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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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ｓ），１９５１年更名
为国际药典专家委员会 （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ｐｏｅｉａ），１９５９年再次更名为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该委员会最初的
作用是起草和编纂国际药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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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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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起，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连续翻译出版了第３９～４３
次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技术报告。其中关于药品生产的ＧＭＰ、
药品预认证、化学对照品指导原则、仿制药品质量评价等技术文件

对国内相关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受到大家的广泛好评。

特别感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李云龙院长、李波博士、何

兰博士等对技术报告翻译工作的大力支持。

衷心感谢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湖北省、福建省药品检验机构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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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少鸿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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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２～１６日，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ＴｈｅＷＨＯ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公共卫生与服务部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ＨＳＳ）助理总干事ＣａｒｉｓｓａＦＥｔｉｅｎｎｅ博士代
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欢迎各位委员及与会代表的到来。她对与

会专家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在 ＷＨＯ药品质量保证方面所做
的工作表示感谢。Ｅｔｉｅｎｎｅ博士欢迎委员会的成员、预认证的临时
顾问和专家顾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专家、抗艾滋、结核和疟

疾全球基金，欧洲理事会／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欧洲药品管理
局、国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国际仿制药联盟、国际药用辅料协

会、国际制药联合会、世界自我药疗产业和来自欧洲药品全系列

批发商协会的观察员；《韩国药典》和 《美国药典》秘书处的代

表；以及来自中国和南非ＷＨＯ合作中心的代表。
ＣａｒｉｓｓａＦＥｔｉｅｎｎｅ博士指出，ＷＨＯ成员国和全球的政治家、

国际卫生组织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为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以及更

新初级健康护理系统的要求，需要加强卫生系统，政治家们应致

力于持续改善该系统并使疾病区域和卫生计划受益，并且进一步

凝聚全球的努力。她说，卫生系统应更快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

世界所带来的挑战。她强调了六大模块 （政府和领导者；财力；

信息；医疗用品，疫苗和技术；卫生工作；以及服务）中每一部

分的重要性；卫生系统和卫生成果计划；取得成就；以及 ＷＨＯ
在国家层面上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药物是卫生系统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然而，各国却面临着

不可获得、价格昂贵且质量低劣 （包括假劣药品）等问题。为了

提高药品的可及性，存在这些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政策和

法规的变革，甚至强制立法。

对于ＷＨＯ成员国，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以及与药品相关的国
内的所有项目，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以预认证计划

为例，该项目是基于对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推荐的指导原则和标

准的实施。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与其他组织紧密相连，例

如，欧洲药品管理局、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抗艾滋、结核和疟

疾全球基金、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药学联合会、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

·１·



会、世界自我药疗工业协会、国际和地区药典，其他团体、机构

和组织以及其他ＷＨＯ专家委员会。
专家们和秘书处致力于这项重要的工作，确保患者能获得

合格的产品。Ｅｔｉｅｎｎｅ博士着重强调可能影响公众健康的假药事
件。２００９年１月，执行启动会议对国际医疗产品打假专题小组
（ＩＭＰＡＣＴ）和加强对ＷＨＯ在假药事件中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详

细内容见２３节）。
质量和安全确保部门的负责人 ＬｅｍｂｉｔＲｇｏ博士指出：相对

于专家委员会而言，当前对医疗团队的基金支持主要来自于外部

捐助以保障该组织的活动。这支团队，包括药品质量保证项目，

必须持续地引进捐赠，并且一旦成功得到基金的捐助应立即进行

更新。

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由于机构重组，位于瑞士的 ＷＨＯ合作中
心已关闭，该项目亟待新的替代机构迅速建立起来。

Ｒｇｏ博士告知委员药品战略是根据一般的协商进程确定下来的。
与千年发展目标相关联的这一战略将在未来两年在网站公布。

Ｒｇｏ博士对专家委员会对 ＷＨＯ工作的支持和贡献表示
感谢。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秘书长，ＤｒＳａｂｉｎｅＫｏｐｐ，对专家
任命的程序和专家委员会会议的工作流程进行了解释。

秘书长指出，专家委员会是 ＷＨＯ总干事的一个官方咨询机
构。专家委员会的技术报告包括了讨论的汇总、对 ＷＨＯ及其成
员国的建议以及最新通过的指导原则。报告递交给 ＷＨＯ管理机
构征求成员国的意见，批准并执行，最终形成ＷＨＯ技术指南。

专家委员会协商过程包括多个步骤，如，初步的磋商和起

草，第一稿征求意见的循环，修订草案，ＷＨＯ专家委员会对草
案进行讨论，一旦通过，以 ＷＨＯ专家委员会报告附录的形式发
布，提交ＷＨＯ管理机构并推荐给成员国执行。

２　一般政策

２１　国际合作

２１１　国际组织、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专家委员会对与本委员会进行合作的国际组织和机构表示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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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下文对各机构的工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ＥＤＱＭ）负责一系列与欧盟的合作，
包括药品市场的监督和分销。ＥＤＱＭ处于欧洲的药品法规框架的
核心位置，自２００８年以来，ＥＤＱＭ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患
者，使其远离假药的侵害。在２００８年，ＥＤＱＭ另一个职能的转变
是立法，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分类。由于自２００９年以来 ＥＤＱＭ
的职能已经扩展，包括化妆品与食品的内包装材料、包装材料和

容器。ＥＤＱＭ与 ＷＨＯ有多方面的合作，包括 ＥＤＱＭ／ＷＨＯ联合
外部质量保证评估计划。

欧洲药品管理局

欧洲药品管理局 （ＥＭＡ）是在欧盟 （ＥＵ）管理系统下工作，
致力于保护公众和动物健康，使患者易于获得新的更好的药物，

协调药物安全性 （药物警戒），使患者与专业人士获得同等的产

品信息，推动欧洲药品工业的发展并成为欧洲范围内公共健康事

物的平台。

ＥＭＡ在人用和兽用药品相关法规的制订中的角色包括：确定
孤儿药物，儿童用量的调查计划；科学建议；首次应用；上市后

监督；从各国监管系统中指定主审国；检查 （协作和指导原则）；

信息；平行进口和认证；指导原则；对欧盟委员会、欧盟议会及

其成员国提供建议和支持。

抗艾滋、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全球基金第十六次董事会会议期间，董事们
要求秘书处在投资组合委员会的监督下开展对药品质量保证

（ＱＡ）政策的回顾。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董事们同意修订后的ＱＡ政策。
全球基金将只资助购买获得 ＷＨＯ预认证或药品监管部门

（ＳＲＡ）批准的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ｓ）。这将鼓励符合这些标准的
药品生产企业的发展。应该限制供应商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政策，

他们可能启动了预认证程序，但是没有采取必需的步骤来有效地

将预认证进行到底。

欧洲药品全线批发商协会

欧洲药品全线批发商协会的代表就最近协会的各种活动和参

·３·



与制定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ＧＤＰ）的情况做了简明的汇报
（见８２节）。还代表卫生护理分销管理联合会 （ＨＤＭＡ）发表了
关于分销质量管理规范的观点和反馈。该代表指出，必须明确规

定规范供应链中的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包括上市许可证持有者、

分销许可证持有者以及参与分销却没有亲自接触药品的第三方。

将责任分配给所有参与者是很重要的，审查和监督所有参与者也

很重要，使其遵守相应的质量管理规范，例如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分销质量管理规范和代理质量管理规范。

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

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 （ＩＦＰＭＡ）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
和ＷＨＯ具有观察员身份，它代表了基于研究的药物，生物技术
和疫苗工业，还包括了全球的政府间机构。它鼓励开发旨在挽救

生命和提高生命质量的新药。

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在以下两个领域支持高标准的药品

生产和质量保证。

— 与ＷＨＯ基本药物与药物政策部和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
合作的疫苗和生物制品；

— 与ＷＨＯ儿童药物专家委员会和基本药物选择与使用专家
委员会合作的药物，包含儿童药物。

国际仿制药联盟

国际仿制药联盟 （ＩＧＰＡ）在加拿大，欧洲，印度，日本和美
国都有仿制药协会。去年，巴西、中国、约旦和南非的仿制药协

会获得观察员身份。马来西亚和墨西哥仿制药协会的观察员身份

正在审核中。国际仿制药联盟的一般政策的倡议由三部分组成，

即药品质量保证中的共同问题，与 ＷＨＯ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
的合作，还有国际合作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ＩＣＨ），质量和安全专家工作小组］。ＩＧＰＡ支持的其他活动包括：
— 命名、术语和数据库—国际仿制药联盟 （ＩＧＰＡ）和欧洲
仿制药联盟 （ＥＧＡ）参与了有关生物制品和生物仿制药
的国际非专利名称 （ＩＮＮ）的讨论；

— 重点基本药物的预认证—欧洲仿制药联盟 （ＥＧＡ）在一项
旨在加速由 ＳＲＡｓ批准的仿制药预认证的程序上与 ＷＨＯ
合作；

— 生物等效性—尽管没有提上 ＷＨＯ专家委员会的议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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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ＩＧＰＡ正在筹备一项提议，该提议是有关生物等效性要
求的国际协调；

— 稳定性—ＩＧＰＡ和有关国家的协会就贯彻最新的 ＷＨＯ稳
定性指导原则进行合作。

国际药学联合会

国际药学联合会 （ＦＩＰ）的报告指出，过去的一年，ＦＩＰ和
ＷＨＯ已经制定计划支持关键的战略性合作领域。ＦＩＰ的主重点
是药品和加强人才培养。其他重要领域包括药剂师在患者安全、

初级卫生保健，非传染性疾病，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健康中

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作用。ＦＩＰ在 ＷＨＯ中继续协作与药品相关
的项目。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ＧＤＰ）不但在保护合法的药
品供应和分销链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且也能防止假劣药

品的渗透 （见８２节）。ＦＩＰ在２００９年９月公布的ＷＨＯＧＤＰ指
导原则的最终修订和起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ＦＩＰ制作了关
于药学实践进展的 ＷＨＯ／ＦＩＰ手册，并正在修订 ＦＩＰ／ＷＨＯ关于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 （ＧＰＰ）的指导原则。ＦＩＰ还协助国际药品打
假工作小组 （ＩＭＰＡＣＴ）更新面向公众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关于
假劣药品和ＩＭＰＡＣＴ的工作情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ＣＥＦ）提升和保护儿童的权利，特别
是那些在最贫穷国家的最易受伤害儿童。ＵＮＩＣＥＦ的核心任务是
健康与营养、教育、水与卫生条件、保护儿童和艾滋病。

ＵＮＩＣＥＦ的主要活动之一是为有需要的国家的社会团体提供
合格药物；供应总部位于哥本哈根。作为 ＵＮＩＣＥＦ及其采购服务
伙伴的代表，供应部监督 ＵＮＩＣＥＦ的全球采购和物流。它保证了
快速地将高质量和高价值的供应品送到儿童及他们的家庭手里。

ＵＮＩＣＥＦ药品供应商的预认证包含提交文件的审查 和 （或）采用

ＷＨＯ制定的技术性调查问卷进行 ＧＭＰ检查，以保证符合 ＷＨＯ
ＧＭＰ的指导原则。技术性调查问卷包涵了生产地点，剂型及相关
产品，出口经验和药品生产许可证。当地监管机构受邀参与 ＧＭＰ
检查。此外还有ＷＨＯ和其他合作单位的联合检查。所做的决策
是基于原产地国家的监管环境和 ＵＮＩＣＥＦ的以往经验，或由
ＵＮＩＣＥＦ或其指定的代表执行的ＧＭＰ检查。合同厂商只有在获得
ＵＮＩＣＥＦ批准时才能进行分包。检查主要由遵从 ＷＨＯＧＭＰ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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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ＵＮＩＣＥＦ工作人员执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在４７个公司进行的１４５项ＧＭＰ检查不合格

（３２％）。如果出现不合格，一份详细的ＧＭＰ检查报告会发送至该
公司并要求其在一个月内做出回应。

对于经过预认证的疫苗，治疗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

药品：

— 产品必须经过ＷＨＯ的预认证并公布在ＷＨＯ网站上；
— 供应商必须向 ＵＮＩＣＥＦ证实产品与 ＷＨＯ／ＵＮＩＣＥＦ评估的
产品完全一样；

— ＵＮＩＣＥＦ的采购在ＷＨＯ／ＵＮＩＣＥＦ的 ＧＭＰ检查中可追溯。

２１２　药典协调组织

药典协调组织 （ＰＤＧ）是由欧洲药典会、日本药典会和美国
药典会组成，该组织和ＩＣＨ专家工作小组于２００９年的６月８～１２
日在日本横滨召开会议。该专家委员要秘书作为 ＷＨＯ的观察员
出席了会议。专家们建议重新审查以下通则，以修订 《国际药

典》（ＰｈＩｎｔ）中现有的内容，并在将来增补进 《国际药典》。

注射剂 （输液）的装量检查 （附录）；

颗粒污染物测定：不溶性微粒 （附录）；
崩解时限；
溶出度试验 （附录）（最终稿待定）；

无菌检查 （附录）；
无菌产品的微生物限度测定；
药物制剂和药用物质的限度标准 （附录）。
委员会建议批准下列方法。

无菌产品的微生物限度测定：
— 微生物计数检查 （附录）；

— 控制菌检查 （附录）；和片剂脆碎度 （附录）。

秘书处告知专家，基于之前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ＰＤＧ成
员们已经进行了初步讨论。ＰＤＧ各方指出，针对这些 《国际药

典》应予以采纳的方法，ＷＨＯ应该分别联系 ＰＤＧ的主要药典使
之最终同意在 《国际药典》中收载这些附录。

２１３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８～１２日，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ＩＣＨ）专家工作小组在日本横滨召开会议。专家委员会秘书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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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观察员参加了 ＩＣＨ药典内容评估及推荐为用于 ＩＣＨ地区
（Ｑ４Ｂ）的工作小组会议 （由来自六个 ＩＣＨ合作伙伴和观察员的
成员组成），会议的共同主席报告了质量领域正在进行的最新活

动情况。

２１４　国际药品管理机构会议

国际药品管理机构会议 （ＩＣＤＲＡ）是 ＷＨＯ各成员国药品监
管部门举办的研讨会，就如何加强合作展开讨论。这项会议自

１９８０年开始举办，旨在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信息交换并探讨合
作途径。作为达成国际共识的一个平台，ＩＣＤＲＡ继续作为 ＷＨＯ
和ＭＲＡｓ的重要工具以协调监管，改进药品的安全性、功效性和
质量。ＩＣＤＲＡ项目由一个代表药品监管者的计划委员会负责开
展。ＩＣＤＲＡ为期四天的讨论通常是有关质量的话题，包括植物
药、顺势疗法、监管改革、药物安全性、假劣药、可及性、临床

试验的监管、协调、新技术和电子商务。相关建议已告知代理机

构、ＷＨＯ和相关机构并付诸实施。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６～１９日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药

品监管机构会议，会上提出的建议见 ＷＨＯ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ｒｅａｓ／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ｃｄｒａ）。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３０～１２月３日在新加坡召开了第十四届国际药

品监管机构会议 （ＩＣＤＲＡ）。１１月２８～２９日召开了主题为 “有效

合作：药品监管的未来”的ＩＣＤＲＡ预备会议。
注册、细节和项目见ＩＣＤＲＡ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ｃｄｒａ２０１０ｓｇ／。

２２　药品的共同问题———质量保证

２２１　植物药

委员会收到一份传统药物领域的ＷＨＯ政策和活动的报告。
传统药物 （ＴＲＭ）工作组的代表报告了有关植物药的国际管

理合作的各项活动 （ＩＲＣＨ）。
会员已经增加到２２个，由１９个会员国和地区会员组成。第

三届年会于２００９年２月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召开，会上讨论了
ＩＲＣＨ的战略性行动计划并达成一致。基于对当前有关植物药问
题的复审，建立了８个工作组以解决已确定的首要问题。

ＴＲＭ还在第四期的刊物刊登了ＷＨＯ对２８药用植物的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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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ＴＲＭ感谢专家委员会和 《国际药典》药品标准专家顾问委

员会的技术支持以及在标准起草方面所提供的帮助。

ＷＨＯ大会对传统药物的主要成果就是 “北京宣言”。２００９年
５月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 （ＷＨＡ）批准了关于传统药物的新决议
（决议 ＷＨＡ６２１３），也就是 “北京宣言”，ＷＨＡ请求总干事更
新ＷＨＯ有关传统药物的政策。请求ＷＨＯ支持各成员国将传统药
物整合到国家卫生体系中。２００７年８月，在蒙古乌兰巴托召开了
ＷＨＯ区域研讨会，会上有关传统药物在初级卫生护理中使用的
报告于２００９年５月印刷并得到广泛传播。

委员会听取了 ＷＨＯ新项目的进展，该项目是关于传统药物
的国际分类，将传统药物整合到通用卫生信息系统中，以及传统

药物供应商使用的临床术语的标准化。这个项目旨在回应国家药

物警戒中心提出的需求，即建立一套合适的编码系统处理有关植

物药不良反应事件的报道。委员会还听取了传统药物领域中关于

公共卫生、改革和知识产权 （ＧＳＰＯＡ）的全球战略和行动计划的
进展。专家委员会鼓励各国利用这个项目中的资料，在初级卫生

保健的范围内注意发挥传统药物的作用。

２２２　生物制品和疫苗

ＷＨＯ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作用是为生物制品的生产和质量控

制提供国际性建议，也为相关的国际生物标准物质的建立提供国

际性建议。委员会下一次会议日期定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９～２３日，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可能会对一项关键议程表示关注，即生物仿

制药评价的指导原则。

这些指导原则一旦建立，将促进对越来越重要、新兴的生物

制品的监管。但是，这将只是为这类产品提供公平机会的第一阶

段，ＷＨＯ意识到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帮助成员国提高能力，确
保此类产品的有效使用。

第二个议题是关于一些从生物制品转变为化学药品的问题。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启动了一项程序，即建立新的参考品或换

批时，需先提交至委员会审核。收到的申请文件中，参考品需要

以国际单位校正，替代生物活性的国际单位。药品标准专家委员

会在开始该研究之前仍需商讨并寻求解决办法。

其他两个议题需要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进一步详细讨论，也

是两个委员会面临的共同问题。第一是建立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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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ＭＰ指导原则，第二是对需冷链运输的药品监管指导原则。
两个委员会一致认为保证上述指导原则和建议的有效执行是

关键。为推动对生物标准化委员会建立的指导原则和建议的理解

及应用，由秘书处设立了的实施工作组。新建立的关于疫苗稳定

性评价的监管预期指导原则已作为范例研究，并得到了来自所有

利益相关方对此方法的积极反馈。

最后，回顾了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的作用和责任。上次的

回顾还是大约１０年前，因此，对委员会的结论和指导意见进行
外部验证的做法是很重要的。作为程序的一部分，将邀请药品标

准专家委员会提出建议。

２２３　血液制品

向委员会通报了 ＷＨＯ关于血液制品和相关生物制品的工作
情况。关于血液机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详细内容参见６６节。

２２４　基本药物

继ＷＨＯ在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发起 “生产儿童用药物”行动之后，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ＷＨＯ得到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的资助，与
ＵＮＩＣＥＦ合作开展儿童药物领域的重大研究。此项目旨在增加专
为儿童设计和制造的药物。资助的基本研究包括：

— 确定儿童药物的最佳剂型 （如迷你片剂，分散片，粉末）；

— 建立给药剂量的指导原则 （如现有重点药物的审查和儿童

新药合适剂量的确定）；

— 建立药物检测和儿童用药治疗的指导原则，包括儿童临床

试验指导原则。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ＷＨＯ召开了由儿科药剂师、临床药理学家和
欧洲药品管理局 （ＥＭＡ）、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 （ＩＦＰＭＡ）、
瑞士抗药物基金会 （ＭＭ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ＮＩＨ）、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ＣＥＦ）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参加的会
议，会议讨论了儿童药物的首选剂型。讨论会特别考虑了发展中

国家的条件和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内容，最后确定了最适合儿童的

药物剂型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ｃｈｉｌ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Ｄｏｓａｇｅ＿
ｆｏｒｍ＿ｒｅｐｏｒｔＤＥＣ２００８ｐｄｆ）。
２００９年３月，ＷＨＯ药物选择与使用专家委员会审查并认可

了由ＷＨＯ药物选择与使用分委会在第十七次会议上的报告，内
容包括第二次儿童基本药物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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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儿童药物标准清单 （ＥＭＬｃ）增补了姑息治疗药物；
耳鼻喉药物和婴儿药物，还包括两性霉素脂质体 Ｂ，一种含蒿甲
醚＋本芴醇 （２０ｍｇ＋１２０ｍｇ）和依那普利片 （２５ｍｇ和５ｍｇ）的
分散剂型。专家委员会同意小组委员会已经履行了关于建立并修

订ＷＨＯＥＭＬｃ的工作，并向执行委员会和总干事建议解散该分委
会。建议未来的专家委员会应该有足够的专家来考虑儿童药物和

ＥＭＬｃ的维护工作。
药物选择与使用专家委员会还审核了模拟研究，该研究提出

了具有潜力的新规格的抗疟儿童药物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ＦＤＣｓ）：
异烟肼 １５０ｍｇ＋吡嗪酰胺 ４００ｍｇ＋利福平 ２５０ｍｇ和乙胺丁醇片
２５０ｍｇ＋异烟肼１５０ｍｇ＋吡嗪酰胺４００ｍｇ＋利福平２５０ｍｇ。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仍然没有一种固定剂量复合制剂能够确定最

佳剂量并作为一线药物用来治疗体重在５～３０ｋｇ之间的患有疟疾
的儿童。在持续治疗阶段，有需要制定包含两种药物的固定剂量

复合制剂，药物选择和使用专家委员会推荐以下组合 （仅为持续

治疗）：异烟肼１５０ｍｇ＋利福平２５０ｍｇ。
药物选择与使用专家委员会审查并通过了由药品质量保证部

提出的建议，即修订基本药物标准清单中的药物名单。左栏中列

出的药品将以国际非专利名称 （ＩＮＮ）命名为活性成分，另外，
可适用于右栏的条目将提供产品在 ＷＨＯ成员国使用的剂型和浓
度。基本药物标准清单和联合国儿童药物标准清单的阐释已经进

行了扩充，能为使用者在剂型命名和药物浓度 （见１１１节）方
面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指引。有关 “更佳儿童药物”项目的活动包

括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峰会，会上将讨论针对儿童
的临床研究的科学标准。作为这个会议的一部分，ＷＨＯ将承办
为期一天的讨论会，会上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专家们，他们将讨

论如何在资源匮乏时改编现有的指引性文件以促进儿童药物的研

究。２０１０年２月，ＷＨＯ将承办管理机构大会，以促进儿科药物
管理网络的发展。

２２５　管理支持

专家委员会更新了药品管理支持领域的信息。药品质量安全

评价部 （ＱＳＭ）在药品管理支持中的任务是加强国家和地区药品
管理系统的能力，在保证药品安全性，质量和功效的同时，为药

品的普及做出贡献。核心功能包括在全球范围内根据形势制定依

据和满足药品管理系统的需求；为国家和地区提供直接帮助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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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药品管理；建立并持续改进辅助管理活动的工具 （如指导原

则，工作手册和其他信息材料）；在 ＭＲＡｓ中促进交流和协调；
开发和持续改进内部能力；建立并维护ＭＲＡｓ综合数据库。

管理支持活动的范围包括评价药品管理系统以确定需求，辅

助制度、计划的发展和支持能力建设。目前为止，由各个 ＷＨＯ
地区办公室参与的，针对４６个管理系统的５０项评估意见已经执
行。与ＷＨＯ预认证部门和ＷＨＯ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品部门保持
紧密合作的同时，药品管理支持部门组织了不同的培训活动以加

强国家ＭＲＡｓ的能力。
地区支持包括，在非洲药品注册协调启动的框架中，为非洲

的地区经济团体提供技术支持。药品管理支持部门积极地提倡国

际商务中药品质量的 ＷＨＯ合格证制度；促进次区域经济集团管
理需求的协调；通过网络在 ＭＲＡｓ间增进交流，分享信息和管理
决策。

该部门还积极地反馈目前 ＷＨＯ指导原则的执行情况，发展
培训材料和内部程序，发展和保持管理人员的技术竞争力，在部

门内外加强与合作伙伴的技术合作。

未来的工作将包含完善反馈和指引需求的确定，成立管理专

家组，以培训为目的，更系统地评价药品管理系统。计划在管理

事务领域建立一个精英中心网络，作为培训中心，为支持日常工

作中的活动及新概念，建立新的干预机制。

２２６　与艾滋病相关的活动

战略信息与研究单位的艾滋病部门代表就该专家委员会的工

作对艾滋病部门的重要性作了简短的更新。该部门就卫生部门在

艾滋病流行病学上的进展发表了名为 “走向普及”的年度报告。

关于治疗的获取，该部门报告了由ＱＳＭ授权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预认证方面的进展。２００８年的报告还有一份ＱＳＭ质量评价调查。

２３　假药
新建立的ＥＭＰ／ＱＳＭ打假项目 （ＡＣＭ）负责人向委员会提供

了新信息，项目负责人也是ＩＭＰＡＣＴ秘书处的临时执行秘书。
２００９年１月，召开了执行委员会大会，总体讨论了 ＩＭＰＡＣＴ

和假药。促进了对 ＷＨＯ在这个领域所起作用的关注。ＷＨＯ秘
书处准备了两篇背景文章，提交至世界卫生大会 （ＷＨＡ） （第
一篇关于 ＩＭＰＡＣＴ行动，第二篇关于 ＷＨＯ在假药领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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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ｇｂ／ｅ／ｅ＿ ｗｈａ６２ｈｔｍｌ， ＷＨＡ６２： Ａ６２／１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Ａ６２／１４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ｔｉ－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ｅｉｔｉｎｇ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

其他有关ＩＭＰＡＣＴ的信息见下列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大会关于假药的议程顺延至２０１０年。
ＩＭＰＡＣＴ秘书处和主席继续设在ＷＨＯ。
ＷＨＯ总干事重新确认了假药的重要性，ＷＨＯ将继续在这个

领域进行合作。ＷＨＯ秘书处将在现状不变的情况下至少工作到
２０１０年５月的世界卫生大会，届时 ＷＨＯ的作用应该由其成员国
来说明。

２００９年ＡＣＭ将完成以下工作：
修改和升级ＷＨＯ和ＩＭＰＡＣＴ网站。
推进 ＷＨＯ药品标准和 ＩＭＰＡＣＴ联合委员会对 ＷＨＯ药品
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ＧＤＰ）的审核工作，该项工作由
ＩＭＰＡＣＴ在２００７年提出。

启动对法规模板草稿文件的审核程序 （可能由专家委员会

审核），该文件是ＩＭＰＡＣＴ在２００８年制定的，包含了对目
前假药定义的修订。

在指定的捐赠资金到位后，与非洲有意向的政府一起计划
并实施宣传、培训、国家支持和实施行动。

招募一位监管技术专家，并由ＦＩＰ安排借调一位信息专家。
为未来员工准备筹款，与假药进行斗争和寻求有意向的捐
赠者。

除了以上提到的ＷＨＯ关于假药的工作，总干事助理 ＨＳＳ将
继续她ＩＭＰＡＣＴ主席的两年任期，ＷＨＯ将继续履行ＩＭＰＡＣＴ秘书
处的职能。ＷＨＯ将继续与ＩＭＰＡＣＴ一起，进行技术输入并吸引更
多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同时明确划分 ＩＭＰＡＣＴ和 ＷＨＯ各自的
文件。

ＩＭＰＡＣＴ工作小组制定的不带有ＷＨＯ标志的技术文件将发布
在ＩＭＰＡＣＴ网站上。这些文件需经过 ＷＨＯ协商程序的审查，采
用并最终批准。

将对ＩＭＰＡＣＴ网站进行修改和更新。网站将包含关于打击假
药的国家立法草案原则和要素的提议。将向各成员国发送一份通

知，提请各国对该文件以及新建议中关于假药定义的关注。

可以直接访问 ＩＭＰＡＣＴ网站的新闻部分查看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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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ｎｅｗｓ／Ｂｏｎ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Ｄｒａｆ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ｄｆ）。
该专家委员会讨论并考虑通过ＷＨＯ关于药品分销质量管理

规范 （ＧＤＰ）的修订。可访问以下 ＷＨＯ网站查阅该文件：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ｐｈａｒｍｐｒｅｐ／
４３ｒｄｐｈａｒｍｐｒｅｐ／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也可以直接打开以下链接：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ｐｈａｒｍｐｒｅｐ／１７０９０９Ｃｌｅａｎ＿ＧＤＰ－ｃｏｕｎｔｅｒ
ｆｅｉｔｓ－ＱＡＳ０８２５２Ｒｅｖ１ｐｄｆ。

计划的ＩＭＰＡＣＴ会议 （依资源而定）如下：
— 在南非举办的地区会议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９～１０日）；
— 年度ＩＭＰＡＣＴ计划小组会议包括所有的ＩＭＰＡＣＴ主席和共
同主席 （２０１０年１月）；

— 为 ＷＨＯ成员国和有关部门召开论坛 ＩＭＰＡＣＴ合作方
（２０１０年１月）；

— 工作小组会议 （２０１０年１月）；
— 年度 ＩＭＰＡＣＴ会议 （在２０１０年５月世界卫生集会之后）。
委员会愿意持续关注与其他ＷＨＯ部门和项目的合作。

３　质量控制———质量标准与检验方法

３１　 《国际药典》

《国际药典》第四版第一增补版即将发行，专家委员会获

悉，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召开的第四十二次和第四十三次
会议上通过的药品标准的最终文本，可供 ＷＨＯ药品网站使用，
而即将发行的 《国际药典》出版物中也将包括这些内容。尽管

出版物的格式 （电子版、光盘版或书籍版）尚未确定，但经过

讨论后，同意在出版物中增加一个包含有４５个文本的临时性目
录内容表。

在即将发行的增补版临时性目录表中，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专家委
员会第四十二次会上通过的 《国际药典》药品标准。

原料药

本芴醇；
硫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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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

蒿甲醚本芴醇片；
硫酸镁注射液；
利福平异烟肼分散片；
利福平异烟肼乙胺丁醇片；
利福平异烟肼吡嗪酰胺分散片；
硫酸锌口服溶液 （儿科用药）；

硫酸锌片 （儿科用药）。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专家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通过的药品标准：

原料药

恩曲他滨；
甲苯咪唑 （对原标准的修订）；

奈韦拉平 （对原标准的修订）；

奥司他韦。

制剂

蒿甲醚本芴醇口服混悬液；
甲苯咪唑咀嚼片 （原甲苯咪唑片标准的修订）；

硫酸氯喹口服液；
环丝氨酸胶囊；
依发韦仑胶囊；
依发韦仑口服液；
盐酸乙胺丁醇片 （原标准的修订）；

奈韦拉平口服混悬液；
奈韦拉平片；
硫酸奎宁片；
齐多夫定拉米夫定奈韦拉平片。

放射性药品制剂通则与相关正文

通则；
分析方法；
补充信息；
各论；
氟 （１８Ｆ）脱氧葡糖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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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酸镓 （６７Ｇａ）注射液；
碘 （１２３Ｉ）苄胍注射液；
碘 （１３１Ｉ）苄胍溶液；
乙二胺四亚甲基膦酸钐 （１５３Ｓｍ）复合物注射液；
碘化钠 （１３１Ｉ）胶囊；
碘化钠 （１３１Ｉ）注射液；
碘化钠 （１３１Ｉ）溶液；
碘肽酸钠 （１２５Ｉ）注射液；
高锝酸钠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裂变）；
高锝酸钠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非裂变）；
磷酸钠 （３２Ｐ）注射液；
氯化锶 （８９Ｓｒ）注射液；
比西酸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依沙美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甲溴菲宁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巯替肽锝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喷替酸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二巯丁二酸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硫胶体锝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替曲膦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硒胶体锝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硒磷酸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锝 （９９ｍＴｃ）亚甲基二磷酸盐复合物注射液；
司他比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氯化亚铊 （２０１Ｔｌ）注射液；
硅酸钇 （９０Ｙ）胶体注射液。
专家委员会建议收载第四十四次会议上通过的文本内容。

ＷＨＯ药品网站——— 《国际药典》网页

专家委员会非常高兴地看到，在２００９年 ＷＨＯ药品网站上，
《国际药典》网页定期更新，并将最新批准的文件、药品标准的

建立以及修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告知用户 （例如：及时通告

肝素及青蒿素类药品标准的修订）。

考虑到近期各论中新增的一些品种以及包含在２００９年工作
计划中大量同品种药物的特殊性，网页中的内容会有所增加，并

包含下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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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药物；

— 抗感染药物 （包括抗菌剂、抗原虫药物、抗真菌剂、抗病

毒药物和抗分歧杆菌药物———用于非 ＨＩＶ／ＡＩＤＳ疾病、结
核病和疟疾以及抗寄生虫药）。

专家委员会欣喜地看到，人们对网页中更新的内容做出了积

极的回应，并要求订购新版 《国际药典》。同时还认识到邮件系

统将会更好地帮助用户关注 《国际药典》的最新变化，提高信息

的传播速度，因此专家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系统，用于自动通告

《国际药典》的更新内容及相关信息。

《国际药典》吹风会

秘书处告知专家委员会，在２００９年４月，药品产业利益相关
方都参加了 《国际药典》的吹风会。会议对质量标准的制定过程

进行了讲解，并对药典相关政策及其在 ＷＨＯ质量保证活动中的
作用进行了说明。会议以互动方式允许生产企业 （大多数已经与

ＱＳＭ建立了合作关系）对 《国际药典》提出问题并进行公开的

讨论。

会议的参与者来自仿制药企业、原研企业以及药品产业

协会。

收到的积极反馈表明，会议提供的信息有助于今后 《国际药

典》质量标准的制定。

应与会者的请求，专家委员会建议 ＷＨＯ秘书处继续组织这
种信息沟通会议，并考虑增加与会听众的数量。

３２　当前工作计划与未来方案
为了响应ＷＨＯ工作计划及相关合作组织的要求，专家委员

会仅在２００８年同意将这些被指定可优先处理的药物列入工作计
划中。批准了６个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ｓ）和３６个药物制剂在内
的一个工作计划，这是第一组药物。

在２００９年的工作计划中，标准制定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考虑到下述情况，专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的工作方案 （包括对

第二组药品标准的启动）：

— ２００９年工作计划中的遗留品种；
— 最初在２００８年工作计划中列入的，现在需要优先考虑的
药物，主要为儿童用药，治疗 ＨＩＶ／ＡＩＤＳ、结核、疟疾以
及治疗发展中国家高流行性疾病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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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基础药物目录第十六册和儿童基础药物目录第二册的

新增药物；

— 来自ＷＨＯ预认证意向书中的新增药物；
— ＷＨＯ特殊疾病计划中建议优先考虑的药物。
经讨论后，专家委员会采纳了下述工作方案。

下述内容中涉及２００９年工作计划新增药物用黑体标出。

更新的工作方案

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及其相关疾病的药物

活性药物成分

阿扎那韦。

制剂

阿扎那韦胶囊；
地达诺新胶囊；
依发韦仑片剂；
恩曲他滨胶囊；
恩曲他滨口服溶液；
利托那韦胶囊；
利托那韦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用司他夫定；
齐多夫定片剂。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胶囊；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口服溶液。

儿童用药的制剂

依发韦仑＋恩曲他滨＋替诺福韦；
拉米夫定＋司他夫定；
拉米夫定＋司他夫定＋依发韦仑；
拉米夫定＋司他夫定＋奈韦拉平；
拉米夫定＋齐多夫定＋依发韦仑；
替诺福韦＋恩曲他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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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疟疾用药

活性药物成分

磷酸哌喹。

制剂

甲氟喹片 （联合用药）。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

蒿甲醚本芴醇胶囊；
蒿甲醚本芴醇分散片；
青蒿琥酯阿莫地喹片；
青蒿琥酯磺胺多辛乙胺嘧啶片；
磺胺多辛乙胺嘧啶片 （联合用药）。

儿童用药制剂

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

修订品种

青蒿素类药物 （活性药物成分和制剂）（见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ｍｏｎ＿ｍａｌ／ｅｎ／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抗结核药

活性药物成分

对氨基水杨酸；
卷曲霉素；
左氧氟沙星；
氧氟沙星；
特立齐酮。

制剂

对氨基水杨酸颗粒；
注射用卷曲霉素；
乙硫异烟肼片剂；
左氧氟沙星片；
氧氟沙星片；

·８１·



丙硫异烟胺片剂；
特立齐酮片剂。

抗感染药 （抗菌药、抗原虫药、抗真菌药、抗病毒和抗分枝杆菌

药、驱虫药）

活性药物成分

头孢曲松钠；
氟康唑；
伊维菌素。

制剂

阿苯达唑咀嚼片；
阿莫西林口服混悬液；
头孢曲松钠注射液；
多西环素分散片；
氟康唑胶囊；
氟康唑注射液；
氟康唑口服溶液／混悬液；
伊维菌素片；
左旋咪唑片；
甲硝唑口服混悬液；
噻嘧啶咀嚼片；
噻嘧啶口服溶液／混悬液；
乙胺嘧啶片。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

磺胺甲 唑甲氧苄氨嘧啶注射液；

磺胺甲 唑甲氧苄氨嘧啶口服溶液／混悬液；
磺胺甲 唑甲氧苄氨嘧啶片。

口服补液疗法

活性药物成分

醋酸锌；
葡萄糖酸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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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

