的有关当局提交报告。 当这些信息事关公众健康重大利益

时， UNFPA 保留公开发布这些报告的权利。 此外， UNFPA 有权

与 WHO 及利益相关的 WHO 成员国有关部门共享全部报告及其建

议措施的内容。

2.9 再评价

UNFPA 将按照不超过 3 年的间隔，对指定的生产男用乳胶安

全套的企业进行再评价。 与初次预认证相近，再评价包括对文件

的全面审核、现场检查以及产品检测 。

在下列情况下，也可能需要进行再评价:

· 当 UNFPA 或一个或多个联合国机构认为生产企业提供的

男用乳胶安全套不符合 WHO 质量标准和发货前检测要求

(详见男用乳胶安全套质量标准及安全套采购指导原则，

WHO , 2004 年) 。

· 当 UNFPA 或一个或多个联合国机构(组织)收到性质严

重的抱怨报告时。

· 当发生上述 2. 8 节中所列一项或多项生产工艺的重大变

更时。

由 UNFPA 指定的官员将考虑对提交的资料、 现场检查报告

以及检测信息等资料的再评价工作，并作出下列决定:

· 不需要进行整改，在预认证产品目录中保留该男用乳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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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套及其生产企业的名称。 或者

· 保留该男用乳胶安全套及其生产企业的预认证身份，同时

要求进行整改，经 UNFPA 批准，可进行进一步的产品检

测或现场检查。 或者

· 终止其预认证身份。

收到数据并在 30 天内作出决定后， UNFPA 将把再评价的结

果通知申请人(生产企业)并对通过预认证的生产企业目录进行

必要的修订。 更新后的目录将在 WHO 和 UNFPA 的预认证网站公

布。 如果发现提交的资料不正确或不真实， UNFPA 将在预认证目

录中取消该产品以及生产企业的名称。

2. 10 语言

预认证项目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提交的所有预认证申请资料

应为英文。 如果所需的文件原文不是英文，生产企业必须提交原

文复印件并附经过认定的英文翻译件。 UNFPA 与申请人之间的通

信及联系应采用英文。 审评员、检查员及 UNFPA 签发的所有评

价和检查报告都采用英文。

现场检查中使用英文，必要时可由翻译协助。 生产企业有责

任就检查中是否需要翻译事项，通知 UNFPA ， UNFPA 做出最后

决定。

2.11 费用

目前， UNFPA 负担评价、检查和产品检测的费用。 生产企业

自行负担提供认证计划要求的必需资料和协助方面产生的费用。

目前的预认证工作由 UNFPA 免费进行，但是， UNFPA 保留根据

成本收取费用的权利。

2.12 对争议的解决

如果一个生产企业与 UNFPA 间有任何不同意见，可以根据

UNFPA 制定的处理申诉和抱怨的 SOP，讨论并协商解决。

3. 保密承诺

按照下列条款，审评员和检查员视其在审评、检查或在这些

活动中由于职务关系中获得的所有信息，为 UNFPA 及其合作方

的机密和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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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评员和检查员应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确保:

·除本文件所述的评价和检查活动之外，机密信息不得用于

任何其他目的 ;

·不得向任何不受保密条款约束的人员透露或提供信息，不

在本文件规定之外使用这些信息。

但是当能证明机密信息符合下列条件时，审评员和检查员不

受任何保密协议和不当使用的约束:

• UNFPA 或其代表(包括生产企业)在披露前， 他人已经

知道的信息;或者

• UNFPA 或其代表(包括生产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

或者

·在元过错的情况下，这些文件已经成为公开的信息;或者

·在不违背任何保密法律义务的条件下，已经可以从第二方

获得这些信息。

4. 利益冲突

在开展工作前，除了上述的保密协议外，还要求每个审评员

和检查员签署利益声明 。 如果根据利益声明，当感觉没有实际或

认知上的利益冲突时(或者只有微不足道或无关要紧的利益冲

突) ，认为该审评员或检查员从事上述工作是合适的，他(她)

是 UNFPA 的专职顾问 。 与此相关， 要求每个审评员和检查员确

认其利益声明中披露的信息准确、完整。 当这些个人信息有任何

变更时， 立即通知 UNFPA 。

所有的检查员还需要同意，在企业的要求下， UNFPA 将提前

通知企业进行现场检查的每个检查员的身份和检查组的组成，并

提供每个检查员的简历。 在 UNFPA 检查前，生产企业就有机会

表达对任何一位检查员可能的关切。 如果通过与 UNFPA 的协商，

不能解决生产企业的关切，生产企业可能会反对检查组的某位成

员参与对该企业的检查。 生产企业必须在收到拟定的检查人员名

单 10 天内，向 UNFPA 通报其反对意见。 当收到上述反对意见

后， UNFPA 有权取消与该检查员的全部或部分协议以及由该检查

员执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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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2002 年修订版，国际标准化组织， 2002 年 12 月 1 日 O

ISO 16038 橡胶安全套一一在天然乳胶安全套质量管理中应

用 IS04074 标准的指南，第一版。 国际标准化组织， 2005 年 11

月 1 日 。

ISO 13485 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系统 : 监督管理要求， 第

二版， 国际标准化组织， 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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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 1 介绍

联合国通过他的采购机构向世界各国提供药物和其他医疗卫生用

品，需要对采购产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 以及其他重

要的机构在 2005 年形成了基于循证基础上的生殖健康基本药物目录，

这个目录随后被 WHO 的"基本药物选择和使用专家委员会"批准通

过。 通过这个目录以及"生殖健康(产品)供应联盟"成员的建议，

一致同意 WHO 应该建立一个生殖健康产品预认证项目的核心小组，这

个预认证项目与 2006 年开始执行。 做为这个行动的一部分， 一致同意

由 UNFPA 来负责含铜宫内节育器 (IUDs) 和男用乳胶避孕套的预认

证， UNFPA 的预认证程序应该与 WHO 的预认证程序进行协调。

WHO 继续进行其标准规范工作，并与其他重要的有关机构最近共

同支持关于含铜宫内节育器的循证医学综述( Cochrane review) ① 的准

备工作，目的是为含铜宫内节育器的国际标准 (ISO 7439: 2002) 提供

支持。一个由 WHO 在 2006 年 9 月组织的一个技术审查委员会审查了含

铜宫内节育器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功能性并且推荐 TCu380A 宫内节育

器是联合国人口基金进行大量采购的最合适的产品 。 另外，目前正在进

行详细的技术审查以提高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的质量标准，修订后的

质量标准将与 2008 年 7 月发表，在修订后的质量标准发布之前仍然使

用当前的质量标准。

本文件阐述 TCu380A 宫内节育器预认证计划的执行过程。 含有一

个标准操作规范( SOPs) 的联合国人口基金管理系统对本文件进行

支持。

1.2 目的

本文件的总体目标是执行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生产商预认证

计划，保证联合国机构能够采购到选定的生产商生产质量合格的

产品 。

本文件具有以下几个特定目的:

( O'Brien PA et al. Copper containing , framed intra - uterine devices for contraction (Review) 

Cochrane Oatab国e of Systematic Re阴阳， 2脯， July 2脯， Issue 3 ，咐ated A咿st 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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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生产企业生产能力的认证，加强 TCu380A 宫内节

育器的采购;

· 建立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的采购系统，保证所采购的产

品符合 ISO 7439 国际标准和 TCu380A 宫内节育器质量标

准，并保证效期内产品的有效性;

·扩大质量合格的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的供应;

.发布预认证生产品企业名录并保持更新。

2. TCu380A 宫内节育器预认证计划

2.1 参加资质

预认证计划主要是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以下意向书中规定

的内容对宫内节育器生产厂家进行预认证。 重点在宫内节育器的

生产、组装、 灭菌和包装方面。 生产企业可以生产过程的一个或

者多个环节分包出去，但是产品的质量必须由生产企业来负责。

生产企业可以找一个代理机构来负责意向书。 预认证计划不适用

于只负责检测和再包装的供应商和代理机构。

2.2 招标公告

2.2.1 要求提交意向书

要求相关单位提交意向书的邀请会定期在以下网站上发布:

联合国国际市场部网站 (UNGM: http://www. ungm. org) ，联合

国人口基金网站 (UNFPA: http://www. unfpa. org) 和世界卫生

组织网站( http://www. who. int/p叫uaV) 。

邀请是公开和透明的。 邀请 2.1 中所述生产企业和他们的代

理机构就邀请中所列出的品种提交意向书。 申请者的意向书提交

给联合国人口基金，应涵盖要求的有关信息。 提交意向书的邀请

在网站上发布以后，给申请者一定的时间进行准备和提交。 提交

文件的语言必须是英文(见 2.10 语言) 。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记录所有收到的意向书，并通知申请者/

生产企业申请己收到。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供更多的关于提交预认

证申请的指导原则，并发布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

网站上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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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生产企业在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交意向书时，需要

注意以下几点:

. 文件要有一个封面，在封面上说明有意要参加联合国人口

基金的预认证，并且保证所提交的文件信息是完整和无

误的;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指导原则要求的格式

提交的相关文件和信息;

·供检查的样品;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关于生产工厂主文件

的格式要求提交的所有涉及到的生产工厂的主文件。

所有提交的信息必须要有相应的认证证明和证书， 生产许可

证以及企业的注册证。

提交的必须是英文文件，以快递或者挂号信的方式寄出(见

2.10 语言)。

2.2.2 文件的审查

文件审查的目的是判断申请者和生产者的产品在质量和安全

性、生产和质量管理、监管批准和生产能力方面是否符合相关

ISO 的标准②和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的质量标准③。

2.2.2.1 文件的初审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提交意向书截止日期后 30 天之内对收到

的材料进行初审，检查所要求的材料是否都已提交。 如果发现所

提交的材料不全，那么就要求申请者/生产企业在规定的日期之

内补交材料。 如果到期没有补交，那么就会认为材料不全而退还

给申请者。 初审后认为材料齐全的申请会进入下一步的审查

阶段。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就文件的保密性、审查的进度以及计划现

场检查方面与申请者/生产企业进行信件交流。

2.2.2.2 产品资料和生产工厂主文件审查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组织一个专家组作为审评员，在提交意向

书截止日期后规定的时间内 (90 天)对所提交的产品资料和生

② I50 标准来自 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处 ， 1 rue de Varem悦， Case Postale 56 , CH - 1211 

日内瓦 20 ，瑞士 。

③ TCu380A 标准来自 WHO (hllp: /八，"ww. who. inUprequatl )和 UNFPA ( hllp: / / 

帆仰. unfpa. org) 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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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厂主文件进行完整的审查。

审评员应该具有资质并且有相关的经验。 根据联合国现有的

选择顾问和专家的程序和办法来挑选和评估审评员 O 审评小组中

应该有一个或者多个检查员，他们负责后续的生产现场检查。 审

评员应该遵守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保密制度和利益冲突制度(见第

3 和第 4 部分) 。

按照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相关 SOP 来进行文件的审评。 为了保

证审评的一致性和时效性，需要时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审评员进

行培训iI 。

在审评的过程中，联合国人口基金有可能会参考记录在案的

申请者以前提交的申请资料以及以前对该生产企业现场检查和其

实验室检测结果。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资料审评结束后 30 天之内通知申请者/生

产企业评审结果。 如果审评认为企业的资料符合联合国人口基金

的规定要求(详细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网站) , 

那么就会安排对该企业进行生产现场检查。

2.3 现场检查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对资料中列出的生产企业组织现场检查，

对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生产工艺、质量管理系统以及 GMP 进行

检查，评估是否符合以下国际标准的要求:

• 86 . 