儿童醋酸锌口服溶液；
儿童醋酸锌片；
儿童葡萄糖酸锌口服溶液；
儿童葡萄糖酸锌片。

其他药物 （止痛药、退热药、姑息疗法用药、抗癫痫药、大容量

注射用药、生殖健康用药）

制剂

卡马西平口服液；
卡马西平咀嚼片；
苯妥英钠咀嚼片；
可压碎丙戊酸片；
乙炔雌二醇＋左炔诺孕酮片；
葡萄糖静脉输液；
左炔诺孕酮片；
醋酸甲羟孕酮注射液 （ＤＭＰＡ），储库型注射液；
吗啡口服溶液；
奥司他韦胶囊；
儿童维生素Ａ胶囊；
儿童维生素Ａ口服溶液；
扑热息痛口服溶液；
扑热息痛口服混悬液；
苯巴比妥口服液；
苯妥英钠口服液；
氯化钠和葡萄糖静脉输液；
氯化钠静脉输液；
丙戊酸口服液。
可在ＷＨＯ药物网站上查询更新后的工作方案。

３３　药品标准 （包括儿童用药）

３３１　抗ＨＩＶ药及相关事宜

已经向专家委员会报告了下列抗逆转录病毒活性物质及剂型

的拟定新增药品标准。根据咨询和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委员

会同意在进行修改后批准这些药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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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药物成分

洛匹那韦；
富马酸替诺福韦。

剂型

茚地那韦胶囊；
沙奎那韦片；
替诺福韦片；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
向专家委员报告了下列抗逆转录病毒活性物质的修订版本。

在确认协作实验室提出的吸收系数的价值后，委员会批准了修订

后的药品标准。

依发韦仑。

３３２　抗疟疾药物

向专家委员报告了下列抗疟疾药物制剂的拟定新增药品标

准。根据咨询和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委员会同意在进行修改

后批准这些药品标准。

阿莫地喹片；
二硫酸奎宁片。
根据新建立了的二硫酸奎宁片药品标准，委员会要求将２００８

年１０月批准的硫酸奎宁的制剂药品标准进行修订，增加鉴别试
验，使得药品标准能够对片剂处方中可能用到的两种奎宁硫酸盐

进行区分。

向专家委员报告了下列抗疟疾药物制剂的药品标准修订版，

根据咨询和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委员会同意在进行修改后批

准这些药品标准。

硫酸奎宁片。

３３３　抗结核药物

由于无法获得下列抗生素活性物质的国际化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因此需要采用新的方法进行含量测定，向专家委员会报
告了下列抗生素及相应剂型的新拟定药品标准并提请讨论 （参见

３４２抗生素）。根据咨询和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委员会同意
在进行修改后批准这些药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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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药物成分

阿米卡星；
硫酸阿米卡星。

制剂

阿米卡星注射液。
由于下列抗生素及其制剂仍然可获得ＩＣＲＳ，也收载了微生物

含量测定方法。向专家委员会报告了下列抗生素及其制剂的新拟

定标准并提请讨论，根据咨询和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委员会

同意在进行修改后收载这些药品标准。

活性药物成分

单硫酸卡那霉素；
硫酸卡那霉素。

制剂

卡那霉素注射液。
对于卡那霉素注射液，提出了从国际单位转换为微克的转换

因子问题。专家委员会建议就此专题再次征求意见。

３３４　其他药物

缩宫素

２００７年，缩宫素的草案发布并征求意见，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提请
第四十二次专家委员会讨论。根据反馈意见和专家委员会的建

议，２００９年１月发布修订稿并再次征求意见。２００９年６月，“药
品标准及实验室质量控制研讨会”对收到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并

对标准中的下列问题提出了专门意见：

含量限度
向专家委员会报告了修订后的药品标准。根据咨询和讨论过

程中提出的意见，委员会同意在进行修改后批准这些药品标准。

缩宫素注射液

２００７年，缩宫素注射液的草案发布并征求意见，２００８年在第
四十二次专家委员会进行了讨论讨论。根据反馈意见和专家委员

会的建议，２００９年１月发布修订稿并再次征求意见。２００９年 ６
月，“药品标准及实验室质量控制研讨会”对收到的建议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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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并对标准中的下列问题提出了专门意见：

储存／稳定性／ｐＨ
由于缩宫素注射液在气候炎热并缺少冷藏条件的发展中国家

广泛使用，其储存条件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不仅是医护专

业人员和健康提供者 （如助产士）使用缩宫素注射液，在紧急情

况下也使用缩宫素注射液。ＷＨＯ积极推动有专业技能的人士使
用该产品，以防止和应对产后出血，并将其作为 “安全妊娠”的

一部分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ａｋ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ａｆｅｒ／ｅｎ／，母
婴健康千年发展目标）。

２００７年的征求意见稿草案主张按照主要生产企业的建议，设
定２～８℃ （如在制冷器中）的储存条件。根据现阶段关于缩宫素

处方稳定性的讨论，提请秘书处复议该品种的质量标准。

考虑到 《国际药典》的应用，２００９年１月，发布了修订稿再
次征求意见，将２～８℃作为默认储存温度，增加了 “除标签另有

规定外”的保证质量的描述。按照主要生产企业药品说明书／病
人使用说明 （ＳＰＣｓ／ＰＩＬｓ）中的规定，在修订稿中还增加了在较
高温度短期保存的补充信息。同时秘书处建议修订意见应有支持

性数据。基于以上意见，注射液的储存温度定为２～８℃。

ｐＨ
考虑到现行其他药典中的限度，修订稿中调整了下限。

有关物质

在２００９年６月的讨论中，最新发表的文章证实， 《国际药

典》中测定有关物质的ＨＰＬＣ法同样适用于缩宫素注射液。因此
专家委员会建议在缩宫素注射液中采用 ＨＰＬＣ法进行有关物质检
查。将在修订稿中加入有关试验的详细信息。

已经提请专家委员会讨论修订草案，根据咨询和讨论过程中

提出的意见，委员会同意在进行修改后批准药品标准。

３４　 《国际药典》的修订稿

３４１　抗疟药：青蒿素类药物

青蒿素类药物 （蒿甲醚、青蒿素、蒿乙醚、双氢青蒿素、青

蒿琥酯及相应剂型）的修订稿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提交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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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鉴于抗疟药物的重要性和大量修订工作所需的时间，ＷＨＯ
药品网站上已经公布了改进ＨＰＬＣ方法 （样品制备）的解释说明

和基本的变更情况。

在听取详细的修订报告后，委员会对工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满

意：两个品种的详细修订提案正在征求意见，其他品种正处于实

验室阶段。

已经提请专家委员会讨论下列抗疟药物标准的修订草案，根

据咨询和讨论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委员会同意在进行修改后批准

这些药品标准。

青蒿琥酯；
青蒿琥酯片。

３４２　抗生素

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的专家委员会会议上，已经讨论并确
定了一些抗生素含量测定方法的修订问题。

专家委员会已开始进行修订生物测定法进行含量测定的药品

标准，如有可能，就采用色谱方法替代生物测定法。《国际药典》

第四版第一卷中仍然采用生物测定法进行含量测定，而相应的生

物标准品已经不能供应的品种应优先修订。

对下列品种的修订稿进行了报告。

阿米卡星及硫酸阿米卡星：用 ＨＰＬＣ－紫外检测法替代生
物测定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非水滴定的备选方法。

专家委员会已经批准了这些药品标准 （参见３３３抗结核
药物）。

盐酸氯四环素、脱水氧四环素、盐酸氧四环素、四环素、
盐酸四环素、巴龙霉素：考虑到现有的药典 ＨＰＬＣ方法在
其他药典中仍然有效，委员会同意复议这些标准。因此，

委员会建议等复议结果公布后再做进一步讨论。

所有的修订都在进行中，专家委员会建议将修订进展在

ＷＨＯ药品网站公布。

３４３　其他药品

甲苯咪唑

专家委员会批准了对甲苯咪唑标准的修订，对２００８年１０月
批准的修订稿的改进，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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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苯咪唑和甲苯咪唑咀嚼片的修订稿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由专家
委员会批准后，秘书处已通知了其他药典的管理机构，《国际药

典》已对使用晶型Ｃ的药物做出明确规定。鉴于要在世界范围内
使用甲苯咪唑消除蛔虫，建议控制药物晶型，使药典标准协调一

致。委员会感谢来自多个药典委员会的有益建议，中国和欧洲药

典都严格限制甲苯咪唑的晶型为 Ｃ。《欧洲药典》的中关于晶型
的详细叙述值得推荐。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药典》也对协调

《美国药典》标准表现出兴趣 （现在 《美国药典》不限制晶型）。

但专家也指出，由于现在美国的产品中包含晶型 Ｂ，所以暂时还
无法实现标准的协调。

磷酸奥司他韦

磷酸奥司他韦的标准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由专家委员会作为第
四版 《国际药典》的增补被采用。

收到生产企业关于硫酸灰分及有关物质检查的意见后，委员

会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委员会希望 《国际药典》中磷酸奥司他韦

标准的修订与其他药典保持一致。

修订稿已经提请专家委员会讨论，根据收到的建议以及讨论

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委员会同意在进行修改后批准这个药品

标准。

３４４　肝素

《国际药典》中关于肝素钙和肝素钠标准的修订稿已由专家

委员会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批准，并公布在 ＷＨＯ的药品网站，使这
两种药品和其他药典中肝素类药品的标准保持一致。官网同时表

示，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将与生物标准化委员会联合对有
关方面完成的科研成果进行评估，并对是否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标

准修订做出评估。有关肝素的讨论将在下次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

会会议上进行。

２００９年６月进行了关于肝素标准的非正式咨询会，专家建议
考察醋酸纤维素膜电泳法进行肝素及其蛋白黏多糖杂质 （比如，

硫酸皮肤素、硫酸软骨素和多硫酸软骨素）分析，并将该方法收

载在标准中。

这种工业上的常规方法对肝素的杂质有高选择性，同时可以

使用低成本仪器进行操作。因此这种方法也适用于没有 ＨＰＬＣ的
小规模质量控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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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同意秘书处的建议，与 ＷＨＯ协作实验室进行合
作，评估该方法是否可收载在 《国际药典》中，并将修订后的肝

素标准提案公布征求意见。

３５　对原有制剂通则的审核
在２００７年的会议上专家委员会同意，按照第一增补的通则

格式，必要时对 《国际药典》第二卷的片剂通则进行审核并

修订。

根据模板，在２００９年６月的非正式咨询会上讨论了片剂通则
的修订草稿。会议建议在片剂通则修订稿的基础上，对胶囊也进

行相应的修订。向专家委员会提交了下列制剂通则进行讨论。根

据收到的建议以及讨论过程中做出的决定，委员会同意在进行修

改后批准这些通则：

— 片剂；

— 胶囊。

３６　一般政策与修订
包括现行药典方法的指导与说明、已发布的药品标准的审核

等多个文档，已经提交给专家委员会进行讨论：

— 药品标准的名称与规格；

— 可获得的规格信息；

— 鉴别试验；

— 多晶型。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背景文件，同意下列的综述文本，并批准

了建议的药品标准修订本。作为未来政策的基础，委员会认为这

些指导性文件和说明不仅有助于新药品标准的建立，也有利于已

有标准的修订。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应将相关的指导性文件收载

在 《国际药典》的增补并在 ＷＨＯ药品网站上公布，使得更多的
《国际药典》用户可以更方便地获得上述信息。

药品标准的名称与规格

名称

通常，已有的药品制剂标准包括活性药物成分的全称 （例如

硫酸阿托品片）。在最近的很多标准中 （新标准或者修订版），只

要可能，盐的名字通常被省略。当然，名称也不统一，比如甲磺

酸奈非那韦片。

·６２·



按照２００９年６月非正式协商会上的建议，专家委员会同意
《国际药典》的标准化策略，只要能够代表活性药物成分的特性

并能提供准确的信息，就可以使用最短的名称。设计这样的方法

就是便于非专利药品的标识以及仿制药品的处方。

为了向专家委员会说明上述策略，以下列标准草案的标题为

例进行了报告：

— 茚地那韦胶囊 （活性药物成分———硫酸茚地那韦）；

— 沙奎那韦片 （活性药物成分———甲磺酸沙奎那韦）；

— 替诺福韦片 （活性药物成分———富马酸替诺福韦酯）；

— 阿米卡星注射液 （活性药物成分———硫酸阿米卡星）。

专家委员会赞同这个提议，认为可以在由于技术原因修订标

准或发布新版药典时对药品标准的名称进行变更。必要时，可在

适当的时候，在药品标准中增加 “定义”部分，阐明制剂用活性

药物成分的本质，顺便也可以检查与标签内容的一致性。

规格

当面对如何对市售产品进行标识时，就涉及如何在药品标准

中注明规格，以及如何计算含量的问题。专家委员会同意按照生

产企业在标签上标称的含量，在药品标准中收载相关内容，必要

时，可在 “定义”项下注明相关内容；含量测定项下的计算以及

供试品中的活性成分量，也应以同样的方式处理。

然而，人们已经认识到，当产品标签不清晰或市售产品间的

标识不一致时，就会出现问题。虽然药典和 ＷＨＯ都不对药品标
签的管理负责，这是属于药品管理部门 （ＭＲＡｓ）的职责，专家
委员会已获悉，有关药品规格的表述以及剂型术语的建议文档已

经由ＱＳＭ提交给了基本药物专家委员会，并已在２００９年３月的
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专家委员会欢迎这项倡议并且很高兴地注意到，基本药物选

择与使用专家委员会广泛赞同ＱＳＭ的建议。因此，在 ＷＨＯ基本
药物选择与使用 （１６版）和第二版ＷＨＯ儿童基本药物目录中将
收载扩展后的注释内容：

ＷＨＯ药品网站质量保证领域的链接以及现行版本 《国际

药典》的在线链接；

剂型术语的附录。
基本药物选择与使用专家委员会同意这些原则，将用于未来

目录中药物规格的表述，委员会已要求秘书处复查目前药物实体

·７２·



并进行相应的修订。在基本药物选择与使用专家委员会报告里已

经阐述了这些原则。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Ｎｏ９５８，２０１０（出版
中）如下所示。

依照这些原则进行修订时，当活性药物物质不是活性分子

时，将用更清晰的表述，区分下列情况：

规格以活性分子表述的药物 ［将盐在圆括号中标出，例

如，“５０ｍｇ（以钠盐计）”］。
规格以活性药物成分表述的药物 （以盐的形式表达，例如

“５０ｍｇ磷酸可待因”）。
必要时，为避免可能的混淆 （例如阿莫地喹、奎宁盐），还

会给出警示性说明。

关于规格的说明

《国际药典》的药品标准中已经包含了单个剂型的市售制剂

规格的信息，参阅 “现行ＷＨＯ基本药品目录”。以第一增补本中
的拉米夫定片为例。

附加信息：现行 ＷＨＯ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规格：１５０ｍｇ，
３００ｍｇ。现行ＷＨＯ儿童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规格：１５０ｍｇ。

上述品种的规格信息是根据２００７年出版的１５版基本药物目
录制定。然而，在２００９年的现行目录中拉米夫定仅包含１５０ｍｇ
规格的片剂。因此，这个例子表明 《国际药典》标准中标示的规

格与现行基本药物目录存在不一致的问题。

为了跟踪每次影响 《国际药典》标准的变化而出版一个新的

目录，就会要求用户频繁地检查变化，而且秘书处需要持续地修

订标准以便更正这个非强制性的信息。

因此，专家委员会赞同这个建议，在下一版 《国际药典》

中，个品种项下只简单地给出规格，而不再有 “在现行 ＷＨＯ基
本药物目录”的描述。总之，同意在凡例中陈述：一般地，在各

药物制剂标准的附加信息项下标明的规格来自基本药物目录。此

外，建议参考现行版基本目录，并提供适当的 ＷＨＯ药品网址
（作为电子版的链接）。这也将增强 《国际药典》与 ＷＨＯ基本药
物目录之间的关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在凡例中使用 “通常”或者 “只要适用”这样的短语，就意

味着允许有少数的例外，比如现行版基本目录未收载的制剂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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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药物目录未收载，但 ＷＨＯ治疗计划推荐的和 （或）

者ＷＨＯ就医指南中的药物制剂 （比如儿童用去羟肌苷口

服液）；

由于相似的原因，基本目录中注明的新增规格 （比如规格

为２０ｍｇ锌的硫酸锌片）；和
已经或者可能从基本目录中删除的品种 （比如司他夫定胶

囊）。

另外还强调，除非在 “定义”项下规定了特定的规格，一个

制剂的药品标准应涵盖所有的规格。对于某些检测项目 （比如溶

出度检查），必要时可明确指出该项试验只适用于某个规格的

制剂。

鉴别试验

对鉴别替代试验的选择顺序及相关的编辑指南文件进行了

讨论。

再次强调了现行方法的重要性，即使用药品标准中不同方法

的组合而不是依靠单一方法。这一点对于 《国际药典》尤其重

要，因为，同一个药品标准可能会应用于来自不同制造商的原

料，并且不同的质量控制实验室会装备不同的仪器。

多晶型

对于存在多种晶型的活性药物成分，起草的质量标准将取决

于是否限定了某一种特定的晶型。

大部分情况下，药品标准不对形态结构进行限制。附加信息

下面已经包含一个说明，表明该物质 “可能具有多晶型”这一事

实。在这种情况下，当采用红外鉴别试验时，就会给出如何进行

测定的相关说明 （如依法韦仑药品标准）。如果药品标准中没有

这些说明，实际上，就是限制了ＩＣＲＳ的晶型。

３７　放射性药物
放射性药物的标准起草工作始于２００１年，由ＷＨＯ与国际原

子能机构 （ＩＡＥＡ）共同合作。之后，来自两个组织的专家进行
了磋商与讨论，并同意除其他工作以外，此项工作还包括 《国际

药典》制剂通则的修订以及 ３０个放射性药物制剂标准的起草，
２００５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将其优先考虑。

这些标准制定的背景资料已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提交给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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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在第四十三次报告中有所提及。

作为此项合作的成果，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批准的最终修订版可在
ＷＨＯ药品网站的 《国际药典》———放射性药物网页上获得。

制剂通则与相关内容

— 制剂通则；

— 分析方法；

— 增补信息。

药品标准

— 氟 （１８Ｆ）脱氧葡糖注射液；
— 柠檬酸镓 （６７Ｇａ）注射液；
— 碘 （１２３Ｉ）苄胍注射液；
— 碘化钠 （１３１Ｉ）注射液；
— 碘化钠 （１３１Ｉ）溶液；
— 高锝酸钠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裂变）；
— 高锝酸钠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非裂变）；
— 喷替酸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 氯化亚铊 （２０１Ｔｌ）注射液。
考虑到已完成的大量工作和 《国际药典》对这些制剂标准的

需求，经过由ＷＨＯ国际药典药品标准咨询专家和国际原子能机
构组成的工作组的最终审查，余下的２０个品种 （见以下列表）

也被批准。

编辑工作需要将余下品种正文格式与已经在网站中发布品种

的格式一致，秘书处与国际原子能组织一致同意，按照规定的程

序，工作组采用信函的方式对上述内容进行审核。

下述２０个文本是提供给工作组用于审核的标准草案：
— 碘 （１３１Ｉ）苄胍注射液；
— 乙二胺四亚甲基磷酸钐 （１５３Ｓｍ）复合物注射液；
— 碘化钠 （１３１Ｉ）胶囊；
— 碘肽钠 （１２５Ｉ）注射液；
— 磷酸钠 （３２Ｐ）注射液；
— 氯化锶 （８９Ｓｒ）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比西酸 复合物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依沙美肟复合物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甲溴菲宁复合物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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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锝 （９９ｍＴｃ）替肽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二巯丁二酸复合物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胶体硫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替曲膦复合物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胶态锡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焦磷酸锡复合物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亚甲基二磷酸 （ＭＤＰ）复合物注射液；
— 司他比锝 （９９ｍＴｃ）复合物注射液；
— 硅酸钇 （９９ｍＴｃ）胶体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标记的大分子聚合人血清白蛋白 （９９ｍＴｃ
ＭＡＡ）注射液；

— 锝 （９９ｍＴｃ）纳米胶体注射液。

关于锝 （９９ｍＴｃ）纳米胶体和锝 （９９ｍＴｃ）标记的大分子聚合
人血清白蛋白 （９９ｍＴｃＭＡＡ）注射液的药品标准，委员会
参考了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对锝 （９９ｍＴｃ）标记红细胞注射液的决
定，当时曾决定此类的血液制品及其衍生物的质量标准，

除 《国际药典》收载品种外，均应由 ＷＨＯ生物制品专家
委员会负责，或由 ＷＨＯ提供给秘书处通过血液监管网络
进行处理。因此，建议这三种源自白蛋白的血液制品质量

标准应由上述专家委员会办理。

为了与其他正文内容保持一致，所有药品标准都会做出一些

修改，包括已经在网站上公布的正文内容。这些正文的修订部分

也应提交给专家委员会以供参考。

专家委员会对此项工作的完成表示感谢，对各质量标准内容

按照２００８年推荐格式重新规范表示赞同。并同意将这些品种最
终标准收载在ＷＨＯ药品网站 《国际药典》—放射药物项下，使

得 《国际药典》第四版中放射性药物数量增加到２７个。

４　质量控制———国际标准物质 （国际化学对照品和

国际红外对照图谱）

４１　世界卫生组织协作标化中心年度报告
专家委员会高兴地看到ＷＨＯ协作标化中心提交的２００８年度

化学对照品工作报告。２００８年中心发放的国际化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总数为２１５３支，而２００７年发放了２３３２支。需求量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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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种是青蒿琥酯、蒿甲醚、泼尼松龙、青蒿素和齐多夫定杂

质Ｂ。
专家委员会批准了２００８年度报告。

４２　新增国际化学对照品的批准
２００８年批准的９个化学对照品中包含下列７个新增品种：
卡比多巴；
秋水仙碱；
本芴醇；
ＤＬ－甲硫氨酸；
盐酸纳洛酮；
系统适用性试验用奥司他韦；
磷酸奥司他韦。
以及下列换批品种：

青蒿素；
泼尼松。
专家委员会批准上述化学对照品的发放。

４３　研制国际标准物质的新机构
专家委员会对２００８年度报告表示认可，同时获悉从２００９年

５月之后，位于瑞典的ＡｐｏｔｅｋｅｔＡＢ公司不再作为 ＷＨＯ化学对照
品协作标化中心，有关工作将转移至一个新的机构。

非常感谢 ＡｐｏｔｅｋｅｔＡＢ公司自 １９５６年以来与 ＷＨＯ的合作，
特别是在 《国际药典》方面的合作。专家委员会感谢 Ａｐｏｔｅｋｅｔ
ＡＢ公司长期以来为ＷＨＯ提供的服务，并对 ＷＨＯ标化中心在化
学标准物质方面的工作以及瑞典政府在长达５３年的时间里对众
多活动的支持表示感谢。

专家委员会认识到先前的标化中心转移到新的机构所造成

的不便之处，尤其在 ＩＣＲＳ的销售方面，并对在此期间 ＷＨＯ药
品网站上发布的公告表示欢迎。当转移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

就会在网站上发布另一个公告，指明订购 ＩＣＲＳ的新的详细联系
方式。

委员会对新机构将来的活动报告内容提出了一些建议，鼓

励其对一些特定的活动做出更加详细的反馈，例如在 ＩＣＲＳ稳定
性监控方面。专家委员会也欢迎秘书处将来做出一些努力，帮

助新机构开展协作研究，确定其他进行新 ＩＣＲＳ标化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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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对 ＩＣＲＳ的销售价格也进行了讨论，并被告知由于新
机构运行所用货币发生了改变，ＩＣＲＳ的价格将有所调整。因此
专家委员会同意提高销售价格，此价格在过去的十年里未发生

变化。

专家委员会表示，期待收到来自新机构开展 ＩＣＲＳ工作的年
度报告。

５　质量控制———国家实验室

５１　外部质量保证评价计划
外部质量保证评价计划 （ＥＱＡＡＳ）旨在为每个实验室提供机

会，通过对保密的盲样的测定考察实验室检测水平，并确定其在

政府质控实验室网络中采用给定分析方法进行检测的能力。该体

系旨在加强网络内各实验室间的互信。

为了继续提高ＷＨＯ成员国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的质量保证
水平，已经实施了第四期能力验证计划的５个系列。有５０个实验
室参与该阶段，现已完成最终报告。

委员会记录了这５个测试的最终报告以及第四期计划的初步
总结报告。报告的结果是：

— 方法１的最终报告：卡尔费休法测定水分；
— 方法２的最终报告：溶出度试验；
— 方法３的最终报告：ＨＰＬＣ法测定片剂含量；
— 方法４的最终报告：滴定法含量测定；
— 方法５的最终报告：旋光测定法测定旋光度；
— 第四期计划的总结报告。

在２００９年６月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会议上，专家们认为，无论
对参加的实验室还是对方案中采用的 《国际药典》方法的信息反

馈，能力验证计划都是最有效的方法。他们强烈建议继续进行该

计划，开展新一期的能力验证计划。此外，他们还对如何修订能

力验证计划 （如方法４）中采用的 《国际药典》方法提出了建

议，建议了如的方法。

磋商会上的专家建议针对计划中的每个方法都保存留样，这

样可为那些结果可疑或不满意的实验室以及需要重做试验的实验

室提供检测用样品。而且，ＷＨＯ应该强烈鼓励参加的实验室尽
可能向ＷＨＯ报告调查结果和后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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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委员会感谢ＵＮＩＣＥＦ和相关药品生产企业为能力验证计
划提供样品。

在ＷＨＯ与ＥＤＱＭ之前的协议 （日期为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１日，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６日，２００４年７月８日和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５日）的基
础上，为了评估 ＷＨＯ指定参与 ＥＱＡＡＳ的６０个药物质量控制实
验室的技术能力，决定在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期间继续开展合作，采用ＥＤＱＭ制定的能力验证计划方案，测试
项目如下：

— 滴定法含量测定 （样品：甲硝唑）；

— 卡尔费休法测定水分含量 （样品：阿莫地喹盐酸盐二水合

物）；

— 溶出度试验 （样品：蒿甲醚和本芴醇片）；

— ＨＰＬＣ法测定有关物质 （样品：阿巴卡韦口服溶液）；
— ＨＰＬＣ法含量测定 （样品：阿莫地喹片）；
— 溶出度试验 （样品：利福平胶囊）；

— 薄层色谱 （ＴＬＣ）法测定有关物质 （样品：蒿甲醚和本芴
醇口服混悬液）。

根据物质 （供试品和标准物质）的可获得性／有效期和 （或）

方法的可行性，可对拟定的验证方案进行修改。

专家委员会赞成举行非正式磋商的建议并欢迎目前ＥＤＱＭ正
在制定的新验证计划。

５２　ＷＨＯ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ＷＨＯ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ＧＰＣＬ）的修订。
在第四十三次会议上，专家委员会建议 ＷＨＯ秘书处应该启

动对ＷＨＯ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工作
［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
第９０２号，２００２，附录３（ｈｔｔｐ：／／ｗｈｑｌｉｂｄｏｃｗｈｏｉｎｔ／ｔｒｓ／ＷＨＯ＿
ＴＲＳ＿９０２ｐｄｆ＃ｐａｇｅ＝３７）］。

根据第四十三次会议上专家委员会的建议，提出了下列修订

要求：

— 将ＷＨＯＧＭＰ指南中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与质量控制实
验室相关的内容，直接收录在ＧＰＣＬ指南中，并添加引用
ＷＨＯＧＭＰ指南中的其他相关部分。

— 为ＰＱＰ检查中经常出现的缺陷提供详细的指导。
— 使指南与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的要求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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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适用于所有的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 （国家实验室、商业

公司实验室或者其他的非政府实验室）。

— 与其他ＷＨＯ文件中使用的术语相统一。
２００９年３月完成了第一次修订草案并广泛征求意见。在２００９

年６月举行的药品质量标准与质量控制实验室的非正式磋商会
上，与会的实验室专家对收到的意见进行了讨论，随后制定了第

二次修订草案。在２００９年７月举行的关于药品质量保证、质量控
制实验室及技术转移方面的 ＷＨＯ指导原则的非正式磋商会上，
与会的检查员对第二次修订草案进行了进一步讨论，形成了第三

次修订草案，２００９年９月发布并征求意见。
在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上对提交的第

三次修订草案进行了讨论。

对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原指导原则进行了下列修改：

注释

为了区分要求和建议，文本中加入了注释。

术语

对定义进行了修订以便与目前的 ＷＨＯ文件保持一致，并增
加了１５个术语的定义作为扩展文件。该指导原则使用了ＷＨＯ指
导原则中的定义，也采用了国际计量学指南联合委员会 （ＪＣＧＭ）
出版的国际计量术语等广泛被接受的文件中的相关定义。

第一部分———管理与基础设施

对组织和管理、质量体系部分进行了修订和结构方面的调

整，使得能提供更清晰的指导。增加了对内审、质量体系的管理

评审、纠正和预防措施的明确要求。对文件控制部分进行大幅度

扩展，修订后的记录部分允许提供电子记录。在保证主要功能的

前提下，对人员部分尽可能简化以便提高实验室在组织方面的灵

活性。设施则更侧重于化学检测，对于微生物实验及动物实验的

要求，读者可参考其他的指导原则。增加了合同部分将购买服务

和物资的合同与分包测试进行了区分。

第二部分———材料，仪器设备和其他装置

详细规定了试剂、试液和滴定液的标识要求。将对照品和参

考品进行了区分并给出了定义，对不同种类对照品的再检测进行

·５３·



了说明。参考ＷＨＯ的指导原则增加了有关实验室设备的评定要
求。简化了溯源性部分。

第三部分———工作程序

增加了实验室对检验申请进行审核的要求。对于药品生产企

业的实验室，检验申请单可以用工艺规程替代。增加了分析方法

验证及证明药典方法或外部验证过的分析方法适用于待检物质或

产品的系统适用性试验相关内容。提供了不合格结果处理程序的

详细指导，在附注中增加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ＦＤＡ）和欧洲
官方药品控制实验室 （ＯＭＣＬ）网络的参考资料。此外，还增加
了关于测量不确定度的简短说明及进一步的参考资料。规定了研

究性检验用分析测试报告和检验报告书的内容。

第四部分———安全性

第四部分未进行大的改动。

参考文献

更新了参考的 ＷＨＯ文件，在附注中包括了大量其他组织的
参考文件，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国际计量学指南联合委员
会、美国ＦＤＡ、国际制药工程协会、欧盟指导原则、欧洲理事会
ＯＭＣＬ网络、《美国药典》、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欧洲分析化学委员会 （Ｅｕｒａｃｈｅｍ）／分析化学国际溯源合作组织
（ＣＩＴＡＣ）。

附件

附件１：删除了药物活性成分、辅料及药品的分析检测报告
模板，并用参考的现行ＷＨＯ指导原则替代。

附件２（现在的附件１）：初级和中等规模药品质量控制实验
室的设备并不代表 ＷＨＯ的任何要求，只是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一
个新实验室提供帮助。根据当前使用的分析方法和仪器，对涵盖

了化学和微生物学部门的仪器设备目录进行了更新，增加了对生

药学／植物化学部门的具体要求。

适用于所有的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 （国家实验室、商业公司实验

室或者其他的非政府实验室）

对指导原则的适用性进行了关注。多个组织指出了第一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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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适合的要求，特别是对于药品生产企业实验室的内容。随

后，ＧＭＰ检查员在上述非正式磋商会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进
行了相应的修改。强调了针对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的建议，

增加了一定的灵活性。

修改后的指导文本提交给专家委员会讨论并得到了采纳 （附

录１）。

５３　ＷＨＯ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简介

除了对ＷＨＯ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进行了上述
的更新之外，在对预认证实验室进行检查的过程中，检查员意识

到为药品微生物实验室制定专门的文本将是有益的。

鉴于此，专家委员会建议 ＷＨＯ秘书处启动这些管理规范的
修订，并针对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起草一个新的管理规范。委员会

注意到这些规范已经在制定中并将发布征求各方意见。

６　质量保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６１　ＷＨＯ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药品的主要原则
关于ＷＨＯ药品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实验室和技术转移指导

原则的非正式磋商会于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３１日在日内瓦举行。讨
论了ＷＨＯＧＭＰ：药品的主要原则，成果如下：

会议期间推荐并提交给专家委员会审核和可能批准的主要变

更如下：

— 主要原则中收录了质量部门的概念；

— 增加质量风险管理；

— 增加了对产品质量回顾的参考资料和链接；

— 对关键人员职责更详细的审查。

建议的主要变更是：

— 质量部门的概念；

— 质量风险管理；

— 产品质量回顾；

— 关键人员的职责。

专家委员会对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并建议秘书处发布修订

后的文本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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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ＷＨＯ活性药物成分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在以往几次的专家委员会会议中，曾经讨论过 ＷＨＯＧＭＰ中

有关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ｓ）的修订。委员会也密切关注ＩＣＨＧＭＰ
指南中有关ＡＰＩｓ的进展以及国际制药检查会议与制药检查合作组
织 （ＰＩＣ／Ｓ）进行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过去，委员会已经意识到有关国家将很难在短时间内执行

ＩＣＨＧＭＰ指南。因此，同意 ＷＨＯ修订现行的 ＷＨＯ关于药物活
性成分的ＧＭＰ，以反映当前的 ＧＭＰ要求，并参考 ＩＣＨ指南等在
内的其他已发布的指南。委员会同意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执行活性

药物成分的 ＧＭＰ。
同时，ＩＣＨ关于活性药物成分的 ＧＭＰ原则已经被许多国家

检查部门承认并执行。此外，在 ＷＨＯＰＱＰ（药品）检查时已进
行了实践。

因此，秘书处已制定了一份符合 ＷＨＯ格式的本指导原则的
编辑文本，完全符合国际通用文本，该文本密切跟踪 ＩＣＨ的
进展。

２００９年７月，检查员、专家和有关各方在非正式磋商会议期
间，对该工作文件草案进行了审核与讨论。在这次会议上，为了

避免未来在全球实施这一国际标准时面临的挑战，建议文本与

ＩＣＨ原则完全一致。
为了有助于本文件的实施，针对检查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

题，专家们决定增加相关澄清性声明和解释，即

ＡＰＩ起始物料的定义；
 （第２１１段）高级管理人员在实施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
中的作用；

 （第２３段）生产活动职责的授权；
中间体和 （或）ＡＰＩｓ的制造商需要建立一个评价关键物料
供应商的系统；

在收到并验收前，检查物料的每个容器或每组容器；
对每批物料进行鉴别；
留样；
交叉引用了贸易和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ＧＴＤＰ）和 ＧＭＰ关
于辅料的内容：代理商、经销商、贸易商、分销商、分装

和重新贴标商。

专家委员会赞同上述建议，并考虑建立一个工作小组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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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说明。同意出版关于 ＡＰＩｓ的 ＧＭＰ增补本及注释说明，以取
代１９９２年出版的ＡＰＩＧＭＰ（附录２）。

６３　ＷＨＯ关于含有害物质药品的ＧＭＰ
在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举行的专家委员会会议中，已预先准备好

工作文件 （“ＷＨＯ关于检查激素产品生产设施的指南”）并提
交专家委员会。制定这些专门的指导原则是为了给含有某些激

素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产品提供生产和控制方面的 ＧＭＰ指导
原则。

对于劣质的生殖健康产品以及缺乏符合 ＧＭＰ的生产设施，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ＰＱＰ项目包括生殖健康产品，以及进一
步促进这些产品质量的提高，专家委员会重申了先前关于在这方

面提供指导的建议。

在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３１日举行的磋商会期间，专家和有关各
方进行了讨论。根据收到的所有修订建议，小组建议更改文件的

标题，使其不仅涵盖含有某些激素的产品，而且要确保该文件和

标题反映更为广泛的含有害物质的产品。因此，准备将修改后的

工作文件版本发表并征求意见。

已将新的工作文件ＱＡＳ／０８２５６／Ｒｅｖ１提交给专家委员会。
该文本提交给专家委员会讨论意见，在对所有重大问题进行

审核后，通过了该指导原则 （附录３）。

６４　ＷＨＯ无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在１９９９年的３６次报告中，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批准了

ＷＨＯ无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ＷＨＯ系列技术报告第 ９０２
号，２００２年，附录 ６） （ｈｔｔｐ：／／ｗｈｑｌｉｂｄｏｃｗｈｏｉｎｔ／ｔｒｓ／ＷＨＯ＿
ＴＲＳ＿９０２ｐｄｆ）。本指导原则也发表在：药品的质量保证　指导
原则及相关材料摘要　第２卷　第二版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与检查 （２００７年）。

随着ＰＱＰ范围内ＷＨＯＧＭＰ的实施，考虑到新的发展以及与
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 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１以及欧盟、日本、ＰＩＣ／Ｓ、美
国的规范保持一致，提交了修订方案。

在１９９９年发表的文本的基础上，做出的主要改变如下：
加入 “隔离器技术”和 “吹／灌／封三合一技术”的新
章节。

修订了 “无菌产品的终端处理”章节，并增加对小瓶压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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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修订了 “无菌制剂的生产”章节，并规定了对洁净室和空

气净化设备的监控。

实施这些新操作的某些部分，可能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

式，特别是在清洁或无菌环境中的压盖部分，因为，目前这在大

多数行业尚未实现。

向专家委员会提交了该文本进行讨论并征求意见，在对截止日

期内收到的补充意见进行讨论之后，批准了该指导原则 （附录４）。

６５　其他ＷＨＯ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文本的更新
根据检查过程中的反馈意见，当对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

（ＨＶＡＣ）实施ＧＭＰ时，某些章节需要进行小的修订。因此，建
议将这些章节公开征求意见。

专家委员会认可了这一建议，并建议秘书处发布修订后的文

本征求意见。

６６　血液机构的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ＷＨＯ血液机构 ＧＭＰ的最新进展已提交至委员会。一致同

意为血液和血浆的采集、制备、检测和发放活动，制定质量和

安全方面的要求、规范和标准，在血液机构执行国际认可的质

量和安全标准时，采用协调并系统化的方法以确保所有步骤

（从捐赠者的接受到产品放行）都符合规范要求，并且由 ＭＲＡｓ
强制执行。

２００８年，ＩＣＤＲＡ在伯尔尼举行的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了下列
建议：

“在面对已知的和新的威胁 （包括新的传染性疾病）的情况

下，需在世界范围内对血液制品进行监管，以确保血液和血液制

品的安全和可获得性。ＷＨＯ应：
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国家／地区的血液监管部门的
监管作用，并推动合作；

对血液监管制度 （ＢＲＮ）提供统一的评估标准：召开
ＮＭＲＡｓ磋商会议对评估工具草案进行讨论；

优先建立ＷＨＯ关于血液机构ＧＭＰ指导原则；
由ＮＭＲＡｓ促进引进ＷＨＯ推荐的血浆标准”。
ＷＨＯ已出版了对于血液成分和血浆制品的收集、制备和质

量控制的要求 （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８４０号，１９９４，附录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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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血浆成分分离的生产、控制和监管的建议 （ＷＨＯ技术报告系
列，９４１号，附录４）。此外，ＰＩＣ／Ｓ等机构已经出版了关于血液
机构的ＧＭＰ指导原则。

基于上述情况，建立ＷＨＯ血液机构 ＧＭＰ指导原则就是为了
回应ＩＣＤＲＡ的建议，而不是创建新的 ＧＭＰ标准，但考虑到了血
液制品、血液机构的特殊性以及所有现行的大量ＧＭＰ标准。

新文件的目的是在血液机构和检查员中建立具有广泛共识的

国际质量标准，确保产品的高品质以及接受者的安全。该文件将

成为血液机构的指导性文件，为ＮＭＲＡ在血液机构实施和强制执
行ＧＭＰ提供指导，成为在血液机构广泛应用保证血液机构独立
性的文件。

该文件涵盖了ＧＭＰ的基本主题 （比如质量管理），以及针对

血液制品生产的专题，从捐助者的筛选到终产品分发以及最新的

ＧＭＰ理念 （比如风险管理和产品质量回顾）。

介绍了当前工作文件的详细结构，包括以下各章：简介、术

语、质量管理、生产、合同生产、分析与服务以及作者、参考文

献和历史部分。

生产章节包括详细的具体的工艺指南，包括捐献者登记、捐

献者的筛选、采集、组分制备、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贴标

签、放行、发货、运输和召回。产品特征包括全血、红细胞、血

小板、输血／成分分离用血浆和冷沉淀／ＣＰＰ。制备工艺验证中应
重点关注离心、分离、冷冻、白细胞去除和照射。

文件起草始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１月举行的 ＷＨＯ培训
研讨会 （在德黑兰）期间，对文本进行了审核，２００９年的７～９
月，邀请专家在修订格式的基础上再次审核。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将
文本提交给ＥＣＢＳ讨论并公开征求意见。经过后续的全球范围内
的协商、对建议进行审核和进一步修订后，预计将在２０１０年提
交至ＥＣＢＳ进行审核并批准。

全面的咨询过程包括通过 ＷＨＯ渠道 （如卫生部）的 ＷＨＯ
成员国、ＷＨＯ区域顾问、相关监管机构、采供血机构和专业机
构与协会以及ＷＨＯ网站上公布的其他有关各方。

专家委员会注意到了取得的进展，并建议邮寄该文本给 《国

际药典》和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顾问委员会并征求意见，以便在
下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批准全套的ＧＭ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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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质量保证———新方法

７１　风险分析
简介

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举行的专家委员会会议上，秘书处向委员会
提供了最新的 ＩＣＨＱ１０文件。委员会给出结论：ＩＣＨＱ８、Ｑ９和
Ｑ１０文件是很有用的工具。

在风险分析方面，委员会建议ＷＨＯ：
审核并更新ＷＨＯ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ＨＡＣＣＰ）指导
原则；

修改ＷＨＯＧＭＰ主要文本使包括风险管理的原则。
考虑到监管环境下质量风险管理在方式上的变化以及采用不

同方法进行分析风险，秘书处开始进行ＷＨＯ关于ＨＡＣＣＰ指导原
则的审核，并预计在下次会议向专家委员会提交拟定的修订指导

原则。

建议

专家委员会：

支持秘书处继续修订ＨＡＣＣＰ指导原则草案的工作；
鼓励秘书处增订质量风险管理原则，提供可用于质量风险
管理的工具案例———而不仅仅把焦点都集中在ＨＡＣＣＰ上。

７２　ＷＨＯ技术转移指导原则
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举行的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四十二

次会议上，讨论了新的 ＷＨＯ技术转移指导原则的必要性。ＷＨＯ
ＰＱＰ的同事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这些经验来自于检查过程中那
些有过技术转移经历的工厂最近提交的档案。技术转移在全球范

围内均有发生，包括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以及同一国家内部和

国家之间。因此，专家委员会建议建立ＷＨＯ技术转移指导原则。
随后制定了草案并发出征求意见。在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７～３１日召开
的ＷＨＯ药品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实验室和技术转移指导原则磋
商会上进行了讨论，并起草了修订稿。

专家委员会讨论并审核了在征求意见期间收到的主要问题，

在ＧＭＰ和商业准则之间保持了平衡。是否包含质量源于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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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以及是否作为可选的要求，取决于技术转移的类型。委员会

注意到秘书处届时将组织磋商会并依照常规咨询程序准备新的工

作文件供广泛征求意见。

８　质量保证———药物的分销与贸易

８１　ＷＨＯ关于国际贸易中流通的药品质量的认证方案
ＷＨＯ关于药物制剂成品的认证方案是一个国际性自愿协议，

为参加这个方案的国家提供关于国际贸易中流通的药品质量的保

证 ［世 界 卫 生 大 会 决 议，ＷＨＡ２２５０（１９６９），ＷＨＡ２８６５
（１９７５），ＷＨＡ４１１８（１９８８），ＷＨＡ４５２９（１９９２）和 ＷＨＡ５０３
（１９９７）］。方案的主要文件是药品的证书 （ＣＰＰ）。

专家委员会已经在２００８年进行了讨论，并建议根据贸易环
境的变化、药品制造业的快速全球化以及涉及采购的管理者和组

织的组成变化，对ＷＨＯ关于国际贸易中流通的药品质量的认证
方案进行修订。此外，已经在各个国家和区域立法以评价在那里

制造的产品及 “出口专供”的产品，而这些内容在目前的方案里

没有足够的条款。

工作秘书处口头报告了采纳上次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后的工作

情况。

问答

根据委员会的建议，作为方案的临时机制，起草了问答

文件。

根据来自国际制药企业协会联合会、欧洲制药协会联合会

（ＩＦＰＭＡ／ＥＦＰＩＡ）的问答文件草稿及反馈意见，制定了第一个工
作文件。随后将公布该文件并征求意见。

在对收到的所有建议及已有材料进行全面审核后，将起草新

的问答文件。

对收到的全部意见进行审阅的专家以及起草了新版问答文件

的人员向委员会提交了补充问答文件，供专家委员会进行进一步

的讨论。问题是关于ＣＰＰ是否可以作为行政审核及审批 （比如作

为同意公司名称变更的证书）的证明。

专家委员会：

— 了解了来自秘书处的更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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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阅了文件并对补充问题进行了考虑；

— 批准了发布在 ＷＨＯ网站的问答文件；同意发布在 ＷＨＯ
Ｄｒｕ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上，并将根据收到建议对问答部分进行审核。

８２　ＷＨＯ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第四十次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会议批准

了ＷＨＯ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ＧＤＰ） （ｈｔｔｐ：／／ｗｈｑｌｉｂｄｏｃｗｈｏ
ｉｎｔ／ｔｒｓ／ＷＨＯ＿ＴＲＳ＿９３７＿ｅｎｇｐｄｆ＃ｐａｇｅ＝１９１） （ＷＨＯ技术报告
系列：９３７号，２００６年附录５），随后，为加强防止假药和其他
非法药品进入供应链的能力，国际药品打假工作组 （ＩＭＰＡＣＴ）
成员已经修订了这些指导原则。下列文本为取得的有关成果：

２００６年 ９月，ＩＭＰＡＣＴ在德国波恩召开了会议，对现行的
ＧＤＰ进行了修订，为提高分销链针对假药的安全性，进行了补
充。这个决定是考虑到即使在一些严格监管的国家，假药也已经

通过正规分销链到达病人手中。

２００７年３月，已经起草了第一份草案并分发给 ＩＭＰＡＣＴ管理
执行工作组 （ＩＲＩＷＧ）的所有成员。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３～２５日，在华
盛顿ＩＲＩＷＧ会议上，讨论了草案并提出了修订案。修订后的草案
在ＩＲＩＷＧ的成员间征求意见，然后在 ＷＨＯ网站上公布最终草案
并进一步征求意见。鼓励所有的 ＩＭＰＡＣＴ成员 （包括６０个 ＷＨＯ
成员国的国家药品管理机构，以及关注这些的其他利益相关方）

提出意见。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葡萄牙里斯本 ＩＭＰＡＣＴ全体大会上对文件进
行了进一步修订并形成了最终稿。该文件反映了里斯本会议达成

的共识，２００８年，作为来自 ＩＭＰＡＣＴ的建议，该文件被提交给了
ＷＨＯ专家委员会。

在４３次会议上，专家委员会建议根据收到的意见与ＩＭＰＡＣＴ、
ＥＵ及ＷＨＯ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为了起草新的文件并包含来自
《国际药典》与药品标准的ＷＨＯ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及有关各方
的建议，２００９年８月３１～９月１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在当
年举行的委员会会议上，向专家委员会报告了经会议修订的文

件，对在召开会议前收到的主要建议进行了确定和讨论。组织了

一个小组，在规定的时限内对收到的所有建议进行审核。根据该

小组的汇总情况，在没有重大补充意见后，委员会批准了该文

件。为了使委员会成员对上述小组的审核决定进行确认，将按时

向他们送达有关文件 （附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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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监管机构对药品冷链的管理要求
根据２００８年联合委员会上共同关注的话题，指定生物标准

化专家委员会 （ＥＣＢＳ）的秘书负责更新监管机构对 “药品冷链

的管理要求－关于温度敏感型药品的贮存和运输的统一指南”的
草案进行更新。已将目前工作文件草案的目录提交委员会。作为

一项重大议题，为推动两个委员会在２００８年联合会议上达成的
共识，由一个专家组负责起草了文件。认为该文件已经成熟，将

在２００９年的ＥＣＢＳ会议会上进行报告并征求意见，期望在２０１０
年能够获得批准。

负责该项目的技术官员以视频方式向大会进行了口头汇报。

专家委员会注意到文件的更新并建议将该文件向 《国际

药典》与药品标准的 ＷＨＯ专家顾问委员会及修订了 ＧＤＰ的
ＩＭＰＡＣＴＩＲＩＷＧ征求意见。

９　优先需要的基本药物的预认证

９１　ＷＨＯ预认证项目
ＷＨＯ预认证项目 （ＰＱＰ）目的是确保全球基金购买的药品

都经过评估，并对这些药物的生产企业进行检查以保证其提供的

药品在质量、安全性及有效性方面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通过提

高各国的监管能力、为已选药品的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支持、预认

证质量控制实验室通过质量控制 （ＱＣ）试验对已上市药品进行
监测等手段支持该方案。ＷＨＯ预认证项目的最终目的是使患者
能够获得低价且高质量的优先药物以保障患者的利益。

为满足采购的需求，ＰＱＰ继续扩大了药品的种类，目前优先
需要的基本药物已覆盖以下领域：

— ＨＩＶ／ＡＩＤＳ；
— 结核病；

— 疟疾；

— 生殖健康；

— 选定的治疗其他疾病的个别药物，如奥司他韦、硫酸锌。

ＷＨＯ预认证项目欢迎药品生产企业申请药品预认证，所申
请药品应是ＰＱＰ网站上公布的邀请意向书 （ＥＯＩ）中的产品。

感谢各国药品管理机构 （ＮＭＲＡＳ）、ＱＣ实验室、ＷＨ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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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项目、区域及国家办公室、联合国及其他药品采购机构

（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ＵＮＩＣＥＦ）协作支持，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与联合规划署 （ＵＮＩＴＡＩＤ）的资助，ＷＨＯ药品质量保证部门和
监管支持项目的同事的支持，该项目有赖于专家委员会所采用的

标准及指导原则。

药品文件的评估 （见表１）
ＷＨＯ将组织内部专家和外部的国际专家按照 ＷＨＯ指导原则

及 《国际药典》的标准对药品文件进行评估，如以上标准中无相

关规定，则采用ＩＣＨ指导原则，必要时，可采用严格的监管机构
的指导原则。大多评估工作由１５～２０名评估员在举办于哥本哈
根的每两月一次的会议上完成，预认证产品的变更将由 ＷＨＯ内
部及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处理。

表１　药品文件的评估：统计表

项目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获得预认证的产品 ２１ ４０ ２４

提交的文件 ９０ ９２ ５５

ＰＱＰ网站的ＷＨＯ预认证药物产品目录收录了通过ＷＨＯ评估
和预认证的药物，同时还收录了通过 ＳＡＲｓ评估的药物，并随附
评估的简略过程。

目前通过预认证的产品 （至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 ２４７种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及相关疾病的药物；
— １种治疗流感的药物 （２００９年通过预认证）；
— ２３种治疗结核病的药物；
— １６种治疗疟疾的药物；
— ２种治疗生殖健康的药物 （２００９年通过预认证）。
共计２８９种。

药品生产企业检查 （见表２）
作为预认证程序的一部分，对药物制剂、ＡＰＩ的生产企业及

合同研究机构 （ＣＲＯｓ） （进行临床／生物等效性研究的机构）进
行检查。

检查由检查组完成，检查组由以下成员组成：

— ＷＨＯ的ＧＭＰ检查员，作为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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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来自权威检查机构的检查员；

— 药品生产企业所在国专家作为检查组观察员，该观察员无

决定权 （因各国间的 ＧＭＰ标准不同，且可能存在利益冲
突）；

— 本着提高一些国家能力建设的目的，这些国家的专家也可

能被邀请作为检查组的观察员。

表２　２００５年以来进行的检查

药品生产企业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至９月）

药物制剂 ２０ １７ ２６ ２７ ２２

ＡＰＩ １０ １０ ６ １１ ５

合同研究组织 １４ １５ １３ １４ ６

质量控制实验室 ３ １ １ ６ ３

药品预认证———透明性

按照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２日世界卫生大会决议 （ＷＨＡ５７１４），要
求ＷＨＯ：

“３（４）应公布所列产品的预认证程序、检查结果及评估报
告，但专利与机密信息不应公布”。

公布了 ＷＨＯ公共评估报告 （ＷＨＯＰＡＲ），该报告提供了文
件评估的综合信息 （符合要求的部分）。

公布了ＷＨＯ公共检查报告 （ＷＨＯＰＩＲ），该报告提供了检查
的综合信息 （符合ＧＭＰ要求的部分）。

警告信 （ＮＯＣ），信中列明药品生产企业及研究机构需特别
关注及需要改正的缺陷项。

终止告知，信中列明在检查期间发现的严重不符合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ＧＣＰ）、实验室
质量管理规范 （ＧＬＰ），并可能导致无法保证产品质量的不符
合项。

质量控制实验室预认证

ＰＱＰ成立于２００４年，开始时仅限于非洲的质量控制实验室，
然而现在该项目已扩大参与范围，自愿参与且无区域限制，任何

实验室 （私人机构或政府机构）都可以免费参与。２００７年９月公
布了ＥＯＩ的第三次邀请，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ｐｒｅｑｕａｌ／
ｉｎｆｏ＿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ｅｏｉ／ＥＯＩ－ＱＣＬａｂｓＶ３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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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考虑对政府质量控制实验室 （为政府部门提供测试服务

的实验室）及联合国相关机构认为需要质量实验地区的实验室进

行评估。

通过预认证后的复查：

定期复查。
— 通常三年一次；

— 复查两次。

每年提交一份年度报告。
— 为联合国机构提供的服务汇总，包括所检样品的批数，使

用方法及收到的投诉；

— 实验室能力验证的简要描述；

— 关键人员的变动，仪器设备及其他可能对实验室产重大影

响的变动；

— 更新实验室信息文件 （ＬＩＦ），以防止ＬＩＦ内容发生具有重
大影响的改变。

参与实验室能力验证计划的结果评估。
— ＷＨＯＥＱＡＡＳ的实验室能力验证及法国卫生安全和健康产
品委员会 （ＡＦＳＳＡＰＳ）组织的非洲法语国家的实验室能力
验证计划；

如确证存在不符合项，ＷＨＯ可能在目录中暂缓或撤销该
实验室。

目前世界各地有大量的实验室已经通过预认证或正在进行预

认证。

本项目旨在增加符合推荐标准的 ＱＣ实验室，这些 ＱＣ实验
室承诺为联合国组织提供药品检测的服务，所检测药物包括但不

限于ＨＩＶ／ＡＩＤＳ、结核及疟疾类产品。
截至２００９年９月，共有１１个实验室通过了预认证，分别分

布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印度、肯尼亚 （２个）、摩洛哥、新
加坡 （２个）、南非 （２个）和越南。

同时ＰＱＰ还包括实验室的能力建设：为８个政府 ＱＣ药物实
验室提供技术支持；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及 《国际药典》的培训

（２００７年）；举办药物质量控制抽样及实验合理性研讨会 （２００９
年）。参加 ＥＤＱＭ针对政府药物控制实验室的质量保证培训
（２００７年）。该项目还通过对药物的实验策略、抽样、实验等程序
ＱＣ实验室或证明可以信任的实验室对药物的质量进行监测。质
量监督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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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ＡＩＤ所购买药物的质量监测 （２００８年９月）
该阶段的药物为儿童用药物、二线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及含复

方磺胺甲 唑的药物，合作单位包括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的

ＮＭＲＡｓ、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联合国出版署，共收集到２４个厂
家的３７８批样品，大多数来自治疗康复中心，并在实验室进行检
测。仅有三批样品不符合标准规定，且不符合项并不会威胁患者

的生命。所收集到的样品大多通过了 ＷＨＯ的预认证。该项目加
强了对ＵＮＩＴＡＩＤ所购买药物的质量控制及合作的 ＮＭＲＡｓ的能力
建设。

非洲抗疟疾药的质量调查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对非洲六个国家的抗疟疾药的质量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主

要为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药物治疗 （ＡＣＴｓ）以及磺胺－乙胺嘧
啶口服制剂。从各级分销链和非正规市场共收集到９３６批样品，
由协助调查的 ＮＭＲＡｓ的微型实验室筛选后，在实验室对３０６批
样品进行了全项检查。其中７４批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符合项，
有些质量问题是由于一些非常小的不符合项，问题严重的是有两

批样品不含ＡＰＩ。

东欧地区抗结核药物调查 （２００９年）
首先对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

兰及乌兹别克斯坦几个国家的抗结核药物的质量进行调查，调查

对象主要为含利福平、异烟肼、卡拉霉素及氧氟沙星的药物；共

收集了２９１批样品，目前检测试验正在进行。
另外还有几个自２００５年开始的质量监督项目正在进行。

培训和能力建设

培训和能力建设时ＰＱＰ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
提高发展中国家 ＮＭＲＡｓ与供应商的常规检测能力，及这些国家
ＣＲＯｓ与ＱＣ实验室的标准以符合预认证的要求。

培训通过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的形式进行，可能包括参观生

产商。培训以预认证的要求和 ＷＨＯ的要求为基础，也有可能进
行问题导向型培训，如关于某一类特殊产品的培训。经常同时邀

请ＮＭＲＡｓ员工和生产商参加相同的培训项目，并且尽可能地以
“对培训人员进行培训”得到最大的培训效果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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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 ＷＨＯ共组织或支持了 １３次培训，２００８年 １５次，
２００９年７次 （至２００９年９月）。

除了培训活动外，还通过轮值东道主国为向日内瓦派送技术

顾问的方式，对监管机构进行能力建设。派遣的技术顾问为期三

个月，在这三个月中随同 ＷＨＯ专家参加工作，并参加哥本哈根
举办的培训会，向外部国际专家学习。

技术支持

可以为承诺参加ＰＱＰ项目并且可以并愿意提高的发展中国家
的生产商提供技术支持，这些供应商生产的药品将被列入 ＥＯＩ目
录，这些药品必须是对公共健康具有一定价值的，为预认证药物

目录中急需的药物。

由ＷＨＯ派出专家顾问组帮助生产商符合 ＧＭＰ、ＧＣＰ、ＧＬＰ
要求，包括制剂的数据开发和归纳及常规指导。

为了避免兴趣点的冲突，技术支持独立于制剂评估和检查。

２００８年为８个生产商提供了技术支持。

未来的挑战

ＰＱＰ项目将面临以下几个关键挑战：
鼓励生产商参加并维持预认证，以保证基本优先药物的持
续供应；

提交质量较差或质量低的制剂产品的数据报告；
不符合ＧＭＰ要求的各类生产商；
ＰＱＰ技术提供的困难；
缺少国内专家 （技术顾问和检查员）；

缩减预认证时间；
能力建设需求的增加 （从常规的能力建设转移至特殊技能

的培训）；

信任关系的建立及信息交换以避免重复错误的发生。
向委员会提供了２００９年 ＰＱＰ的最新活动信息，并建立项目

备忘录。

９２　通过预认证产品的再评估指导原则
ＷＨＯ药物制剂预认证程序 （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ＮＯ９５３，

附录３，２００９年）中的第十二章 （预认证资格的保持）注明：

“ＷＨＯ将进一步安排对列入目录的产品和生产场所进行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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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评估。根据再评估的结果，如果发现某一产品和 （或）指定的

生产场所不再符合 ＷＨＯ推荐的标准，此类产品和生产场所将从
目录中删除。未参加再评估程序的生产企业或申请人也将从目录

中删除。

再评价，包括对生产场所和 ＣＲＯｓ的再检查，应在风险评估
的基础上定期进行，至少每５年进行一次。

如存在以下情况需进行再评价，包括再检查：

有证据表明申请人、ＦＰＰ或 ＡＰＩ的生产企业，或 ＣＲＯｓ在
最初的评估程序中或在随后的活动期间有欺诈行为或

遗漏；

如果 ＷＨＯ或联合国机构认为提供的预认证药品中有一批
或多批不符合预认证过程中应用的质量标准的规定。”

由ＰＱＰ的质量顾问组起草了已通过预认证产品再评估指导原
则，对申请人或生产商提供的文件和信息进行规范，以方便

ＷＨＯ对通过预认证产品质量部分的再评估。
在ＰＱＰ评估及检查小组的会议上对这些指导原则草案进行了

讨论和评议，并在２００９年７月举办的ＷＨＯ药品质量保证、实验
室质量控制及技术转移指导原则商讨会上对修订后的草案进行讨

论。该会议建议将草案提交至专家委员会议上评议是否采用。回

顾会议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订，修订后的草案再次分发征求

意见。

将所收集到的意见以表格的形式提交至委员会。

随后经过讨论，专家委员会采纳了这些新指导原则 （附录６）。

９３　提交合作研究组织主控文件的指导原则
ＷＨＯ，ＰＩＣ／Ｓ和多个 ＮＭＲＡｓ建议生产商在申请药品注册时

提交一份现场主文件 （ＳＭＦ）以利于检查。ＳＭＦ由药品生产厂家
编写，应包含于生产场所相关的质量管理方针和活动的详细信

息，厂方实施的药品生产和 （或）质量控制的操作，与其运作紧

密结合的比邻建筑。若仅有部分生产操作在此地进行，ＳＭＦ仅描
述这些操作，例如：分析、包装等。

一些ＮＭＡＲｓ还需对临床试验进行检查，而临床试验通常由
ＣＲＯｓ实施。ＷＨＯ预认证检查组在对 ＣＲＯｓ检查期间发现一些
ＣＲＯｓ不能够为检查员提供完整的检查信息。另外，在一些情况
下，ＣＲＯｓ存在一些较大变动，如试验日期的变动或生物等效性
研究结果与研究报告中的结果不一致。这些变动包括关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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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甚至是坐落位置的变化。这些变动往往给检查员带来很大

的困难，因为一些关键信息无法得到验证。

经过ＮＭＲＡｓ、赞助商和ＣＲＯｓ的协商，认为类似于ＳＭＦ这样
的文件能够为检查提供有效的信息，并且可以为执行ＧＬＰ或ＧＬＰ
检查时复检或风险分析提供有效信息。建立合作研究组织主控文

件 （ＣＲＯＭＦ）的意见受到了所有合作组织的欢迎。该文件可以
看作是生产商主控文件 （ＳＭＦ）的扩展。

ＣＲＯＭＦ初始草案首先向专家征求意见，由秘书处对意见进
行整理并筛选出合理的意见增加至草案中，分发修改后的草案广

泛征求意见，对意见进行讨论和整合后，按照常规程序对草案再

次进行广泛的线性流动。

收集到的意见提交至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注意到草案的更新，并回顾了收集到主要意见，

委员会同意并采纳了草案的一般性原则，并同意成立专家小组对

收集到的意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制定最终的工作文件供专

家委员会批准。该文件最终并未采纳所收集到的意见 （附录７）。

１０　命名、术语和数据库

１０１　质量保证术语
数据库连同包含术语质量保证的文件被提交到委员会，并且

在ＷＨＯ质量保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ｒｅａｓ／ｑｕａｌ
ｉｔｙ＿ｓａｆｅ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ｅｎ／可以得到。专家委员会感谢秘书
处为数据库所做的工作，并且建议这些信息应该可以广泛获得。

ＷＨＯ理事机构会议中讨论出现的 “假药”和 “劣药”的命

名问题。

假药

根据专家委员的工作任务，委员会在以下 ＷＨＯ指导原则
（ＷＨＯ质量保证数据库：会议文件及药品文件更新的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ｐｈａｒｍｐｒｅｐ／
ＴｅｒｍＬｉｓｔ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ｐｄｆ）的术语表中对 “假药”进行了定义。

ＷＨＯ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
四十次报告，ＷＨＯ技术报告丛书，ＮＯ９３７，２００６年）。

ＷＨＯ药品分销渠道检查指导原则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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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三十五次报告，ＷＨＯ技术报告丛书，ＮＯ８８５，１９９９年）。
ＷＨＯ药品进口程序指导原则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

三十四次报告，ＷＨＯ技术报告丛书，ＮＯ８６３，１９９６年）。
根据ＩＭＰＣＴ年会 （２００８年９月，突尼斯，哈马迈特）的工

作任务，以及ＩＭＰＡＣＴ药品立法和执行工作小组已完成的工作，
２００８年９月举办于突尼斯哈马迈特的 ＩＭＰＡＣＴ年会上对 “假药”

进行了重新定义，可登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ｉｒ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查阅。

这些定义已收录在国家打击假药立法原则和要素草案中，目

前该草案正在流通征求意见。

专家委员会：

— 记录关于 ＩＭＰＣＴ“假药”定义的反馈意见，整理汇总后
在下次专家委员会会议中讨论出结果。

— 建议汇总不同国际组织、区域及国家对 “假药”定义。

因为需ＮＭＲＡｓ提供专业知识以对不同事件中的定义进行区
分，故邀请其参与讨论的重要性更加迫切。意见将在２０１０年召
开的ＩＣＤＲＡ会议中讨论。

“劣药”

作为专家委员的工作任务，目前尚无对 “劣药”的官方定

义。鉴于该问题经常被提及，ＷＨＯ网站对关于 “劣药”的常见

问题进行了回答：

“什么是劣药？

劣药 ［或称为不符合标准 （ＯＯＳ）的产品］是指由 ＮＭＲＡｓ
授权的生产商生产的正规药品，但其不符合国家标准中其相应的

质量规范。

通常，生产商生产的所有药品均应符合质量标准和规范，在

授权上市之前ＮＭＲＡｓ需对该品种的质量标准和规范进行审核和
评估。”

专家委员会对事件讨论后认为需对 “劣药”进行定义。并建

议按照常规的咨询程序在会议中流通修改建议以征求意见。

１０２　国际非专利名称
专家委员会对国际非专利名称 （ＩＮＮ）项目的活动进行了简

要描述。在过去的１１年里对１４４５个 ＩＮＮ进行了命名。该项目开
发了一个可通过网络进入的完整的数据管理系统，此系统可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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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地的多种用户、多种平台应用，可查询在申请过程中用户的

职责、标准和开放的技术资源，以及安全和保护情况：数据的可

信度、申请进度、各进度的电子文件和各进度的追踪。ＩＮＮ的下
一步目标是ＩＮＮ申请、报告、统计软件的网络化，系统的离线使
用及与其他数据库的整合。

１０３　药典参考资料
向专家委员会提交了 《国际药典》正在进行的修订信息，并

且与药典会秘书处进行联系沟通。药典的更新信息将上传至药品

网站。委员会欢迎以更新的形式发布这样的信息。

１１　综合信息

１１１　ＷＨＯ基本药物示范目录
２００９年３月召开的专家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 ＱＳＭ提交的关

于基本药物选择和使用的文件 （工作文件，ＱＡＳ／０９２９３／Ｒｅｖ１），
专家委员会大体上同意ＱＳＭ的意见，意见主要关注：

剂型术语；
药品规格的表述。
ＷＨＯ基本药物示范目录第十六版 （和ＷＨＯ儿童用基本药物

示范目录第二版）的注释说明中有 ＷＨＯ药品网站质量保证区域
及现行版本 《国际药典》在线链接；另外剂型术语的附录中也有

这样的链接。注释说明和附录１（可从 ａ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ｓｗｅｂｓｉｔ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ｓ／ｅｘｐｅｒｔ／１７／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获得）信息提交至药品标准专家委
员会。

ＷＨＯ基本药物选择及使用专家委员会认可了关于药品规格
表述的基本原则，将在以后的目录中按这一原则对药品规格的表

述进行规范，同时要求秘书处对目录中现有的药物规格表述进行

整理，按这一原则进行修订。该原则已收载于专家委员会报告

中，并从尚未出版的报告中摘录出来，上传至ＷＨＯ药物网站。
按照这些原则对已有药物规格表述进行修订，则原料药不是

活性成分的规格的表述有了清晰的区分：

按活性成分进行表述的药物 ［在括号中注明为何种盐，如

“５０ｍｇ（钠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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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原料药进行表述的药物 （以完整的盐的形式给出，如

“５０ｍｇ磷酸可待因”）。
必要时，对于易混淆品种 （如阿莫地喹、喹宁盐类）可给出

警示性注释。

委员会感谢秘书处在为示范目录提供更加清晰的规格和剂型

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１１２　稳定性研究的更新
经过长期和广泛地征求意见，专家委员会在第四十三次会议

上通过了活性药物成分和药物制剂成品的稳定性试验工作文件的

修订稿 （见原料药及药物制剂稳定性试验，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
ＮＯ９５３，２００９，附录２）。

附件１为ＷＨＯ成员国认可的长期稳定性试验条件目录，试
验条件均由各成员国提供。给出的推荐条件———基于 ＮＭＲＡｓ提
供的意见———可为各政府机构提供 “真实”的长期稳定性试验条

件。获得ＷＨＯ所有成员国的长期稳定性试验条件是一项非常有
挑战性的工作。在此，感谢 ＩＦＰＭＡ在 ＩＣＤＲＡ会议期间及之后所
做的贡献，ＩＭＰＭＡ的努力使得目录得以完成。最终收载的数据由
以下三类组成：

以粗体表示：

由相应的区域协调组织 （如东南亚国家联盟 （ＡＳＥＡＮ、ＩＣＨ）
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提供和 ＮＭＲＡｓ为 ＷＨＯ提供的官方交流
数据。

正常字本：

２００８年９月召开的第１３次ＩＣＤＲＡ会议期间收集到的数据。
以斜体表示：

ＩＦＰＭＡ基于指导原则中给出的推荐条件提供的数据。

专家委员会报告准备期间及之后，在药品监管支持计划组同

事的帮助下，秘书处继续积极联系各国政府机构以确定出版工作

中哪些数据是 “非正式的”。

该工作的目的是收到 ＮＭＲＡｓ提供的最新信息及时更新药品
网站上的目录，所有基于官方提供的信息而产生的更改均符合各

国指导原则的相应规范。

收到了ＩＦＰＭＡ关于阿富汗、加拿大、智利、印度和以色列稳
定性试验条件及指导原则附件 ３中标签说明书需更新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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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

依照上述描述和建议的稳定性指导原则附件１数据更新程序
的要求，经专家委员会批准，秘书处应：

— 根据接收到的官方信息，更新加拿大的长期稳定性试验

条件。

— 继续与目录中其他国家的 ＮＭＲＡｓ联系，以确保其数据的
正确性。

在征求意见期间对标签信息的提议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终

决定增加一个标签说明书建议的附件。ＩＦＰＭＡ将提交一份具体建
议，以在下次委员会议上征求意见和讨论。

成果

经过与ＩＣＨ专家工作组的合作，ＩＣＨ网站上公布了一份新的
与ＷＨＯ稳定性指导原则相关的指导原则：

“Ｑ１Ｆ：气候带Ⅲ、Ⅳ申请注册用稳定性数据包。
２００６年６月在日本横滨召开的会议上，ＩＣＨ筹划指导委员会

同意从网站上撤回Ｑ１Ｆ指导原则，并决定由处于气候带Ⅲ、Ⅳ的
国家和地区及ＷＨＯ来定义这类地区的长期储藏条件，点此打开
注释说明并获得ＷＨＯ稳定性指导原则电子版。”

专家委员会支持：

— 政府机构为在ＷＨＯ成员国上市的药物提供长期稳定性试
验条件更新。

— 建议在２０１０举办于新加坡的会议应包括主要协作努力的
细节及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的解决。

１１３　二甘醇
多年来，许多国家多次发生含二甘醇 （ＤＥＧ）药物的安全性

问题。首次有记录的二甘醇事件是在１９３７年，发生于美国，导
致很多患者死亡，其中大部分为儿童。最近的二甘醇事件发生在

尼日利亚，同样有大量患者因此而死亡。除尼日利亚外，因二甘

醇而导致大量人员中毒的国家还有阿根廷、孟加拉国、中国、海

地、尼日利亚、巴拿马及南非。过去十年里，有大量的文章和文

献报道了因ＤＥＧ中毒而导致的死亡，然而，尚有一些未报到的未
就医的受害者死亡，这样的死亡人数尚不明确。

对以上二甘醇事件的调查，发现这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ＮＭＲＡｓ对甘油及二甘醇的生产、进出口监管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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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产商从不可靠的来源或无资质的代理商、供应商处
购买甘油和二甘醇。

药品生产商在使用甘油和二甘醇之前未对其质量进行
检测。

以上几点表明，ＮＭＲＡｓ只有加强管控和实施保障性措施，才
能避免更多患者成为ＤＥＧ中毒的受害者。

为了避免ＤＥＧ中毒事件的再次发生，专家委员会对 ＮＭＲＡｓ
发出了一般性警告意见，包括了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一些建

议。对建议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修订增加了更加详细的内容，委

员会决定成立工作组以完成对文件的修订。委员会原则上支持并

同意该建议，工作组应将建议终稿提交委员会审议采纳。

１２　小结和建议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可为药品研发至使用的整个阶段提供建

议和帮助。可为药品质量保证领域的理事提供建议。

专家委员会回顾超过６０年的历史，１９４７年召开了当时名为
“药典统一”的首次会议，自成立起该委员会即为药品的国际指

导原则提供清晰、独立和可实施的建议，起草指导原则并提供物

理标准物质，委员会通过国际认可的程序建立药品标准品。建议

的详细描述见报告的相关章节。

专家委员会会议期间的讨论活动具有广泛的内外关系及联

系。其中一些为联合活动，特别是和 ＷＨＯ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
委员会、基本药物选择和使用专家委员会及儿童药物小组委员

会。另外，委员会还为 ＷＨＯ计划中推荐的各类药物起草制定具
体的其他指南和规范。

委员会还为由ＷＨＯ操作实施的药物预认证国际计划提供协
助，如没有委员会通过严格的国际磋商程序批准的指导原则、质

量标准及规范，该计划将无法进行。委员会的优势在于，这些指

导原则和规范开始执行之后，关于这些指导原则和规范可能需要

修订或附加指南的切实意见可直接反馈给专家委员会。

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在委员会支持下起草的国际指导原则、

规范及命名为所有成员国、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区域和区域间

的协调力量，一些重要项目包括抗疟疾计划、结核病防治计划、

基本药物及儿童药物提供了帮助。同时委员会还提供建议以帮助

各国或地区政府机构、采购商、主要的国际机构如全球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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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和疟疾基金及国际组织如 ＵＮＩＣＥＦ打击不合格药品的流通
以获得质量可靠的药品。

总之，药品标准委员会在药品质量保证方面为ＷＨＯ成员国、
国际机构、区域和区域间的协调力量及 ＷＨＯ药品相关的计划项
目提供意见和独立的国际标准及指导原则，并且为这些活动提供