• ISO 7439 含铜宫内避孕装置一一要求，检测，第二版，

ISO , 2002 

• ISO 13485 医疗器械一一质量管理系统:监管要求，第

二版， ISO , 2003 

• ISO /IEC 1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基本要求，第二

版， ISO , 2005 

• ISO 10993-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一一第 1 部分，评价

和检测，第 3 版， ISO , 2003 

• ISO 11135 医疗器械 环氧乙:皖灭菌验证和常规控制，

第 1 版， ISO , 1994 

• ISO 11737-1 医疗健康产品灭菌放射 第 1 部分:评

价和检测，第 3 版， ISO , 2003 

• ISO 11737-2 医疗健康产品灭菌放射第 2 部分:放

射剂量的建立，第 1 版， ISO , 2006 

• ISO 11607-1 终端灭菌医疗产品包装 第 2 部分:材



料、无菌屏障系统和包装系统的要求，第 1 版，

ISO. 2006 

2.3.1 检查队伍

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指定 1 个或多个专家，作为联合国人口基

金的临时顾问，他们组成检查组。 检查员必须对宫内节育器的生

产过程十分熟悉，必须要有资质，必须具备质量管理系统的检查

经验，必须有宫内节育器生产现场的检查经验。 检查员必须遵守

联合国人口基金有关的保密和利益冲突规定(详见第 3 和第 4 部

分) 。 为了保证检查程序的一致性，如果有必要，联合国人口基

金会对这些检查员进行培训11 0

如果条件允许，联合国人口基金可以挑选至少一名懂当地语

言的检查员加入检查组。 如果找不到这样的检查员，联合国人口

基金则会使用一名翻译。 同时也会指定一名成员担任组长，负责

协调检查工作。 检查组中也可以有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观察员 。 联

合国人口基金会建议和鼓励有能力的国际级机构参与现场检查

工作。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提前通知被检查的生产企业检查组的成员

组成、成员背景情况和成员简历。 如果被检查的生产企业对检查

员有疑问，可以在检查开始之前告诉联合国人口基金。 如果联合

国人口基金解决不了这个疑问，被检查的生产企业可以拒绝这个

检查员来进行现场检查。 如果生产企业要拒绝某个检查员的检

查，必须在收到检查组成员信息的 10 天之内通知联合国人口基

金会。 如果拒绝了某个检查员，联合国人口基金可以取消它与该

检查员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和该检查员拟承担的任何检查工作。

所有的检查组都要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建立的现场检查 SOP

来进行检查并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报告检查结果，现场检查 SOP 的

主要作用是确保形成标准化的统一检查方法。

要保证检查员能够看到企业在意向书中提供的信息以及对这

些信息的评估。 所有的检查员都要遵守在第 3 和第 4 部分列出的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保密规定和利益冲突规定。

2.3.2 检查范围和日程

在检查开始之前通知申请者/生产企业检查的范围和内容。

检查的和主要内容发布在 WHO 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网站上，标

题是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现场检查范围" 。 但是检查范围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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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这些内容。 生产企业必须允许检查员检查涉及生产的整个

环节，包括组装生产现场、注射成型过程、灭菌过程以及整个生

产过程的记录，如果需要，生产商应该为检查员创造便利条件对

供应商进行检查。 检查员在征求联合国人口基金意见的基础上应

该在检查计划纳入检查设备的日程。

联合国人口基金应该在检查开始 30 天前通知申请者/生产

商。 如果生产商或者当地的药品监管机构提出要求改变检查日

期，联合国人口基金和检查员应该尽量满足要求。

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会通知生产企业，检查员在检查的时候有

可能要求企业提供文件记录，同时也有可能在检查过程中拍照，

检查员对所有的检查活动和内容都进行保密(见 2.5 节) 。

2.3.3 公开透明

检查员的检查费用和他们的住宿和差旅费由联合国人口基金

来承担。 被检查的生产企业对检查员不支付任何费用。 有可能需

要生产企业帮助预订酒店，和安排机场到酒店以及酒店到检查地

点的交通工具。

检查员(以及陪同的联合国人口基金工作人员)在检查过程

中不能够接受被检查企业的任何礼物;联合国人口基金同时也要

求申请者/生产企业不要试图给检查员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工作

人员送任何价值的礼物O

在检查过程中，生产企业应该运行检查员可以对所有涉及生

产的仪器和设备已经相关的文件记录进行检查。 如果不允许检查

员对这些内容进行检查，那么就该生产厂以及特定的产品不会通

过预认证。

在初始的评估过程中，如果发现生产企业任何的造假以及严

重的不作为行为，就会终止现场检查。

2.4 产品检验

在检查开始之前或者结束之后，联合国人 口基金会指定独立

的抽样人员对产品抽样并进行独立的检验，检查员在检查过程中

也可以抽样进行独立检验。

抽取的样品有检查员或者独立抽样人员进行打包并密封，检

查员带走这些抽取的样品，或者安排生产企业将这些样品快递寄

往指定的实验室，快递的费用由联合国人口基金出 。

抽取的样品量和检测项目应该与目前的 TCu380A 宫内节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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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保持一致。 所有的检测都应该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指定的

有资质的独立实验室来进行。 这些指定的检测实验室必须符合当

前的 15017025 对检测实验室的资质要求。

将会给申请人提供一份检验结果的复印件。

2.5 现场检查结果报告和沟通

在检查结束时，检查员应该出具一份简要的书面总结报告，

列出在检查过程中的主要发现，并与被检查企业讨论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同时会给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被检查企业各提交一份。

另外，检查员还会根据 WHO 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网站上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现场检查范围"项下规定的联合国人口基

金 50P 和格式，定稿最终报告，阐述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证

据和建议。 这份最终的检查报告将会提交给联合国人口基金。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申请者/被检查企业就这份报告的内容

进行沟通，如果还需要提交补充信息，或者需要生产企业采取整

改措施，那么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直到所补交信息评估完成以及整

改措施达到要求后，才会做出该生产企业符合要求的决定。

如果生产企业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所需要的补充信息，

或者提交的补充信息不足，或者没有执行整改计划，联合国人口

基金保留终止对企业认证的权力 。

如果被检查企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中间出现了不同意见，那

么按照联合国人口基金关于处理申诉和投诉的 50P 来讨论和解决

问题O

联合国人口基金对检查过程中生产的所有检查报告、检验结

果拥有所有权。 因此，联合国人口基金有权使用和发表这些报

告，但是会对申请者/生产企业的任何商业保密信息进行保护。

这些保密信息包括:

一 保密知识产权，生产经验，以及贸易秘密(比如包括:处

方、程序、产品相关的信息和生产工艺、未公开的商标和

专利) ; 

一商业机密(比如:公司的结构和发展计划) 。

在开始进行资料审评和现场检查之前，联合国人口基金和申

请者/被检查企业应该落实保密条款，并有书面材料。

联合国人口基金和 WHO 保留与其成员国相关监管机构评估

结果和检查报告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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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预认证结论

联合国人口基金一名有合适经验的工作人员来评价每个生产

企业的信息，同时征求检查员和资料审评员意见，最终做出是否

通过预认证的决定。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做出决定时有以下 3 种情况:

· 直接通过预认证。 这种情况是认为生产企业不需要进行

整改。

· 要求生产企业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 生产企业必须要在规

定的时间内完成整改，井且要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交材料

汇报整改情况。 如果联合国人口基金对整改情况满意，那

么就将该企业加入到通过预认证企业的名单中 。

· 直接认为企业没有通过预认证(不要求提交整改计划) 。

这并不妨碍企业下次再次提交意向书。

如果检查员建议需要对整改情况进行检查，那么生产企业必

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交整改报告和相关的证

据。 有可能抽样再次进行检测。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审阅整改报告

后，决定是否再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如果要再进行一次检查，那

么按照 2. 3 ， 2.4 、 2 . 5 和 2.6 部分中阐述的步骤来进行检查。

如果生产企业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所需要的补充信息，

或者提交的补充信息不足，或者没有执行整改计划，联合国人口

基金保留终止对企业认证的权力 。

检查员的检查结果中也可以包括一些非强制性的检查意见，

这些意见旨在重点关注生产和质量管理可以进一步提高的方面。

如果需要企业做出整改措施或者补充提交资料，那么联合国

人口基金会直到所补交信息评估完成以及整改措施达到相关的国

际标准的要求后(详见附件) ，才会做出该生产企业符合要求的

决定。 如果申请者生产企业在 12 个月之内没有向联合国人口基

金提交一份满意的报告，那么本次申请就认为失败。 将来申请

者/生产企业如果还想申请的话，需要重新提交意向书。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收到最终正式报告 30 天之内通知生产企

业本次申请的结果。

2.7 TCu380A 宫内节育器及生产企业名录

如果联合国人口基金对质量评价结果满意，并且申报资料和和

生产企业符合预认证的要求，那么会将该产品和该生产企业列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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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和联合国人口基金预认证网页中。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相

关 SOP，将会对预认证的产品和相关企业名录进行编辑和更新。

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会给每个申请者发信告示他们审评检查的

结果。

2.8 预认证状态的维持

TCu380A 宫内节育器和相应的生产企业列入到预认证名单

后，如果生产地点和生产工艺有任何的变动，生产企业都要提前

通知联合国人口基金。

对于已经批准的信息，如果有任何的变动，生产企业都要提

前 4 周通知联合国人口基金，这些变动可以包括以下方面(但不

仅限于这些方面) : 

一 生产地点的变化;

一 生产和检验设备的变化;

高级管理层的变化;

一样品召回;

生产企业的生产证书或者许可证的变化;

一不良事件报道;

设计的变化;

一原料供应商的变化;

原料加工的变化;

一生产的变化;

一包装的变化;

一灭菌过程的变化;

一关于效期的新信息。

申请者有责任保证所采取的任何变动都不会影响联合国人口基

金所认证产品的质量。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根据所建立的指导原则和

SOP 来评估生产企业所采取的变更，并与生产企业交流评估结果。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现场检查时会重点检查变更的执行情况。

联合国人口基金有可能定期通过独立的抽样机构来随机抽取

预认证目录名单上的生产企业的 TCu380A 宫内节育器产品 。 根据

现行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的质量标准来确定抽样量和检测的项

目 O 联合国人口基金挑选独立检测实验室来进行抽验的检测，所

挑选的独立实验室必须要符合 ISO 17025 对检测实验室的相关要

求和规定。 如果检验结果不合格，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与申请者/

生产企业进行交流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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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口基金也有可能要求消费者、其他监管机构或者其

他采购机构提供关于预认证过的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相关质量的

检测报告。

关于对预认证过的 TCu380A 宫内节育器质量方面的任何投

诉，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根据相关的 SOP 展开针对性的调查。 调查

结束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起草一份关于调查结果的书面报告发给

生产企业，包括整改的建议。 联合国人口基金要求提供相关的整

改证据。 联合国人口基金除了给生产企业发送一份报告之外，还

给生产企业所在地的监管机构发送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会按照

2. 5 部分的要求充分保护生产企业的商业机密。

如果联合国人口基金认为这份报告对公众健康非常重要，那

么他保留公开发表这份报告的权力 。 另外，联合国人口基金还保

留将这份报告与 WHO 以及 WHO 相关成员国有关监管机构分享的

权力 。

2. 9 再认证

联合国人口基金对 TCu380A 宫内节育器生产厂家的认证周期

是不超过 3 年。 再认证的内容与初次认证的内容相同，包括对资

料全面的评审、生产现场检查以及产品的检测。

以下情况需要进行再认证:

· 如果联合国人口基金或者联合国的一个或多个机构认为生

产企业生产的 TCu380A 宫内节育器不符合现行的质量

标准;

· 如果联合国人口基金或者联合国的一个或多个机构收到严

重的投诉;

· 如果 2. 8 项中的一个或多个条目发生了显著性的改变。

联合国人口基金指定专门的人员对所有的相关信息(包括提

交的再认证信息，现场检查报告以及监测信息)进行综合考虑，

可以做出以下几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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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将 TCu380A 宫内节育器和该生产企业列在预认证名

单上，不需要采取整改措施;

继续将 TCu380A 宫内节育器和该生产企业列在预认证名

单上，但是需要采取整改措施，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同意

下，进行抽样检查和现场检查;

一 停止预认证状态。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向申请者/生产企业通报再认证结果，在



收到预认证结果 30 天之内及时对预认证企业名录做出更新和调

整，更新后的名录发布在 WHO 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预认证网

站上。

一旦发现企业提供的任何信息中有造假行为，那么联合国人

口基金会将该企业机器产品从预认证名录中删除。

2.10 语言

英语是本项目的官方语言。 所有提交的文件是英语文件。 如

果要求提交的原始文件不是英语文件，那么生产企业必须提交一

份原始文件和英文译本。 联合国人口基金与申请者自己的所有联

系都是以英语进行。 联合国人口基金资料评审员、检查员发布的

资料审评报告和现场检查报告采用的语言都是英语。

现场检查时使用的语言是英语，如果有必要，现场需要翻译

的帮助。 如果生产企业认为现场检查时需要翻译，那么他们负责

向联合国人 口 基金提出需要翻译的申请，由联合国人 口 基金

批准。

2.11 费用

联合国人口基金目前负责资料审评、现场检查和样品检验的

费用。 生产企业负责提交信息和提供必要帮助发生的费用。

目前该项目联合国人口基金免费进行。 但是联合国人口基金

保留收取成本费的权力 O

2.12 对争议的解决

如果生产企业与联合国人口基金意见发生了分歧，那么根据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关于处理申诉和投诉的 SOP 来讨论和解决

问题。

3. 保密承诺

资料审评员和现场检查员应该认为他们在资料审评和现场检

查过程中接触到的任何材料和信息都是属于联合国人口基金或者

其协作结构的机密和产权，并遵循以下保密协议。

资料审评员和现场检查员应该采取措施保证以下几点 :

. 所有的保密信息都只用于本文件中所阐述的用途;

. 不得向任何无关人员泄露相关保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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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审评员和现场检查员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不受任何保密义

务的约束:

· 保密信息已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或其代表(包括制造高)

进行了披露;或

·保密信息由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或其代表(包括制造商)

在公共领域进行了披露;或

·保密信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错误而成为公共领域的一部

分;或

· 在没有违反任何保密协议的前提下，保密信息已由第三方

提供给他们。

4. 利益冲突

除了上述保密条款之外，每位审评员和检查员在开始工作之

前，都需要签署一份利益声明 。 如果根据利益声明，认为不存在

显著性的利益冲突，那么审评员和检查员就可以代表联合国检查

员开展预认证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每位审评员和检查员确

认他们签署的利益冲突文件上的信息是准确无误的，如果信息发

生了变化，需要他们立即通知联合国人口基金。

在生产企业的要求下，联合国人口基金需要事先向生产企业

提交每位检查员的身份，检查队伍的人员组成，以及每位检查员

的简历。 如果生产企业对任何一位检查员有顾虑，有权力在检查

开始之前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出 O 如果在与联合国人口基金沟通

后该顾虑仍然没有消除，生产企业可以拒绝该检查员进行现场

检查。

如果生产企业想拒绝某检查员的检查，那么必须在收到检查

队伍人员组成 10 天之内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出，在这种情况下，

联合国人口基金保留取消该检查员的部分或全部活动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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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标准和技术文件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raft report of the IUD technical review com

mittee September 2α)6. Geneva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2α)7. 

。 'Brien PA et al. Copper containing , framed intra - uterine devices for 

contraction (review) .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明， 立瓶，

Issue 3 , July 2aXí, updated August 2(万7.

ISO 7439. Copper-bearing intra-uterine contraceptive devices re甲irements ，

test , 2nd ed. Intem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 2!α卫.

ISO 13485. Medical devices-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for 

regt山间 P呻os队 2nd ed. Intem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 2∞3. 

ISO/IEC 17025. 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the competence of testing 

and calibration laboratories , 2nd ed. Intem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

tion , 2005. 

ISO 1仰93 - 1.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medical devices-Part 1 evaluation 

and testing , 3rd ed. Intem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 2∞3. 

lSO 11135. Medical devices-validation and routine control of ethylene oxide 

sterilization , 1st ed. Intem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 1994. 

ISO 11737 - 1. Sterilization of health care products-Radiation - Part 1: 

requirements for development , validation and routine control of a steriliza

tion process for medical devices , 1st ed. Intem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

tion , 21α)6. 

ISO 11737 - 2. Sterilization of health care products - Radiation-Part 

2: establishing the sterilization dose , 1 st ed. Intem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 2006. 

ISO 11ω7 - 1. Packaging for terminally sterilized medical devices-Part 2: 

Re甲irements for materials , sterile barriers and packaging systems , 1st 

ed. Intem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 2!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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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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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自文件回宿罢原则①②

3. 活性药物成分主控文档 (APIMF) 的内容

3.1 APIMF 的公开部分

3.2 APIMF 文件的保密部分

4. APIMF 程序文件的用途

5. APIMF 程序的步骤

6. 使用 APIMF 程序文件时的产品文件内容

7. APIMF 程序文件的变更和更新

附件 1 授权信函模版

附件 2 APIMF 持有者向 WHO 提交的附信

①根据欧洲药品评审局 (EMA，伦敦)颁布的 CPMP/QWP/227/02 第 2 修订版文件中所

述的"活性物质主控文档程序文件指导原则 (2005 年 4 月 27 日，征求意见稿)"制定本指导

原则。

②APIMF 程序文件指导原则并不适用于生物来源的 AP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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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APIMF 程序文件的主要目的是在保护活性药物成分( API) 

生产企业的宝贵知识产权机密或"技术机密"的同时，又使预认

证或预认证变更的申请者对药物制剂成品( FPP) 以及 API 的质

量和质量控制能够负完全责任。 因此， WHO 预认证项目组能够

获得评价药物制剂成品中所用 API 的适用性所需的全部资料。

APIMF 程序文件为药品及其 API 成分生产企业申请 WHO 认

证提供了可能性。 提交 API 相关科学数据的途径还包括 :

一个有效的药典质量标准适用性证书， API 的质量符合药

典所有相关附录的要求，井补充证书未包含的信息;

按照 WHO 预认证网站 (www. who. int/prequaν) 中的现

行指南文件，组织并提交有关 API 的学术信息。 API 生产

企业应提交签字署名的声明文件，表明 API 的合成及纯化

过程与文件所述一致。

此外， WHO 起始物料认证计划( SMACS) 的证书也可佐证

相关数据 (WHO 药品专家委员会。 38 次报告。 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 2004 年 o WHO 技术报告系列， No. 91 7 ，附录 3) 。

2. 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预认证或预认证产品文件(以下称产品文

件)变更申请者在编写 API 资料方面提供帮助。 本文件还可为

APIMF 持有者编写 APIMF 文件提供帮助。

3. 活性药物成分主控文档( APIMF ) 的内容

APIMF 应包括"治疗 HIV/AIDS、店疾和结核用多来源(仿

制)药物制剂成品 (FPP) 预认证文件提交指导原则"中第 2 节

"活性药物成分 (API) "所述的详细学术资料。 可从 WHO 预认

证网站( http://www. who. int/prequaV)获取该指导原则 。

应按照在指导原则中的结构和格式，组织并提交所需的资

料，这些格式符合通用技术文档 (CTD) 要求， CTD 文档于 2000

年 11 月，在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ICH , 

www. ich. org) 框架内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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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MF 中的学术资料应分为独立的两部分，也就是公开部分

( OP) 和保密部分( RP) 。 除 OP 和 RP 外， APIMF 文件还应包括

资料目录、 OP 和 RP 的独立质量综述资料。 APIMF 文件的持有者

应给出 OP 和 RP 文件各自的版本编号。 版本编号应具有唯一性并

符合下列的建议格式要求 :

APIMF 持有者的名称/活性药物成分的名称/OP 或 RP/ 版本

号/ 日期年一月一日( yyyy - mm - dd) 0 

3.1 APIMF 的公开部分

OP 的内容就是 APIMF 持有者认为对申请者属于非保密的信

息，而 RP 部分包含的就是 APIMF 持有者认为属于保密的信息。

需要强调的是 OP 文件仍然是保密文件，未经 APIMF 持有者的书

面同意，不得向第三方发送该文件。 在任何情况下， OP 都应包

含足够的信息，保证申请者能够对 API 质量标准的适用性评价负

全部责任，对生产指定药物制剂成品所用的 API 进行质量控制。

对于 OP 文件，必须在 APIMF 文件中以适当的文件至少包含

下列内容:

总体信息

·名称;

· 结构;

· 一般属性。

生产

· 生产企业/生产地点;

·对生产工艺及工艺控制的描述。

如果在 RP 文件中给出详细信息，给出生产工艺的流程图和

生产过程简图，但是，在 OP 部分也可能要求提供灭菌工艺的全

部验证数据(如果最终产品没有进一步的灭菌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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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步骤和中间体的控制 。

如果该信息与预认证申请者相关。

质量研究

· 结构确证及其他特性;

.杂质。



API 的质量控制

. 质量标准;

· 分析测定法 ;

· 分析方法的验证;

.批分析 ;

·制定质量标准的依据(说明) 。

标准物质或标准样晶

包装封塞系统

稳定性

· 稳定性研究综述及结论 ;

·批准后稳定性研究方案及留样的稳定性研究;

. 稳定性数据。

3.2 APIMF 文件的保密部分

RP 文件应包括每一步合成工艺的详细资料(反应条件、关键

步骤的验证和评价数据)以及 API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信息。 与

申请者相关的杂质信息应在 RP 文件中进行论述。 如果认为有必要

保证申请者对其产品负全部责任，也可要求在 OP 文件中提交。

生产

· 生产企业/生产地点;

· 对生产工艺及工艺控制的详细描述 ;

.物料的控制;

· 关键步骤和中间体的控制;

与详细生产工艺相关的信息以及与申请者无关的信息;

. 工艺验证及评价;

· 生产工艺的建立。

质量研究

· 杂质。

与详细的生产工艺相关的信息以及 APIMF 持有者由充足的理

由认为没有必要对 API 成品进行杂质控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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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的质量控制