非常经济有效的资源。

采纳并推荐使用以下新指导原则：

—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附录

１）；
— ＷＨＯ活性药物成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附录２）；
—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含有害物质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附录３）；
— ＷＨＯ无菌制剂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附录４）；
— ＷＨＯ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附录５）；
— 预认证文件的再认证指导原则 （附录６）；
— 制定合同研究机构主文档的指导原则 （附录７）。
《国际药典》修订：增录了以下品种。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洛匹那韦；
马来酸替诺福韦；
茚地那韦胶囊；
沙奎那韦片；
替诺福韦片；
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片；
依法韦仑。

※抗疟疾药：
阿莫地喹片；
青蒿琥酯；
青蒿琥酯片；
重硫酸奎宁片；
硫酸奎宁片。

※抗结核药物：
阿米卡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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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阿米卡星；
阿米卡星注射液；
硫酸卡那霉素；
硫酸卡那霉素；
卡那霉素注射液。

※放射性药物：
碘苄胍 （１３１Ｉ）注射液；
钐 （１５３Ｓｍ）来昔决南；
碘化钠 （１３１Ｉ）胶囊；
碘拉酸钠 （１２５Ｉ）注射液；
磷酸钠 （３２Ｐ）注射液；
氯化锶 （８９Ｓｒ）注射液；
复合比西酸锝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复合锝 （９９ｍＴｃ）依沙镁肟注射液；
复合锝 （９９ｍＴｃ）甲溴苯宁注射液；
巯替肽锝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复合二巯丁二酸锝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锝 （９９ｍＴｃ）硫胶体注射液；
复合锝 （９９ｍＴｃ）替曲膦注射液；
锝 （９９ｍＴｃ）锡胶体注射液；
复合焦磷酸锡锝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锝 （９９ｍＴｃ）亚甲基二磷酸盐 （ＭＤＰ）注射液；
复合司他比锝 （９９ｍＴｃ）注射液；
硅酸钇 （９０Ｙ）胶体注射液。

※其他药物：
甲苯咪唑；
磷酸奥司他韦；
缩宫素；
缩宫素注射液。

制剂通则的修订：

片剂；
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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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下几项进行了修订：

正文标题和规格；
可获得的规格；
鉴别试验；
多晶型。

新增国际化学标准物质：

卡比多巴；
秋水仙碱；
本芴醇；
ＤＬ－蛋氨酸；
盐酸纳洛酮；
供系统适用性用磷酸奥司他韦；
磷酸奥司他韦。

更新了以下品种：

青蒿素；
泼尼松龙。
以下是各种质量保证相关领域的建议，建议行动取得的进步

应报告到下一次专家委员会。

根本的原则是依照已经建立的国际咨询程序来进行标准和指

导原则的开发。

《国际药典》

继续发展与会议接受的工作计划一致的药物标准；
继续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通用方法及新增辅料品种的修订
工作；

继续为 《国际药典》第四版的增补版及第五版的出版工作

做准备，特别是电子版 （ＣＤ－ＲＯＭ和网络在线）。

国际化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
继续通过各种行为促进 ＩＣＲＳ的使用，包括提高为政府机
构的供应及改进ＩＣＲＳ网站。

外部质量保证评价计划

继续开展第五阶段国际质量控制实验室外部质量保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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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ＥＱＡＡＳ）。

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继续为起草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开展咨询
程序。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跟进在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办下的生物制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审查过程。

跟进由生物制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办的关于血液制品
ＧＭＰ的ＷＨＯ指导原则的起草情况，确保这些指导原则送
由ＷＨＯ《国际药典》和药物制剂专家顾问组审议。

启动ＧＭＰ主要原则修订的咨询程序，修订内容包括质量
保证的概念、质量风险管理及产品质量回顾分析。

启动对供热、通风、空气调节 ＧＭＰ中某些段落的修订
程序。

回顾并启动ＷＨＯ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ＨＡＣＣＰ）指导
原则的更新以覆盖质量风险管理的新趋势。

技术转移

继续ＷＨＯ技术转移指导原则的发展，针对 ＧＭＰ与商业准
则之间的平衡给予特殊考虑，包括质量源于设计的理念及

因所转移技术类型的不同而引起不同要求的可能性。

药物制剂在国际间贸易中的ＷＨＯ质量认证方案
在ＷＨＯ成员国和ＷＨＯ法律顾问指导下讨论药物制剂在国
际间贸易中的ＷＨＯ质量认证方案的进一步措施和步骤。

将方案功能方面的 “问题和答案”修订稿上传至 ＷＨＯ网
站ＷＨＯ药物信息栏，该栏下可以接受意见并检查所有可
能引起关注的问题。

ＷＨＯ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ＧＤＰ）
继续ＷＨＯ药品冷链管理更改监管指导原则起草工作。温
度敏感药物贮藏和传输指导原则在生物制品标准话专家委

员会主办下正在起草。确保这些指导原则送由 ＷＨＯ《国
际药典》和药物制剂专家顾问组及ＩＭＰＡＣＴ的ＧＤＰ修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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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审议。

管理指导原则

继续推进指导原则儿科用药的进一步发展：药物研发，受
关注的问题。

继续推进指导原则多来源 （仿制）药物制剂的药物研发。

继续更新由权威机构提供的已在 ＷＨＯ成员国上市药物的
长期稳定性试验要求。

继续防止 ＤＥＧ中毒事件的发生，向 ＮＭＲＡｓ发出建议性警
告，警告包括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意见。

质量保证术语

继续更新质量保证术语数据库，使其可以广泛获得。
提交各成员国对关于 “加药”或相关条目立法邮件的反馈

意见，以共下次专家委员会或ＩＣＤＲＡ期间讨论确定结果。
传阅将于会议期间讨论的 “对照药物”的定义。

参考药典

将参考药典更新及国家、地区、《国际药典》的详细内容上

传至药品质量保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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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委员会特别感谢 ＷＨＯ质量保证和药物安全部：药物、基本
药物和药物政策部 （瑞士，日内瓦）的 ＷＢｏｎｎｙ夫人、Ｍ
Ｇａｓｐａｒｄ女士、ＳＫｏｐｐ博士、ＣＭｅｎｄｙ女士、和 ＬＲａｇｏ博士，感
谢他们为本次会议的准备和召开所做的努力。

本报告相关技术指南文件的出版工作得到了欧盟、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和ＵＮＩＴＡＩＤ的财政支持。
委员会还要感谢对本次会议做出重要贡献的下列机构和

人员：

Ａｃｔｉｖ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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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ｅｌｇｉｕｍ；Ｄａｎｉｓｈ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Ｆｕｌｌ
ｌｉｎｅ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ｒｓ，Ｇｒｏｕｐ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ｌａＲ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ｑｕ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Ｆｒａｎｃ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ｇｅｎ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ＧｌｏｂａｌＦｕｎｄｔｏＦｉｇｈｔ
ＡＩＤＳ，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ｌａｒｉａ，Ｖｅｒｎｉｅｒ，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ＶＡ，ＵＳ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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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ｅｒｉｃ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ｅｌｇｉ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Ｆｒ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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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Ｃａｉｒｏ，Ｅｇｙｐｔ；
ＷＨ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Ｄｅｎｍａｒｋ；ＷＨ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Ｉｎｄｉａ；ＷＨ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Ｍａｎｉｌａ，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ＭｒｓＴＡｂｄｕｌＳａｔｔａｒ，Ａｃｔ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Ｄｒｕ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Ｍｕｓｃａｔ，
Ｏｍａｎ；ＤｒＦＡｂｉｏｄｕｎ，ＢｅｎｉｎＣｉｔｙ，Ｎｉｇｅｒｉａ；ＤｒＥＡｄａｍｓ，ＬａｂｏＶｏｏｒ
Ｆ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ｓｃｈｅＣｈｅｍｉｅ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ｖａｎＧｅｎｅｅｓｍｉｄｄｅｌｅｎ，Ｌｅｕｖｅｎ，
Ｂｅｌｇｉｕｍ；ＭｒＭＡｄａｒｋｗａｈＹｉａｄｏｍ，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ｆｉｃｅｒ，Ｇｈａｎ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Ｂｏａｒｄ，Ｄｒｕｇｓ，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ｅｓｔｉｎｇ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ｃｃｒａ，Ｇｈａｎ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ＩＡｄｄａｅＭｅｎｓａ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ｈａｎａ，
Ｌｅｇｏｎ，Ｇｈａｎａ；ＭｓＲＡｈｍａｄ，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Ｂｕｒｅａｕ，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ｔａｌｉｎｇ
Ｊａｙａ，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Ｍｒｓ ＳＡｈｍｅｄ Ｊａｆｆａｒ，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Ｄｒｕ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Ｍｕｓｃ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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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ａｎｃｅ；ＭｓＣｈｅａｈＮｕａｎＰ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Ｃｏｓｍｅｔｉｃｓ＆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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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ｉｎｇ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Ｇｒｏｕｐ，
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ＤｒＸｕＣｈｅ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Ｄｒｕ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ＹＣｈｅｒｒａｈ，Ｆａｃｕｌｔｅｄｅ
Ｍｅｄｅｃｉｎｅｅｔ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ｅ，Ｒａｂａｔ，Ｍｏｒｏｃｃｏ；ＭｓＩＣｌａｍｏｕ，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ｆｆａｉｒ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Ｂｅｌｇｉｕｍ；Ｄｒ
ＭＣｏｏｋｅ，ＳｅｎｉｏｒＭａｎａｇ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
Ｍａｃｃｌｅｓｆｉｅｌｄ，Ｃｈｅｓｈｉｒｅ，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Ｄｒ ＣＣｒａｆｔ， Ｍｅｍｂｅ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
ＭＤ，ＵＳＡ；ＤｒＲＬＤａｎａ，Ｓｅｎｉｏｒ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Ｄｒｕ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Ｄｒｕ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ｈｅｓｄａ，ＭＤ，ＵＳＡ；ＤｒＶＤａｖｏｕｓｔ，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ｃｙ，ＧｌｏｂａｌＣＭＣ，ＷＷ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Ｐｆｉｚ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ＴＤｅｋｋ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ｏｔｃｈｅｆｓｔｒｏｏｍ，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ＤｒＭＤｅｒｅｃｑｕｅＰｏ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Ｆｕｌｌｌｉｎｅ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ｒ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ＢＤｒｅｓｓｍ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ｆｕｒ Ｐｈａｒｍａｚｅｕｔｉｓｃ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 Ｂｉｏｚｅｎｔｒｕｍ， 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Ｇｏ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Ｍａ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ＤｒＡＴＤｕｃｃａ，Ｓｅｎｉ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
ＶＡ，ＵＳＡ；ＤｒＳＤｕｒａｎｄＳｔａｍａｔｉａｄ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ｏｒｌｄ Ｓｅｌｆ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ｒｎｅｙ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ｃｅ；ＤｒＰＥｌｌｉ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ｄｖｏｃａｃ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ｅｎｔｒｅ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ＧｌａｘｏＳｍｉｔｈＫｌｉｎｅ，Ｂｒｅｎｔｆｏｒｄ，Ｍｉｄｄｌｅｓｅｘ，Ｅｎｇｌａｎｄ；Ｄｒ
ＡＦａｌｏｄｕ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ｅｎｉｎ，ＢｅｎｉｎＣｉｔｙ，Ｎｉｇｅｒｉａ；ＤｒＥＦｅｆ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ＭＤ，ＵＳＡ；ＤｒＲ Ｆｅｎｄｔ，Ｈｅａｄ，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ＧＭＰ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ａｒ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ＢＡＳＦ，Ｌｉｍｂｕｒｇｅｒｈ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ＭｒＭ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ＬｅｇａｌＡｄｖｉｓ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ＦｕｌｌｌｉｎｅＷｈｏｌｅｓａｌｅｒｓ，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ＤｒＡＦｌｕｅｃｋｉｇｅｒ，Ｈｅａ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ａｆｅｔｙ，Ｈｅａｌｔ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Ｌａ
Ｒｏｃｈｅ，Ｂａｓｅｌ，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ＤｒＮＣ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Ｗｕｐｐｅｒｔａｌ，Ｇｅｒｍａ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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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ＭＧａｒｖｉｎ，Ｓｅｎｉｏｒ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ＵＳＡ；ＤｒＪＧｒａｎｄｅ，Ｍａｎａｇ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ｃＮｅ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Ｍａｒｋｈａｍ，Ｅｎｇｌａｎｄ；ＤｒＡＧｒａｙ，Ｓｅｎｉｏ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ｓｔ，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ＩＤ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ＣＡＰＲＩＳＡ），ＮｅｌｓｏｎＲＭａｎｄｅｌａ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ＫｗａＺｕｌｕＮａｔａｌ，Ｃｏｎｇｅｌｌａ，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ＤｒＮＧｏ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ＵＳＡ；
ＭｓＪＧｏｕｗｓ，Ｐｏｒｔ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ＭｓＲｏｊａｎａＧｏｖｉｔｈａｖａ
ｔａｎｇａｐｈｏ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ＤｒｕｇａｎｄＮａｒｃｏｔｉｃ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Ｎｏｎｔｈａｂｕｒｉ，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ＤｒＭＧｕａｚｚａｒｏｎｉＪａｃｏｂ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ｃｙ，
ＰｆｉｚｅｒＩｎｃ，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ＵＳＡ；ＭｓＮＭＧｕｅｒｒｅｒｏＲｉｖａｓ，
ＡｓｅｇｕｒａｍｉｅｎｔｏｄｅｌａＣａｌｉｄａ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ｄｏｄｅＡｎａｌｉｓｉｓ，
Ｅｓｔａｆｅｔ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ｒｉａ，Ｐａｎａｍａ，Ｐａｎａｍａ；ＤｒＲＧｕｉｎｅｔ，Ａｇｅ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ｅｓ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ｄｅｓｐｒｏｄｕｉｔｓｄｅｓａｎｔｅ，ＳａｉｎｔＤｅｎｉｓ，
Ｆｒａｎｃｅ；ＤｒＧＴＧｕｎｎａｒｓｓｏｎ，Ｉｃｅｌａｎｄ；ＤｒＮ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ａｎｏｆｉＡｖｅｎｔｉｓ，Ｗｅｓｔ
Ｍａｌｌｉｎｇ，Ｋｅｎｔ，Ｅｎｇｌａｎｄ；ＤｒＳＨａｒａｄ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Ｔｏｋｙｏ，
Ｊａｐａｎ； Ｄｒ ＭＨａｙｅｓＢａｃｈｍｅｙｅｒ， ＴＲＩ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Ａｆｆａｉｒｓ，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Ｆ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ｌａＲｏｃｈｅ，
Ｂａｓｅｌ，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ＤｒＧｗＨｅｄｄｅｌｌ，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ｇｅｎｃｙ，Ｌｏｎｄｏ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ＤｒＤＨｅｇｅＶｏｅｌｋｓｅｎ，Ｓｗｉｓｓｍｅｄｉｃ，Ｂｅｒｎｅ，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ＤｒＭＨｅｌｌｉｎｇＢｏｒｄａ，Ｃｏｍｍｕｇｎｙ，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ＭｓＪ
Ｈｉｅｐ，ＱＡ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ｓｔａｎｄＡｕｄｉｔｏｒ，ＡｄｃｏｃｋＩｎｇｒａｍ，Ｂｒｙａｎｓｔｏｎ，
ＳｏｕｔｈＡｆｒｉｃａ；ＭｓＭＨｉｒｓｃｈｈｏｒｎ，Ｃｈｉｅ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ｏｍｉｓｉｏｎｐａｒａｅ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ｄｅＣａｌｉｄａｄｄｅＭ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ｏｓ，
Ｍｏｎｔｅｖｉｄｅｏ，Ｕｒｕｇｕａ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ＪＨｏｏｇｍａｒｔｅｎｓ，ＬａｂｏｖｏｏｒＦａｒｍａｃｅｕ
ｔｉｓｃ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Ｌｅｕｖｅｎ，Ｂｅｌｇｉｕｍ；ＤｒＫＨｏｐｐｕ，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Ｐｏｉｓ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ｅ，Ｈｅｌｓｉｎｋ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ｅｌｓｉｎｋｉ，
Ｆｉｎｌａｎｄ；ＤｒＨＨｏｓｅｈ，Ｈｅａｄｏｆ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ｔ，Ｄｒｕｇ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Ｊｏｒｄａｎ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Ｊｏｒｄａｎ；ＤｒＨｏｕＸｉｎ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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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１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总则

术语

第一部分　管理与基础设施

　１　组织和管理
　２　质量管理系统
　３　文件控制
　４　记录
　５　数据处理设备
　６　人员
　７　设施
　８　仪器、设备及装置
　９　合同

第二部分　材料、仪器、设备及装置

　１０　试剂
　１１　对照品和参考物质
　１２　仪器、设备及装置的校准、性能确认和评定
　１３　溯源性

第三部分　工作流程

　１４　来样接收
　１５　试验记录纸
　１６　检测方法的验证
　１７　检验
　１８　检验结果的评价
　１９　检验报告书
　２０　留样

第四部分　实验室安全

　２１　通则

参考文献

附件　小型和中等规模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的设备

·６７·



总则

１９９９年，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通过
了ＷＨＯ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并在２００２年以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的形式发布 （技术报告系列 Ｎｏ９０２附录
３）。随着与实验室质量保证相关的其他指导原则的更新，以及按
照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进行检查的需要，表明

有必要对该规范进行修订和解释。

这些文件为质量管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指导，使得药物活性

成分 （ＡＰＩｓ）、辅料及药物制剂的分析结果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遵守该指导原则将有助于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的国际协调，

并有利于实验室间的合作以及实验结果的互认。

应特别关注实验室正确和有效发挥其功能。计划和预算应保

证为实验室提供必要的资源，尤其实验室的维护、适当的组织结

构和能源供应。制定的措施和程序应执行到位 （防止出现可能的

问题）以保证实验室持续发挥其作用。

这些指导原则适用于所有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 （包括公立

的、商业的和非官方的实验室）。但不适用于从事疫苗和血液制

品等生物制品检测的实验室，对于这类实验室有单独的指导

原则。

这些指导原则与ＷＨＯ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１）及国际
标准ＩＳＯ／ＩＥＣ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２）的要求一致，对实验室从事药品
质量控制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微生物实验室的特别指导原则收录

于ＷＨＯ的工作文件药品微生物实验室质量管理规范 （草案）中

（参见ＱＡＳ／０９２９７）。
可将本文所述的规范视为一个通用指南，只要能够达到质量

保证的相同水平，也可以适用于特定的实验室。为使内容和示例

更明确，进行了注释，但不包括符合这些指导原则所需要的

条件。

药品质量控制试验通常是一定数量的药品或ＡＰＩｓ样品的重复
检测，然而，国家质量控制实验室必须能够对更多的药用物质和

药物成品进行检验，因此，必须能建立更多的实验方法。下面会

对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有专门的建议。应特别考虑哪些资源

有限而又希望建立政府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或者最近新建或计划

对已有的实验室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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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控制实验室可从事部分或全部的质量控制工作，如取

样，ＡＰＩｓ、辅料、包装材料和 （或）药品的检测，稳定性实验，

依据操作规范进行检测和研究性检测。

为了正确评定药品质量，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提交符合国家要求的 ＡＰＩ、辅料、药品及疑似假药至实验
室时，应同时附有进行分析的原因说明。

必须制定恰当的方案并认真进行检验。
应对检验结果进行适当的评估，以确定样品是否符合指定
的或其他相关的标准。

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

政府通常通过国家药品管理部门 （ＮＭＲＡ）建立并支持药品
质量控制实验室进行检验和分析，以证实ＡＰＩｓ、辅料和药品符合
指定标准。大国可能需要几个符合国家法律的药品质量控制实验

室，并合理布局以监督这些实验室是否符合质量管理系统。在上

市许可和上市后监督的全过程中，实验室应与ＮＭＲＡ密切配合。
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为ＮＭＲＡ的日常工作和监督检查提

供有效的支持。获得的检验结果应能精确地描述被评估样品的性

质，对被检药品的质量应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也作为后续行

政法规和法律诉讼的基础。

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的日常工作通常分为两种：

— 按 “法定”方法对ＡＰＩｓ、辅料和药品进行检验，“法定”
方法包括药典方法、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的、生产商提供

的上市许可用的经过验证的分析方法或由实验室研究的经

过验证的分析方法。

— 对药品监管者、消费者或警方提供的可疑的、非法的、假

冒产品进行研究性检验。

为保证患者安全，应按照国家药品法律对国家药品质量控制

实验室的地位这样进行定义：必要时，其提供的检验结果可导致

法律和法律诉讼的强制执行。

术语

下述是这些指导原则中用到的术语定义，在其他的文件中，

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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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的接受标准

预先以文件化的形式对结果在限度范围内或超出限度在标准

中予以规定。

准确度

检验结果和真值的一致程度或分析过程所得检验结果与真值

接近的程度 （１）。
注：通常建立在已知准确量的被检测物质的样品上，准确度

应通过指定范围的分析程序建立。通常采用含有已知量或浓度的

参比物质进行。

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用于药物制剂中的任何物质或物质的混合物，即成为该药物

制剂的活性成分，这些物质产生药理活性或在诊断、治疗、减轻

或预防疾病方面对身体的结构和功能产生影响 （１）。

分析测试报告

分析测试报告通常包括检验的一个或多个样品采用的实验方

法，分析的结果，讨论、结论和 （或）建议 （见第三部分，章节

１８７～１８１１）。

实验记录纸

采用打印的表格、分析记录本或电子手段 （电子记录）来记

录样品的信息及所使用的溶剂和试剂、所采用的实验方法、计算

方式、实验结果及其他相关信息和评论 （见第三部分，章节１５）。

批

在单一的程序或一系列的程序中，被认为是均质的一定量的

原材料、包装材料或产品。有时会将其分为一定量亚批，最终再

将其混合成均质的批样品。在终端灭菌过程中，批的规模由高压

灭菌器的容量所决定。在连续生产中，批应为产品中预期均质的

确定的部分。批的规模可通过确定的数量或规定时间内生产的数

量来确定 （１）。

批号

标签上有特征的一组数字和 （或）字母的组合，用以区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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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批、批记录及检验证明 （１）。

校准

在特定条件下建立的操作，用以确定仪器或测量系统 （特别

是称量）的示值、记录和控制、设备测量所得值与相应的对照品

已知值之间的关系，应确定测量结果可接受的限度。

检验报告书

检验报告适用于某一特定样品，包括得到的结果和可接受标

准，表明样品是否符合标准。

有证标准物质 标准物质是指通过一个或多个特定性质的计量

学的有效操作来评价，附有提供特定性质值的证明，与计量溯源

性和不确定度相关联。

符合性检验 按药典各论或相关权威部门批准的标准对药物活

性成分 （ＡＰＩｓ）、药用辅料、包装材料或产品进行的检验。

对照样品

用于测定操作过程中持续的准确度和精密度的样品，它应与

被分析样品有相似的基质，与其相关联的不确定度有一指定的

数值。

设计评定 （ＤＱ）
是基于仪器预定用途，对仪器的功能与操作标准和提供商的

选取标准做出规定的活动总汇，并以文件记录。

注：选择和购买新仪器应是基于技术管理的要求，所做出的

明智的决策过程。当规划一个新的实验室时，对设备的设计标准

和要求应在管理团队和供应商之间达成一致，并以文件记录。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是质量保证的部分，保证药品的持续性生产，并依照适于使

用和适应上市许可需要的合适标准受到控制。

安装评定 （ＩＱ）
是为了保证实验室设备符合所建立的规范正确地安装和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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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评审

由最高管理部门实施的对质量管理体系关键指标进行的正式

的、文件化的评审。

生产商

从事诸如药品生产、包装、测试、分装、贴标签和 （或）再

贴标签的公司。

上市许可 （产品批件、注册证明）

在完成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可控的评定后，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签发的在相应国家对药品进行销售或自由分配的合法批准文

件。就质量而言，它应明确药物构成、处方的细节和产品及其成

分的质量要求，它还包括包装、标签、贮存条件、有效期和经批

准的使用条件。

测量不确定度

基于用到的信息，表征被测对象或被分析对象的量值分散性

的非负参数。

计量溯源性

测量结果通过一条规定不确定度的完整校准链能够与规定的

参考标准联系起来的特性。

运行评定 （ＯＱ）
在期望操作范围内分析仪器能够按照预期操作运行的文件

证明。

不合格结果 （ＯＯＳ）
所有实验结果落在规范或产品档案、药物保密档案、药典或

制造商建立的验收标准之外。

性能评定 （ＰＱ）
分析设备持续运行并能按规定的技术要求具备重现性并长期

提供参数的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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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辅料

除药物的活性成分 （ＡＰＩ）外的成分，已评价了其安全性，
并参与递药系统：

— 在生产过程中，有助于药物传递系统的处理；

— 保护、支持或增强稳定性、生物利用度或患者的可接

受度；

— 有助于药品的鉴定，或；

— 在药物的贮存和使用期间增强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

药品

任何以人用或兽用为目的的原料或产品，以最终制剂的形式

或原料的形式存在，在出口和 （或）进口阶段时受药品法律控制

的物质。

精密度

同一均匀样品经多次取样，测得的多个结果之间互相接近的

程度。精密度通常以相对标准偏差表示，可以按三个水平考虑：

重复性 （短时间内同样的操作条件下所得的精密度）；中间精密

度 （同一实验室内变化，不同日期、不同分析者或不同的设备）

和重现性 （不同实验室之间）。

一级标准物质 （基准标准物质）

在特定的背景下，具有合适的特性，被广泛承认的物质，其

含量不需要与其他化学物质进行比较。

注：药典的化学对照品被认为是一级标准物质，缺少药典标

准物质时，应由生产者建立一级药品标准物质。

设备评定

证明并文件记录所有检验设备符合规范的要求并能按照预期

目标运行的行为 （见第二部分，章节１２）。

质量控制

采取的所有措施，包括标准规范的建立、取样、检验、检验

的清除，以保证原料、中间体、包装材料和终产品与建立的标准

规范在鉴别、浓度、纯度和其他性质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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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

一个适当的组织，包括组织结构、程序、过程和资源及必要

的系统行动，以保证产品和服务能满足质量的要求 （见第一部

分，章节２）。

质量负责人

拥有明确责任和权利的人，以保证与质量有关的管理体系在

任何时候都得到执行和遵守 ［见第一部分，章节１３（ｊ）］。

质量手册

描述质量管理体系各种元素的手册，保证实验室所得试验结

果的质量。

质量管理部门

一个既履行质量保证和又履行质量控制职责，不依赖生产的

独立的单位。根据组织的规模和结构，既可以将质量保证部门或

质量控制部门单独设置，也可以组成一体。

标准物质

已建立的在测量过程中适用于预期目的的，一个或多个特性

高度均一和稳定的材料。

对照品 （标准物质）

用于特定的化学和物理检验，经鉴定均一的物质，在检验中

与待检样品相比较，具有与其使用目的相适应的纯度。

二级标准物质

通过与初级标准物质比较已确定和 （或）校准其特性的

物质。二级标准物质的鉴定和检验范围可能要小于一级标准

物质。

注：通常是指内部工作用标准物质。

签字

从事特定的活动或检查人的记录，应是原始的，手写签名，

印章或经过验证的安全的电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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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为保证适当的质量，物质或药品应遵从的详细规定 （规定的

实验操作的验收标准）。

标准操作程序 （ＳＯＰ）
经审定的操作程序，给出了执行一般操作和特殊操作应遵守

的技术指令。

标准不确定度

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以标准偏差表示 （４，９，１０）。

系统适用性实验

确保分析步骤符合方法学验证过程中已建立的可接受标准，

所进行的实验，该实验在样品开始检测前进行，并且在分析的全

过程中重复进行，以确保系统性能适用于所进行的分析。

分析方法的验证

证明所用的分析步骤 （方法）适用于所要进行的分析过程，

并通过文件记录下来。

分析方法的确认

证明药典的方法或经验证的方法适用于所要进行的分析的

过程。

性能确认

定期将某一测试程序应用到某一系统 （如液相色谱系统）中

来证明响应的一致性。

第一部分　管理与基础设施

１　组织和管理
１１　实验室或组织中的一部分，应该是在法律授权下发挥

作用并能承担法律责任的实体。

１２　实验室组织和运行应能满足这些指导原则的相关要求。
１３　实验室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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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具有相应权利和所需资源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以履行他们
的职责，辨别质量管理体系或执行性能测试和 （或）校准、验证

和确认的程序中出现的偏离，并采取措施预防偏离的发生或使这

些偏离降到最小。

（ｂ）具有保证管理者和全体人员不受商业、政策、财政和其
他压力及利益冲突等可能对他们工作质量产生负面影响因素干扰

的措施。

（ｃ）有确定的政策和程序以保证下列机密性：
— 涉及市场许可的信息；

— 结果或报告的传递；

— 保护档案中的数据 （纸质的和电子的）。

（ｄ）借助于组织机构图确定实验室的组织和管理结构，包括
其在上一级组织中的地位 （例如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在

ＮＭＲＡ中的地位），管理部门、技术执行部门，提供服务部门和
质量管理系统的关系。

（ｅ）明确从事影响实验和 （或）校准、验证和确证工作质量

的全体人员的责任、权利和相互关系。

（ｆ）保证责任的准确分配，特别是对特殊药品的特定单位的
指定。

（ｇ）指定受过训练的人员作为关键管理人员和专门技术人员
及其代理人。

（ｈ）充分监督员工 （包括在培人员），使其明确实验和校准、

验证和确证方法及程序，以及目标和对结果的评定。

（ｉ）有对保证实验室运行所需要的资源供给和技术程序负全
责的管理层。

（ｊ）指定一名质量负责人 （与他／她可能有的其他责任无
关），以确保符合质量管理体系。质量负责人可以直接进入决定

实验室政策和资源的最高管理层。

（ｋ）确保各级别员工之间有足够的信息交流，员工应该知道
其所从事活动的相关性和重要性。

（ｌ）确保在收样、检验的各个阶段和完成报告的过程中的可
溯源性。

（ｍ）对实验室中用到的各种规范和文件 （纸质的和电子的）

要注意保持更新。

（ｎ）具有适当的安全程序 （见第四部分）。

１４　实验室应进行以下功能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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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样品的收样，发放和交付至特定检验部门；
（ｂ）对所有受验样品和附带的资料都进行记录。
１５　在大实验室中，有必要保证对同一样品进行检验的不

同部门人员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２　质量管理系统
２１　实验室和组织管理层应建立、执行和维护与其运行范

围相适应的质量管理系统，包括他所承担的实验的类型、范围，

和 （或）校准、验证、确认行为。实验室的管理层应确保其政

策、系统、程序、操作和指令能保证实验结果的质量。质量管理

系统中用到的文件应能被合适的人员交流，有效，理解可操作。

系统中的元素应文件化，例如在质量手册中，组织作为一个整

体，和 （或）实验室作为组织的一部分。

注：药品生产企业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可以在其他文件 （不必

是质量手册）中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２２　质量手册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质量方针声明，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实验室管理者对其将要提供的服务标准方面的意向声明；
建立、执行和维护质量管理系统的承诺；
实验室管理者对良好专业操作、试验、校准、验证和确认

的质量承诺；

实验室管理者对遵守这些指导原则内容的承诺；
所有与测试和校准活动相关的人员熟悉各自的质量文件，

在工作中按照政策和程序要求操作。

（ｂ）实验室的结构 （组织机构图）；

（ｃ）与质量有关的运作和功能活动，以使责任的范围和限度
更加明确；

（ｄ）实验室质量管理系统用到的文件的结构概要；
（ｅ）一般内部质量管理程序；
（ｆ）每个实验规定操作过程的参考；
（ｇ）所有人员应具备的适当条件、经验、资格的信息；
（ｈ）员工的初始和在职培训信息；
（ｉ）内审和外审的政策；
（ｊ）实施和验证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政策；
（ｋ）处理投诉的政策；
（ｌ）管理层实施管理评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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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选择、建立和批准检验方法的政策；
（ｎ）处理ＯＯＳ结果的政策；
（ｏ）使用适当的标准品和标准物质的政策；
（ｐ）参加适当的能力验证计划、比对实验、评估工作能力的

政策 （适用于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但也可以被其他实验室

采用）；

（ｑ）选择服务商和供应商的政策。
２３　实验室应当建立、执行和保持经审定的以书面形式记

录的ＳＯＰ，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和技术操作，如：
（ａ）人员方面，包括资质、培训、服装和卫生；
（ｂ）变更控制；
（ｃ）内审；
（ｄ）处理投诉；
（ｅ）纠正措施及预防措施的执行和验证；
（ｆ）物资的购买和接受 （如样品、试剂）；

（ｇ）标准物质的获取、制备和管理；
（ｈ）物料的内部标签、隔离、存贮；
（ｉ）设备的评定；
（ｊ）设备的校准；
（ｋ）仪器设备的保养维护和确认；
（ｌ）如果由实验室执行的话，进行抽样和外观检查；
（ｍ）样品检测所用方法和设备的描述；
（ｎ）异常和不符合规定的结果；
（ｏ）方法学验证程序；
（ｐ）实验室设施的清洁，包括桌椅、设备、工作区、洁净间

（无菌）和玻璃仪器；

（ｑ）环境条件的监测，如温、湿度；
（ｒ）储存条件的监测；
（ｓ）试剂和溶媒的处置；
（ｔ）安全措施。
２４　必须对实验室的活动进行系统和周期性的审核 （内审、

外审或检查），保证符合实验室管理系统的要求，必要时，还应

及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由独立于被审核单位的经过专门培训

和有资质的人员完成审核工作。质量保证负责人负责制定计划并

组织对质量管理系统的所有要素进行内审。审核应有记录，包括

纠正和预防措施。

·７８·



２５　按规定进行质量体系的管理评审 （至少每年进行一

次），包括以下内容：

（ａ）内审和外审以及检查的报告以及附带的缺陷项整改
措施；

（ｂ）客户投诉的调查处理结果，参加实验室合作或能力验证
中出现了可疑或异常结果分析；

（ｃ）以及基于这些问题而实施的改进和预防措施。

３　文件控制
３１　文件是质量管理的基本组成部分。实验室应该建立和

保存程序以控制和管理所有质量文件 （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

应该建立阐明文件现行版本和分发情况并易于获得的一份文件

目录。

３２　程序应保证：
（ａ）每份文件 （不管是技术文件还是质量文件）都有唯一性

标示、版本和执行日期；

（ｂ）被批准的ＳＯＰ应该放在合适的地方，如仪器旁边；
（ｃ）文件及时更新并按要求审查修订；
（ｄ）无效文件及时替换，取而代之的应是修订后被批准的有

效文件；

（ｅ）修订的文件应包括对前述文件的参考部分；
（ｆ）旧的无效的文件储存于档案室中，以确保程序的可追溯

性，复印件销毁；

（ｇ）对于新的或修订的ＳＯＰ，应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ｈ）质量文件 （包括记录）至少保存５年。
３３　应建立系统变更管理系统，以便及时将新的和修订的

程序通知相关人员，系统应确保：

（ａ）文件的修订由起草人 （或者具有同一职责的人）准备，

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批准，并由质量负责人发布；

（ｂ）人员应签名，表明对准备实施的变更和执行日期已经
知晓。

４　记录
４１　实验室应该建立并维护鉴定、收集、取回、检索、存

储、维护、处置、使用有关质量和技术记录的程序。

４２　所有原始的观察值，包括计算和衍生数据、校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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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和复核记录以及最后结果，应该根据国家的规定或合同约定，

选取较长的周期进行保存。记录包括技术人员以连续数字编码方

式填写的试验记录纸应与包含相关附件 （如色谱和光谱图）收集

在一起。每一实验记录应包含足够的信息以备必要时实验能够重

复或数据重新计算。记录应包括样品采样、制备以及检测等过程

中相关人员的签字。法律程序中的样品记录应根据相关法律要求

进行记录。

注意：通常情况下，除国家规定或合同特别约定外，市售样

品的保存期限是有效期加一年，而研究性样品是１５年。
４３　所有记录包括质量和技术记录 （包括分析检测报告、

分析鉴定和试验记录纸）应该清晰易懂、易得，保存在不被修

改、破损、毁坏、丢失的地方。所有保存原始记录的地方应确保

安全、保密，只有经过批准方可进入。也可采用电子保存和电子

签名的方式，但应符合电子记录的有关规定。

４４　质量管理记录应包括所有内外审报告、管理评审报告、
所有的投诉及调查情况以及可能实施的整改和预防措施相关

记录。

５　数据处理设备
５１　详细的建议参见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４０次技

术报告附录５的附件４：关于 ＧＭＰ中计算机系统验证的补充指导
原则。

５２　对于计算机、自动化检测和校准设备，采集、处理、
记录、报告、存储或调用检测或校准数据，实验室应保证：

（ａ）使用者开发的计算机软件应有详细的证明文件，并经过
适当的验证或确认表明该软件的适用性。

（ｂ）建立并执行保证数据完整性的程序。这样的程序应该包
括 （但不限于），有措施来保证数据在进入、采集、传送、处理

过程中的完整性和保密性。特别指出的是，应保护电子数据，防

止未经授权的进入，对记录的任何修改应能追踪并溯源。

（ｃ）应维护计算机和自动化设备保证其功能正常，应提供满
足要求的环境和工作状态，保证检测和校准工作的完整性。

（ｄ）建立并执行计算机储存信息的收集、记录、更改控制的
程序。

（ｅ）根据文件程序定期对电子数据进行备份，备份的数据应
该易于获取并能防止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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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更多内容的数据处理指导原则参见药物工程国际委员