.制定质量标准的依据(说明) 。

与详细的生产工艺、物料控制和工艺验证相关的信息。

4. APIMF 程序文件的用途

APIMF 文件仅用于产品文件或产品文件变更的支持性文件提

交 WHO，并且只在审阅产品文件时参看有关的 APIMF 文件。 不

对 APIMF 文件进行任何形式的批准，只有在对相关药物制剂的成

品进行认证时才能认可 APIMF 文件。

需要在产品文件中对 A凹的质量与其在 FPP 中的用途之间的

关系进行说明 。 尽管建立 APIMF 程序文件的目的是保护 API 生产

者的知识产权，但是，当申请者与 API 生产者之间没有文件保密

问题，比如预认证申请者就是 API 生产企业时，也可使用该程序

文件。

WHO 也希望 API 生产企业也是 APIMF 的持有者 。 当然，也

允许将另一方视为持有者，由该方提供 APIMF 文件。 在这种情况

下，应获得 API 生产企业的正式书面授权文件。

当《国际药典礼《欧洲药典礼《美国药典礼《日本药局方》

等均未收载该 API，或者虽然有官方质量标准但生产企业有内控

质量标准时，可使用 APIMF 程序文件。 当 API 被《国际药典礼

《欧洲药典礼《美国药典》或《日本药局方》收载时，也可使用

APIMF 程序文件。

当一个 API (活性物质)的药品主控文档 (DMF) 经过人用

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 ICH) 成员国及其协作国家的

一个药品管理机构评价后，只要符合下列条件，就可以不必进行

进一步的评价而被接受 :

一向 WHO 预认证机构提交了全部的 DMF 文件;并

一 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可以从 ICH 或其协作国家获得相关的

评价报告;或

一生产企业能证明该 API 已经用于在 ICH 及其协作国家获得

上市批准的制剂成品 。 在此情况下，可以提交由上述国家

药品管理机构签发的 WHO 药品起始物料认证计划

(SMACS) 格式的证书。

DMF 文件的持有者应采用书面文件的形式申明:为 WHO 预

认证生产的 API 批次，完全按照 ICH 或其协作国家认可的 D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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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生产，没有变更。

5. APIMF 程序的步骤

APIMF 持有者( API 生产企业或其授权的代表)只需 向

WHO 提供一次 APIMF 文件，与申请者的数量以及提交的药物制

剂成品文件的数量无关。 APIMF 持有者向 WHO 提交相关文件的

时间必须与药物制剂产品生产企业首次向 WHO 提交产品文件的

时间同步，因为对申请资料的评估需要参考 APIMF 文件。

当使用 APIMF 程序文件时，预认证申请者应向 WHO 提交产

品文件以及授权信函。 APIMF 的持有者应以附件 1 中"授权信

函"的形式，允许 WHO 对指定产品的相关 APIMF 数据进行

评估。

APIMF 持有者应向 WHO 提供下列文件:

·带附信(见附件 2) 的 APIMF 文件;

.保密部分和公开部分的质量综述;

· 授权信(见附件 1) 。

此外， APIMF 持有者应向有关药物制剂成品申请者提交 :

. 最新版本的 OP 文件复印件;

· 最新版本 OP 文件的质量综述复印件;

· 授权信函。

WHO 规定: 与某个预认证文件相关的 APIMF 进行更新后，

与该 APIMF 相关的药物制剂成品文件应进行相应的更新。 APIMF

持有者有责任将 OP 或 RP 文件中的任何变更告知申请者及 WHO ，

以便申请者能够将所有受到影响的预认证文件进行相应的更新，

并根据需要向 WHO 进行适当的文件变更申请。

6. 使用 APIMF 程序文件时的产品文件内容

预认证申请者有责任确保他(她)已经获得了与目前 API 生

产相关的资料。

应在产品文件中明确给出申请者用于控制 API 质量的质量标

准。 预认证申请者应注明引用的 OP 文件的版本号/生效日期或者

在预认证文件中附上 OP 文件的复印件。预认证文件中的 OP 文档

应是最新的版本，并且与 APIMF 持有者作为 APIMF 文件的一部

分向 WHO 提交的 OP 文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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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应在产品文件质量综述中包含所有相关的 OP 文件内

容。 与药物制剂成品相关的 APIMF 项目，应在综述文件中强调并

注明 。

当只有一个 API 供应商并且已有 APIMF，有效的药典质量标

准认证证书或者 WHO 关于 API 预认证的文件时年，申请者在产品

文件中所述的 API 质量标准，原则上应与 APIMF，药典认证证书

或通过预认证的 API 的质量标准一致。 当然，申请者也没有必要

接受多余的质量标准、不需要的更严格的标准限度或过时的分析

方法。 当申请者采用了与 APIMF 文件所述方法不同的分析方法

时，应对两种方法都进行验证。 与药物制剂成品相关的技术质量

标准(比如粒径) ，通常不是 APIMF 中质量标准的一部分，应当

是预认证申请者提交的产品文件中 API 质量标准的一部分。

当有一个以上的 API 供应商/生产企业共同使用同一个

APIMF，药典认证证书或 API 预认证证书时，应当提交一份针对

不同供应商的质量标准汇编。 WHO 允许申请者在提交的质量标

准中，在注明该限度或方法"适用于 API 供应商 x x 后，对同

样的参数可以制定多个可接受的限度规定和/或分析方法(比如

对不同来源的 API 制定不同的残留溶剂限度) 。

7. APIMF 程序文件的变更和更新

对于药物制剂成品， APIMF 持有者应根据 API 实际的合成路

线或生产工艺情况，及时更新 APIMF 文件。 质量控制方法应与当

前药品管理机构及科学技术方面的要求保持一致。 当发生的改变

需要对产品文件进行变更申请时， APIMF 持有者未告知每个申请

者及 WHO 的情况下， APIMF 持有者不应改变 APIMF 的内容

(比如生产工艺或质量标准) 。 当 APIMF 文件中的保密部分的改

变不需要进行变更申请时，也应告知 WHO。 在实施变更后的

APIMF 文件前，每个申请者应按照适当的变更程序向 WHO 报告

APIMF 文件中的所有变更，并向 WHO 提供|咐信。 当 APIMF 文件

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变更时， APIMF 持有者仍然应向申请者和

WHO 提供上述的数据，说明理由并请求推迟执行新标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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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MF 持有者写给 WHO 的附信应包含下列信息:

·以表格形式总结首次 APIMF 文件编写后的变更情况;

·新旧 APIMF 文件内容的总体比较情况 ;

· 关于 API 文件的变更是否已被 ICH 组织的会员国及其协作



国家的药品管理机构接受、拒绝或者撤消的相关信息;

. 相关的申请者的名称;

· 新的 OP 和(或) RP 以及各自文件的新版本号;

. 如果相关，应提供更新后的质量综述文件;

· 变更对 API 质量的潜在影响方面的讨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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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授权信函模板

授权信函

活性药物成分的主控文档编号(如果已知 WHO 预认证机构给该

文档的编号) : 

生产场地: (名称和详细的地址)

活性药物成分主控文档持有者: (名称和地址)

上述活性药物成分主控文档的持有者在此授权(有关的

WHO 职员及外聘专家)查阅并审核上述活性药物成分的主控文

档，以便支持由(申请者名称)于(计划的提交日期)提交的下

列预认证申请(药物制剂成品的名称和预认证代码) (申请者名

称) : 

上述活性药物成分主控文挡的持有者承诺保证产品批间质量

的稳定性并将活性药物成分主控文档的 OP 或 RP 部分的任何变

更，及时通知(预认证申请者名称)和 WHO。

活性药物成分主控文档持有者的签名(名称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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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APIMF 持有者向 WHO 提交的附信

提交的活性药物成分主控文档与下列产品文件相关:

(进入预认证程序的药物制剂成品名称)

(与预认证申请相关的申请者名称)

以及对本产品文件中多个(或一个)活性药物成分的生产工艺以

及质量标准(变更)的描述。

(活性药物成分的名称)

x x 版本的活性药物成分的主控文档是:

公开部分:版本(版本号)

保密部分:版本(版本号)

本活性药物成分的主控文挡，已经在 WHO 对一个药物制剂成品

预认证的产品文件中提交过。

(参见预认证代码、药物制剂名称以及药物制剂成品的生产企业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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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主捆副主捆技班组质国际~E5刑富丽(暗口商)

简介

1. 生物和生物技术物质的药理学分类

2. 现有词干现状或生物和生物技术物质系统现状

2.1 具有独立词干的物质

2.2 具有独立前词干的物质

2.3 具有国际非专利名称的物质

2.4 无独立词干/前词干的物质和国际非专利名称之外的物质

3. 生物和生物技术物质命名的一般指导原则

3.1 血液制晶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3.2 融合蛋白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3.3 基因治疗产品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3.4 糖基化合物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3.5 免疫球蛋白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3.6 单克隆抗体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3.7 非糖基化合物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3.8 皮肤替代物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3.9 转基因产晶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3.10 疫苗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4. 生物和生物技术物质指定的国际非专利名称综述

4.1 抗微生物、增强细菌通透性的多肤

4.2 反义寡核昔酸

4.3 抗;疑血酶

4.4 凝血级联抑制剂

4.5 凝血因子

4.6 集落剌激因子

4.7 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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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促红细胞生成素型血液因子

4.9 基因治疗产品

4.10 生长因子

4.11 生长激素 (GH) 衍生物

4.12 生长激素受体措抗剂

4.13 肝素衍生物包括低分子量肝素

4.14 水蛙素衍生物

4.15 垂体激素释放抑制肤

4.16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4.17 膜岛素

4.18 干扰素

4.19 自介素受体措抗剂

4.20 自介素类物质

4.21 单克隆抗体

4.22 缩宫素衍生物

4.23 肤和糖肤

4.24 肤疫苗/重组疫苗

4.25 垂体/胎盘糖蛋白激素

4.26 垂体生长激素释放剌激肤

4.27 天然受体分子或修饰受体分子

4.28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的合成多肤

4.29 血栓调节蛋白

4.30 毒素

4.31 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

4.32 血管收缩药、血管升压素衍生物

4.33 其他

5. 目前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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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50 多年以前，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国际非专利名称( INN) 

专家组/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指定药用物质的非

专利名称，作为其在全球公认的唯一名称。 这些国际非专利名

称，不像商标，不具有专利权，而是作为公共资源，可自由

使用。

国际非专利名称( INN) 计划实施早期，就已经对生物制品

进行 INN 命名 。 1959 年，与很多被命名的单个物质一样，动物源

性』夷岛素制剂，获得了国际非专利名称，记录于推荐表 3 。 直到

1980 年，陆续对抗生素、合成肤、激素以及其他蛋白质进行命

名 O 词干是一个特定字母组合，常以化合物相关的结构和/或功

能命名，以帮助卫生专业人员识别药物。 举例来说，词干- actide 

表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合成类似物。

1982 年，以"人用膜岛素"命名重组蛋白， 其结构与天然膜

岛素相同，自此越来越多的重组药物获得命名 。 在 INN 计划中，

不对天然人用血液制品或疫苗命名 O 对于这些生物制品的命名，

世界卫生组织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 (ECBS) ，根据各自规范要

求采用其学名 。

自从人用膜岛素成为重组药物中首个获得推荐使用的国际非

专利名称 (rlNN) ，生物/生物技术药物的命名范围不断扩大，也

愈加复杂。 例如其他药物中，组织型纤榕酶原激活物( - plase) 

已经引入了新词干。 作为指示剂，由不同细胞系统产生的重组糖

基化蛋白类似物常用希腊字母表示的药物序号:促红细胞生成素

(红细胞生成素 α、自等)和糖蛋白激素(促滤泡素)就是例子。

20 世纪 90 年代，在词干- mab 的基础上，对单克隆抗体命名的

系统方案开始实施，表明了该抗体的来源(鼠源性、人源性等)

及其特定用途:肿瘤、免疫调节剂等。

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物技术和其他生物制品不断推陈

出新，越来越多的新药物用于治疗和预防疾病。 新产品包括重组

血液制品、转基因药物(动物源性或植物源性人用蛋白质) ，以

及基因治疗药物和新疫苗。

由于这个领域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日益加剧， INN 专家组要求

其秘书处提交情况报告，旨在总结和回顾这一领域过去和 INN 的

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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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介绍了这些年来 INN 专家组作出的政策决议以及现有生

物和生物技术药物 INN 名称。 鉴于生物制品领域的未来发展存在巨

大潜力， 此次修订稿还将不断完善，并对更新内容，包括新政策决

议、新的 INN 命名进行及时发布。 请参阅国际非专利名称网页 :

http:// www. who. intl medicinesl servicesl inn/ en/ index. htITÙ 。

欢迎各机构团体发表和提交评论和建议， INN 专家组将慎重

考虑您的意见， 并及时更新。

1. 生物和生物技术物质的药理学分类[1)

消化道和新陈代谢药物

膜岛素(参见 4.17)

抗感染药物

抗菌药物、增强细茵通透性多肤(参见 4. 1 )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参见 4.16)

抗肿瘤药物

肤疫苗/重组疫苗(参见 4.24)

毒素 (参见 4.30)

血液、作用于造血系统物质

抗凝血酶物质(参见 4.3)

凝血级联抑制剂(参见 4. 4)

凝血因子(参见 4.5)

促红细胞生成素型血液因子(参见 4.8)

肝素衍生物包括低分子量肝素(参见 4. 13 ) 

水蛙素衍生物(参见 4.14 ) 

血栓调节蛋白(参见 4.29)

免疫调节剂和免疫增强荆

集落剌激因子(参见 4. 6)

干扰素(参见 4.18 ) 

自介素受体拮抗剂(参见 4. 19 )

自介素类物质(参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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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克隆抗体(参见 4.21)

天然受体分子、修饰受体分子(参见 4.27)

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参见 4.31)

激素、激素拮抗剂、激素释放剌激肤或激素释放抑制肤(不包括

膜岛素)

生长激素 (GH) 衍生物(参见 4.11)

生长激素受体拮抗剂(参见 4.12)

缩宫素衍生物(参见 4.22)

垂体/胎盘糖蛋白激素(参见 4.25 ) 

垂体生长激素释放剌激肤(参见 4.26)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的合成多肤(参见 4.28)

血管收缩药、血管升压素衍生物(参见 4.32)

其他药物

反义寡核昔酸(参见 4.2)

酶类物质(参见 4.7)

基因治疗产品(参见 4.9)

生长因子(参见 4.10)

肤和糖蛋白 [ 特殊肤类药物参见 -αctide (参见 4.28 )、 - preSSLn 

(参见 4. 32) , - relin (参见 4. 26) , - tocin (参见 4.22) ] (参见

4.23) 

2. 现有词干现状或生物和生物技术物质系统现状[1 斗]

2.1 具有独立词干的物质

反义寡核背酸

凝血级联抑制剂

凝血因子

集落刺激因子

酶

药物类别

促红细胞生成素型血液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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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类别

生长因子

生长激素衍生物

肝素衍生物包括低分子量肝素

水蛙素衍生物

激素释放抑制肤

白介素受体拮抗剂

白介素类物质

单克隆抗体

缩宫素衍生物

肤和糖蛋白(特殊肤类药物参见 αctide - pressin , 

relin ， 一 tocin)

垂体激素释放刺激肤

天然受体分子、修饰受体分子(前缀具有靶向性)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的合成多肤

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

血管收缩药、血管升压素衍生物

2.2 具有独立前词干的物质

药物类别

抗微生物、增强细菌通透性多肤

2.3 具有国际非专利名称的物质

药物类别

抗凝血酶

基因治疗产品

膜岛素

干扰素

垂体/胎盘糖蛋白激素

续表

词干

- ermm 

som 一

- pann 

- irudin 

- relix 

-kinr，α 

kin 

- mab 

-tocm 

- tide 

relin 

- cept 

- actide 

- nercept 

- pressm 

词干

-ganαn 

. 11 1 . 



2. 4 无独立词干/前词干的物质和国际非专利名称之外的物质

药物类别

生长激素受体拮抗剂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肤疫苗/重组疫苗

血栓调节蛋白

毒素

3. 生物和生物技术物质命名的一般指导原则

3.1 血液制晶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5]

· 天然人用血液制品没有国际非专利名称。

· 很多天然血液制品名称是公认的，因此重组血液制品应选

取一个不同的名称，要尽可能地反映其原有名称。

· 血液制品在治疗使用时如需其活化状态，则必须在药物名

称前加上"活化"两字。

3.2 融合蛋白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5]

· 一些融合蛋白具有国际非专利名称。 若融合蛋白中一个或

者其他部分存在词干，那么这个词干应纳入名称中，表明

可以从名称上确认这部分融合蛋白 。

· 目前普遍认为由名称确认融合蛋白是没有必要的，但这个

观点还需未来(进一步)验证。

3.3 基因治疗产品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2]

2005 年，开展了基因治疗药物名称工作，详见表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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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前缀

单词 1 具有独特的

基因化 前缀，比如

合物 al -; bet 一;

val-

表 1 双词命名法

中缀 后缀

为了确认使用的基因，可选取 一 (a vowel ) gene 

生物制品中存在的现有中缀或 e. g. - (0) gene 

使用蛋白基因编码的相似中缀

例如 -ermm - 生长因子

-kin - :白介素

-lim - :免疫调变剂

-mul - : 多基因

- t时u - 肿瘤抑制剂

单词 2 具有独特的 e. g. - αdeno - : 腺病毒 - vec ( 非复制型

载体化 前缀 - cana - 金丝雀症病毒 载体)

合物 - herpa - :殖彦病毒 - 陀pvec

-lenti - :慢病毒 (可复制型载体)

- parvo- 腺病毒群

(parvoviridae dependovirus 

- retro 一其他反转录病

毒)

一 叩门 一: (牛症病毒)

若是裸露 DNA ， 则命名时不需要第二词。

3.4 糖基化合物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9]

糖蛋白/糖肤

-plαsmid 

(质体载体)

·用词干确定药物，比如促红细胞生成素 - poetm 通

过一个随机前缀表示不同的氨基酸链，通过另一个指示

符，以全拼希腊字母表示，作为名称中第二个字，表示不

同的糖基化形式 [ 如 α 红细胞生成素 (66) ]。 希腊字母

以希腊字母顺序排列。

·用单词确定药物，比如干扰素。 其亚群以全拼希腊字母表

示，作为第二个字加在名称中;以阿拉伯数字表示氨基酸

组成序列的差异;不同化合物，连同糖基化形式，均以小

字母表示[如干扰素 。 ( 73) ，聚乙二醇干扰素 α- 2a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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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免疫球蛋白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10 ， 11]

不必对每一种免疫球蛋白类药物进行 INN 命名 。

"系统性"或描述性名称很重要，因为处方医生必须通过药

物名称了解所有信息，然而 INN 命名的优势并非显而易见。

3.6 单克隆抗体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1 ， 3]

· 单克隆抗体的统一词干为 -mαb o

. 药物来源的次级词干如表 2 所示。

表 2 药物来源的次级词干

e 

交

拗

鼠
杂
鼠
→

E
J

大
鼠
仓
没
鼠
人

鼠

t灵

G 

剧。 (pre - sub - stem) 

O 

U 

X! 嵌合型

zu 人源化

嵌合抗体与人源化抗体的差异在于 : 嵌合抗体是指， 一种含

有相邻外源性氨基酸组成的整个重链和轻链可变区，与人源化重

链和轻链的恒定区拼接形成的抗体。

人源化抗体是指，外源、性氨基酸片段散置于人源化氨基酸残

留物的可变区片段中，人师、化重链轻链可变区与重链轻链恒定区

连接而成的抗体。

· 疾病或靶位等级的次级词干如表 3 所示。

表 3 疾病或靶位等级的次级词干

-fung -

细菌的

心血管的

真菌的

白介素

炎症性病变

免疫调变剂

-ba (c) -

- ci (r) -

-ki (n) 一 (pre - sub - stem) 

-le (s) 一

-li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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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os - 骨;骨头

- vi (r) - 病毒的

肿瘤

- co (l) 一 结肠

- go (t) - 靠丸

- go (v) - 卵巢

-mα (r) - 乳腺

一附( 1) 一 黑色素瘤

- pr (0) 一 前列腺

- tu (m) - 其他

发音时，疾病或靶位次级词干的最后一个字母不发音， 如 -vi(r) -, -

bα( c) - , -li ( m) - , - co (l) - 等。

前缀

前缀一般是随机生产的，即唯一需要是为了获得悦耳的发音

和形成独特的名称。

第二词

如果药物具有放射性或与其他化学物结合，如毒素，则可通

过添加单独的第二字或者使用指定公认的化学名加以区分。

如单克隆抗体作为载体用于放射性同位素， 则在国际非专利

名称命名时后者应列在前，如 technetumz(99m Tc )pmturnomd 

(86 ) 。

-ω'xa - 中缀

当单克隆抗体与毒素相结合，中缀 - toxa - 既可插入到第一

单词中，也可包含在第二词内 。

3.7 非糖基化合物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9]

蛋自质/肤

· 用词干鉴别药物，如水蛙素类似物- irudin ， 通过加上

随机前缀表示氨基酸链的差异[如比伐卢定 (72) L

·用词鉴别药物，如膜岛素，通过第二个元素名称表示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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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链的组成差异[如精氨膜岛素 (58) J 。

3.8 皮肤替代物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5]

这个系统的药物是由细胞种植于培养基而获得，皮肤替代物

一般称为组织工程，因此不属于 INN 命名系统范围。

3.9 转基因产品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5]

·如药物已经拥有国际非专利名称，那么同类的转基因药物

也使用相同名称，以其他方式鉴别转基因药物。

· 与糖基重组药物命名相似，建议转基因药物的国际非专利

名称定义，应将同一物质新来源或增加来源与原有来源加

以区分。

3.10 疫苗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5 斗]

· 目前， INN 系统中不包括疫苗，疫苗名称是通过生物标准

专家委员会推荐和国家药典命名而得。

• 1993 年国际非专利名称咨询会议上， 一致通过了生物技

术药物 INN 定义指导原则 [ 12 ] 重组疫苗获得 INN 申请的

先决条件是制造商能够提供药物所有信息。

• 1998 年咨询会议上，专家们针对重组病毒命名进行深入

讨论，并同意尝试对活体病毒进行命名 。

· 另一种疫苗技术方法似乎指肤疫苗发展(参与形成抗原免

疫反应) :若这些肤在化学上被良好地定义，那么命名将

容易很多。

4. 生物和生物技术物质指定的国际非专利名称综
述 [1 ， 3 ， 4 ， 8 ， 9 ， 13 ,14 -21] 

4.1 抗微生物、增强细茵通透性的多肤

抗微生物、增强细菌通透性的多肤的前词干为 -gαnan ( -

加南) 。

依色加南 (8日，奥米加南 (89) ，陪西加南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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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反义寡核昔酸