会文件，美国ＦＤＡ，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官方药品质量控制
实验室网络。

６　人员
６１　实验室应该有足够与其指定工作相适应的教育、培训、

技术知识和工作经验的人员。

６２　技术管理应确保所有从事测试、校准、验证和确认的人
员具备操作仪器设备或其他设施的能力。他们的职责还包括签署分

析报告和检定报告 （见第三部分，章节１８７～１８１１和１８１９）。
６３　应对在培人员进行适宜的监督，培训完成后应实施评

估。对从事特殊岗位的应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资质确认，如：教

育程度、培训和工作经历等。

６４　实验室人员应该永久雇佣或签订合同。实验室应保证
根据合同承担额外技术和重要支持的人员有足够的能力并受到监

管，他们的工作与质量管理体系相一致。

６５　实验室应该保存对所有目前从事检验或校准、验证、
确认人员的工作职位描述。实验室应保存所有技术人员的记录，

记录其资质、培训和工作经历。

６６　实验室应该有以下管理和技术人员：
（ａ）胜任职位的实验室负责人，具有在管理部门或药品生产

企业质量控制实验室从事药物分析和实验室管理的经验。实验室

负责人对分析鉴定报告和分析检测报告的内容负责。此职位还有

以下职责：

实验室所有关键人员具备完成相应工作的能力。他们的职
级反映了他们的责任；

定期检查人员是否足够、管理和培训情况如何；
充分的技术监督管理。
（ｂ）技术管理人员应该保证：
建立了进行仪器校准、验证 （包括再验证）、环境和存储

条件监测的程序，并能按规定落实；

定期对专业和技术人员进行在职培训，更新并提高他们的
能力；

有毒有害物质或作为麻醉、精神类物质 （第一部分，７１２
节）管理的物料存放场所，应由授权人员进行监管；

国家药品质控实验室应经常参加合适的能力验证和协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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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其分析方法和对照品进行评价。

（ｃ）分析人员应毕业于药学、分析化学、微生物或其他相关
专业。具有必要的知识、技能以及完成所分配任务的能力，并指

导技术员工作。

（ｄ）技术员应该有专业的技术和职业学位证书。
（ｅ）质量负责人 ［第一部分，１３节 （ｊ）］。

７　设施
７１　实验室设施应具备适宜的空间、构造和布局。设计的

设施应方便其功能，易于操作。休息室、茶点室应与实验室分

开。更衣室和洗手间应方便使用，并充分考虑使用人数。

７２　实验室设施应在合适的地方建有足够的安全设备，并
有相应的有措施保证进行良好的内务管理。每个实验室应该装备

足够的仪器和设备，包括工作椅、工作台、通风橱等。

７３　工作环境 （包括：光照、动力系统、温湿度、气压）

应具有适宜的功能，符合相应检测和操作的要求。实验室应对环

境状况进行监测、控制并记录，避免无效实验结果的产生以及对

检验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７４　对一些剧毒物质包括遗传毒性物质进行称量或处理时，
应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必要时应设置独立的专用设备和区域

（如隔离器、层流工作台）。应建立防止其毒性暴露和污染的

程序。

７５　档案设施应便于档案的安全存放和调用。档案室的设
计和条件应该能够保护所存内容不被损坏。只有授权人员能够进

入档案室。

７６　应建立适当的安全程序，处置废弃物，包括毒物 （化

学或生物）、试剂、样品、溶媒和空气过滤装置等。

７７　对于开展微生物检测的实验室，应设计并建立独立的
实验室单元，详细的指导原则参见 ＷＨＯ关于药品微生物实验室
质量管理规范指导原则的文件草案 （参见ＱＡＳ－０９２９７）。
７８　当实验室工作包括体内生物试验 （如兔热原检查）时，

动物饲养室应与其他实验区隔离，并应具备独立的进入通道和空

调系统。应符合相关的指导原则和规定 （１８）。

实验室存储设施

７９　应有良好的存贮设施，保证样品、试剂和设备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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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

７１０　应建立独立的设施并加以维护，保证样品、留样 （第

三部分，２０节）、试剂和试验用品 （第二部分，１０１３、１０１４
节）、对照品和参考品 （第二部分，１１节）等的安全储存。必要
时需要冷藏 （２～８℃）、冷冻 （－２０℃）并有安全锁。应对所有
特定的存贮条件应进行控制、监测和记录，只有授权人员可以

进入。

７１１　对于有毒或可燃试剂的存放和使用，应建立安全措施
并严格执行。实验室应提供单独的区域存放可燃性物质、烟雾

剂、高浓度酸碱、易挥发的胺和其他试剂，如盐酸、硝酸、氨水

和溴液等。自燃类物质 （如金属钠和钾）也应分开存放。实验室

可存放少量的酸碱和试剂，但大量试剂应在实验室外的建筑中

存放。

７１２　对于有毒有害物质和麻醉精神类药品，应标示清楚并
按国家规定管理。应该与其他试剂分开存放并加锁管理。应指定

专人负责上述物品的登记管理。每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对于他们实

验区域的试剂安全管理负总责。

７１３　如有可能，应尽可能将气体远离主要建筑物单独存
放。尽量在实验室内部不使用气瓶，最好置于外部。如实验室内

部有气体钢瓶应有安全措施。

注意：对于安装的气体发生装置，应予以考虑。

８　仪器、设备及装置
８１　仪器设备和其他装置应按照操作所要求的环境中进行

设计、安装、调试、定位、校准、评定、确认并维护。必要时，

使用者应考虑从能够提供完全技术支持及维护的供应商处购买

设备。

８２　实验室应具备检验、校准、验证、确认工作 （包括样品

制备、处理、数据分析或数据校准）必需的仪器、设备和装置。

８３　仪器、设备和其他装置，包括用于抽样的设备，都应
符合实验室要求并满足相关技术标准，并经过定期的确认、评定

和 （或）校准。

９　合同
采购服务和供应

９１　实验室应该建立选择和购买影响检测质量的服务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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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程序。

９２　对于关键消耗品以及影响检测质量的供货商，应进行
评价并记录评价过程，对于质量符合实验室要求的供应商，应建

立经过批准的供货商目录。

检验的分包

９３　当实验室进行分包时 （包括特殊实验），应按要求经过

批准。实验室应该定期评价分包单位的能力。

９４　当实验室为客户检测并分包部分项目时，应经过客户
的同意并有书面协定。

９５　应有书面合同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明确分包工作
及相关的技术要求。分包应该允许实验室审核分包方的设施及技

术能力，并保证实验室能获得记录及留样。

９６　如果未经实验室预先评估和许可，承担分包的机构不
能将分包的工作委托给第三方。

９７　实验室应该保存所有合作过的分包机构目录以及对分
包机构进行能力评估的记录。

９８　实验室对包括分包方完成的所有报告的结果负责。

第二部分　材料、仪器、设备及装置

１０　试剂
１０１　所有的试剂和化学品 （包括检验和测定中用溶剂和材

料），应具有适当的质量。

１０２　应从有信誉并经过评估的供应商处购买试剂。应索要
检验报告书，必要时应获取安全说明书。

１０３　实验室试液的制备：
（ａ）在岗位描述中明确此项职责并规定由专人负责；
（ｂ）所使用的规程应符合现行药典或其他标准的要求；应保

存滴定液的配制及标化记录。

１０４　所有试剂的标签应清楚标明：
（ａ）含量；
（ｂ）制造商；
（ｃ）收到日期及开启日期；
（ｄ）浓度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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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储存条件；和
（ｆ）合理的有效日期或者复验期。
１０５　实验室制备的试液的标签应清楚标明：
（ａ）名称；
（ｂ）配制日期和配制者姓名；
（ｃ）合理的有效日期或者复验期；
（ｄ）浓度 （如有）。

１０６　实验室制备的滴定液的标签应清楚标明
（ａ）名称；
（ｂ）摩尔浓度 （或者浓度）；

（ｃ）配制日期和配制者姓名；
（ｄ）标化日期和标化者姓名；
（ｅ）标化系数。
注意：实验室应确保滴定液在使用时的有效性。

１０７　试剂的运输和分装
（ａ）如果可能，应使用原容器运输试剂；并且
（ｂ）当需要分装时，应使用清洁的容器并进行适当的标注。

外观检查

１０８　当试剂送达仓库以及分发至部门时，应对试剂容器进
行外观检查，保证其密封完整。

１０９　应拒绝使用已经破损的试剂；但如果试剂的性质和纯
度能够被实验确定时，可以继续使用。

水

１０１０　应把水作为一种试剂对待。应在现行药典或者被批
准的检验方法中确定适用的水的等级。

１０１１　在水的供应，储存和配送的过程中应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污染。

１０１２　应定期确认水的质量，保证不同等级的水均符合相
应的质量标准。

存贮

１０１３　试剂应在适宜储存条件下 （室温、冷藏或者冷冻）

存放于仓库。按照规定，仓库里应备有清洁的试剂瓶、小瓶、药

匙、漏斗和标签，用于将试剂从大容器分装到小容器。应有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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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转移大体积的腐蚀性液体。

１０１４　仓库管理员负责储存设备的运行、查验存货清单并
标注化学品和试剂的有效期。仓库管理员应接受安全处理化学品

的相关培训。

１１　对照品和参考物质
１１１　对照品 ［一级对照品或者二级对照品 （８）］用于样品

的检验。

注意：在可以获得并且适于分析的情况下，应使用药典对照

品。如果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药典对照品，生产企业应使用自制的

对照品。

１１２　仪器、设备和其他装置进行校准和 （或）评定时可能

需要用到参考品。

登记和标签

１１３　除药典对照品外，应给所有的对照品一个识别码。
１１４　应给每一新批赋予一个新的识别码。
１１５　识别码应标注于每一支对照品的包装瓶上。
１１６　每次使用对照品时，应在试验记录纸中列出其识别码

（第三部分，１５５节）。应将使用的药典对照品批号和 （或）批

次有效性文件附在试验记录纸。

１１７　所有的对照品和参考物质登记表应并包含下列信息：
（ａ）对照品或参考物质的识别码；
（ｂ）对照品或参考物质的精确描述；
（ｃ）来源；
（ｄ）接收日期；
（ｅ）批号或其他识别码；
（ｆ）对照品或参考物质的用途 （比如：作为红外对照品使用

或者用于薄层色谱法的杂质对照品）；

（ｇ）对照品和参考物质在实验室中的储存地点，特殊的储存
条件；

（ｈ）其他必要的信息 （例如：外观检查的结果）；

（ｉ）有效日期和再检测日期；
（ｊ）药典对照品表明其有效性的证书，以及参考物质的用途、

标示量、状态 （有效性）的证明材料；和

（ｋ）由生产企业制备并提供的二级对照品的检验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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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应指定专人负责对照品和参考物质的管理。
１１９　当国家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被要求建立对照品给其他

机构使用时，应建立单独的对照品部门。

１１１０　应保存包括安全资料在内的所有的对照品信息文件。
１１１１　对于实验室制备的对照品，文件中应包括标化对照

品的所有检测和确认结果、有效日期或者再检测日期；这些文件

需由负责检验的技术人员签字。

再检测 （监控）

１１１２　应对实验室制备或外部提供的所有对照品进行定期
再检测，保证没有降解。再检测的周期取决于该物质的稳定性、

储存条件、容器种类和使用情况 （容器开启频度）等多种因素。

有关对照品的使用、储存、再检测的更多信息参见 ＷＨＯ化学对
照品建立、管理和销售的一般指导原则 （８）。
１１１３　上述实验结果应由负责检验的技术人员签字。
１１１４　如果对照品再检测结果不合格，应对前次再检测以

来该对照的使用情况进行回顾。应采用风险分析的方法评估回顾

性检查的结果，并考虑可能需要采取的纠正措施。

１１１５　药典对照品的定期再检测信息及其有效性 （当前状

态）的资料可以通过网络、产品目录等方式从颁布的药典中获

取。当按照规定条件保存对照品时，实验室无须对其进行再

检测。

１２　仪器、设备及装置的校准、性能确认和评定
１２１　如果可行，应对实验室用于检测、确认和 （或）校准

的每台仪器设备或装置进行标示并给出唯一识别号。

１２２　应对所有需要校准的仪器、设备和装置 （如玻璃容器

和自动加样器）进行标记、编号或利用其他鉴别方法标明其校准

状态和再校准日期。

１２３　实验室的仪器应经过设计评定，安装评定，运行评定
和性能评定 （这些项目的定义见术语）（１１）。根据仪器的功能和
操作，商品化的标准仪器可不进行设计评定，因为安装评定，运

行评定和性能评定可充分表明是仪器设计的合理性。

１２４　仪器的性能应根据实验室制定的计划按合理的周期进
行确认。

１２５　测量设备应根据实验室制定的计划定期校准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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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根据仪器的类型、使用范围及供应商的建议，对每种
类型的测量设备建立专门的程序。如：

— ｐＨ计在使用前应采用标准缓冲液进行确认 （校准）。

— 每天对天平进行内部校准，并定期使用适当的砝码进行核

查，每年使用有证标准砝码进行检定。

１２７　只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操作仪器设备。相关的实验
人员应能方便获得关于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确认、评定和校

准的最新ＳＯＰ（包括制造商提供的有关手册）。还应制定仪器设
备的确认和 （或）校准计划表。

１２８　应保存用于测试、确认和 （或）校准的每一台仪器设

备或装置的记录。记录至少应包括下列项目：

（ａ）仪器设备或装置的识别号；
（ｂ）制造商名称、仪器型号、序列号或其他唯一标识；
（ｃ）规定的评定、确认和 （或）校准报告；

（ｄ）当前位置；
（ｅ）仪器说明书，或者说明书的放置地点；
（ｆ）所有校准、确认、调试及验收的日期、结果、报告和证

书的复印件，以及下次校准、确认和 （或）校准的日期；

（ｇ）迄今为止进行的维护内容和维护计划；和
（ｈ）所有的受损、故障、改装和维修历史记录。
也建议在仪器设备使用时保存记录并添加观察结果。

１２９　程序应包括测量仪器的安全操作、移动和储存。重新
安装时，应重新进行性能评定以保证仪器的正常使用。

１２１０　应建立维护程序，例如：由一组维护专家 （无论内

部还是外部的）进行定期维护，然后进行性能的确认。

１２１１　当仪器、设备或装置由于超载或者错误操作，给出
可疑结果，出现缺陷或者超出规定限度时，应停止使用并给出明

显的标识或标记。只有经过维修并重新评定后方能使用该仪器。

１２１２　若仪器、设备或装置脱离实验室的直接控制一段时间
后或进行了重大维修，使用前实验室应进行再次评定确保其有效。

注意：关于仪器设备校准、性能确认和评定的其他指导原则可

参考：

《国际药典》关于熔点测定用折光计、温度计；ｐＨ测定用
电极的确认和校准程序，紫外、红外和荧光分光光度计波

长可靠性的确认程序 （１９）；
欧洲官方药品质控实验室网络 （ＯＭＣＬ） （２０）详尽阐述

·７９·



了设备评定的专门指导原则；和

 《美国药典》关于分析仪器评定的附录。

１３　溯源性
１３１　分析结果应可溯源，如适用，最终应溯源至一级对

照品。

１３２　所有设备的校准和评定应可溯源至有证参考物质和标
准国际单位 （计量学溯源）。

第三部分　工作流程

１４　来样接收
１４１～１４３　适用于国家药品质控实验室。
１４１　实验室接收的样品可能用于符合性检验或研究性检

验。符合性检验样品包括常规质控检验样品、怀疑不合格的样品

和上市许可要求检验的样品。与样品提供方紧密合作非常重要。

样品量应足够大，以便需要时进行复试 （第三部分，１４３节）和
留样 （第三部分，２０节）。
１４２　研究性检验样品可能来源于海关、警方、药品检查员

等。这些样品包括可疑样品、非法或伪造品或制剂。通常情况下，

研究性检验的首要目的是鉴定产品中的物质或者成分。如果有足够

的样品，可进一步检测其纯度或含量。应有良好的文件化筛查程序

以及对物质或成分进行鉴定的文件化分析程序。当需要对一个已经

鉴定的成分进行含量测定时，应采用合适的定量分析方法。如果有

要求，结果报告应附有测量不确定度 （第三部分，１８１０节）。
１４３　通常将样品分成大约相同的三份交给实验室：
— 一份用于直接检验；

— 第二份用于需要时的复试；

— 第三份用于解决争议的留样。

１４４　如果实验室还承担检验用物质、材料或制剂样品的抽
样，实验室应建立所有检验人员均能取阅的抽样计划及内部抽样

流程。抽取的样品应能代表被抽样品的批次，抽样过程中应避免

污染或其他影响产品质量的因素，并应避免抽取的样品的混淆。

应记录与抽样相关的信息。

注：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３９次会议已经批准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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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和相关物料的抽样指导原则 （２２）。

检验申请

１４５　给实验室的每份样品应填写标准的检验申请表。对于
药品生产企业的实验室，可在工艺规程中给出相关要求。

１４６　检验申请中应提供或留出空间填写下列信息：
（ａ）样品提供单位或检查员名称；
（ｂ）样品来源；
（ｃ）样品的详细信息，包括组成、国际非专利名 （如有）和

商品名；

（ｄ）剂型、浓度或规格，生产企业，批号 （如有）和上市许

可号；

（ｅ）样品的体积；
（ｆ）申请检验的理由；
（ｇ）样品采集日期；
（ｈ）寄送样品的包装大小；
（ｉ）有效期 （药物制剂）或再检测日期 （ＡＰＩ和药用辅料）；
（ｊ）检验标准；
（ｋ）相关评价的记录 （如已经发现的偏差或相关的危害性）；

（ｌ）规定的储存条件。
１４７　实验室应该审查检验申请以保证：
（ａ）对样品检测有充分明确的要求，并且实验室有能力和资

源满足检测需要；

（ｂ）选择合适的试验和 （或）者方法，满足客户的要求。

在检测开始之前，应与申请人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保存审核

记录。

登记和贴签

１４８　应对所有的新检品及附带资料 （如检验申请书）分配

一个登记号。对于多个药品、不同剂型、相同药品的不同批次或

来源不同的同批次药品，应分别给出独立的登记号。如果可能，

应给留样分配唯一的登记号 （第三部分，２０节）。
１４９　应在每一个样品包装上粘贴印有登记号的标签。应避

免遮挡其他的标记或文字。

１４１０　可采用记录本、卡片、数据处理设备等方式做好登
记记录。记录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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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样品登记号；
（ｂ）接收日期；
（ｃ）样品发放部门。

送检样品的目测

１４１１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对接收的样品进行目测，保证标
识与检验申请书中的信息一致。应记录检查结果，注明日期并签

名。当发现偏差或者样品明显受损时，应立即记录到检验申请书

中。应将任何疑问迅速反馈给样品提供者。

储存

１４１２　待检样品、留样 （第三部分，２０节）和完成检验后
的剩余样品，应按照规定的储存条件安全保存 （２２，２３）。

运送至实验室

１４１３　样品负责人决定样品送达具体的检验部门。
１４１４　收到检验申请前不能开始样品检验。
１４１５　样品应被妥善保存直至收到所有的文件。
１４１６　只有在紧急状态下可接受样品检验的口头申请。收

到书面资料后，应立即将所有信息记入报告中。

１４１７　除了使用计算机系统外，应将每一个编号的样品及
相关资料的复印件一并转交给检验部门。

１４１８　按照第三部分第１７节的规定进行检验。

１５　试验记录纸
１５１　试验记录纸是检验人员记录样品信息、实验过程、计

算和检验结果用的内部文件，与检验过程中获取的原始数据互为

补充。

目的

１５２　试验记录纸包含文件化的证据：
— 证实按照要求对样品进行了检测；或

— 支持ＯＯＳ结果 （第三部分，１８１～１８３节）。

使用

１５３　通常，应对一批样品或者一组样品使用一份单独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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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记录纸。

１５４　应把来自不同检验部门对同一样品的试验记录纸合并
在一起。

内容

１５５　试验记录纸应包含下列内容：
（ａ）样品登记号 （第三部分，１４９节）；
（ｂ）页码，总页数 （包括附件）；

（ｃ）检验申请日期；
（ｄ）检验者开始和完成检验的日期；
（ｅ）检验者的姓名和签字；
（ｆ）接受样品描述；
（ｇ）检验标准及样品检验用方法的详细说明，包括限度；
（ｈ）所用设备的名称及编号 （第二部分，１２１节）；
（ｉ）所用对照品的名称及批 （编）号 （第二部分，１１５节）；
（ｊ）系统适用性试验结果 （如适用）；

（ｋ）所用试剂、溶剂的名称、批号、来源、级别；
（ｌ）检测结果；
（ｍ）对结果的解释和最终结论 （无论样品是否符合标准规

定），由授权签字人审批并签字；和

（ｎ）任何其他注释，如内部信息 （第三部分，１７１节）、对
检验标准和评价方法的详细解释 （第三部分，１５９节）、对规定
程序的任何偏离 （需要批准或报告）、何时将部分样品送至其他

部门进行特殊检验以及收到检测结果的日期。

１５６　应将空白结果在内的所有试验数据立即填入试验记录
纸，并附上从记录仪器获得的或者手绘的所有图谱，或者建立一

个可溯源的电子记录文件或数据文档。

１５７　负责检测的人员应对完成的试验记录纸签字，并由主
管人员确认、批准、签字。

１５８　如试验记录中有错误，或者数据或文字需要修改时，应
在原信息处用单划线标示 （不应擦除或使原信息难以识别），并在

旁边加上新内容。所有修改的地方均应由修改者签名、注明修改日

期，并记录修改原因 （应建立适当的修改电子记录表的程序）。

质量标准的选择

１５９　应在申请表或者工艺规程中给出评定样品的规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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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没有准确的说明，可使用官方承认的国家药典标准；如果没有

药典标准，可使用生产企业采用的经官方批准的标准或者国家承

认的其他标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方法：

（ａ）向上市许可持有者或生产企业索取上市许可文件或产品
许可文件中包含的质量标准并经实验室确认；

（ｂ）在公开出版资料的基础上，实验室可制定相关标准。采
用的检测方法必须经过实验室的验证。（第三部分，１６节）
１５１０　对于官方标准，应使用现行版本的药典标准。

归档

１５１１　应妥善保存试验记录纸及所有附件，包括计算和仪
器分析的记录。

１６　检测方法的验证
１６１　采用的检测方法应满足样品检测的要求，可通过方法学

验证证明 （２４）。验证也用于建立系统适用性试验要求，根据系统
适用性要求，可在检验前对所用检测方法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１６２　应按照验证方案进行验证，验证方案包括对不同检验
方法的分析特性进行确认的内容。需要考察的典型项目列于表１
（在检验方法的建立过程中，应考察耐用性，即对检验方法进行

一定变更后，仍然可以获得准确、精密度良好的结果）。应在验

证报告中给出验证结果。

表１　检测方法验证时应考虑的内容

检验项目 鉴别 杂质检查 含量测定

定量检查 限度检查

溶出度 （仅适用于
测定）

含量／效价

参数

准确度
!

＋
!

＋

精密度
!

＋
!

＋

重复性
!

＋
!

＋

中间精密度ａ ＋ ＋ ＋ ＋

专属性 （特异性） －
!

ｂ ＋ －

检测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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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检验项目 鉴别 杂质检查 含量测定

定量限
!

＋
!

＋

线性
!

＋
!

＋

范围
!

＋
!

＋

　　注：① “
!

”通常不要求；“＋”通常应验证。

②ａ：进行再现性考察后，可不进行中间精密度考察。

③ｂ：有时会要求。

１６３　药典质量标准中所描述的方法已经过验证，但是，当
实验室首次对特定的制剂成品 （ＦＰＰ）进行检验时，应确认辅料
不干扰检测；对于原料药 （ＡＰＩ），应确认药典方法可以分离新工
艺中的杂质。如果改变药典方法的用途，应经过验证，证明药典

方法适用于新用途。

１６４　系统适用性试验是许多检验方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实验系统是由仪器、电子设备、操作步骤、样品共同组成。进行

何种系统适用性试验取决于所用的检验方法。对药典方法或经过

验证的检验方法，应当在检验前进行系统适用性试验，以确认方

法的有效性。如果满足系统适用性试验的要求，表明该方法满足

使用要求。

注：如果大量的样品按序列进行连续检验，那么系统适用性

试验也应当贯穿于整个序列之中，以保证整个检验过程中分析方

法的可靠性。

药典中一些基本检查法如 （不限于）ｐＨ、干燥失重、湿化
学法等不需要验证。

１６５　检验方法、被检样品组成、ＡＰＩ的合成方法有较大变
化时，应对检验方法进行再验证。

注：更多关于方法验证的指导原则可从以下途径获取：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国际协调会 （ＩＣＨ）指导原则 （２５）；
欧洲国家药品质控实验室网络 （ＯＭＣＬ）指导原则 （２６）；
《美国药典》附录———关于法定分析方法的验证及确认
（２７）。

１７　检验
１７１　完成上述步骤后，应当依照实验室的工作计划检验样

品。如果不能进行检验，应当在实验记录 （第三部分，１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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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明原因，样品应保存在上锁的专门区域 （第三部分，１４１２
节）。

１７２　一些特殊实验可能需要送往另一个部门或者外部实验
室进行 （第一部分，９节）。相关人员应填写申请书并按需要准
备样品 （瓶或片）。包装上应有正确的登记号，如果检验报告包

含分包检验结果，应注明该结果为分包检验结果。

１７３　国家药典的详细指导原则通常以凡例及附录的形式发
布。应详细描述检验操作程序，以保证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受过

训练的检验人员按照可靠的方式进行检验。如有规定，应满足方

法的系统适用性试验要求。对检测程序的所有偏离均应获得批准

并记录。

１８　检验结果的评价
１８１　完成所有检验项目后，应对检验结果进行审核，必要

时，需要进行统计学分析以判断检验结果是否相互印证并符合标

准规定。应对所有检测数据进行审核，当出现可疑 （异常）结果

时，应进行调查。应按照内部质量管理系统的规定对完成的实验

过程进行核查 （第一部分，２节）。
１８２　当一个结果确定为可疑 （疑似超标）结果时，在复试

开始前，主管人员应与检验者或技术人员一起对检验过程中的所

有操作进行回顾，按照下列步骤进行评估：

（ａ）确定检验者和技术人员采用了合适的程序并正确操作；
（ｂ）检查原始数据，发现可能的偏差；
（ｃ）复核所有的计算过程；
（ｄ）确认所用仪器经过评定及校准，进行了系统适用性试验

并符合要求；

（ｅ）确保使用的试剂、溶剂和对照品无误；
（ｆ）确定使用了正确的玻璃容器；
（ｇ）确保在调查结束前，保留制备的原始样品。
１８３　如果证实某种错误造成了结果偏离，应判定检测结果无

效，必须对样品进行复试。只有证明检验中确实有错误时，才可以

舍弃由该错误导致的可疑数据。有时调查后没有明确的结论，即找

不到确切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其他的检验人员 （从事该检

验工作的经验与能力至少不低于原检验者）进行确认性实验。如果

检测结果一致，可认为该样品不合格。当然，如果有经过验证的其

他方法，建议采用该方法进行进一步的确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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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　应建立对超标结果 （ＯＯＳ）进行调查的 ＳＯＰ。ＳＯＰ中
应对允许复试的次数有明确的要求 （基于合理的统计学原理）。

应对所有的调查及结论进行记录。当发现错误时，应对采取的相

应整改和预防措施进行记录。

１８５　应在报告中报告所有的检测结果 （检验数据）及判定

标准。

１８６　检验人员应当在实验记录中 （第三部分，１５节）记录
所有的结论，并由主管签名。

注：更多关于检验结果的评价和报告可参考下列指导原则：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ＦＤＡ）颁布的指导原则 （５）；
欧洲国家药品控制实验室网络 （ＯＭＣＬ）颁布的指导原则
（２８）。

分析测试报告

１８７　分析测试报告是对检验结果的总结并对检测样品作出
结论。应：

（ａ）由实验室起草；
（ｂ）以实验记录为依据 （第三部分，１５节）。
１８８　对原始分析测试报告进行任何修订后，需要起草新的

文本。

１８９　设定药典含量限度值时，已经考虑了测量不确定度、
生产能力和检验结果的判断标准等。按照目前通行的惯例，药典

和国家药品管理机构均不要求在符合性检验中给出检测结果的扩

展不确定度。但是，当报告研究性检验结果时，即使最初检验目

的是鉴定样品中的一种物质或者检测其浓度时，这种情况下应给

出不确定度。

１８１０　可通过以下方法对测量不确定度进行评估：
（ａ）对分析过程中每一步骤中的不确定分量进行不确定度设

计 （自下而上的途径）；

（ｂ）从验证数据与控制图表获取 （２９）；
（ｃ）通过能力验证与协作研究得到的数据 （自上而下的途径）；
备注：在相关指导原则中给出了更多途径 （９，１０，３０，３１，

３２）。

分析测试报告内容

１８１１　分析测试报告应提供下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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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实验室的样品登记信息；
（ｂ）实验室测试报告编号；
（ｃ）检测样品的实验室名称与地址；
（ｄ）委托方的名称与地址；
（ｅ）样品的名称、性状与批号；
（ｆ）背景资料与检验目的；
（ｇ）样品检验用标准或者包括限度在内的详细分析方法

（如：研究性检验样品）；

（ｈ）所有的检测结果或所有的检测的数据及标准偏差 （如果

可行）；

（ｉ）对检测结果的讨论；
（ｊ）样品是否符合标准限度要求的结论；对于研究性检验，

样品的成分或组成是否得到鉴定；

（ｋ）检验完成日期；
（ｌ）实验室负责人或授权人的签名；
（ｍ）生产企业的名称与地址，如果可能，应提供分装或经销

商的名称与地址；

（ｎ）样品是否符合格；
（ｏ）样品收到日期；
（ｐ）样品有效期或再检测日期；
（ｑ）声明：未经实验室授权不得复制检验测试报告或者其中

任何部分的内容。

１９　检验报告书
１９１　应为每一批被测物质或产品出具检验报告书，一般应

包括下列信息：

（ａ）样品登记号；
（ｂ）接收日期；
（ｃ）检测样品的实验室名称与地址；
（ｄ）委托方的名称与地址；
（ｅ）样品名称、性状及批号；
（ｆ）生产企业的名称与地址，如果可能，应提供分装或经销

商的名称与地址；

（ｇ）样品检测标准；
（ｈ）所有测试结果 （均值与标准偏差）及判定限度；

（ｉ）样品是否符合标准规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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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有效期与再检测日期；
（ｋ）检验完成日期；
（ｌ）实验室负责人或授权人的签名。
备注：关于检验报告书的指导原则参见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

委员会第３６次技术报告 （３）。

２０　留样
２０１　应按照国家法规或委托方的要求进行留样。留样量必

须保证两次复验，应将留样保存在其原始包装中。

第四部分　实验室安全

２１　通则
２１１　实验室安全的一般 （或特殊）规定反映了实验室的风

险，因此，每位员工必须了解相关规定并通过书面材料、招贴

画、音频／视频材料或不定期讨论会等方式进行强化。
２１２　实验室安全的一般原则应与国家规定一致，ＳＯＰ应包

括下列要求：

（ａ）实验开始前实验室人员应能获得相关的安全性资料；
（ｂ）禁止在实验室吸烟、饮食；
（ｃ）员工必须熟悉灭火器、灭火箱和防毒面具等消防设备；
（ｄ）员工必须穿着实验服或其他防护服并佩戴防护眼镜；
（ｅ）在处理高活性、传染性及挥发性物质时，应采取特殊的

防护措施；

（ｆ）应有处理剧毒和 （或）遗传毒性样品的特殊装置，以防

止污染；

（ｇ）应给所有盛装化学物质的器皿进行完整的标识，包括
“有毒”、“易燃”、“放射性”等醒目的警示标识；

（ｈ）电缆及冰箱等电器设备应绝缘良好并有防电火花设施；
（ｉ）应将压缩气瓶的使用规则置于醒目位置，员工应熟悉相

应的气瓶颜色代码；

（ｊ）员工应知道避免独自在实验室工作的要求；
（ｋ）应具备急救药品及材料，应对员工进行急救知识、紧急

处理和解毒剂使用的培训。

２１３　应配备防护服，包括防护眼镜、面具及手套。应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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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喷淋设备。手动移液管或虹吸管应使用橡皮吸耳球。应对员

工进行培训，使其能安全地使用玻璃器皿、腐蚀性试剂和溶剂，

特别是使用安全箱 （或篮），以避免内容物的泄露。当从事剧烈、

不可控或者危险反应，使用一些特殊试剂 （如酸与水的混合物、

丙酮与三氯甲烷的混合物以及氨等）、易燃物、氧化性或者放射

性试剂，特别是具有传染性的生物制品时，应为上述实验工作给

出警示、注意事项和指导。应当使用不含过氧化物的溶剂。员工

应掌握通过中和或灭活方式处理腐蚀或危险品的安全处置方法，

员工应该知道如何安全地处理汞及汞盐。

２１４　有毒或有害化学品应单独标识，但不意味着其他化学
或生物试剂就是安全的。应尽量避免与试剂特别是溶剂及其蒸汽

的接触。如果国家条例有明确规定，应限制或杜绝使用致癌物或

致突变剂。特别是随着新技术发展，将有毒溶剂和试剂用低毒材

料替代或者减少有毒物质的使用应当是永恒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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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小型和中等规模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设备

表中列出了委员会建议的设备，能够满足初级或中等规模药

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的要求。对于中等规模实验室包括微生物学、

生药学／植物化学的特殊设备。对于初级实验室检测草药，在表
中特别列出了推荐的设备。

这份清单并不代表遵守这些指导原则的任何要求。国家药品

管理机构 （ＮＭＲＡｓ）或者实验室希望开展药物分析的实验室可以
考虑下面清单中设备，或者升级他们的检验设施。出于预算的原

因，除了设备的花费，还有必要考虑对照品 （参考物质）、试剂、

溶剂、玻璃器皿、其他实验室必需品以及人员的开销。经验表

明，为了持续性发展，一个实验室应该允许每年有１０％ ～１５％的
采购开支设备保证金支付维修费用。

表１　初级及中等规模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设备

初级实验室

设备及主要仪器 数量

顶入式天平 １

分析天平 （十万分之一） １～２

熔点仪 １

ｐＨ计 １

显微镜 １

旋光仪 １

液相色谱仪配备紫外检测器 ２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１

红外分光光度计及压片机 １

卡式滴定仪 （半自动水分测定） １

玛瑙研钵及杵 １

薄层色谱设备 １

薄层色谱点样器 １

展开缸 ６＋１ａ

雾化器 ６

紫外观察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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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初级实验室

设备及主要仪器 数量

崩解仪 １

溶出仪 １

索氏提取器 （６０ｍｌ） ３＋１ａ

游标卡尺 １

比重瓶 ２

滴定管／刻度吸管 （１０ｍｌ，２５ｍｌ／１，２，５，１０，２０，２５，５０ｍｌ） 每样３根

干燥器 １＋１ａ

离心机 （顶开式，４转子） １

水浴锅 （２０Ｌ） １

电磁搅拌加热器 ３

真空泵 （旋转，油 ） １

干燥箱 （６０Ｌ） １

真空干燥箱 （１７Ｌ） １

马弗炉 （防爆） １

蒸馏水装置 （８Ｌ／ｈ） １

去离子水装置１０Ｌ／ｈ １

除湿机 １

通风橱 １

可选项

微量分析天平 １

火焰光度计 （含空压机） １

折光仪 １

黏度计 １

混匀器 １

吸管清洗器 １

恒温水浴 １

超声清洗器 （５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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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等规模实验室

设备及主要仪器 数量

顶入式天平 １～２

分析天平 （十万分之一） ２

微量天平 １

显微镜 １～２

薄层色谱设备 １

薄层色谱多点样器 １

展开缸 ６

雾化器 ６

紫外观察灯 １

电位滴定仪 １

微量凯式定氮仪 １

索氏提取器 ３

比重瓶 ２

滴定管／刻度吸管 （１０ｍｌ，２５ｍｌ／１，２，５，１０，２０，２５，５０ｍｌ） 每样６根

游标卡尺 １

加热套 （５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ｍｌ） ６

药筛网 １

离心机 （水平式） １

混匀器 １

涡旋式混匀器 ２

水浴 （电加热，２０Ｌ） ２～３

电磁加热搅拌器 ３～４

真空泵 ２

真空泵 （旋转，油 ） １

干燥箱 （６０Ｌ） １

真空干燥箱 （１７Ｌ） １

马弗炉 （２３Ｌ） １

干燥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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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等规模实验室

设备及主要仪器 数量

冰箱 （防爆） ２

冷藏箱 １

超声清洗器 （５Ｌ） ２

实验室玻璃仪器清洗机 １

蒸馏水装置 （８Ｌ／ｈ） １

去离子水装置１０Ｌ／ｈ １

通风橱 ２

熔点仪 １

旋光仪 １

ｐＨ计 １

液相色谱仪配备可变波长紫外可见检测器 ３～４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１

红外分光光度计 １

玛瑙研钵及杵 １

气相色谱仪 （ＦＩＤ及顶空） １

折光仪 １

卡式滴定仪 （半微量及库伦滴定仪） ２

氧瓶燃烧装置 １

崩解仪 １

溶出仪 １

可选项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１

液相色谱检测器

荧光检测器 １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 １

示差折光检测器 １

蒸发光散射检测器 （ＥＬＳＤ）

电雾式检测器 （ＣＡＤ）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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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等规模实验室

设备及主要仪器 数量

质谱检测器 （ＭＳ） １

气相色谱检测器

热导检测器 １

氮磷检测器 １

质谱检测器 １

毛细管电泳仪 １

薄层扫描仪 １

脆碎度仪 １

破碎强度仪 １

黏度计 １

制冰机 １

溶剂回收系统 １

微生物部门设备

ｐＨ计 １

单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１

显微镜 ２

无菌试验膜过滤 １

菌落计数器 １

层流系统 １

干热灭菌器 １

保温箱 ６０Ｌ ２～３

厌氧培养罐 １

读带器 １

离心机 １

水浴 （恒温控制） ２

高压灭菌器 （１００Ｌ，顶入式） ２

冰箱 （３４０Ｌ） ２

深冷冰柜 １

·７１１·



续表

中等规模实验室

设备及主要仪器 数量

实验室玻璃仪器清洗装置 １

生药学及植物化学设备

粉碎机 （制备中草药样品） １

筛网 １

顶入式天平 １

显微镜 １

索氏提取器 ２～３

水浴 １

加热套 １～２

电磁加热搅拌装置 ２

薄层色谱设备 １～２

层析缸 ３～４

干燥器 ２

旋转蒸发仪 １

蒸馏装置 １

抽滤器 ２～３

共沸点法水分测定装置ｂ １

挥发油测定装置ｂ １

砷盐限度检查装置ｃ １

　　注：① ａ为用于草药检测。

② ｂ为药用植物材料的质量控制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
１９９８年。

③ ｃ为ＷＨＯ关于草药中污染物和残留物质量评价的指导原则，日内
瓦，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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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

ＷＨＯ活性药物成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１　前言
　１１　目的
　１２　适用性
　１３　范围
２　质量管理
　２１　总则
　２２　质管部门职责
　２３　生产活动职责
　２４　内部审核 （自检）

　２５　产品质量审查
３　人员
　３１　人员资质
　３２　人员卫生
　３３　顾问
４　厂房和设施
　４１　设计和建造
　４２　公共设施
　４３　水
　４４　特殊限制
　４５　照明
　４６　污水和废物
　４７　卫生和维护
５　工艺设备
　５１　设计和建造
　５２　设备维护和清洁
　５３　校准
　５４　计算机化系统
６　文件和记录
　６１　文件系统和规范
　６２　设备清洁和使用记录
　６３　原料、中间体、ＡＰＩ标签和包装材料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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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　主生产指令 （主生产和控制指令）

　６５　批生产记录 （批生产和控制记录）

　６６　实验室记录
　６７　批生产记录审查
７　物料管理
　７１　一般控制
　７２　接收和待检
　７３　来料取样和检测
　７４　贮存
　７５　再评价
８　生产管理和过程控制
　８１　生产操作
　８２　时间限制
　８３　生产过程取样和质量控制
　８４　中间体或ＡＰＩ的混合批次
　８５　污染控制
９　ＡＰＩ和中间体的包装和标识
　９１　通则
　９２　包装材料
　９３　标签发放和管理
　９４　包装和贴签管理
１０　贮存和分发
　１０１　仓储管理
　１０２　分发程序
１１　实验室管理
　１１１　一般控制
　１１２　中间体和ＡＰＩ检测
　１１３　分析方法验证
　１１４　检验报告
　１１５　ＡＰＩ稳定性考察
　１１６　失效日期和复验日期
　１１７　留样
１２　验证
　１２１　验证政策
　１２２　验证文件
　１２３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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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４　工艺验证方案
　１２５　工艺验证
　１２６　验证系统定期审查
　１２７　清洁验证
　１２８　分析方法验证
１３　变更控制
１４　物料废弃和再利用
　１４１　废弃
　１４２　回收
　１４３　返工
　１４４　物料和溶剂回收
　１４５　退回
１５　投诉和收回
１６　合同生产商 （包括合同实验室）

１７　代理商、中间商、贸易商、分销商、分包装商和再贴签商
　１７１　适用性
　１７２　ＡＰＩ和中间体分发的溯源性
　１７３　质量管理
　１７４　中间体和ＡＰＩ的再包装、再贴签和搁置
　１７５　稳定性
　１７６　信息传递
　１７７　投诉和收回的处理
　１７８　退回的处理
１８　对细胞培养／发酵生产的ＡＰＩ的特殊要求
　１８１　通则
　１８２　细胞库维护和记录保存
　１８３　细胞培养和发酵
　１８４　收集、分离和纯化
　１８５　病毒去除／灭活步骤
１９　供临床研究用ＡＰＩ
　１９１　通则
　１９２　质量
　１９３　设备和设施
　１９４　原材料控制
　１９５　生产
　１９６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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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　变更
　１９８　实验室控制
　１９９　文件编制
２０　术语
参考文献

附件１　与ＷＨＯ指南相关的参考文献列表
附件２　一般注意事项：进一步的阐述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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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协调会 （ＩＣＨ）Ｑ７：活性药
物成分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指南”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进行编
写。

１　前言

１１　目的
本指南旨在提供在适当的系统下为了控制生产原料药的质量

而实施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的指南。本指南也有助
于确保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ｓ）符合其应有的质量和纯度。

本指南中的 “生产”定义为 ＡＰＩｓ材料的接受、生产、包装、
重新 （分）包装、贴签、重新贴签、质量控制、出厂放行、贮存

和出厂及其相关控制。本指南中的术语 “应当”指期望使用的建

议，除非不合适或可提供至少能得到同等程度的质量保证的另一

种方法。本指南中的 “现行ＧＭＰ”与 “ＧＭＰ”是相同的。
总体上，本指南不包括从事生产的人员的安全，也不涉及环

境保护，这两方面是生产企业的内在责任并受国家法律的约束。

本指南不用来规定注册／申报的要求或修改药典标准。也不
影响相关的管理机构对原料药的销售上市生产的许可和药品申报

的文本中制定ＡＰＩｓ具体的注册／申报要求的职能。申报者必须做
到其在注册／申请文件中的所有承诺。

１２　适用性
世界范围内，物质由于分类方法不同而不同，一种活性药物

成分也是如此。当某一种物质在某一地区或国家被列为 ＡＰＩｓ，并
已在制剂生产中使用时，它必须按照本指南的要求进行生产。

１３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药物成品 （ＦＰＰｓ）中使用的 ＡＰＩｓ的生产，也

同样适用于无菌 ＡＰＩｓ灭菌之前的生产。本指南不包括无菌 ＡＰＩｓ
的消毒和灭菌过程，但此过程需按照当地政府 ＧＭＰ指南要求
进行。

本指南包括通过化学合成、提取、细胞培养／发酵、天然资
源的回收或通过以上方法联合生产的ＡＰＩｓ。１８节描述了由细胞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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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发酵途径生产的ＡＰＩｓ的专用指南。
本指南不包括所有疫苗、全细胞、全血和血浆、血液和血浆

制品 （血浆提取物）和基因治疗的ＡＰＩｓ。但是，它包括由血液和
血浆作为原料制得的 ＡＰＩｓ。注意：细胞底物 （哺乳动物、植物、

昆虫和微生物细胞、组织或动物来源包括转基因动物）和前期工

序也可以遵守ＧＭＰ。但是，本指南不适用于医用气体、大包装成
品和放射性药品的生产和控制。

１９节包含的指南仅适用于为生产临床试验用成品 （研究用药

品）中使用的ＡＰＩｓ的生产。
“ＡＰＩ起始物料”是一种原料、中间体或在生产某一个 ＡＰＩ

时作为该 ＡＰＩ一个重要结构片断的 ＡＰＩ。一种 “ＡＰＩ起始物料”
可能是一种商品，一种根据合同或商业协议从一个或多个供应商

购买的物料或自行生产的物料。一般地 “ＡＰＩ起始物料”有其特
定的化学性质和结构。

生产企业应指出并证明ＡＰＩ开始产生的那时刻的理由。对于
合成过程来讲，起始点即 “ＡＰＩ起始物料”进入合成过程的时
刻。对于其他过程 （如发酵、提取、纯化等），起始点由具体情

况制定。表１所示为一般情况下 “ＡＰＩ起始物料”进入反应过程
中的那一时刻。

从这一时刻开始，在本指南中定义的 ＧＭＰ适用于这些中间
体和 （或）ＡＰＩ生产过程。这包括对 ＡＰＩ的质量有重大影响的关
键步骤的验证。但是，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生产企业选择

的验证步骤并不一定是一个关键步骤。

一般来说，本指南适用于表１中涂灰的步骤，并不要求完成
所列的所有步骤，在ＡＰＩ生产过程中，ＧＭＰ的严格性在于它随过
程的开始到最后完成、纯化和包装而提高。ＡＰＩｓ的物理步骤如制
粒、包衣、微粒大小的物理控制 （如碾磨、微粉化等）均需至少

按照本指南的标准进行。

本指南不适用于 “ＡＰＩ起始物料”引入前的步骤。

表１ａ　ＡＰＩ生产中本指南的适用范围

生产类型 在该种生产类型中本指南的适用步骤 （灰色）

化学生产
“ＡＰＩ起始物

质”的生产

“ＡＰＩ起始物质”

进入反应过程
中间体的产生

分 离 和

纯化

物 理 过

程和包装

动物来源的ＡＰＩ
器官、液体或

组织的收集

切片，混 合 和

（或）初始过程

“ＡＰＩ起始物质”

进入反应过程

分 离 和

纯化

物 理 过

程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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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产类型 在该种生产类型中本指南的适用步骤 （灰色）

植 物 中 提 取

的ＡＰＩ
植物的收集

切片和最初的

提取

“ＡＰＩ起始物质”

进入反应过程

分 离 和

纯化

物 理 过

程和包装

作为 ＡＰ１的草

药提取物
植物的收集

切片和最初的

提取

进 一 步

提取

物 理 过

程和包装

由碎片或粉状草

药组成的ＡＰＩ

植物的收集和

（或）培养和

收割

切片／碎化
物 理 过

程和包装

生物技术发酵／

细胞培养

主细胞厍和工

作细胞库的

建立

工作细胞库的

维护

细 胞 培 养 和

（或）发酵

分 离 和

纯化

物 理 过

程和包装

传统产生一种

ＡＰＩ的发酵
细胞库的建立 细胞库的维护

细胞进入发酵

阶段

分 离 和

纯化

物 理 过

程和包装

　　注：ａ：Ｔｈｉｓｔａｂｌ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ｔａｋｅ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ＣＨ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Ｑ７．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ｅｐ４ｖｅｒｓｉｏｎ，ｄａｔｅｄ１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０．

２　质量管理

２１　总则①

２１１　质量应是参与生产的全体人员的共同职责。
２１２　药品生产企业应制订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
２１３　质量管理体系应包含组织结构、程序、工艺和资源

以确保ＡＰＩ满足其预期的质量和纯度要求的必要的措施。所有关
于质量的措施应制度化和文件化。

２１４　应设置独立于生产部门的质量机构，履行质量保证
（ＱＡ）和质量控制 （ＱＣ）的职责。可以是单独的 ＱＡ和 ＱＣ或二
者合并，这取决于机构的结构和规模。

２１５　指定专人负责放行中间体和ＡＰ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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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所有与质量有关的活动应及时记录在案。
２１７　记录并解释与已建立的规程的偏差，应调查关键点

的偏差，记录调查的过程和结果。

２１８　除另有规定 （如１０２０节所述的在待验状态下的放
行或在评价中的原料或中间体），在质量管理部门未作出满意的

评价之前，任何物料不得出厂或使用。

２１９　对于政府部门的常规调查、严重 ＧＭＰ失误、产品缺
陷和相关活动 （如与质量相关的投诉、召回和管理等活动），应

建立能及时通知管理层的规程。

２２　质管部门职责
２２１　质管部门应参与所有与质量相关的事务。
２２２　质管部门应审核和批准所有与质量相关的文件。
２２３　应设立独立的质管机构，其主要职责不得授权，应

书面描述质管部门的职责，包括 （但不局限于）以下条款：

（１）放行或拒绝所有ＡＰＩｓ，放行或拒绝不在本企业控制范围
内的中间体。

（２）制订一套放行或拒绝原料、中间体、包装材料、标签材
料的规章制度。

（３）在ＡＰＩ出厂前审核已完成的每批产品关键的生产和实验
室质量控制记录。

（４）确保重大的偏差得到调查和解决。
（５）批准所有的标准和主生产指令。
（６）批准所有影响中间体或ＡＰＩｓ质量的规程。
（７）确保自检的执行。
（８）批准中间体和ＡＰＩ的合同生产企业。
（９）批准对中间体和ＡＰＩ质量有潜在影响的变更。
（１０）审核和批准验证方案和报告。
（１１）确保与质量相关的投诉的调查和解决。
（１２）确保使用有效的规章制度维护和校准关键设备。
（１３）确保物料合理检测并出具结果。
（１４）确保具有能支持ＡＰＩｓ和 （或）中间体的复验日期和失

效日期的稳定性数据。

（１５）执行产品质量审查 （见２５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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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生产活动职责
应以书面形式描述生产活动的职责，包括 （但不局限于）以

下条款：

（１）根据书面规程起草、审核、批准和分发中间体和 ＡＰＩｓ
生产的操作说明。

（２）根据已获批准的操作说明生产ＡＰＩｓ和中间体。
（３）检查所有产品批记录，确保已全部完成并签署。
（４）确保报告和评价所有的生产偏差，确保所有重大偏差得

到调查并记录结论。

（５）确保生产设施清洁，必要时进行消毒。
（６）确保进行必要的校正并保持记录。
（７）确保厂房和设备得到维护并记录。
（８）确保验证方案和报告得到审核并批准。
（９）评价有关产品、工艺及设备的变更申请。
（１０）确保新的和变更后的厂房和设备在必要时得到确认。

２４　内部审核 （自检）

２４１　为了检验与ＡＰＩｓ的ＧＭＰ规则的一致性，应根据已批
准的计划进行定期的自检。

２４２　须对检查结果和纠正措施登记备案，并向企业管理
层汇报，应及时有效地完成整改措施。

２５　产品质量审查
２５１　为了验证生产过程的一致性，应对 ＡＰＩｓ进行定期的

质量检查，一般情况下，这种检查应每年进行一次并登记备案且

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 关键的过程控制和关键的ＡＰＩ检测结果。
— 未能符合规定的所有批号。

— 所有严重偏差或不合格 （事件）以及相关的调查。

— 分析方法和生产过程中的所有变更。

— 稳定性监测的结果。

— 所有与质量有关的退货、投诉和召回。

— 整改措施的执行。

２５２　应评价这种审查结果，并决定是否进行整改或再
验证。记录整改活动的原因，应及时有效地完成已定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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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３　人员

３１　人员资质
３１１　应有足够数量的经过一定教育、培训和 （或）有经

验、能够从事和管理中间体和ＡＰＩｓ的人员。
３１２　应以书面形式规定从事中间体和 ＡＰＩｓ生产的人员的

职责。

３１３　应由有资格的人员定期培训，且应至少包括员工从
事的和ＧＭＰ规定相关的特定操作。培训记录应存档，定期对培
训进行评价。

３２　人员卫生
３２１　个人应具有良好的卫生和健康习惯。
３２２　人员应穿戴适合于他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的洁净服

装，并定期更换。应穿戴防护衣物以保护头、脸、手和臂，以防

污染中间体和ＡＰＩｓ。
３２３　人员应避免直接接触中间体或ＡＰＩｓ。
３２４　应有和生产区域相分离的专门区域供抽烟、吃饭、

饮水和贮存食物。

３２５　传染病患者或体表有伤口者不得从事危及 ＡＰＩｓ质量
的工作。在任何时候，具有某一明显疾病或外伤的任何人 （体检

或管理中发现）不得从事其健康状况会对 ＡＰＩｓ的质量有负面影
响的活动，除非其健康得到纠正或合格的医务人员认为其工作不

会影响ＡＰＩｓ的安全和质量。

３３　顾问
３３１　生产和进行中间体或 ＡＰＩｓ控制的顾问应有足够的教

育、培训和经验，以对所受聘的专业提出建议。

３３２　应保留这些顾问的姓名、地址、资格和咨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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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厂房和设施

４１　设计和建造
４１１　根据生产的类型和步骤，选择、设计和建造用于生

产中间体和ＡＰＩｓ的厂房和设施，以确保使之适合于清洁、维护和
操作。设备的设计应尽可能地减少污染。当中间体和ＡＰＩｓ有微生
物检查项目时，其设备应设计合理以尽可能避免接触控制菌。

４１２　厂房和设施应有足够的空间，按次序摆放设备和物
料，以防混淆和污染。

４１３　当设备本身可提供足够的自我保护 （如关闭或有一

定的密闭系统），这样的设备可放于室外。

４１４　应合理设计通过厂房和设施的人流和物流，以避免
混淆和污染。

４１５　应划定特定的区域或建立其他的控制措施，以供下
列活动：

— 接收、识别、取样、来料的待验、放行或拒绝。

— 放行和拒绝中间体和ＡＰＩｓ前的待验。
— 中间体和ＡＰＩｓ的取样。
— 被拒绝物料的进一步处理前 （如退货、返工或销毁）的

保管。

— 放行物料的贮存。

— 生产操作。

— 包装和标识过程。

— 实验室操作。

４１６　应为员工提供足够的、干净的洗手和用厕设施，这
些洗手设施应配备冷热水、肥皂或洗洁剂、空气干燥器或单人使

用的毛巾 （擦手纸），洗澡设施和厕所应和生产区域分开但又易

于到达。必要时应提供淋浴和 （或）更衣室。

４１７　一般情况下，实验区域／操作应和生产区域分离。有
些实验区域，尤其是用于过程控制的区域可以在生产区内，前提

条件是生产过程的操作对实验测量的精确性没有负面影响，实验

室和其工作也不对生产过程或中间体或ＡＰＩ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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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公共设施
４２１　所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的公共设施 （如蒸汽、气体、

压缩空气、空调系统等），都应经确定后方可使用并适当监测，

超出规定限度时应处理，应保留这些工程设施的图纸。

４２２　在适宜场所应装有通风、空气过滤和排气系统。这
些系统在设计和建造时应考虑最大限度地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的

可能。并应有和控制和生产环节相适应的空气压力、微生物 （如

果合适）、灰尘、湿度和温度的控制设备。尤其应注意 ＡＰＩｓ暴露
于环境中的那些区域

４２３　如果生产区域的空气是循环使用的，应采取适宜的
措施控制污染和交叉污染的危险。

４２４　永久性安装的管道应合理标识。这可以通过标识各
类管道、查看文件、查阅计算机控制系统或用其他替代的方法来

完成。管道的安装应避免中间体或ＡＰＩ受到污染。
４２５　排水管道应有足够的大小，并应有静压差或一个合

适的装置以防回流。

４３　水
４３１　ＡＰＩｓ生产中使用的水应满足其用途的要求。
４３２　除另有规定外，生产过程中所用的水至少应满足世

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关于饮用水质量的指南。
４３３　如果饮用水不足以确保 ＡＰＩ的质量，需建立更为严

格的化学和 （或）微生物水质要求。应建立关于水的物理／化学
特性、微生物总量、控制菌和 （或）内毒素的适宜标准。

４３４　为得到一定质量的水，生产企业对生产过程使用的
水进行处理时，应验证处理过程且在适当的范围内监测处理过

程。制水工艺应得到验证并以一定操作标准进行监控。

４３５　如果非无菌的 ＡＰＩ的生产企业声称或意欲将其产品
进一步用于生产一种无菌产品，那么应监测并控制最后的分离和

纯化步骤中的水的微生物总量、控制菌和内毒素。

４４　特殊限制
４４１　生产高敏感性的药物，如青霉素类或头孢类药物等，

应采用专用的生产区域，包括设施、空气处理设备和 （或）工艺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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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２　当生产含有传染性或高度药物活性或毒性的物质时
（如一些类固醇类或细胞毒性抗癌药物），应考虑使用专用的生产

区域，除非建立了经验证的灭活和 （或）净化过程并得以保持。

４４３　应建立和执行适宜的措施以防止人员物料等从一个
区域到另一区域的污染。

４４４　不应使用生产ＡＰＩｓ时所用的厂房和 （或）设备进行

高毒性的非药物物质如除草剂和杀虫剂的生产 （包括称量、研磨

或包装）。这些高毒性的非药用物质的处理和贮存应和 ＡＰＩｓ
分开。

４５　照明
４５１　在设备清洁、维护和合适的操作区域均应有足够的

光照。

４６　污水和废物
４６１　厂间内外和临近区域内的污水、废物和其他物质

（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液体或气体副产品）必须及时处置

在安全、卫生的容器中。存放废物的容器或管道必须有明确的

标识。

４７　卫生和维护
４７１　用于 ＡＰＩ和中间体生产的厂房必须得到合理的维护、

维修并保持清洁状态。

４７２　必须建立书面的规程以分配卫生工作的职责，并写
明对于厂房设施和设备清洁的计划、方法、设备和材料。

４７３　为了防止对设备、原料、包装标签材料、中间 ＡＰＩ
的污染，如有必要，应对灭鼠剂、杀虫剂、抗菌剂、熏蒸消毒剂

和清洁卫生制剂的使用，建立书面规程。

５　工艺设备

５１　设计和建造
５１１　用于中间体和 ＡＰＩ生产设备的设计、尺寸和放置必

须符合其使用、清洁、卫生 （如有必要）和维护等各项要求。

５１２　设备的制造应确保其与原料、中间体或 ＡＰＩ直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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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表面不影响中间体或ＡＰＩ的质量。
５１３　设备的使用仅限于经过验证的操作范围。
５１４　中间体或 ＡＰＩ生产中的主要设备 （如反应罐、贮存

容器）和永久性安装的生产管线必须有合适的标识。

５１５　任何与设备操作有关的物质诸如润滑剂、加热液和
冷却剂均不得与中间体或 ＡＰＩ发生直接接触，以防影响其质量。
若有此类情况发生，必须对其进行评估以确保对最终产物无本质

性影响。如有可能应采用食用级的润滑剂和润滑油。

５１６　应尽量使用封闭或密闭的设备。当使用开放性设备
或设备处于开放状态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使污染的危

险性降至最低。

５１７　必须常备一套与设备和重要装置 （如仪器或公共工

程系统）相关的最新图纸。

５２　设备维护和清洁
５２１　对于设备的预防性维护必须建立计划和规程 （包括

职责的分配）。

５２２　对于设备的清洁及其清洁后用于中间体和 ＡＰＩｓ的生
产必须建立书面的操作规程。其中应有足够的细节以便能使操作

者对每一型号的设备的清洁有重现性和有效性。这些规程必须包

括以下内容：

— 设备清洁工作的职责安排。

— 清洁计划，应包括消毒计划。

— 对清洁方法和清洁材料进行详细的描述，包括用于清洁设

备所用清洁剂的稀释。

— 设备各部件的拆装指导以确保对其合适的清洁。

— 对于以往批号标识的除去或涂去的操作说明。

— 对于如何防止已清洁的设备在使用前免受污染的操作

说明。

— 临用前对设备清洁度的检查。

— 在适当的情况下，确立设备使用完毕至设备清洁之间的最

长允许间隔时间。

５２３　设备和器具必须得到清洁和存放，必要时需要杀菌
和消毒以防止由于污染或残留物对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质量产生
影响。

５２４　当设备用于连续生产或用于同一中间体或 ＡＰＩ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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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生产时，应按合理的时间间隔对设备进行清洁，以防止由

累积或遗留引起的污染 （比如降解物或微生物水平超标）。

５２５　非专用设备在生产不同物料之间必须进行清洁，以
防止交叉污染。

５２６　残留物的认可标准、清洁方法和清洁剂的选择须详
细说明并加以验证。

５２７　应用合适的方法对设备的部件和清洁状态进行标识。

５３　校准
５３１　用于控制、称取、量取、监控和检测的各种设备对

保证产品质量是十分重要的。必须按照已建立的计划和书面的操

作规程进行校准。

５３２　仪器设备的校准应尽量使用可溯源的标准物质进行。
５３３　校准的记录需加以保存。
５３４　关键设备的当前校准状态必须明确。
５３５　经校准不合格的仪器不得使用。
５３６　若重要仪器校准发现存在偏差，应对其进行调查研

究以确定自最近一次的合格校准以来，这些偏差是否对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质量产生影响。

５４　计算机化系统
５４１　与ＧＭＰ相关的计算机应用系统须经验证。验证的深

度和广度取决于计算机应用的范围、复杂性和重要性。

５４２　应有必要的安装和操作方面的验证以证明软硬件能
胜任所指定的工作。

５４３　使用已经符合要求的商业软件不要求同样水平的验
证。若一套系统在安装时未经验证，若有相应的文件，可对其进

行回顾性验证。

５４４　计算机系统须有足够的控制方法以防止未经授权进
入和更改数据库。应有防止数据丢失的方法 （如关机或未保存引

起的丢失）。对任何数据的更改、前一次的操作、更改人和时间

都必须有记录。

５４５　计算机的操作和维护必须有书面的操作规程。
５４６　当手工输入重要数据时，须有一个附加的检查以确

保输入的正确性。这可由另一名操作者或由系统自身完成。

５４７　由于计算机系统差错影响了生产质量、实验结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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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可靠性，须记录并加以调查。

５４８　计算机系统应根据变更程序进行相应的变化，这种
变化须经正式授权、存档和检测，系统的软硬件和其他任何部件

的修改和升级等所有情况均应加以记录，该记录应能证明系统保

持在经验证过的状态。

５４９　若系统的崩溃和失误会导致记录的永久性遗失，则
应提供一个数据备份系统。对于所有的计算机系统应建立确保数

据安全的保护措施。

５４１０　除计算机之外，也可采用其他方法对数据进行
保存。

６　文件和记录

６１　文件系统和规范
６１１　所有与中间体和ＡＰＩｓ生产有关的文件的起草、审核、

批准和发放应按照书面的操作规程进行，文件可以是书面的或电

子的形式。

６１２　所有文件的分发、修订、撤销和收回须有记录。
６１３　对所有文件的保存必须建立一套规程 （如研发历史

报告、规模放大报告、技术转移报告、工艺验证报告、培训记

录、生产记录、控制记录和分发记录），文件的保留时间必须

明确。

６１４　所有生产、控制和发货记录的保留期限至少要到该
批产品的失效日期之后一年。对于所有在试验期的ＡＰＩｓ，记录须
保留至该批ＡＰＩ发货后三年。
６１５　当填写有关记录时，应在做完相关的工作之后立即

在相应的位置对所做的工作进行永久性的记录并明确执行操作的

人员。记录的更改须有签名及更改日期并使原记录清晰可见。

６１６　在文件的保留期限内，其原件或复印件应置于其记
录内容所相关的易于达到的地点。也可以通过电子或其他的方法

随时取得相关的文件。

６１７　规范、操作说明、操作程序和记录等的保存既可以
是原件的形式，也可以是真实的复印形式，如照片、微缩胶片、

单片缩影胶片或其他一些真实的复制形式。当采用诸如微缩照相

或电子记录等复制方法保存文件时，应随时准备好相关的查阅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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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和拷贝的方法。

６１８　应制定书面形式的有关原料、中间体 （有必要时）、

ＡＰＩ和标签包装材料的质量要求。另外，质量要求也应适用于一
些另外的物质，例如工艺辅助材料、垫圈或其他用于 ＡＰＩ或中间
体生产的可能对质量产生重要影响的材料。对于生产过程控制应

建立书面认的认可标准。

６１９　如果在文件中使用电子签名，应确保其真实性和安
全性。

６２　设备清洁和使用记录
６２１　主要设备的使用、清洁、消毒和 （或）灭菌以及维

护等记录必须包括日期、时间 （如有必要）、产品名称和使用该

设备的各批产品的批号以及进行清洁和维护的人员。

６２２　当设备专用于生产某一种中间体或 ＡＰＩ且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批号是按照一定的序列时，就不必建立单独的设备使用记
录。当使用专用的设备时，使用、清洁和维护记录既可以是批记

录的
"

部分，也可以单独保存。

６３　原料、中间体、ＡＰＩ标签和包装材料的记录
６３１　这些记录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 生产企业名称、每批ＡＰＩ、原料、中间体或标签、包装材
料的每一个包装的识别和数量；供应商的名称、控制号

（如果知道）或其他标识代码、接收单上的代码、接受

日期。

— 物料的检测或检查结果及结论。

— 物料使用的跟踪记录。

— ＡＰＩ的标签和包装是否符合有关质量要求的校验和审核。
— 对原料、中间体或ＡＰＩ标签、包装材料拒绝的最终决定。
６３２　已批准的标签样张必须保留，以用于与已发放的标

签比对。

６４　主生产指令 （主生产和控制指令）

６４１　为了保证批与批之间的一致性，每一种的中间体和
ＡＰＩ的主生产指令必须由专人起草、记录日期和签名并由质保部
门的另一人员校对、记录日期并签名。

６４２　主生产指令必须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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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生产中间体和ＡＰＩ的名称，如果可行的话应有该文件的
识别码。

— 原料和中间体的列表上面所列名称或代码足以明确其任何

特殊的质量特性。

— 所使用的每一批原料和中间体的用量或比例的精确清单，

包括计量单位。当用量不固定时，应包括每批产品规模的

计算和比例折算。用量变化必须得到论证。

— 产品生产地点以及主要使用设备。

— 详细生产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工艺步骤。
所用工艺参数的范围。
取样指导和生产过程控制以及它们的认可标准。
整个操作过程和 （或）每个步骤完成的时间限制 （界

限）。

在一定的操作过程或时间下预期的产量。
— 应遵守的特殊注意事项和预防措施，或与其相关的参考

文件。

— 为确保产品适用性的存放说明，包括标签包装材料以及带

期限的特殊贮存条件。

６５　批生产记录 （批生产和控制记录）

６５１　每一批中间体和 ＡＰＩ都应有批生产记录，它应包括
与其生产和控制有关的所有信息。批生产记录在执行之前必须经

过检查，以确保它是主生产指令的正确版本和清晰的复制件。如

果批记录来源于某个主文件某一独立的部分，它应有对相关原件

的说明。

６５２　这些记录必须用单独的批号或识别号加以编号，使
用时应记录日期并签名。在连续生产的情况下，在最终批号确定

之前，产品代码及其日期和时间可以作为产品的唯一识别号。

６５３　批生产记录中每完成一步主要的事项、操作记录应
包括：

— 日期、时间 （必要时）。

— 所使用主要设备的编号 （如反应罐、干燥器、碾磨机

等）。

— 每一批次的详细记录，应包括原料、中间体或生产过程中

使用的回收物料的重量、体积和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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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工艺参数的实际结果记录。

— 所有取样操作。

— 参加每一步关键工艺人员的签名以及直接监督者的签名。

— 生产过程控制和实验室检测的结果。

— 在一定步骤和时间下的实际产量。

— 中间体和ＡＰＩ的包装和标识说明。
— 购买的标签的样张。

— 偏差记录、评价、单独存放的有关调查或其他参考材料。

— 放行检验结果。

６５４　对影响到中间体或 ＡＰＩ质量 （不符合规定）的重大

偏差的调查须建立书面的程序遵章执行。这种调应扩展到有可能

受到关联的其他批号。

６６　实验室记录
６６１　实验室记录应包括为确保产品符合其质量要求所进

行的所有试验的完整数据，包括检查和测定，具体如下：

— 样品的描述，包括物料名称或来源、批号或其他识别代

码、取样日期、地点、样品量和收样日期。

— 所进行的每一种检验方法的说明或参考文献。

— 检验称样量或量取量 （按方法本身的要求）、有关标准品

的制备、标准品的检测、试剂和标准溶液的记录。

— 每一项检验中所有的原始数据的记录及来自于仪器的图

表、图谱 （应标有物质和样品的批号）。

— 与检验相关的所有计算过程的记录，包括计量单位、换算

因子等。

— 检验结果与认可标准比较的结论。

— 检验者签名和试验日期。

— 对原始记录的准确性、完整性和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复核人

员的签名和日期。

６６２　以下情况须有完整的记录：
— 对已建立的分析方法进行的任何更改。

— 仪器设备、量具和记录装置的定期校准。

— ＡＰＩ所有的稳定性试验。
— 不合格事件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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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批生产记录审查
６７１　对批生产记录和实验室检验记录的审核和批准必须

按照已建立的书面的规程进行。该规程应包括包装和贴签在内的

有关内容，以确定每一批次的产品在放行或分发之前其质量是符

合有关规定的。

６７２　在ＡＰＩ（放行）完成之前应由质管部门人员对其重要
步骤的批生产记录和质控记录进行审核和批准。非关键步骤的生

产和质控记录可随后由合格的生产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人员进行

审核。

６７３　某个批次放行之前必须对其偏差记录、调查和不合
格报告进行核对。

６７４　除了那些会运到企业控制范围之外的中间体，质控
部门可以授权生产部门放行中间体。

７　物料管理

７１　一般控制
７１１　对于物料的收到、识别、待验、存放、移动、取样、

检测、接受或拒绝均应有书面的规程。

７１２　中间体和 （或）ＡＰＩ的生产者必须拥有一个对主要
原料供应商的评价系统。

７１３　物料必须按协议标准从由质控部门验证的供应商处
采购。

７１４　如果供应商不是关键物料的直接生产者，企业必须
知道其直接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

７１５　主要原料供应来源的变动必须按照１３节变更控制的
有关要求进行。

７２　接收和待检
７２１　收到物料 （接受以前）时，物料的每一个包装容器

或一组包装容器须经目视检查其标签是否正确 （包括当供应商所

用名称与物料生产者名称不同时的相互关系），以及容器的受损、

封口破裂及人为破损或污染的迹象。

７２２　在新到的物料与现有的物料混合之前 （如溶剂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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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物品），需经论证，必要时经检验后放行。须有操作规范以防

止错误的将新到的物料与现有物料混淆。

７２３　如果大批量地送货时装在非专用的大箱内，必须确
保没有交叉污染。这种保证方法可以是以下的一种和多种：

— 清洁证明。

— 杂质检测。

— 供应商的审查。

７２４　大型贮存容器及其配套接头、管线必须合理标识。
７２５　物料的每个或每批容器必须有唯一代码、批号或接

收号等。这些数字须在每批号的物料处置时加以记录。必须有一

个能对每批物料的状态进行识别的系统。

７３　来料取样和检测
７３１　除了７３３条款所描述的材料之外，其他任何一批材

料都必须经过至少一项检测以定性。假如生产者有一套评价供应

商的系统，供应商的检验报告可用来代替其余的检测。

７３２　供应商的批准书必须包括一个能够提供足够证据的
评估 （如以往的质量记录），以确保生产商能持续提供符合要求

的物料。在减少厂内检测项目之前应至少进行３个批次的全检，
并将结果与供应商的检验报告进行比较。应定期检查检验报告的

可靠性。

７３３　对于工艺辅助材料、有害或高毒原料、其他特殊材
料或者在公司质量控制范围内转移到其他部门的材料，如果已有

其他生产商提供的符合要求的检验报告，可免作检测，这些材料

的免检应得到论证并记录在案。

７３４　取样应有代表性。取样的方法应明确抽取容器的数
量、取样位置、每一个容器的抽样量。应根据物料的重要性、物

料的变化、供应商以往的质量记录和检测所需的量来考虑抽取容

器的数量和取样量。

７３５　取样必须在规定的地点并按照有关规程进行，以防
被抽样品被污染以及对剩余材料的污染。

７３６　必须小心开启被抽取样品的容器，取样后重新关闭。
应在容器上做标识以表明其曾被取样。

７４　贮存
７４１　物料须妥善处理和保存以防降解、污染和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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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２　贮存在纤维桶、袋和箱内的物料不能直接放在地上，
如有必要应保留适当的空间以便于清洁和检查。

７４３　物料必须存放在不影响其质量的条件下和期限内，
按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日常管理。

７４４　某些保存在合适容器内的材料可以存放在户外，应
标有清晰可见的标识，开启和使用前应对容器进行合理的清洁。

７４５　被拒绝的物料须有标识并由隔离系统控制以防止它
们未经允许而用于生产。

７５　再评价
７５１　在必要时应对材料进行再评价，以确定是否可以被

使用 （如存放时间过长或暴露在热、湿状态下等）。

８　生产管理和过程控制

８１　生产操作
８１１　用于生产中间体和 ＡＰＩ的原料应在合适的条件下称

量或量取以确保对其使用没有影响。称量和量取仪器的精度应符

合其使用要求。

８１２　当一种原料被包装以备后用时，其存放容器必须合
适，其标识内容应包括：

— 物料名称和 （或）代码。

— 接收号或控制号。

— 新容器中存放的重量或体积。

— （必要时）再评估或再试验的日期。

８１３　关键工艺步骤的称重、量取或分装操作必须有监督
或者相应系统来控制。在使用前，生产人员应确认将用于生产中

间体或ＡＰＩ的物料是否与批记录所记录的一致。
８１４　其他关键的操作也必须有监督或通过相应的系统来

控制。

８１５　应按照生产工艺指定的步骤比较实际产量和预期产
量。预期产量的范围是建立在以往实验室规模、放大规模或正式

生产规模数据的基础之上。应对与关键步骤有关的产量出现的偏

差进行调查以确定它们是否会对最终的产品质量产生潜在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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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６　任何偏差都须记录并说明，任何重要的偏差均应进
行调查。

８１７　设备主件工作状态必须显示在设备的独立部件上或
以文件形式、计算机控制形式等其他方法加以显示。

８１８　必须严格控制需要返工或回收的物料，以防未经允
许而被使用。

８２　时间限制
８２１　如果主生产指令 （见６４２）中有时间限制，就必须

执行这些限制以确保产品的质量，如有偏差，则应记录并进行评

估。有时时间限制也可能是不合适的，当进行有目标值的操作时

（如调ｐＨ、脱水、干燥至一定程度等），因为其反应或操作步骤
的完成取决于中间取样及其检测结果。

８２２　供进一步生产用的中间体须存放在合适的条件下以
确保它们的适用性。

８３　生产过程取样和质量控制
８３１　必须建立书面的规程以监控生产的进展和控制那些

影响中间体和ＡＰＩ质量指标操作步骤的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及其
可接受的质量标准必须建立在来源于研究阶段的材料和历史数据