反义寡核昔酸的统一词干为 - rsen ( - 韦生) 。

阿福韦生( 97 ) ， αl叫forsen (97) ，叩rinocarsen (97 ) , 

cenersen (97 ) ，福米韦生( 97 ), oblimersen (97 ) , trabedersen 

(97 ) ，曲可韦生 (97 ) 。

4.3 抗凝血酶

抗凝血酶皿 (ω) ，抗凝血酶 α (93) [ Rec. 糖蛋白(432aa) 来

自转基因山羊] 。

4. 4 凝血级联抑制剂

凝血级联抑制剂的统一词干为 - cogm 一 可近) 。

替加色罗 α( 活化) (86) , tαneptαcogm αlfa (90) ，替法可

近 ( 78) 。

4.5 凝血因子

凝血因子的统一词干为 - cog ( - 凝血素) 。

重组凝血因子已经将 一 依他凝血素， 一 辛凝血素和 一 诺那凝

血素选定为次级词干，提上日程。

如果氨基酸序列与其天然存在材料不相匹配，则必须加上

前缀。

根据一般指导原则规定，糖蛋白命名需添加 α ， 白 等(参见

3. 4 项下一一糖蛋白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

当药物如凝血因子回α 需要注明"活化"状态，则应在名称

后加括号，括号内写上活化两字。

凝血因子回 - eptαcog ( - 依他凝血素)

依他凝血素 α( 活化) ( 77 ) ， vαtreptacog αlfa (活化) (97 ) 

血液因子VIII: - ocωcog ( 辛凝血素 )

beroctocog αlfa (95) , moroctocog αlfa (72) ，辛凝血素 α

( 73) 

血液因子IX: - nonacog ( - 诺那凝血素)

诺那凝血素 α(77)

4. 6 集落刺激因子

集落剌激因子的统一词干为 - stim ( - 司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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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西司亭 (79) (细胞生长因子)， g，αnwcestim ( 86 ) (免疫调变

剂) ，培加司亭 (80) ( 巨核细胞增殖分化因子)， romiplostim (97) 

[ 血小板剌激因子(通过血小板生成素受体) ] 

两种不同类型集落剌激因子组合物 - distim ( -地司亭)

来立司亭 (80) ，米洛地司亭 (75)

粒细胞集落剌激因子 (G - CSF) 型药物- grαstim ( -格

司亭)

非格司亭 (64) ，来格司亭 (64) ，那托司亭 (66) ，乙二醇

化非格司亭 (86) ，培格那司亭 (80)

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剌激因子 (GM - CSF) 型药物:

gramostim ( -拉司亭)，依拉司亭 (62) ，莫拉司亭 (64) ，瑞拉

司亭 ( 65) ，沙莫司亭( 66) 

巨噬细胞刺激因子 (M - CSF 的)型药物 - mostim ( - 莫

司亭 )

4.7 酶

西莫司亭( 71 ), lanimostim (91) ，米立司亭 (65 ) 

臼介素 - 3 类似物及其衍生物 - plestim ( - 培司亭)

达尼培司亭 ( 76) ， 莫来司亭 (74)

总的来说，酶类药物的统一词干为 αse 酶。

次级词干指药物活性。

蛋白酶:

以 -ωe ( - 酶)作后缀 纤维蛋白酶 (22) ，膜舒血管素

(22) ，纤维溶解酶 (28) ，培门冬酶 (64) ，普罗米酶 (47) ，拉

布立酶 (82) ，舍雷肤酶 (31) ，球菌蛋 白 酶 (40) ，链 j殷酶

(6) ，尿激酶 (48) ，尿激酶 α(77)

不以 - ase ( -酶)作后缀 巴曲酶 (29) ，菠萝蛋白酶

( 18) ，木瓜凝乳蛋 白 酶 (26) ，膜凝乳蛋白酶( 10) ， 去纤背

(44) ，溶纤维蛋白酵素 (人用) (10) ，舒替兰酶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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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ψαse ( -脂酶) :布塞脂酶 α(95) ，根霉脂肪酶 (22)

具有超氧化物歧化活性的酶 -dismωe

·来地酶 ( 70) ，超氧歧化酶 (58)

·异构酶:奥古蛋白 (3 1) ，培戈汀 (72)

纤溶酶原激活剂与其他酶的结合物 -dψlαse

安地普酶 ( 79)

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 - teplαse ( - 普酶)



阿替普酶 (73) ，复合纤榕酶链激酶 (59) ，去氨普酶

(80) ，度替普酶 (62) ，拉诺替普酶 (76) ，孟替普酶 (72) ，那

替普酶 ( 73) ，帕米普酶 (78) ，瑞替普酶 (69) ，西替普酶

(65) ，替奈普酶 (79)

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叩lαse

那芦普酶 (76) ，那芦普酶 β(86) ，次鲁普酶 (76)

其他药物 αgαlsidαse αlfa (84) ， αgalsidαse betα(84) ，蛇毒

纤溶酶 (85) ，阿糖塞姆 ( 68) ， α19lucosidαse αlfa (91) ，链道酶

α(70) ，依帕非酶 (85) ，尤福丝酶 (84) ，硫酶 (92) ， glucα

rpidαse (92) ，透明糖酶 (50) ，玻璃酸酶(1) ，艾度硫酸酣酶

(90) ，伊米昔酶 (72) ，拉罗尼酶 (86) ，培加酶 (63) ，青霉素

酶 (10) ，豹蛙酶 (81) ，链道酶 (6) ，半乳糖昔酶 ( 50)

4.8 促红细胞生成素型血液因子

促红细胞生成素型血液因子的统一词干为 -poetin 。

对红细胞生成素而言，选择 epoetin 与一个希腊字母组合而成

的名称，用此区分，具有相同氨基酸序列但不同糖基化形式的化

合物(参见 3.4 糖基化合物命名一般指导原则) 。

具有不同氨基酸序列的药物将以词干 - poetin 一泊汀)加

上另一个随机前缀进行命名 。

达依?自 α(85) ，依泊汀 α(66) ，依泊汀β(62) ，依泊汀 γ

(67) ，依泊汀 δ(85) ，依泊汀 ε(72) ，依泊汀 ç (95) ，依泊汀

() (95) ，依泊汀 K (97) ，依泊汀 ω(73)

4.9 基因治疗产晶

他米诺近 (95) ， αmolimogene bepψlαsmid (于第 42 次咨询会

议选人) ，培米诺近( 95 ), contusugene ladenovec (97) , sitimα

gene cer，αdenm脱( 97) , velimogene αliplasmid (97) 

4.10 生长因子

生长因子的统一词干为 - ermLn o 

次级词干用于区分不同类型的生长因子。

肿瘤坏死因子 (TNF) 的 INNs 词干也归入 - ermLn 词干项下。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bermin ( -明)

替柏明 (85)

表皮生长因子 - dermin ( -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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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德明( 63 ), nepidermin (97 )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类药物 -}卢-衍白rrr阳7

厄索夫明(怡66们) ，帕利夫明 (88) ， 雷匹夫明 (82) ，曲弗明

(74) , velafermin (94) 

白血病抑制因子类药物卢lermin ( -非勒明)

恩非勒明 (82 ) 

肿瘤坏死因子类药物 - nerm~n 一纳明)

阿待纳明 (88) ， 普鲁索纳明 (73) ，索纳明 (68) ，他索纳

明 (78)

血小板生长因子类药 - plermin ( 普勒明)

贝卡普勒明 (74)

类膜岛素生长因子类药物 - sermin ( - 舍明 )

美卡舍明 (66) ，阳Cωermm n呐bate (92) 

转化生长因子类药物 - termin ( -特明 )

西特明 ( 74 ) ，利阿特明 (81)

骨形态发生蛋白类药物 - otermin ( - 奥特明)

阿伏特明 (77) ， diωte仰ten旷erm~

αdotermin (92) 

其他药物:

由:piclermin (93) [ 修饰睫状神经营养因子 (CNTF) ]。

4.11 生长激素 (GH) 衍生物

(74) 

生长激素衍生物的同一词干为 som - 0 

生长激素衍生物类药物:人蛋氨生长素 (54) ，生长激素

对于非人源性药物，应添加后缀表示物种结构的特异性。

牛类药物 - bove 

牛瑞生长素 (63) ，牛亮氨生长素 ( 63) ，牛蛋氨生长素

(74) ，牛度生长素 ( 58)

猪类药物 -por

somalα:por (62) , somen叩or (62) , somfasepor (66) , sometri

por (75) 

猪丙氨生长素 (62) ，猪诺生长素 (62) ， 塞泊生长素

(66) ，猪蛋氨生长素 (75)

佳类药物 -salm

蛙生长素( 69) 

• 120 . 



其他药物(生长激素相关肤) : 

生长瑞林 (57) (生长激素释放剌激肤， 参见 4. 26 项下 ) , 

生长激素抑制素 (46) (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剂) 。

4.12 生长激素受体拮抗剂

培维索孟 (82 ) 

4.13 肝素衍生物包括低分子量肝素

肝素衍生物包括低分子量肝素的统一词干为 -pann。

阿地肝素饷 (68) ，贝米肝素纳 ( 75) ，舍托肝素铀 ( 70) ，

达肝素铀 ( 77 ) ， deligoparin sodium (89) ，依诺肝素铀 ( 77 ) ，肝

素饷 ( 54) ， livarαpαrin calcium (86) ，米诺肝素铀 ( 74 ) ， nadr

叩αrin calcium ( 78) ，帕肝素饷 ( 77 ) ，瑞肝素饷 ( 78) ， 亭扎肝

素饷 ( 77 ) 。

4.14 水蛙素衍生物

水质苏衍生物的统一词干为 - irudin ( - 卢定) 。

比伐卢定 (72) ，地西卢定 (76) ，来匹卢定 ( 76) ，培莫西

卢定 ( 77 ) 。

4.15 垂体激素释放抑制肤

垂体激素释放抑制肤类药物的统一词干为 - relix ( 一 瑞克) 。

阿巴瑞克 ( 78) ，西曲瑞克 (66) ，地加瑞克 (86) ，地肤瑞

里 (56) ，加你瑞克 (65) ，伊妥瑞克 ( 79) ， ozαrelix (94) ，普

拉瑞克 (81) ， 雷莫瑞克 (69) ，替维瑞克 ( 78) 。

4.16 人类乳头状瘤病毒

verpω叩 cαltespen (95) (热休克蛋 白 HSP65 (牛分枝杆菌卡

介苗 BCG 菌株) 含有 E7 转录因子的融合蛋白(人类乳头状瘤病

毒 16 ) 。

后缀 - tespen 指热休克蛋白 。

4.17 膜岛素

截至目前，腆岛素采用双词命名法。 化合物命名应加入另一

个表示氨基酸结构的词，如精氨膜岛素，或者加入氨基酸序列修

饰词 ， 如速效膜岛素制剂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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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膜岛素注射剂(16) ，复方膜岛素特混悬剂 (06) ，达仑