的基础之上。

８３２　认可标准和检验的范围及种类可以取决于所生产的
中间体或ＡＰＩ的本身特性、所进行的反应或步骤以及这些步骤引
起的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对于前期的操作过程可用非严格的

生产过程控制，而对于后期的操作过程则应采取严格的质量控制

（如分离、纯化等步骤）。

８３３　关键的生产过程控制 （和关键步骤监控），包括控制

点和方法，应有书面规程并由质控部门批准。

８３４　生产过程控制可由有资格的生产部门的人员进行，
并可在由质检部门事先建立的允许范围之内对生产过程进行调

整。所有的试验和结果均须完整记录，并作为批记录的一部分。

８３５　书面的规程必须说明生产过程控制的原料、中间体
和ＡＰＩ的取样方法。取样计划和操作必须建立在科学实践的基
础上。

８３６　生产过程控制的抽样必须按照确立的可以防止被抽
样品和其他中间体或ＡＰＩ受到污染的方式进行。必须确保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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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

８３７　对不合格产品 （ＯＯＳ）的调查并非生产过程控制所
必须。在用于监控和调整工艺过程的过程测试中出现的不合格

（ＯＯＳ）事件，通常不需要进行调查。

８４　中间体或ＡＰＩ的混合批次
８４１　本文中的 “混合”是指将符合相同标准的原料混合

在一起以生产均匀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过程。生产过程中来源于单
一批次的混合 （如同一批次结晶中的几次离心的收集）或者将几

个小批号混合以供进一步生产是被视为生产过程的组成步骤，而

非这里所指的 “混合”。

８４２　为了符合质量要求，不合格批次不得与其他批次混
合。每一个将被用于混合的批次均需是按照确定规程生产的，且

已被分别检测是符合质量要求的。

８４３　可以接受的混合操作包括 （但不仅限于）以下基本

的内容：

— 将小的批次混合以增大批次的量。

— 将相同中间体或ＡＰＩ的剩余物混合成一个批次 （指相对小

量的物料）。

８４４　必须对混合过程进行足够的监控和记录，如有必要
混合批次须经检测，以符合确定的质量要求。

８４５　混合过程的批记录必须遵循被混合的每个批号的可
溯源性。

８４６　当 ＡＰＩ的物理性质是关键的特性时 （如被用于制成

液体口服制剂或混悬液的ＡＰＩ），混合操作需经验证以表明混合批
号的同一性。验证过程必须包括对可能受到混合过程影响的相关

特性的检验 （如粒度分布、堆积密度和振实密度等）。

８４７　如果混合可能影响稳定性，必须对最终的混合批号
进行稳定性试验。

８４８　混合批号的失效日期或复验日期必须根据混合物中
最早的尾料或批次的生产日期决定。

８５　污染控制
８５１　如果有充分的质量控制，同一中间体和 ＡＰＩ的残留

物可以在其后续批号之间转移／残留。如粉碎机的残渣黏附于壁
上；遗留在离心管内的湿结晶的残留层；生产过程中将液体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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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从操作容器转移到下一步操作时的遗留，这些遗留过程不允许

产生降解物遗留或微生物污染以影响杂质谱。

８５２　生产操作必须在一个能够防止中间体或 ＡＰＩ被其他
物质污染的容器内进行。

８５３　纯化以后的ＡＰＩ的操作须有预防措施以避免污染。

９　ＡＰＩ和中间体的包装和标识

９１　通则
９１１　对于包装和标识材料的接收、识别、待检、抽样、

检验和 （或）测试、放行和处理等须有书面规程加以描述。

９１２　包装和标识材料必须符合有关的质量要求。不符合
规定的材料必须加以拒绝，以防对其不恰当的使用。

９１３　必须保留每一批标识和包装材料的有关其收到、检
查或检测和是否被接受或拒绝的记录。

９２　包装材料
９２１　容器必须对中间体或 ＡＰＩ在其运输和建议的贮存期

间可能产生的损坏或污染提供足够的防范。

９２２　应根据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性质对包装容器进行清洁和
消毒，以确保它们能适应其最终用途。这些容器不得与中间体或

ＡＰＩ产生化学反应，以确保这些容器不会改变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质
量而使其超出质量标准规定的限度。

９２３　如果容器被重复使用，需按有关操作规程加以清洁，
并除去或掩盖所有以往的标识。

９３　标签发放和管理
９３１　未经授权的人员不得进入存放标签材料处。
９３２　需按规程对标签的发放、使用和回收的数量加以核

对，以比较贴于容器上的标签和发放的标识的数量是否有差异。

若有差异需调查，调查需由质保部门核准。

９３３　所有含有批号数字的多余标签或其他与批号相关的
标识均应销毁。回收的标识必须安置保存在一个容器中以防混放

并加以识别。

９３４　过时和过期的标签需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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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５　应控制用于打印标签的设备，以确保所有标签打印
形式符合批生产记录的要求。

９３６　发放给某一批号的打印好的标签须经仔细检查核对
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生产指导说明原件的有关要求，检查的结果

需存档。

９３７　在批生产记录中必须包括标签的样张。

９４　包装和贴签管理
９４１　必须有成文的操作规程以确保包装材料和使用的标

签的正确性。

９４２　贴签操作需合理设计以防混淆。不同中间体或 ＡＰＩ
的贴签应加以隔离。

９４３　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容器上的标签必须包括确保质量的
关键资料，如名称或识别代码、产品批号和贮存条件。

９４４　如果中间体成 ＡＰＩ将被运往生产者的管理范围之外
的地方，其标签中应包括生产者的名称、地址、数量、特殊的运

输条件和任何法律上的要求等，有失效日期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其
失效日期应标明在标签和检验报告中。经复检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
复检日期同样应标明在标签和检验报告中。

９４５　包装和贴签设备临用前应得到检查以确保与该次操
作无关的任何材料已被移开。这项检查需记录在批生产记录、设

备日记或其他文档系统中。

９４６　已包装和贴签完毕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须经检查以确保
该批容器和包装的标识的正确性。这项检查应作为包装操作的一

部分。这些检查的结果应记录在批生产记录或控制记录中。

９４７　对于运往厂区以外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必须封闭在容器
中。如果其封口有破损或遗失，接受者会注意到其内容物被调换

的可能性。

１０　贮存和分发

１０１　仓储管理
１０１１　必须拥有适合所有物料存放条件 （如温湿度控制）

的设备，如果这些条件对物料性质的稳定是十分关键的，那么应

保留对这些条件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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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２　除非另有一套可以防止待验、拒绝、退货或收回的
物料被错误或未经允许使用的系统，应有单独的存放区域供以上

物料的暂时存放直至得到进一步处理的决定。

１０２　分发程序
１０２１　中间体或ＡＰＩ在被质控部门放行以后，只能被分发

至另外的部门。在经质量控制部门授权并有必要的控制措施和记

录的情况下，待验中的ＡＰＩ和中间体可以移交给属于该企业控制
范围之内的另一部门。

１０２２　ＡＰＩ和中间体的运输方式不得对其质量产生不利的
影响。

１０２３　ＡＰＩ或中间体的特殊运输或贮藏条件须在其标签中
加以说明。

１０２４　企业必须确保承运商了解所承运 ＡＰＩ或中间体的适
宜运输和贮藏条件并按章执行。

１０２５　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使所发放的每一批中间
体和 （或）ＡＰＩ易于被回收。

１１　实验室管理

１１１　一般控制
１１１１　独立的各质控部门需配备与其职能相适应的足够的

实验设施。

１１１２　取样、检测、批准或拒绝物料以及实验数据记录和
存放应按书面的操作规程进行。实验记录的保存应符合６６的有
关规定。

１１１３　所有的规范、抽检计划和检验规程必须科学、合理
以确保原料、中间体、ＡＰＩ以及标签和包装材料符合确定的质量
和 （或）纯度的标准，规范和检验规程必须与注册和申报的内容

一致。在注册和申报的内容以外，可以有附加的规范。规范、抽

样计划、检验规程及其变更须由合适的机构起草并由质控部门审

核和批准。

１１１４　应根据 ＡＰＩ的认可标准及其生产工艺建立合理的规
范，该规范必须含有杂质检查项 （如有机杂质、无机杂质和溶剂

残留）。如果某ＡＰＩ有微生物限度的要求，应建立合理的细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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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控制菌的检验标准并加以执行。如某 ＡＰＩ有细菌内毒素验查
项，应建立合理检测限并加以执行。

１１１５　必须严格执行实验规程，并随时记录所进行的操
作。须对任何与上述规程不符之处记录并加以解释。

１１１６　需有一定程序对任何不符合规定的检测结果进行调
查、备案。这一程序须包括对数据的分析、是否存在实质性问题

的评估、整改措施的分派和结论。任何对不符合规定结果的重新

抽样和 （或）复检须按一套书面的程序进行。

１１１７　试剂和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识须按书面的规程进
行。分析试剂或标准溶液应有使用日期的记录。

１１１８　应获得ＡＰＩ生产所需的一级标准物质。每一个一级
标准物质的来源均须记录在案，其贮存和使用应按照供应商推荐

的条件和方式进行，并应加以记录。对于来源于官方认可单位且

符合其贮存条件的一级标准物质通常可被直接使用而无须进行

检测。

１１１９　当无法从官方认可的单位得到标准物质时，应制备
“内部一级标准物质”。必须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以确保同一性和

纯度，这种检测需记录在案。

１１１１０　二级标准物质必须合理制备、鉴定、检测、批准
和贮存。在每一批二级标准物质初次使用前，应用一级标准物质

加以比对以确定其适用性。每批二级标准物质应按照书面规程进

行定期监测。

１１２　中间体和ＡＰＩ检测
１１２１　对于每一批中间体和 ＡＰＩ，应对其进行必要的检测

以确定是否符合其标准。

１１２２　对于每一种 ＡＰＩ通常应建立一个杂质概况以描述存
在于按生产规程生产出的代表性批次中的已鉴定杂质和未鉴定的

杂质。该杂质概况应包含识别方式或一些定性分析特征 （如保留

时间）、所观察到的每一种杂质的范围和每一种已知杂质的分类

（如有机物、无机物、溶剂等）。杂质概况通常与 ＡＰＩ的特性和生
产过程有关。对于来源于中草药或动物组织器官的 ＡＰＩ通常不要
求建立杂质概况。生物技术方面的有关问题在 ＩＣＨＱ６Ｂ中会有
专述。

１１２３　为了检测ＡＰＩ因其原料、设备操作或生产工艺等的
调整所带来的变化，应定期将其杂质概况与其注册的杂质概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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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据进行比对。

１１２４　对于有微生物限度要求的每一批 ＡＰＩ和中间体应进
行必要的微生物检测。

１１３　分析方法验证
参见１２节。

１１４　检验报告
１１４１　对于每一批待发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必须出具真实可靠

的检验报告。

１１４２　检验报告中应出具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名称、等级 （如

有必要）、批号和放行日期，对于有失效日期的中间体或ＡＰＩ，在
其标签和检验报告中均应标明失效日期。对于有复验日期的中间

体或ＡＰＩ，其复验日期应在标签和检验报告中标明。
１１４３　需列出根据药典或客户要求对 ＡＰＩ所进行的每一项

检测，包括可接受的限度和所得到的检测结果。

１１４４　ＡＰＩ检验报告单须由经质控部门授权的人员签署
（日期、名字），并标明原生产商的名称、地址和电话号码，当分

装商或再处理者进行检测后，其检验报告中应标明分装商或再处

理者的名称和地址、电话以及原始生产者的有关资料。

１１４５　当以分装商／再处理者、代理商或中间商的身份出
具新的检验报告时，这些报告中必须标明进行检测的实验室的名

称、地址、电话号码，同时应提供原始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原

始检验报告的信息及其复印件。

１１５　ＡＰＩ稳定性考察
１１５１　需按照预先设计的稳定性考察方案对 ＡＰＩ的稳定性

特征进行监测，其结果应与ＡＰＩ的适宜贮存条件、复验日期或失
效日期相符合。

１１５２　稳定性试验的试验规程须得到验证并能反映 ＡＰＩ的
稳定性。

１１５３　供稳定性试验的样品必须保存在模拟上市的包装
中。例如某ＡＰＩ是以包装袋装入纤维桶的形式上市的，其稳定性
试验的样品可以装在相同材料的包装袋中并置于与上市包装桶的

材料相近或相同的小规格的包装桶中。

１１５４　一般情况下，应对首次生产的前三批的上市批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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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行稳定性监控以确定其复验日期或失效日期。有以往的研

究数据表明某ＡＰＩ至少可以保持稳定２年以上，其供稳定性试验
的样品批数可少于３批。
１１５５　凡当年有生产的 ＡＰＩ至少抽取一批加入稳定性试验

并对其进行至少一年一次的检测以论证产品的稳定性。

１１５６　对于货架寿命期较短的 ＡＰＩ，其稳定性试验的频率
应更高。如对那些货架寿命期在一年以下的生物制品及其他ＡＰＩ，
在前三个月内应对其进行每月一次的稳定性抽样和检测，三个月

后抽样和检测的频率可降为每三个月一次。若现存的稳定性试验

数据论证了某ＡＰＩ的稳定性，则可考虑不做某些特定时间间隔的
稳定性试验 （如９个月试验）。
１１５７　如有必要，稳定性试验的存放条件应符合 ＩＣＨ有关

稳定性试验的要求。

１１６　失效日期和复验日期
１１６１　失效日期或复验日期的确定须以其稳定性资料为依

据 （如文献报道和试验结果）。对于即将出厂的某个中间体，其

失效日期或复验日期的确定需以稳定性资料为依据 （如文献报道

和试验结果）。

１１６２　ＡＰＩ的失效日期或复验日期的确定应基于对其稳定
性试验数据的评估。通常的做法是采用复验日期而非失效日期。

１１６３　当某 ＡＰＩ以中试的生产方式模拟其最终的商业产规
模的工艺，且中试ＡＰＩ的质量可以代表其商业产品的质量时，中
试规模批次的稳定性试验数据可作为确定该 ＡＰＩ初步失效日期或
复验日期的依据。

１１６４　供再试验的样品须有代表性。

１１７　留样
１１７１　留样的包装和存放是供将来可能的质量评估之用，

而不是为以后的稳定性试验所准备。

１１７２　每一批样品，其合理标识的留样应留存至生产商所
定的失效日期一年后，或发售三年以后，以长者为限。对于标有

复验日期的样品，其留样应留存至该批次被生产商最后一次发货

后三年。

１１７３　留样应保存在与产品相同的包装中或保存在保护性
不亚于产品上市的包装中。留样量应至少可供二次按药典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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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检之用，若无药典标准则按认可标准的全检用量的两倍量来

计算。

１２　验证

１２１　验证政策
１２１１　企业所有有关验证的政策、目的和实施均需文件

化，包括生产工艺验证、清洁程序验证、分析方法验证、生产过

程控制检测的验证、计算机系统验证，设计、复核和批准的责任

人员的验证以及这些验证的每一步细节。

１２１２　各类验证的重要项目特性参数通常应在研发阶段或
从历史数据中确定，并规定重复操作所需的变化范围。它们应

包括：

— 以产品的重要特性对ＡＰＩ进行详细说明。
— 明确有可能对ＡＰＩ重要质量特征产生影响的工艺参数。
— 确定日常生产和生产过程控制过程中每一个重要工艺参数

的范围。

１２１３　验证的范围应延伸至那些与 ＡＰＩ的质量和纯度至关
重要的工艺操作步骤。

１２２　验证文件
１２２１　必须建立书面的验证方案以详细说明每一验证过程

是如何执行的。此类方案应由质控部门和其他指定部门审核并

批准。

１２２２　验证方案必须详细说明重要的操作步骤和认可标
准，所执行验证的类型 （回顾性验证、前验证和同步验证等）以

及所进行的次数。

１２２３　必须准备一份与验证方案相对应的验证报告以对所
得到的结果加以总结，对出现的任何偏差加以评价并得出合理的

结论，其中应包括为纠正偏差而提出的整改措施。

１２２４　验证方案的任何变动须经合理论证并记录。

１２３　确认
１２３１　在启动工艺验证过程之前，应完成对关键设备和辅

助系统必要的确认，通常包括下列措施的一种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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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Ｑ）设计确认：证明设施、设备或系统的设计能与其使
用目的相适应的书面证明。

— （ＩＱ）安装确认：证明所安装调试的设备或系统符合设计
要求，满足生产者提议和 （或）使用者要求的书面证明。

— （ＯＱ）运行确认：证明所安装调试的设备或系统在其设计
的操作范围内能正常运行的书面证明。

— （ＰＱ）性能确认：证明设备及其辅助系统作为整体能按照
既定的操作方法和要求重复、有效地执行其功能的书面

证明。

１２４　工艺验证方案
１２４１　工艺验证是证明工艺步骤在其既定的参数内，能重

复有效地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中间体或ＡＰＩ的书面证据。
１２４２　这种验证有三种实施方式。前验证是首选方式，但

在某些情况下亦可采用其他方式。各种实施方法的适应性将在下

文进行阐述。

１２４３　１２１３中所确定的所有ＡＰＩ工艺步骤均须进行前验
证。针对某一ＡＰＩ的前验证须在其最终产品上市之前完成。
１２４４　以下几种情况下，无法获得重复的生产数据时可采

用同步验证：

— ＡＰＩ生产批次有限。
— ＡＰＩ不经常生产。
— ＡＰＩ生产所采用的经验证的生产工艺有所改变。
在全程监控和检测之下，ＡＰＩ的各批次可在验证完成之前被

放行和销售。

１２４５　对于那些虽在原料、设备、系统或生产工艺等方面
有变更但未对ＡＰＩ的质量产品显著影响的完善的工艺，可采用回
顾性验证。此类验证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采用：

— 已论证关键质量特性和关键工艺参数。

— 已建立必要的生产过程控制及可接受标准。

— 未发生显著的工艺问题或产品差错。

— 已对现存的ＡＰＩ建立杂质概况。
１２４６　回顾性验证所选批次必须代表考察期内所有批次的

状况，其中应包括有不符合规定的任何批次，并且有足够批数以

确保工艺的一致性。留样样品可被用于回顾性验证以获得必要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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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工艺验证
１２５１　验证所采用批数取决于工艺的复杂性和工艺变更的

程度。对于前验证和同步验证，原则上应采用三个连续的完成批

次，但有些情况下 （如复杂的ＡＰＩ工艺或完成时间很长的ＡＰＩ工
艺），应增加验证批数以证明工艺的一致性。对于回顾性验证，

应检查１０～３０批连续批次的数据以评估一致性。如经证明合理
可减少验证批次。

１２５２　在工艺验证期间应对关键的工艺参数进行监控。与
产品质量无关的工艺参数，比如某些为减少能耗或延长设备寿命

而进行的有控制的变化，可不在验证对象之列。

１２５３　工艺验证必须证明每批 ＡＰＩ的杂质概况均在规定限
度之内。其杂质概况应与历史数据相似或更好，如有可能与研究

阶段的批次或供重要临床和毒性研究的批次比较，应更好。

１２６　验证系统定期审查
１２６１　应对系统或工艺过程进行定期的评估以证明它们仍

然处于一个有效的工作状态中，当系统或工艺没有显著变化，且

质量复查的结果表明该系统或工艺一直在生产符合要求的产品，

则可免除再次验证。

１２７　清洁验证
１２７１　清洁规程通常应经验证。通常，清洁验证应针对那

些由于物料污染或遗留会对ＡＰＩ质量有重大危害的情况或工艺步
骤。例如，在早期的生产中可能不必对设备的清洁程序进行验

证，因为其杂质会在以后的纯化过程中被除去。

１２７２　清洁规程的验证必须反映真实的设备使用方式。如
果同一设备用于不同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生产，且采用相同的方法
清洗，必须选用一种有代表性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用于清洁规程的验
证。其选择应根据其溶解性和清洁难度以及按效价、毒性或稳定

性估算的残留物限度。

１２７３　清洁验证的方案应写明所清洁的设备、程序、物
料、可接受的清洁水平、所监控和控制的参数和分析方法。同时

应指明样品的类型以及收集和标识的方法。

１２７４　取样的方法应包括擦拭、冲洗或其他方法 （如直接

萃取），以检测可溶性和不溶性的残留物。所采用的取样方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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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所取得的在清洁之后遗留在设备表面的残留物进行定量检

测。有时，由于设备的设计或工艺的限制而使得产品黏附于不易

触及的地方，擦拭取样的方法就可能不可行 （如管道内表面、输

送管线、小开口的反应罐或有毒物的处理、小型的复杂设备如微

粉机和微粒机）。

１２７５　应采用经验证的足够灵敏的分析方法来检测残留物
或污染物。分析方法的检测限应足以检测到可接受水平的残留物

或污染物。应建立方法的回收率要求，残留物限度必须切实可行

并针对最具有毒性的残留物。限值的确定可根据 ＡＰＩ或其最毒组
分的已知的药理、毒理或生理活性的最低限量来确定。

１２７６　对于那些需控制 ＡＰＩ中微生物总数和内毒素总量的
工艺以及对此类污染有控制的工艺 （如用于生产无菌产品的非无

菌ＡＰＩ），其设备的清洁／消毒研究应着重于微生物和内毒素的
污染。

１２７７　在验证以后应对清洁规程进行定期监控，以确保其
在日常生产中的有效性。如果方便可行，设备的清洁度可用分析

测试和目视检查来监控。目视检查能够查到在小区域内被漏检、

漏取的集中堆积的污染物。

１２８　分析方法验证
１２８１　除非在药典或认可的标准中有记载，任何分析方法

均须进行验证。所有使用的试验方法的适用性必须按照真实使用

状况进行验证并记录。

１２８２　方法的验证必须参考 ＩＣＨ有关分析验证的内容，实
行的验证程序必须反映分析的目的和ＡＰＩ生产工艺中的步骤。
１２８３　在开始分析方法验证之前，须对分析设备进行必要

的确认。

１２８４　对已验证的分析方法的任何修改均需保留完整的记
录，其中应包括修改的原因和证明改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必要

数据。

１３　变更控制

１３１１　必须建立一套正式的变更控制系统以对所有可能影
响ＡＰＩ或中间体的生产和控制的变更进行评估。
１３１２　评估原料、规范、分析方法、设施、支持系统、设

·２５１·



备 （包括计算机硬件）、工艺步骤、标签包装材料和计算机软件

所进行变更的确定、记录、复核和批准均须提供书面的程序。

１３１３　任何与ＧＭＰ相关的变更建议，其起草、审核和批准
应由合适的部门组织进行并由质控部门审核和批准。

１３１４　对于中间体或ＡＰＩ的质量有潜在影响的变更建议须经
评估。一个分类的程序可能有助于确定对变更评估所需的试验、验

证和文件记录的程度。变更的分类 （如主要、次要）取决于其本身

和变化的程度以及可能产生的效果。应采取科学的方法选择正确的

附加试验和验证方法来确认一种已验证的工艺的变更的正确性。

１３１５　当实施经批准的变更时，应采取措施以确保所有相
关的文件得到相应的更新。

１３１６　变更实施以后，应对首批变更后生产或检验的产品
进行评估。

１３１７　需评估可能影响到复验日期或失效日期的关键变
更。如有必要，变更后生产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样品应进行加速稳
定性试验或列入稳定性考察计划。

１３１８　若对原有生产和控制的变更会影响 ＡＰＩ的质量时，
应将此种变化告知相关的制剂生产商。

１４　物料废弃和再利用

１４１　废弃
１４１１　需对不符合规定的中间体和 ＡＰＩ进行标识并隔离。

这些中间体或ＡＰＩ可按下述方法进行回收或返工，被废弃物料的
最终处理应有记录。

１４２　回收
１４２１　通常，取不合格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重新进入工艺并且

对其进行重结晶或其他原有工艺步骤的必要的多种化学或物理步

骤是可接受的。如果大部分批次均须回收，则应将其列入标准生

产工艺中。

１４２２　若生产过程控制试验表明，某一步工艺反应不完全，
需继续执行该步工艺，则被认为是正常工艺步骤的一部分而非属

回收。

１４２３　除非已经明确列入工艺规程，将未反应的物料重新

·３５１·



引入生产工艺步骤并重复化学反应则被认为是回收。此种回收方

式须先进行仔细评估以确保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质量不受可能形成的
副产物和反应过渡产物的不利影响。

１４３　返工
１４３１　在对不合格产品返工之前，应对其不合格的原因进

行调查。

１４３２　经过返工的批次必须通过适当的评估、试验、稳定
性试验 （如有必要）以及记录以表明其质量与按原生产工艺的产

品是一致的。同步验证通常是对返工规程较为合适的验证方法，

这就要求有一个方案来详述返工规程，包括如何进行以及预期的

结果。若只有一个批次须返工，则可写一个书面报告，一旦接受

即可放行该批产品。

１４３３　必须提供对每一批返工产品杂志概况与其正常产品
杂质进行比较的程序。当日常分析方法不能满足返工产品的鉴定

时，应采用附加的其他方法。

１４４　物料和溶剂回收
１４４１　只要具备经批准的回收规程并且回收的物料符合其

预期使用目的质量要求，对反应物、中间体或ＡＰＩ的回收 （如从

母液或滤液中）是可行的。

１４４２　只要回收过程受到监控予以确保在重新使用或其他
合格物料混合前符合必要的质量要求，就可以回收溶剂并将其使

用于相同或不同的工艺步骤中。

１４４３　只要有足够的试验数据表明回收的溶剂可适用于其
可能被使用的所有的生产步骤，回收溶剂和试剂就可以与新溶剂

混合使用。

１４４４　对回收溶剂、试剂和其他回收物料的使用须有全面
的记录。

１４５　退回
１４５１　必须对退回的中间体或ＡＰＩ进行标识和隔离。
１４５２　如果退回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在其退回之前或途中的贮

存条件或包装条件被怀疑有质量问题，那么退回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
（如有必要）须经回收、返工或销毁。

１４５３　必须保存有关退回中间体或 ＡＰＩ的记录。对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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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其记录应包括：

— 发货者的姓名和地址。

— 退回中间体或ＡＰＩ的批号和数量。
— 退回的原因。

— 退回的中间体或ＡＰＩ的使用和处理。

１５　投诉和收回

１５１１　需按照书面规程对所有与质量有关的口头或书面的
投诉进行记录和调查。

１５１２　投诉记录须包括以下内容：
— 投诉者的姓名和地址。

— 提交投诉人的姓名 （和头衔）和电话。

— 投诉内容 （包括ＡＰＩ的名称和批号）。
— 收到投诉的日期。

— 最初采取的措施 （包括实施者的身份和日期）。

— 任何后续的措施。

— 给原始投诉者的回复 （包括发送回复的日期）。

— 对中间体或ＡＰＩ批次的最终处理意见。
１５１３　必须保留投诉记录以评估其趋势、与产品相关的发

生频率和严重性，以考虑是否有必要采取附件的及时的纠正

措施。

１５１４　需有书面规程来详述在什么情况下考虑收回。
１５１５　收回的规程必须明确参与评估的人员，如何启动收

回过程，需被告知的人员以及收回产品的处理方式。

１５１６　若遇到严重的或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须通知当
地、国家和 （或）国际上的管理机构并寻求咨询。

１６　合同生产商 （包括合同实验室）

１６１１　所有合同生产商 （包括合同实验室）必须遵循本

ＧＭＰ指导的要求。为防止交叉污染和保持可追溯性，应采取特殊
的措施。

１６１２　合同生产商 （包括合同实验室）需受到合同提供者

的评估以确保其操作符合ＧＭＰ要求。
１６１３　在协议双方之间需有一份书面的经批准的协议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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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同意书以明确双方的ＧＭＰ责任细则，包括质量检查细则。
１６１４　合同必须允许协议提供者有权监督协议接受者的设

施符合ＧＭＰ的程度。
１６１５　如果允许子合同，除非经协议提供者允许，并且事

先进行评估和签署同意书，否则协议接受者不得将其协议之内的

工作职责转移至第三方。

１６１６　生产和实验记录必须保存在工作现场，易于查阅。
１６１７　除非经协议提供者告知和同意，否则不得擅自对工

艺、设备、试验方法、规范或其他的协议要求进行变更。

１７　代理商、中间商、贸易商、分销商、分包装商和
再贴签商

１７１　适用性
１７１１　本节适用于除原始生产者之外任何参与中间体 ＡＰＩｓ

的贸易、购买、分装、再贴签、处理、分发或贮存的一方。

１７１２　所有上述对象必须遵循本ＧＭＰ指南的要求。

１７２　ＡＰＩ和中间体分发的溯源性
１７２１　代理商、中间商、贸易商、分销商、分装商和再贴

签商必须保持他们分发的 ＡＰＩｓ和中间体的完整的可追溯性 （必

须保持有关的记录）内容如下：

— 原始生产商的身份。

— 原始生产者的地址。

— 购买合同。

— 货物单 （运输文件）。

— 接收文件ＡＰＩ或中间体的名称或命名。
— 生产商的批号。

— 运输和分发的记录。

— 所有真实的检验报告书 （包括来自于原始生产者的报告

书）。

— 复验日期或失效日期。

１７３　质量管理
１７３１　质量管理必须按照２节建立实施并具备一个有效的

·６５１·



质量管理系统。

１７４　中间体和ＡＰＩ的再包装、再贴签和搁置
１７４１　中间体和ＡＰＩ的再包装、再标签和搁置必须按本指

南的规定遵循必要的ＧＭＰ要求，以防止混淆。
１７４２　再包装必须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进行，以避免污染

和交叉污染。

１７５　稳定性
１７５１　如果 ＡＰＩ或中间体被再包装于一种与原包装不同类

型的包装中，必须进行稳定性考察以确定其复验日期或失效

日期。

１７６　信息传递
１７６１　代理商、中间商、分销商、再包装商或再贴签商必

须来源于ＡＰＩ或中间体生产者的所有质量和注册信息转告消费
者，并将来自于消费者相关的信息反馈给生产商。

１７６２　当代理商、中间商、分销商、分装商将 ＡＰＩ或中间
体提供给消费者时必须提供原始生产者的名称和批号。

１７６３　代理商有必要在管理部门要求下提供 ＡＰＩ或中间体
原始生产者的身份证明。原始生产者既可直接与管理部门接触，

也可通过其授权的代理商行使职责，这取决于原始生产者与其授

权代理商之间的法律关系 （“授权”一词是指生产者授权）。

１７６４　应遵守１１４中有关检验报告书的指南。

１７７　投诉和收回的处理
１７７１　对于所有的投诉和与所收到的收回，应按照１５节中

的规定保存投诉和收回的记录。

１７７２　如果情况所需，对于所有的投诉和与所收到的收回
应协同原始生产者对投诉进行检查以决定是否有必要采取进一步

的措施。这种协同检查也可以是与可能已经得到这种 ＡＰＩ或中间
体的其他消费者一起或与管理部门一起或三方一起进行。必须由

相关的一方调查引起投诉或收回原因并记录。

１７７３　如果某项投诉是针对原始生产商、代理商、中间
商、分销商、分装商所保留的记录中应收集任何来自于原始生产

者的反馈意见 （包括时间和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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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　退回的处理
１７８１　应按照１４５３所述对退回物进行处理。代理商、中

间商、分销商、分装商应保存有关退回的中间体和ＡＰＩ的记录。

１８　对细胞培养／发酵生产的ＡＰＩ的特殊要求

１８１　通则
１８１１　对采用天然或重组的生物体进行细胞培养或发酵而

生产出的ＡＰＩ或中间体，本节提出前面章节未能完全涵盖的特殊
的质量控制要求。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章节。通常，其他章节中

ＧＭＰ的规则均适用于本节。虽然质量控制的要求程序不同，但生
产小分子化合物的经典发酵工艺在本质上与采用重组与非重组的

生物体生产蛋白质和 （或）多肽的过程是相同的。本节将在涉及

之处阐述那些不同要求。通常用于生产蛋白质和多肽的生物技术

工艺的质控要求会严于经典的发酵工艺。

１８１２　 “生物技术”一词是指使用基因重组技术和细胞融

合技术或其他技术生产的ＡＰＩｓ。通常由生物技术工艺生产的ＡＰＩｓ
由高分子物质如蛋白质、多肽等组成。这是本节提出特殊要求的

原因。某些低分子 ＡＰＩ，如抗生素、氨基酸、维生素和碳水化合
物也可由基因重组技术生产。此类 ＡＰＩ的质控水平与用经典发酵
工艺生产的同类ＡＰＩ的质控水平相似。
１８１３　 “经典发酵”一词是指用自然存在的微生物或用传

统方法 （如辐照和化学诱变）生产ＡＰＩ的工艺。由经典发酵生产
的ＡＰＩｓ常为小分子化合物，如抗生素、氨基酸、维生素和碳水化
合物等。

１８１４　从细胞培养或发酵生产 ＡＰＩ或中间体包括诸如细胞
培养或从活体组织提取和纯化物质等生物技术工艺。此外，也可

能存在其他的工艺步骤，如物理化学方面的修饰。所使用的原材

料 （如培养基和缓冲组分）可能为微生物污染提供条件。基于

ＡＰＩ或中间体的来源、制备方法和使用目的，有必要在生产和监
控的必要步骤中对生物负荷、病毒污染和 （或）内毒素进行

控制。

１８１５　在生产的所有步骤中应建立必要的质控手段以确保
中间体和 （或）ＡＰＩ的质量。质控应从细胞培养／发酵开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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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库中提取用于生产的种子安瓿开始就应遵循此原则。细胞建

库的步骤也须必要的工艺控制。

１８１６　必须使用必要的设备和环境控制以将污染的危险减
至最低。环境质量标准和监控频率取决于生产的步骤和条件 （开

放、封闭或密闭的系统）。

１８１７　通常工艺控制应考虑以下内容：
— 工作细胞库的维护。

— 合理的菌种接种和扩增。

— 发酵和细胞培养过程中对关键操作 （参数）的控制。

— 对细胞的生产过程、存活率 （对绝大多数细胞培养而

言）、产量的必要监控。

— 除去细胞、细胞碎片和培养基组分以保护中间体或ＡＰＩ免
受污染 （从微生物学角度）和防止质量下降的收集和纯

化工艺。

— 必要时在生产的合适步骤对生物负荷和内毒素水平的

监控。

— ＩＣＨ指南Ｑ５Ａ生物技术产品质量：来源于人或动物细胞
学的生物产品的病毒安全性评价中所述的病毒安全问题。

１８１８　必要时应论证培养基组分、宿主细胞蛋白质、其他
与工艺相关的杂质、与产品相关的杂质和污染的去除过程和

方法。

１８２　细胞库维护和记录保存①

１８２１　未经授权任何人不得进入细胞库。
１８２２　细胞库须保存在能够保持其存活率和防止污染的条

件下。

１８２３　应保存细胞库的取用记录和贮存条件记录。
１８２４　如有必要，应定期对细胞库进行监控以确定其适

用性。

１８２５　参见ＩＣＨＱ５Ｄ（３）部分对细胞库的更详细的讨论。

１８３　细胞培养和发酵
１８３１　当需在无菌条件下添加细胞基质、培养基、缓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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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气体时，应尽可能采取封闭或隔离的系统。如果初始管的接种

或进一步转移或添加 （培养基和缓冲液）是在开放的容器中进行

的，应有控制方法和规程以减低污染的危险。

１８３２　当微生物污染会影响 ＡＰＩ的质量时，使用开放容器
的操作应在一个生物安全室内或在相似的受到控制的环境中

进行。

１８３３　人员在处理细胞培养时应正确着装并采取特殊的预
防措施。

１８３４　必须对关键操作参数 （如温度、ｐＨ、搅拌速率、气
体添加、压力等）进行监控以确保其与既定工艺的一致性。同时

应监控细胞的生长、存活率和产量。不同工艺之间，其关键的参

数会有所不同，而对于经典的发酵工艺，有些参数无须监控 （如

细胞存活率）。

１８３５　细胞培养设备在使用之后应进行清洁和灭菌，若有
必要发酵设备也应清洁消毒和灭菌。

１８３６　必要时应在使用之前对培养基进行灭菌以确保 ＡＰＩ
的质量。

１８３７　须建立必要的规程以检测污染和决定何种应付措
施。这应包括判断污染对产品的影响程度的规程和设备去污染并

使之恢复到可供下一批次生产状态的规程，应查明发酵过程中发

现的外源性微生物体并在必要时对产品质量的影响进行评估。在

产物的处置时应考虑这种评估的结果。

１８３８　应保留污染事件的记录。
１８３９　须对共用设备在生产间隙的清洁操作之后附加检

测，以减少交叉污染的危险。

１８４　收集、分离和纯化
１８４１　除去细胞或细胞组织和在分装后收集细胞组分，这

些收集过程的进行必须在设计合理的设备和区域中进行以减少污

染的危险。

１８４２　除去或灭活产生的微生物、细胞碎片 （同时，应确

保减少降解、污染和品质下降）等收集、纯化过程应足以确保中

间体或ＡＰＩ的品质一致性。
１８４３　所有设备在使用后应合理清洁，必要时进行消毒。若

不影响到中间体或ＡＰＩ的质量，在大批量连续生产中可免清洁过程。
１８４４　若使用开放的系统，纯化过程应在能保证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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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中进行。