膜岛素( 14) ，珠蛋白辞膜岛素注射液 (06) ，精氨膜岛素

(58) ，速效膜岛素制剂 (76) ，地法膜岛素 (37) ，地特膜岛素

(80) ，甘精膜岛素 (76) ，格鲁辛膜岛素 (84) ，人膜岛素

(48) ，赖脯膜岛素 (72) ，膜岛素辞混悬液(非晶体) (04) ，膜

岛素铮1昆悬液(晶体) (04) ，低精蛋白铸膜岛素 (04) ，中性膜

岛素注射液 (15) ，精蛋白钵膜岛素注射剂 (06) 。

4.18 干扰素

干扰素，根据其来源和活性进行定义，并于 1962 年正式成

为国际非专利名称，就是指"动物细胞与病毒相互作用形成的一

种蛋白质，使动物细胞对病毒感染耐受。

20 世纪 80 年代，对干扰素这个名称进行修订，此时通过重

组生物技术产生了重组人干扰素及其变体 α、 R 和 γ 。 INN 专家组

更愿意以干扰素 α、干扰素。和干扰素 γ 来取代干扰素原有的国

际非专利名称。 然而，如果这些名称已经注册成商标就不能用于

INN 命名 。 因此这个系统以干扰素 α，干扰素 R 和干扰素 γ 命名，

必要时以添加额外数字进行区分，若是1昆合物，则通过额外编

码区分。

albinte出ron alfa - 2 b (97) ，干扰素 α(73) ，复合 α 干扰素

(77) ，干扰素自 (73) ，干扰素 γ(73) ，聚乙二醇干扰素 α -2a

(84) ，聚乙二醇干扰素 α 2b (84) 0 

4.19 臼介素受体拮抗剂

自介素受体拮抗剂的统一词干为- kinra 。

白介素 1 (lL-1) 受体类似物- nakinra 

anakinra ( 72 ) 

白介素 4 (lL-4) 受体类似物- trakinra 

pitrakinra (87) 

4.20 自介素类物质

按照糖基化蛋白命名的一般指导原则(参见 3.4) ，对糖基化

自介素以 α、自进行 INN 命名 。

自介素- 1 (lL -1) 类似物和衍生物- nakin o 

自介素 -1α (lL - 1) 类似物和衍生物 - onakin 匹福那自

介素 (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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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介素 -Iß 类似物和衍生物- benakin 莫贝白介素 ( 72) 。

自介素 -2 (IL -2) 类似物和衍生物 -leukin 。

αdargileukin αlfa (89) ，阿地 白 介 素 ( 63) ，西莫白 介 素

( 65) , denileukin diftitox (78) ， 培高白介素 ( 74) ，替西臼介素

( 67) , tucotuzumαb celmole此in (95) 0 

白介素 - 3 (IL -3) 类似物和衍生物 - plestim 

达尼培司亭 (76) ， 莫来司亭 (74)

臼介素 4 (IL -4) 类似物和衍生物 - trakin 

binetrakin (82) 人自介素 4 (82) 

白介素 6 (IL - 6) 类似物和衍生物 - exakin 阿替白介素

α(72) 

自介素 - 8 (IL - 8) 类似物和衍生物 - octakin 依莫自介素

(74) 

自介素 -10 (IL -10 ) 类似物和衍生物 - decakin 依洛白介

素 (81)

臼介素 -11 (IL -11 ) 类似物和衍生物 - elvekin 奥普瑞白

介素 ( 76)

臼介素 -12 (IL - 12) 类似物和衍生物 - dodekin edodekin 

αlfa (79) 

白介素 - 13 (IL - 13) 类似物和衍生物 - tredekin cin

tredekin besudotox (92) 

重组人臼介素 -18 (IL -18) 具有 157 个氨基酸 iboctadekin

(92) 

神经营养因子(白介素- 78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

neurin (前词干)αbrineurin (84) 

4.21 单克隆抗体

单克隆抗体的统一词干为 -mab 。

单克隆抗体的 INN 根据来源进行字母排序 -axomαb (前次

级词干，鼠鼠杂交) 0 

cαtμmαxomαb (93) , ertumαxomαb (93) 

-omab ( 小鼠源性)

αbαgovomab (95) ，阿非莫单抗 (80) ，阿妥莫单抗 (80) , 

麻安莫单抗 (86) ，阿西莫单抗 (74) ，贝妥莫单抗( 81 ) , 

besileson吵 (92) ，比西单抗 (66) ，卡罗单抗 (80) ，地莫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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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阿托度单抗 (66) ，埃巴单抗 (80) ，依决洛单抗 (74) , 

elsilimomαb (89) ，恩莫单抗 (80) ，培戈赖莫单抗 (77) ，依匹

莫单抗( 97) , epitumomab cituxetan (89) ，法拉莫单抗 (81) ，加

维莫单抗 (84) ，替伊莫单抗 (86) ，依戈伏单抗 (86) ，英西单

抗 (66) ，伊诺莫单抗 (80) ， 来马索单抗 (86) ，马司莫单抗

(66) ，明瑞莫单抗 (80) ，米妥莫单抗( 82) ，他那可单抗

( 80) , naptumomab estafenatox (96) ，奈瑞莫单抗 (81) ，奥度莫

单抗 (81) ，奥戈伏单抗 (86) ，沙妥莫单抗 ( 81) ，硫索单抗

(86) , tα'Plitumomab p叩tox (84) ，法索单抗铸 C9m Tc) (86) , 

technetium (99m T c )问fetumomαb merpentαn (81) ，铸 C9m Tc) 平

妥莫单抗 (86) ，阿替莫单抗 ( 66) ，托西莫单抗 (80) ，维帕莫

单抗 (80) ，阿佐莫单抗 (80 ) 

-umab ( 人源性)

阿达木单抗 (85) ，阿德木单抗 (90) ，阿托木单抗 (80) , 

贝利木单抗 (89) ，柏替木单抗 (88) ， cαnakinumab (97) , deno

sumαb (94) ，电fungumab (95) ，艾韦单抗 (91 ), gαntenerumab 

(97) ，戈利木单抗 (91) ， ψ伊P严ilimu川m阳αb (9归4)λ，阳tuml

乐德木单抗(仪86创)， lexatumumab (95) ，利韦单抗 (91) ， m叩α

tumumab (93) ，美替木单抗 (88) ，莫罗木单抗 (79) ， 奈巴库

单抗 # (66) , ofatumumab (93) ，帕木单抗 (96) ，普林木单抗

(89) , raxibαcumab (92) ，瑞加韦单抗 (80) ，司韦单抗 (66) , 

stαmulumab (95) , tremelimumab (97) ，妥韦单抗 (66) ，伏妥木

单抗( 80) , zalutumumab (93) ，扎木单抗 (92) ，齐拉木单抗

(84 ) 

-ximab ( 嵌合型)

阿昔单抗 (80) ，巴利昔单抗 (81) ， bα圳机~mαb (95) ，西

妥昔单抗 (82) ，克立昔单抗 ( 77) ，依美昔单抗 (87) ，加利昔

单抗 (89) ，英利昔单抗 (77) ，凯利昔单抗( 81) ，鲁昔单抗

(90) , pαgibαximab (93) ，普立昔单抗( 80) ，利妥昔单抗

(77) ，替奈昔单抗 (87) ，伐利昔单抗( 87) , volociximab (93) 

-zumab ( 人源化)

阿仑珠单抗 (83) ，阿泊珠单抗 (87) ，阿塞珠单抗 (88) , 

bα:pineuzumab (93) ，贝伐珠单抗( 86 ) ，比伐珠单抗(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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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αntuzumab mertαnsine (89) ，西利珠单抗( 81 ), certolizumab pe

gol (97) ，达克珠单抗 (78) ，依库珠单抗 (87) ，依法珠单抗

(8日，依帕珠单抗 (82) ，厄利珠单抗( 84 ) ，泛维珠单抗

(77) ，芳妥珠单抗 (87) ，吉妥珠单抗( 83 ), ibalizumab (97) , 

inotuzumab ozogαm~cm (92) ，拉贝珠单抗 (85) ，林妥珠单抗

(86) ，马妥珠单抗( 88 ) ，美泊珠单抗( 81 ), mot阳αmωv山)

(仰95盯) ，那他珠单抗 (79) ，尼妥珠单抗( 94) , ocrelizumαb (95) , 

奥马珠单抗 (84) ，帕利珠单抗 (79) ，帕考珠单抗 (87) ，培妥

珠单抗 (89) ，培克珠单抗 (86) ，雷珠单抗 (90) ，瑞利珠单抗

(8日，罗维珠单抗( 81 ) ， 卢利珠单抗( 83 ) ，西罗珠单抗

(86) ，西利珠单抗( 87 ), sontuzumab (94) , tαdocizumab (94) , 

他利珠单抗( 89 ), t听bazumαb (92) , teplizumab (97) ，托珠单

抗 (90) ，托利珠单抗 (87) ，曲司珠单抗 (78) ， tucotuzumab 

celmoleukin (95) ，乌珠单抗 (90) ，维西珠单抗 (84) ，纪 90y 他

珠单抗 (93)

4.22 缩宫素衍生物

缩宫素衍生物的统一词干为 - tocin o 

精氨缩宫素(13) ，门冬托星 (1 1) ，卡贝缩宫素 (4日，卡

古缩宫素 (35) ，去氨缩宫素 (22) ，那卡缩宫素 (51) ，缩宫素

( 13) 0 

4.23 肤和糖肤

特殊肤类药物(参见 4. 28 ), - pressin 参见 4.32) ， - re-

lin (参见 4.26) ， - tocin 参见 4.22)

肤和糖肤的统一词干为 -tide (-肤) 。

镇痛剂 : 来考诺肤 (86) ，齐考诺肤 (78)

血管生成抑制剂:西仑吉肤 (81)

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药:替普罗肤 (36)

抗炎药:艾罗卡肤 (89)

αntiαrrythmic: rotigα'Ptide (94) 

抗抑郁剂:奈米非肤 (87 ) 

抗糖尿病剂 :αlbiglutide (97) ，安林肤 (76) ，艾塞那肤

(89) ，利拉糖肤 (87) ，普兰林肤 (74) ，司格列肤 (57)

止泻药:拉加肤 (75 ) 

抗肥胖药 obinepitide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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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血栓药:依替巴肤 (78)

抗病毒药:恩夫韦肤 (85) ，替夫韦肤 (91)

心饷素类物质:阿那立肤 (57) ，奈西立肤 (80) ，乌拉立肤

( 69) 

强心剂:卡培立肤 (65 ) 

诊断药物:贝硫肤 (58) ，双巴西肤 (78) ，蓝肤 (34) ，地

普奥肤 (80) ，琉替肤 (60) ，喷地肤 (70) ，阿西肤铸 (99mTc)

(86) ，特立帕肤 (50)

胃肠出血/抗肿瘤药:依度由肤 (84) ，伊拉曲肤 (68) ， 兰

瑞肤 (64) ，奥由肤 (52) ，喷曲肤 (66) ，伐普肤 (62)

改善胃肠功能药物:替度鲁肤( 90) , linaclotide (97) 

兽用兴奋剂:诺西肤 (35)

增强肠蠕动药:奥西肤 (52)

激素类似物:生帕拉肤 (80)

免疫制剂一一抗肿瘤药:阿木泰 ( 74) ， delm剖de (92) , dωLS 

omoωti凶de (阳94叫) ，依屈肤( 89 ) ，戈雷拉肤 (72) ， m叫i仙仙h阳r阳7

(仰95幻) ， 莫拉丁醋( 49) , ovemotide (94) ，喷替吉肤 (60) ，匹美

劳肤 e (53) , prezαtide copper αcetate (67) , rolipoltide (94) ，罗

莫肤 (61 ) ，他比劳肤 (60) ，替莫肤 (60) ， tigα:potide (95) , 

替利莫肤 (82)

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剂:帕瑞肤 (90)

kαII盯em 础ibitor: ecαIIα础de (93) 

黑皮素受体激动剂 bre附lαnotide (95) 

神经调节剂:依比拉肤 (56)

胃、溃殇药:硫糖肤 (29) ，曲来肤 (50)

肺泡表面活性物质:芦舒普肤 (80) ，西那普肤 (78)

镇静剂:依米地肤 ( 70)

帕金森氏症治疗药物:多瑞肤 (59) ，帕立太特 (38)

伤口愈合药 rusalαtide (96) 

其他药物 : 去纤音 (44) (核昔酸)

4.24 肤疫苗/重组疫苗

肤疫苗定义:由合成肤产生抗原， 经佐剂进行血液运输的一

种疫苗，以避免剌激免疫反应。

重组疫苗定义:由克隆基因产生的疫苗。

重组疫苗定义:病毒和细菌中存在某些抗原，通过动物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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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式能更好地剌激抗体反应。 这些抗原基因可以被分离，并制

成大量的编码抗原。一个重组疫苗包含这些抗原，而不是整个机

体。 比较"修饰性活疫苗"和"灭活疫苗" 。

肤疫苗 disomotide (94) , ovemotide (94) 

4.25 垂体/胎盘糖蛋白激素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一一国际生物化学 (IUPAC -

IUB) ，已经选定了与天然激素氨基酸序列相同的化合物名称，并

提上日程。 额外的希腊字母作为名称的第二部分，用以区分由生

物技术产生的不同糖基化形式的化合物(参见 3.4 糖蛋白命

名一般指导原则) 。

卵泡剌激素:以( - ) follitropin 为结尾

绒促卵泡素 α(80) ，促卵泡素 α(71) ，促卵泡素 β(75) , 

尿促卵泡素 (57 ) 

促性腺激素:以 gonadotropin 为结尾

绒促性素 α(76) ，绒促性素 (01) :娃振期从血清和尿液中

获得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具有促黄体素和促滤泡素活性

血清促性腺激素 (01) :来 自娃振期母马血清，用于卵泡剌

激素 (FSH ， 促滤泡素)

促黄体激素:以(一 ) lutropin 结尾

促黄体素 α(71 ) 

4.26 垂体生长激素释放刺激肤

垂体生长激素释放剌激肤的统一词干为 - relin o 

垂体激素释放兴奋药:

阿伏瑞林 (74) ，布舍瑞林 (36) ，地洛瑞林 (61) ， 夫替瑞

林 (42) ，戈那瑞林 (32) ，戈舍瑞林 ( 55) ，组氨瑞林 (53) , 

亮丙瑞林 ( 47) ，黄体瑞林( 51) ，纳发阮林 (50) ， p价relin

(93) ，曲普瑞林 (58)

生长激素释放剌激肤 - morelin ， αnamorelin (97) ，卡莫瑞

林 (83) ，度莫瑞林 (59) ，艾沙瑞林 (72) ，伊帕瑞林 (78) , 

普拉瑞林 ( 77) ，利莫锐林 ( 74) ，舍莫瑞林 (56) ，他莫瑞林

(86) , tesαmorelin (96) 

其他药物:生长瑞林 (57 )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 tirelin 

氮替瑞林 ( 60) ，孟替瑞林 (58) ，奥替瑞林 (58) ，泊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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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60) ，普罗瑞林 (31 )，他替瑞林 (75 )促甲状腺素 α(78)

[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 (TRH) 类似物]

其他药物:可的瑞林 (66) (诊断剂)

4.27 天然受体分子或修饰受体分子

天然受体分子，或修饰受体分子的统一词干为 -c酬。

前缀应指明作用部位。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 ber 

aflibercept (96) 

补体受体 -co

mirococept (91) 

干扰素受体亚群 -far -

bifarcept (86) 

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受体 3: -1φ

阿法赛特 (84 ) 

臼介素 -1 受体 -na -

rilonacept (95)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相关抗原 4 (抗原- 4) 受体 -ta -

阿巴西普 (91) ， belαtacept (93) 

抗病毒受体 - v~r 一

阿韦舒托( 69) 

其他药物 :αtαcicept (95) (融合蛋白)

参见 4. 31 - nercept 0 

4.28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的合成多肤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的合成多肤的统一词干为一 αctide 0 

阿沙克肤 (45) ，可达克肤 (24 )，吉拉克肤 (29) ，正亮克

肤(18) ，丝拉克肤 (31) ，替可克肤( 18 ) ，托沙克肤 (24) , 

曲可克肤( 44 ), tridecαctide (97) 

4.29 血栓调节蛋白

血栓调节蛋白 α(94) 。

4.30 毒素

毒素 ML -1 (搁寄生植物凝血素 1) (制寄生科): aviscu

mine (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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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

肿瘤坏死因子拮抗剂的统一词干为 - nercept o 

依那西普 (81) ， 来那西普 ( 72) ，奥那西普 (86) ，培那西

普 (95 ) 

4.32 血管收缩药、血管升压素衍生物

血管收缩药、 血管升压素衍生物的统一词干为 -pressm 。

精氨加压素( 13 ) ， 去氨加压素 (33) ，苯赖加压素 (13) , 

赖氨加压素 (13) ，鸟氨加压素 (22) ，特利加压素 (46) ，加压

素注射液(16)

4.33 其他

·血管紧张素 II (65): 5 - L 一异亮氨酸血管紧张素 II (注

明药物来源) 。

·血管紧张素胶 (1 2): N - 11- lN- lN- lN- [N 
(N2 _ 门冬酌精氨基)异戊氨酷] 酷氨眈基 | 异戊氨酷 i

组氨酷基 | 丙基 I -3- 苯丙氨酸。

·降血钙素 ( 80) :能够降低血液中钙离子浓度的多肤激素

(物种特异性应在名称后面括号内注明) 。

·弹性蛋白酶 (92) : 重组人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抑制

剂，牛膜蛋白酶抑制剂 (B町1) 的同系物。

• edifoligide (89): 寡核音酸。

· 谷他血红蛋白 (80) :物种特异性应在名称后面括号内注

明" (牛) " ; 多聚物的平均质量也应注明，如谷他血红蛋

白谷他血红蛋白 250 ，即分子量为 250kD 的谷他血红

蛋白 O

·伊罗普拉 ( 74): N-L- 甲硫血小板因子 4 (人亚基) 。

·四nomultin αlfa (91): 47 - 261 一糖蛋白 gp39 (人克隆

CDM8 - gp39 减活) 。

·利尼莫得( 96): ( 3' - 5 ' ) d (琉基) (T-A-A-A

C-G-T-T-A-T-A-A-C-G-T-T-AT-G-A

C-G-T-C-A-T) 。

·大颗粒腆 e3 1 I) (33): 大颗粒腆( 131 1 )人血清白蛋白

大颗粒铸 C9mTc) (33): 大凝集体铸 C9mTc) 标记人血

清白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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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替卡凡林 (97): L- 醋氨酸甘氨酸 - L - 苯丙酌

胶 -L- 甲硫氨酸β-人内啡肤- (1 -5) -肤。

· 美由普汀 (82): N - 人甲二磺酷瘦素。

· 米若斯体播 (85): [ 23- 蛋氨酸 ] 人骨髓抑制因子 1 -

(23 - 99) -肤。

· 莫罗莫那 - CD3 (59): 一种纯化人免疫球蛋白 IgG2α ，含
有分子量约为 50000 道尔顿的重链和分子量约为25000道

尔顿的轻链。 本品的生产过程是将小鼠骨髓细胞融合到致

敏动物的淋巴细胞中，形成杂交瘤细胞，分泌对人 T3 淋
巴细胞抗原特异性的抗体。

· 那瑞替喷 ( 76 ) : 26 - L- 丙氨酸淋巴因子 MIP 1α( 人克

隆巨噬细胞炎性因子 pAT464) 0 

· 奥苯巴卡 (83): 132 - L 丙氨酸 1 -193 人细胞渗透

性增强蛋白 O

· 奥古蛋白 (31) :由肝脏、红细胞和其他哺乳动物组织分

离出的金属蛋白的一组。

·甲状旁腺激素 ( 90) :非糖基化人甲状旁腺激素，在 INN

名称后面应该括号注明来源，比如 (r. E. coli) ， 说明是由

大肠杆菌重组生产的。

· 派格他尼布 (88): 5'- 醋 (2' -脱氧 -2' - 氟代) C

Gm - Gm - A - A - ( 2' -脱氧 -2' - 氟代) U - (2'- 脱

氧 -2' - 氟代) C - Am - Gm - ( 2' -脱氧 - 2' - 氟代)

U - Gm - Am - Am - ( 2' -脱氧 - 2' - 氟代) U - Gm

(2' - 脱氧 -2 ' - 氟代) C - (2' - 脱氧 -2 ' - 氟代) U

(2' - 脱氧 -2 ' - 氟代) U - Am - (2' - 脱氧 -2 ' - 氟代)

U - Am - (2' - 脱氧 -2' - 氟代) C-Am- (2'- 脱氧 -

2'- 氟代) U - (2'- 脱氧 -2 ' - 氟代) C - (2' - 脱氧 -

2' 氟代) C - Gm - (3'• 3') - dTα ，正 [ [ (l S) 

1 一 [ [ 5 一(磷酸甘油酸)戊基] 氨基甲酌基]戊皖 -1 ，

5 - 二基]二 (氨基殷基) ]二 [ ω- 甲 氧基聚 ( 氧 乙

烯 -1 ， 2 一 二基) ]。

·分泌素 (01) :十二指肠蒙古膜激素，激活膜液分泌，降低

血糖水平。

·阿尔法重组人乳铁蛋白 (93) : 重组人乳铁传递蛋白 。

·阿尔法太德定 (90) :自介素 19 结合蛋白 (人基因 IL

18BP 异构前体) 。



·阿尔法凝血酶 (97) :人凝血酶(重组， α 型) 。

·脱斯拜 (9 1): 42 - 89 - 糖蛋白(人克隆 PMT21: PL85 

P- 糖蛋白配体 1 ) 与人免疫球蛋白的融合蛋白(人稳定

区) 。

·快莫卡马 ( 78): 1 -453 糖蛋白 ICAM - 1 (人减活) 。

·伏妥卡利 (96) :甲二磺酷(基) 1 [ 145 一 亮氨酸] FS 一

HBP2 (具尾扇蝉(褐耳蝉)雌性特异组胶结合蛋白 2) 0

5. 目前面临的挑战

• INN 专家组在选择重组蛋白名称时，不需对结构良好的药

物进行命名，而要对组分高度复杂或是?昆合物药物进行

命名 O

· 不仅包括修饰蛋白质，不同于其天然蛋白类型;通过异物

宿主细胞自然基因表达的衍生药物，在结构、生物形状、

免疫性方面都不同于天然蛋白质。

·糖蛋白在一个或多个单位的碳水化合物结构上会发生不同

形式的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微观不均一性，从而产生大

量不同种分子。 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单个糖蛋白的大小和

带电性。

·由新型生物技术衍生出来的多种药物正处于开发阶段，这

就是需要建立处理这些药物的具体指导原则。

·很明显，生物医药产品的国际非专利命名日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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