１８４５　若设备用于多种产品的生产，有必要附加质控措
施，如采用专用层析树脂或附加试验等。

１８５　病毒去除／灭活步骤
１８５１　参见ＩＣＨＱ５Ａ（２）的详细说明。
１８５２　病毒去除和病毒灭活步骤对某些工艺来说是至关重

要的，应在经论证的操作参数范围内进行。

１８５３　在病毒去除和灭活步骤的前后，应采取必要的预防
措施以防潜在的病毒污染。因此，开启安瓿的操作应与其他的工

艺分开，并且要在单独的空气净化装置中进行。

１８５４　不同的纯化步骤，其设备通常不同。若同一设备用
于不同的纯化步骤时，使用前应清洁和消毒。应采取必要的预防

措施以防潜在的来自于前一步工艺的病毒遗留 （通过设备或环

境）。

１９　供临床研究用ＡＰＩ

１９１　通则
１９１１　并非本指南此前所述的所有条款适用于在其研发阶

段供研究用的新药的生产。本节提供针对此类问题的具体要求。

１９１２　供临床研究用ＡＰＩ的生产控制应与其 ＡＰＩ制剂研发
阶段相一致。其工艺和检测规程应具有可变性以适应工艺进展过

程和从临床前到临床试验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一旦 ＡＰＩ的研发达
到生产供临床研究用产品的阶段，生产商应确保其生产在合适的

设施中进行，采用能保证 ＡＰＩ质量的合理的生产工艺和控制
规程。

１９２　质量
１９２１　要将ＧＭＰ的观念应用于生产临床试验的ＡＰＩ样品中

去，还要有适宜的各批样品的审批机制。

１９２２　应建立独立于生产部门之外的质控部门以执行一批
供临床研究用ＡＰＩ的认可或拒绝。
１９２３　其中一些通常由质控部门执行的检测工作可有其他

部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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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　质量检测必须包括一套对原料、包装材料、中间体
和ＡＰＩ的检测系统。
１９２５　应对出现的工艺和质量问题进行评价。
１９２６　应对供临床研究用药的标识进行必要的控制，并加

以鉴定以备调查之用。

１９３　设备和设施
１９３１　在临床研究的所有阶段中，包括使用小规模的设施

或实验设备来生产供临床研究用的 ＡＰＩ，应有相关的规程以确保
设备的校检、清洁和适用性。

１９３２　所使用设施的规程应确保物料的处置按一种能将污
染和交叉污染的危险降至最低的方式进行。

１９４　原材料控制
１９４１　应通过检测对供临床研究用的 ＡＰＩ生产所需的原料

进行评估，或要求该原料有其供应商的检验报告并符合其鉴别试

验。对于一种被认为有毒的物料，供应商应提供足够的检验

报告。

１９４２　在某些情况下，一种原料的适用性可在使用前通过
小规模的实用反应来决定，而不仅仅是依据分析试验。

１９５　生产
１９５１　供临床研究用 ＡＰＩ的生产应通过试验记录本批生产

记录或其他合适的方法加以记录，这些记录应包括有关生产物料

的使用、设备、工艺和观察结果等信息。

１９５２　与商业生产相比，预期产量可能变化更大且更不确
定，故不必对产量变化进行相关调查。

１９６　验证
１９６１　对供临床研究用 ＡＰＩ的生产进行验证通常是不适宜

的，因为其生产的ＡＰＩ往往是单一批号，且由于 ＡＰＩ研究阶段的
工艺变更不能保证批批之间的重复性和精确性。可采用控制、校

检和必要时的设备确认等联合手段来保证研究阶段的 ＡＰＩ的
质量。

１９６２　当生产供商业用的批次时，不论其生产规模的大
小，应按照１２节的要求进行生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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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　变更
１９７１　随着研究成果的取得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研究阶段

会有许多变更。在生产、规范或试验规程中的任何变更应充分记

录在案。

１９８　实验室控制
１９８１　当用于评估某一批供临床研究用 ＡＰＩ的分析方法尚

未验证时，应阐明其科学性。

１９８２　应建立一套针对所有批号的留样系统。该系统应能
确保在一项申请被批准、终止或停止之后，在必要的时间长度内

保留足够的留样数量。

１９８３　现有的ＡＰＩ供临床研究用时，其失效日期和复验日
期的确定应符合１１６的有关规定。而１１６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早
期临床阶段新的ＡＰＩｓ。

１９９　文件编制
１９９１　应有一套系统以确保从临床研究用ＡＰＩｓ的研发到生

产期间所得到的信息资料均得到记录，并可随时查阅。

１９９２　应对支持供临床研究 ＡＰＩ放行所用的分析方法的研
发和实施作必要的记录。

１９９３　应采用一套保留生产和控制记录和文件的系统，以
确保有关记录和文件在申请的同意、终止或中断之后保留必要的

时间。

２０　术语

验收标准

可接受的检验结果，用数值表示的限度、范围或其他合适的

测定值。

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或原料药）
用于生产成品 （ＦＰＰ）的任何物质或混合物，并且当用于药

品生产时，成为药品的活性成分。这种物质具有药理活性，或者

在疾病的诊断、治愈、缓解、治疗和预防及影响人体结构和功能

等方面有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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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Ｉ起始物料
用于生产ＡＰＩ并成为该ＡＰＩ结构的重要结构组成部分的一种

原料、中间体或 ＡＰＩ。ＡＰＩ起始物料可以是以合同或商业协议形
式购自一家或多家供应商的物料，也可以是内部生产的物料。

ＡＰＩ起始物料通常具有明确的化学性质和结构。

批

在一个工艺或工艺系列中所生产的在规定限度内具有均一性

的特定数量的物料。在连续生产的情况下，批 （ｂａｔｃｈ）可以对应
生产的一个具体部分。批的大小可以由一个固定的量来确定，也

可以由一个固定时间间隔内所生产的量来确定。

批号 （ｂａｔｃｈｎｕｍｂｅｒ）
用以标明批次及确定其生产和分发历史的唯一数字、字母和

（或）符号组合。

生物负荷

存在于原料、ＡＰＩ起始物料、中间体或 ＡＰＩ中微生物的水平
和类型 （如控制菌或非控制菌）。生物负荷不被认为是污染，除

非其水平超标或检测到控制菌。

校准

在合理的测量范围内，通过与参照物或可溯源的标准测得的

结果进行比对，来证明某一具体仪器或设备测定的结果在规定限

度范围内。

计算机系统

用于执行一种或一组特定功能的软硬件组合。

计算机化系统

与计算机系统结合进行的工艺或操作。

污染

不希望引入的化学或微生物特性的杂质，或是在原料、中间

体和ＡＰＩ的生产、取样、包装或重新包装、贮存或运输等操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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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引入的异物。

合同生产商

代表原生产商履行某些方面生产的生产商。

关键点

用以描述为保证ＡＰＩｓ符合标准规定而确立的必须被控制在预
先确定的标准范围内的工艺步骤、工艺条件、试验要求或其他相

关的参数或项目。

交叉污染

一种原料或产品污染了另一种原料或产品。

偏差

偏离了已批准的指令或已制订的标准。

有效日期 （或失效日期）

位于容器或标签上的日期，用以表明在一定的贮存条件下，

ＡＰＩ在该期限内符合已制订的货架期标准，在此日期之后不应再
使用。

成品 （ＦＰＰ）
ＩＣＨ：供上市销售的最后直接包装内的产品 ［参见 Ｑ１Ａ

（４）］。
ＷＨＯ：经过了包括包装在最后的容器中并贴签等各个生产阶

段生产出的一种产品，一种ＦＰＰ可以含有一种或多种ＡＰＩｓ。

杂质

在中间体或ＡＰＩ中存在的不期望出现的任何成分。

杂质谱

对ＡＰＩ中存在的已知和未知杂质的描述。

过程控制 （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监督生产过程而进行的检查和检验，如必要可调整工艺，

以保证中间体和ＡＰＩ符合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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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体

在ＡＰ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物质，经过进一步的分子改变或纯
化成为ＡＰＩ。中间体能或不能被分离。

（注意：本指南仅阐那些述企业确定的 ＡＰＩ生产开始以后所
产生的中间体）。

批 （ｌｏｔ）
见批 （ｂａｔｃｈ）。

批号 （ｌｏｔｎｕｍｂｅｒ）
见批号 （ｂａｔｃｈｎｕｍｂｅｒ）。

生产

包括物料接收、生产、包装、再包装、贴签、再贴签、质量

控制、放行、贮藏和ＡＰＩｓ分发及其他相关控制的所有操作。

物料

用来表示原料 （起始材料、试剂、溶剂）、工艺辅助材料、

中间体、ＡＰＩｓ和包装及标签材料的一个通用术语。

母液

结晶或分离后剩余的液体。母液中可能含有未反应的物料、

中间体、一定浓度的 ＡＰＩ和 （或）杂质。它可以被进一步加工

使用。

包装材料

在贮藏和运输过程中用以保护中间体或ＡＰＩ的任何材料。

药品

见活性药物成分。

规程

对所进行的操作、采取的预防措施和实施的政策及与中间体

或ＡＰＩ生产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件化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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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辅助材料

除溶剂外，在中间体或ＡＰＩ生产过程中起辅助作用但本身又
不参与化学或生物反应的物料 （如助滤剂、活性炭等）。

过程控制

见过程控制 （ｉ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生产

指在ＡＰＩ制备过程中从原料接收到加工和包装的所有操作。

确认

用于证明和记录设备或辅助系统正确安装、正确运行并达到

预期结果的一系列活动。确认是验证的一部分，但单独的确认步

骤不能构成工艺验证。

质量保证 （ＱＡ）
旨在确保所有ＡＰＩｓ的质量符合预期用途并使质量体系得以保

持的所有有组织安排的工作。

质量控制 （ＱＣ）
检查或检测产品是否符合质量标准规定。

质管部门

履行质量保证 （ＱＡ）和质量控制 （ＱＣ）职责并独立于生产
的一个组织机构。可根据组织结构的大小成立单独的 ＱＡ和 ＱＣ
部门，也可以成立单独的ＱＡ和ＱＣ小组。

待检

将物料采用物理手段或其他有效方式进行隔离，处于等待进

一步处理 （接受或拒绝）的状态。

原料

用来表示用于生产中间体或ＡＰＩｓ的起始材料、试剂和溶剂的
一个通用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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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标准物质

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试验，表明其真实含量的高纯物质。可由

以下方式得到：

— 通过官方渠道获得；

— 单独合成制备；

— 来自现有的高纯度的产品；

— 对现有产品进行进一步纯化制备。

二级标准物质

通过与一级标准物质进行比对，表明具有确定的质量和纯度

的物质，可作为日常实验室分析用标准物质。

回收

将不符合要求或不符合标准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重新引入工艺，
重新进行结晶步骤或其他必要的化学或物理操作步骤 （如蒸馏、

过滤、层析或研磨等），这些操作为已确定的生产工艺的一部分。

过程控制检测表明未完成的工艺步骤的继续被认为是正常工艺的

一部分而非返工。

复验期

物料重新检验以确保其仍适用于预期用途的日期。

返工

将不符合要求或不符合标准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进行与已确定生
产工艺不同的一步或多步处理，以期得到合格的中间体或 ＡＰＩ
（如用不同的溶剂进行重结晶）。

签名

见签名。

签名

完成某一具体活动或检查的人员的记录。这种记录可以是姓

名缩写、全手写签名、个人印章或真实安全的电子签名。

溶剂

在生产中间体或ＡＰＩ的过程中，用作制备溶液或混悬液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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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或有机液体。

质量标准

参考分析方法和由用数值表示的限度、范围及试验规定的其

他标准组成的合适的认可标准而得到的检验列表。它建立了论证

某一物料适用性的一套标准。“符合规定”是指当根据所列分析

方法进行检测时，物料符合表中所列的认可标准。

验证

一个文件化的方案，该方案能最大程度的确保某一具体工

艺、方法或系统能够达到符合预设认可标准的结果。

验证方案

用于描述验证采用的方法和制订认可的标准的书面计划。如

生产工艺方案，需注明工艺设备、关键工艺参数和操作范围、产

品特征、取样、应收集的试验数据、验证进行的次数和认可的检

测结果等。

预期产量

以前期实验室、中试规模或生产数据为基础，在任何合适的

生产步骤中所预期得到的物料的量或理论产量的百分比。

理论产量

不考虑实际产量中的任何损失或操作失误，以使用的物料量

为基础，在任何合适的生产步骤中应得到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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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ｅｘ４（ＷＨ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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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ｔｙ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Ｇｅｎｅｖａ，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Ａｎｎ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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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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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一般注意事项：进一步的阐述和解释

２１１　该条款明确，ＡＰＩ生产商的高级管理人员有责任确保
企业内部拥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同时确保所有员工知晓他们

在ＡＰＩ生产过程中质量保证方面的角色和责任。
２３　该条款明确规定了生产活动中人员的角色和责任，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责任不能委派给企业内部的非生产人员或

任何企业外部的人员。

５２１　该条款要求设备的维护要有书面的标准操作规程
（ＳＯＰ）。在ＳＯＰ中应规定的重要信息包括：

— 负责协调设备维护的责任人 （通常是生产管理人员和工程

管理人员）；

— 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计划表的规定 （可参考 ＩＳＰＥＧｏｏ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Ｍａｙ２００９）（１）；

— 当进行非常规维护、维修、更换配件或其他相关活动时，

必须声明遵从适当的变更控制程序。

７１２　重要物料的供应商应当接受现场审查，将其作为企
业供应商资质认定程序的一部分。

７２１　收到物料时，在接受之前，应先检查每个或每组装
有物料的容器上的标签是否正确，包括供应商使用的名称和企业

内部所用名称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则两个名称都应记录，并按

照已经被认可过的同物异名列表进行确认，并由一名有资质的人

员进行检查。

７３１　该条款要求，至少做一项试验对每一批收到的物料
进行鉴别。进一步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仅进行一项鉴别试验

可能不足以对物料充分鉴别，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包括对物

料供应商的资质认定。

１１７３　进一步解释，留存的样品应当储存在合适的包装材
料系统中，该包材系统的设计能最大限度地防止 ＡＰＩ随时间变
化，如带有合适密封盖的玻璃瓶。

１７　参见ＷＨＯＧＴＤＰ（２）和ＷＨＯＧＭＰ对辅料的规定 （３）。
１８　见脚注。

ＡＰＩ起始物料
如该文件中所述，从ＡＰＩ起始物料到生产工艺的介绍是Ｇ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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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ＡＰＩ起始物料需要由生产商提交并出具证明，然后由技术人
员检查接收。要有文件化的证明书以供ＷＨＯＧＭＰ检查员审查。

应通过鉴别试验和纯度检查对 ＡＰＩ起始物料进行充分表征。
此外，在ＡＰＩ起始物料 （这里可能涉及到的是用于合成的起始物

料）成品之前的步骤应当体现在流程图中。

总的来说，用于合成的起始物料应当：

— 是合成最终ＡＰＩ中间体之前一步或者几步的合成前体；
— 是经过准确鉴别、分离和纯化，并具有明确结构的物质；

— 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包括一项或多项专属性鉴别试验，以

及针对效价、特定杂质、非特定杂质和总杂质的试验和

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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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３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含有害物质的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１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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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产品防护
６　个人防护装备和空气呼吸系统
７　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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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人员净化系统
１３　废弃物处理
１４　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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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介绍

１１　这些指导原则旨在为处理含有某些激素、类固醇或细
胞毒素等有害物质药品 ［包括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ｓ）］提供规范。
它们不能替代国际法中关于保护环境和人员的条款。除了工人的

安全标准 （１～４）外，还应遵循 ＷＨＯ其他关于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 （ＧＭＰ）的指南和法规。
１２　这些指导原则应与 ＷＨＯ其他 ＧＭＰ指导原则中关于建

筑装修和一般性服务设施相关的内容一起阅读。作为附加背景资

料的相关出版物见参考文献。这些指导原则主要侧重于设施的空

调和通风系统；然而，文件同时也提供了一些关于人员防护的指

导原则。

１３　本文档适用的领域包括所有处理产品时会导致交叉污
染、人员暴露或排放到空气中的所有区域。这包括研发设施，

ＡＰＩ生产、贮存及终产品生产场所。
１４　产品应尽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生产。

２　通则

２１　设施应按照以下主要的ＧＭＰ原则设计及操作：
— 确保产品质量；

— 对操作人员进行防护，使其避免受到含有有害物质产品可

能造成的有害影响；以及

— 保护环境及公众，使其避免受到含有有害物质产品可能造

成的有害影响。

２２　应在单独的、专门的、设备齐全的设施中生产含有害
物质的产品。

这些设备齐全的设施作为其他设施可以处在同一建筑物中，

但应进行物理屏障与其他设施隔离，并具有例如单独的入口、员

工设施及空气处理系统。应对与相邻设施的隔离范围及共享一般

服务进行风险评估。

２３　这些生产设施通常应被视为密封设施。
２４　设施的有效操作应具备以下几个方面中的一部分或全

部内容：

— 适当的设施设计和布局，并应特别强调被处理样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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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产过程应在封闭的系统中进行或采用，以提高对生

产者和产品的保护；

— 生产过程控制包括遵守标准操作规程 （ＳＯＰｓ）；
— 适当的环境控制系统 （ＥＣＳ）或供热、通风及空调系统
（ＨＶＡＣ）设计；

— 除尘系统；

— 个人防护装备 （ＰＰＥ）；
— 适当的更衣及净化程序；

— 劳动卫生 （监视员工暴露水平）；

— 医学监督 （监视员工暴露水平）；及

— 行政管理。

３　术语

以下给出的定义用于这些指导原则所使用的术语。在其他情

况下它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

处置限度

当一个关键参数的值超过了其可接受标准时，就达到了处置

限度。在限度之外的结果需要特定的处置和调查。

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
用于生产药物制剂的物质或混合物即为该药物制剂的活性成

分。这些物质在诊断、治愈、缓解、治疗或预防疾病中表现出药

理活性或其他直接作用，或影响身体的结构或功能。

空气处理单元 （ＡＨＵ）
空气处理单元在设施中对空气进行调节，并提供所需的空气

运输。

气闸

是指带有两个或更多门的一个闭锁空间，位于两个或多个房

间的中间，例如，当需要进入时，为了在这些房间之间控制气

流，在不同级别洁净度的房间之间设置气闸。可以为人员或物料

的出入设计并使用气闸 ［可以是人流气闸 （ＰＡＬ）或物流气闸
（Ｍ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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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限度

当一个关键参数超过了其正常的操作范围，就达到了报警

线。这就意味着可能需要采取纠正措施来防止达到需要采取措施

的限度。

屏障技术

设计用于将人与产品分离，含有污染物或两个隔离区域的系

统，是一种隔离屏障 （ＢＩ）或限制访问屏障系统 （ＲＡＢＳ）：
ＢＩ是由高效空气过滤器 （ＨＥＰＡ）向其内部提供连续不断
的经过滤的空气，并与外界环境 （包括周围的洁净室空气

和人员）相隔绝的单元。

ＲＡＢＳ是一种用于减少或消除进入危险区域干扰的屏障系
统。在实践中，其污染控制水平低于隔离屏障。

洁净室

对环境中的微粒和微生物具有明确的控制指标的室或区域，

该区域的建造和使用是为了减少污染物在此区域内的引入、产生

和滞留。

试运行

试运行时确认设备或系统按照标准进行安装、投入服务后进

入正常使用状态的具有记录的过程。在项目建造完成之后、验证

之前进行试运行。

隔离

是指在一个区域内将产品、粉尘或污染物集中，并防止其逸

出进入其他区域的过程或装置。

污染

一种无希望发生的，在生产、取样、包装或分装、贮藏或运

输的过程中，化学杂质或微生物杂质或外来物质被引入到起始物

料或中间体的时间。

交叉污染

一种起始物料、中间体产品或终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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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起始物料或物料发生污染的情况。

设计工况

设计工况与特定的范围或变量控制的精确度有关，设计者以

此作为确定工程系统性能要求的基础。

环境控制系统 （ＥＣＳ）
环境控制系统，也被称为供热、通风和空调系统 （ＨＶＡＣ）。

设施

是指一种建设环境，在该环境内建立洁净区并进行相关的环

境控制操作，还包括相关的支持性建筑。

有害物质或产品

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对健康或环境造成伤害的风险的产品或

物质。

供热、通风和空调系统 （ＨＶＡＣ）
供热、通风和空调系统，也被称为环境控制系统 （ＥＣＳ）。

高效空气过滤器 （ＨＥＰＡ）
高效空气过滤器。

ＩＳＯ１４６４４
与洁净环境的设计，分级和测试相关的国际标准。

层流 （ＬＡＦ）
气流以均匀的截面速度，沿着平行流线以单一方向在整个横

断面上通过洁净区域 （现代标准不再提到层流，但采用了单向气

流的说法）。

正常运行范围

在正常运行期间，制造商选择的作为可接受的参数范围。这

个参数范围必须在运行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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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暴露水平 （ＯＥＬ）
每天８小时，每周４０小时的暴露不会对最健康工人造成不良

影响的物质在空气中的浓度。

运行范围

运行范围是指能够生产出合格产品的、经过验证的关键参数

范围。

个人防护装备

在工作场所保护操作者所需的必要的服装和设备。

压力梯度

气流从一个高压区域流到另一个低压区域的过程。

认证

认证是验证过程的一部分，是对仪器和系统测试的计划、运

行、记录，以表明仪器和系统的运行符合预期。

标准操作规范 （ＳＯＰ）
经过批准的书面程序。将某一事件的标准操作步骤和要求以

统一的格式描述出来，不必特定地给出具体产品或材料，但具有

更宽的普适性 （即操作的设备、维护和清洁、验证、清场和环境

控制、取样和检验）。某些 ＳＯＰ可用于补充特定产品的控制和批
生产的文件化。

单向气流 （ＵＤＡＦ）
气流以均匀的截面速度，沿着平行流线以单一方向在整个横

断面上通过洁净区域。

验证

验证是指能证实任何程序、生产工艺、设备、物料、活动或

系统确能导致预期结果的有文件证明的一系列活动。

４　风险评估

４１　并不是所有含有害物质的产品的有害程度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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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其对操作人员和环境的潜在风险。从

ＡＰＩ的生产到成品的销售过程中，应当使用风险评估来确定产品
的生产和控制周期中的哪些环节应当符合指导原则中的要求。环

境风险评估应当包括空气污染以及废液污染。

４２　假设风险评估表明处理的产品或物料对操作人员和
（或）公众和 （或）环境有害，设施的设计和操作应遵循本文中

详细阐述的指导原则。

４３　在执行风险评估的时，应考虑到产品的可允许职业暴
露水平 （ＯＥＬ）等毒理数据。
４４　在风险评估中，应考虑工作环境中 ＯＥＬ的国家或国际

职业健康和安全要求。

５　产品防护

５１　为了生产优质产品，关于防止污染和交叉污染、空气
洁净级别、温湿度的要求和其他药品相同。这些要求包含在其他

ＷＨＯＧＭＰ指导原则中。

６　个人防护装备和空气呼吸系统

６１　设施和生产设备的基本设计原则是产品和操作人员的
安全。如果设施和设备的设计不能提供足够的产品安全，应当对

操作人员提供保护。如果设施和设备的设计恰当，当发生可能造

成危险情况的泄漏或非常规事件时，应具备个人防护装备

（ＰＰＥ）。除非物料安全数据库里另有说明，操作人员应采取恰当
的方法进行防护以防止暴露，例如适当着装：

— 闪蒸高密度聚乙烯纤维材料制成的服装，或可洗的不透水

防护服。根据防毒面具的类型，可能需要一体化防护罩。

— 闪蒸高密度聚乙烯纤维材料制成的服装，小腿套或可清洗

的靴子。

— 合适的单次使用的一次性手套。当不得不直接接触产品

时，应戴双层手套。手套应当绑在或缝在防护服袖子

上。及

— 能够保护眼睛及面部，并与空气呼吸系统相连的防毒

面具。

６２　当使用空气呼吸系统时，应给操作人员提供可供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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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的空气，来防止他们吸入设施里的空气。在进入操作区之

前，应对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并评估他们对系统的使用情况。

空气呼吸系统应当包括防护面罩，它应当是防护服的一个组成部

分。空气呼吸系统可以是下列所述系统中的任何一个：

通过活动软管和快速连接插口与操作人员的面罩相连的中
央空气供应系统，也称为供气式呼吸器 （ＡＲ）。空气连接
应采用单向空气供给系统，以防止在连接或断开的过程中

被污染的空气进入面罩。空气供给时应经过适当处理，以

保证操作人员呼吸到温湿度适宜的空气。空气源可以是高

压风扇或空气压缩机。如果使用空气压缩机，应当是无油

型或配有适当的除油过滤器。

确保自给式呼吸器 （ＳＣＢＡ）或送风过滤式呼吸器 （ＰＡＰＲ）
连接到操作人员的腰带和面罩上。此系统从操作人员工作的

房间中抽取空气，并通过电池驱动风扇把空气送到面罩里。

ＡＲ为ＰＡＰＲ装置提供了良好的保护。
对于污染级别较低的区域，可以使用带有高效空气过滤
（ＨＥＰＡ）滤芯的半面罩是呼吸器，例如配有纸质滤芯的
Ｎ９５型面罩。

６３　应根据可接受的职业暴露水平 （ＯＥＬ）和经认证的防
护因素 （ＰＦ）之间的关系来选择呼吸器的类型。
６４　空气供给应经过最终过滤器过滤，根据ＥＮ１８２２（欧洲

标准），该最终过滤器应是额定为 Ｈ１３过滤器的 ＨＥＰＡ过滤器。
进入面罩和 （或）防护服的呼吸空气会导致面罩和防护服内的压

力相对于设施环境呈正压。

６５　中央呼吸气体供应系统应有１００％的备份系统，以便在
主系统出现故障时仍能正常工作。备份系统可以是至少供应５分
钟的气瓶系统模式。从正常供应到备份供应之间的转换应该是自

动的。系统应有监测系统，并在下列情况下向固定有人值守的岗

位发送警报信号：

— 主空气供应系统出现故障时；

— 温度超出标准范围 （ＯＯＳ）时；
— 湿度ＯＯＳ时；
— 二氧化碳 （ＣＯ２）ＯＯＳ时；
— 一氧化碳 （ＣＯ）ＯＯＳ时；及
— 二氧化硫 （ＳＯ２）ＯＯＳ时。
６６　呼吸空气应经过预过滤器、凝聚过滤器和最终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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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滤，并至少达到ＩＳＯ８５７３－１３－９－１和ＥＮ１２０２１∶１９９９的空
气质量标准。

６７　中央系统中用于输送空气的管道不得对气流造成任何
无人。最好使用不锈钢管道。最终过滤器应尽可能靠近连接操作

人员的地方。应使用空气呼吸系统专用接口将操作人员的软管与

空气供给相连接 （以避免不慎连接到其他气体系统）。

７　环境保护

７１　由于设施中所处理产品的危险性，产品和其残留物都
不允许排放到大气中，或直接排放到正常排水系统中。

７２　应当保护设施外部的大气和附近的公众，使其避免受
到有害物质所可能带来的伤害。

７３　如果废液会造成安全或污染风险，那么污水应经过处
理后再排放到市政管道中。

７４　为了保护环境，排放气体过滤在第１１章节中讨论。

８　设施布局

８１　厂房的设计和建设应当防止污染物的进出。在起草设
施设计方案时，应当注意设备提供的防护水平。

８２　厂房内部和外部应通过气闸 ［ＰＡＬ和 （或）ＭＡＬ］、更
衣室、传递箱、传递窗、去污设备等来连接。这些供物料和人员

进出的门，应该有联锁装置或其他合适的系统，以防止在同一时

间可以打开两扇或更多的门。

８３　更衣室应安排跨接凳，出口处应当有供操作人员使用
的淋浴设施。

８４　厂房的布局和设计应便于达到压力梯度和控制的要求。
８５　厂房 （和设备）应进行合理地设计和安装，以便于清

洗和去污。

８６　应当对生产场地和建筑进行详细描述 （平面图和书面

解释），以确保所有房间的用途和条件都得到了正确的说明。

８７　人流和物流应当在布局图和平面图上清晰地标记出来。
８８　在生产场地附近开展的活动应当标记出来。
８９　平面图上应标出通风系统，标出进风口和出风口，以

及相关设施的进风点和出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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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　设施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密封结构，天花板、裂缝或服
务区没有漏气现象。

８１１　如果设施中存在产品暴露风险的区域，那么相对于周
围环境，该区域应当保持负压。

９　空气处理系统

９１　ＨＶＡＣ系统进行应合理的设计／安装和维护，以确保对
产品，人员和环境的保护。

９２　气流方向，空气过滤标准，温度，湿度和有关参数至
少应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４０次报告，２００６
（２），附件２。
９３　处理有害物质的设施和厂房应当具有下列基本的空气

处理特征：

不直接对外排放气体。
空气调节或通风相对于外界环境应当呈负压。空气压力差
不得在工作区域与外部环境之间造成任何不受控制的空

气流。

应当有适宜的气压报警系统，当出现任何异常压差或达不
到设计压力的状态时发出警报。应当有合理的设计、报警

限度和处置限度。当出现压差故障时，应有系统备份及时

做出响应。

应同步开启和关闭进气和排气扇，以使得厂房在启动和关
闭的过程中保持负压。

虽然设施内的气压对环境呈负压，但其内部压力梯度应符
合一般药品在产品防护，除尘和人员防护方面对压力梯度

的要求。

每个房间都应当有可见的压力状态指示器。
空气应经过ＨＥＰＡ过滤器过滤后排放到外界环境。除非在
同一区域，并且回风处有进一步的 ＨＥＰＡ过滤段，否则空
气不得再循环。这些指导原则中提到的 ＨＥＰＡ过滤器，根
据ＥＮ１８２２要求至少应是额定为 Ｈ１３过滤器的 ＨＥＰＡ过
滤器。

如果可以的话，应使用无循环的单向空气处理系统。
排风或回风应当经过安全更换式过滤器或袋进袋出式过滤
器。过滤器应当包含预过滤器和 ＨＥＰＡ过滤器，它们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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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移动的，并且有安全的装袋系统。

图１　污染物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的典型气流模式

更衣室应当配有空气过滤器，且应当与操作区的空气过滤
器为同一标准。

气闸，传递窗等应当有进气和抽气系统，以提供合适的压
差和控制。外部区域或非 ＧＭＰ区域里的气闸或传递窗应
对环境保持正压，以防止污染进入设施。

如果不能提供有效的控制，操作人员的工作服受到粉尘污
染，操作人员在离开控制区时应当穿过一个净化系统，例

如，空气浴或喷雾淋浴系统，以帮助除去或控制工作服上

的粉尘。操作人员在脱去工作服进入淋浴间或食堂之前，

应当穿过这个系统。所有待洗的工作服都应当被安全的包

装起来。应当有适宜的保护措施保护洗衣人员，并防止非

危险区域的工作服受到污染。

９４　如有需要，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止气流从初级包
装区域 （通过传送带 “小洞”）流向二次包装区域。

注：可以通过在 “小洞”上加装一个传递窗，使其对初级包

装区域和二级包装区域均呈负压。典型的布置图见图一。这一原

则可以应用到其他两个方向均有控制要求的情况。

９５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在送风系统的末端安装 ＨＥＰＡ过
滤器，以防止回流交叉污染。

９６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生物安全柜，隔离系统
或手套箱，来执行控制并保护操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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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　应该有一个系统描述，包括详细介绍过滤器及其标准，
每小时换气次数，压差，洁净室级别和相关标准的示意图。

９８　应当有一个数字信号或模拟信号显示的压力指示器，
以指示压力梯度。

９９　应当考虑提供应急电源，例如柴油发电机，以确保厂
房和系统能够随时保持安全操作。

１０　空气处理单元

１０１　向设施内提供空气的空气处理单元 （ＡＨＵｓ），应符合
药品质量保证项下对 ＡＨＵ系统的具体规定。官方指导原则与相
关文件 （１）、关于非无菌药物制剂加热／通风／空调系统的 ＧＭＰ
补充指导原则 （２）以及过滤系统应在洁净区及产品防护的要求
方面保持一致。

１０２　应根据风险评估的结论，确定使用回风或循环风。
１０３　当使用全新风或单向系统时，可考虑使用转轮式能量

回收装置。当使用能量回收装置时，新风和排风之间不得有交叉

渗漏的潜在风险。新风与排风的相对压力应合理，使得排风系统

在低于新风系统压力的条件下运行 （除了能量回收转轮外，也可

采用交叉板式换热器、热管和水盘管式换热器）。

１０４　当使用能量回收转轮时，应采用风险管理的原则，控
制交叉污染的风险。

１０５　当使用回风时，应在导入新风 ＡＨＵ前将其通过一个
安全的可更换过滤系统。回风风扇可以作为 ＡＨＵ的一部分，当
然，安全可更换过滤器应当是专用装置。在这种模式下，回风会

顺序通过两套ＨＥＰＡ过滤器 （安全交换室的回风过滤器以及新风

ＨＥＰＡ过滤器）。根据洁净室的级别，新风ＨＥＰＡ过滤器可以置于
ＡＨＵ内 或者位于新风扩散器的末端。
１０６　新风和排风风扇以及辅助系统的通风风扇的启动 （或

停止）应当同步，使得在风扇启动和关闭时，厂房内的压力与流

速能够保持在设计的比例范围。当风扇停止运行时，应终止操

作。风扇应采用连锁模式，即：当一个风扇因故停止运转时，其

他风扇也停止运行，保证空气系统中不会出现逆向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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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安全可更换过滤器

１１１　为了保护操作人员并避免在更换过滤器时滤器内的灰
尘进入大气中，应当设计适当的安全可更换过滤器或袋进袋出过

滤器。

１１２　安全可更换单元中的终端过滤器应当是符合 ＥＮ１８２２
过滤器标准的Ｈ１３级ＨＥＰＡ过滤器。对于回路中的尘埃，为延长
ＨＥＰＡ滤器的寿命，也可增加预过滤器。预过滤器也应能够通过
袋进袋出的方式进行更换。

１１３　对于排风系统，当排放的污染物是特别有害的物质
时，应考虑采用双级 ＨＥＰＡ过滤器，使得在第一级过滤器失效
时，第二级ＨＥＰＡ可提供额外的保护。
１１４　所有的过滤器组都应该配备压差计，以便显示滤器中

的尘埃量以及滤器的预期寿命。与压差计相连的管子应采用铜或

不锈钢材料，不得使用塑料管，塑料管老化会引起污染。为了便

于安全地除去或校准压差计，过滤罩上的连接管上应配有旋塞。

１１５　为防止过滤器过载导致尘埃粒子穿透滤材、过滤器爆
裂造成周围环境的污染，应定期对过滤器进行监测。

１１６　为了监测过滤器的状况，可安装基于计算机的数据监
测系统。

１１７　应在过滤器的压力计上标明新滤器的风阻以及需要更
换过滤器时的风阻。

１１８　应按照 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３标准对安装的滤器进行泄漏试
验。为了进行该试验应提供进样口 （上游）和接收口 （下游）。

１１９　安全可更换过滤系统中的排气风扇应置于滤器后，这
样可使过滤器保持负压。但是，这样也给过滤器的完整性试验带

来困难，因此，需要有一个旁路溢流系统 （如图２所示），当观测
口打开时，空气能够通过 ＨＥＰＡ滤器循环。当有适当的截流阀
时，也可采用独立的辅助风机系统。

１１１０　如图２所示的旁路系统也可通过循环的洗涤剂对滤器
进行净化。

１１１１　设施中所有的排放系统，包括捕尘系统、真空系统、
流化床干燥器以及包衣锅的排放物，在排入大气前应通过安全可

更换的过滤器。

１１１２　建筑物外的所有排放点均应尽可能远离进气点，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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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口应处于高处，尽量减少排放空气的二次夹带。在设计排放和

进风口时，应考虑固定的风向以及季节性的风向。

１１１３　当处理充满过量尘埃的气体时，应考虑使用捕尘器
或袋式捕尘室，捕尘器应位于密闭并保持负压的房间内。当从收

集器中取出尘埃时，为了保护操作人员，应有门禁系统、维护人

员、个人保护装置 （ＰＰＥ）及呼吸器系统。
１１１４　移动式真空清洁器以及移动式捕尘器应配备

Ｈ１３ＨＥＰＡ滤器。应在相对于周围环境为负压的房间内对上述捕
尘装置进行清空及清洁。操作人员应佩戴适当的ＰＰＥ。
１１１５　应保存安全销毁所有受到污染的过滤器和尘埃的

记录。

１２　人员净化系统

１２１　必要时，应有风淋室、喷雾室或淋浴室等相应的措施
防止着工装的员工在离开厂房时受到污染。

１２２　为了除去尘埃粒子，风淋室还配有气闸，使空气可以
高速地通过喷嘴 （比如从气闸的侧面），回风装置 （比如在低处）

应将空气排走并使其进入过滤系统。为了将污染物排走，有些风

淋室也会在出口端配一个垂直单向流区。

注：当使用风淋系统时，应正确地设计下列装置，以便有效

地捕尘。

新风、回风或排风的空气过滤器应符合与生产设施同样的过

滤标准。通常，当操作人员进入风淋室打开门时，风机应启动，

在出口的连锁装置中应有计时器，以便保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有

效的净化。

１２３　为了有助于除去污染物，可在物料出口处设置与人用
风淋或喷雾类似的冲洗装置。

１２４　为了灭活工装外面的污染物或使污染物黏附与工装上
而不易释放，可采用人用湿雾或雾化净化系统。

１２５　在进行风淋后，操作人员应更换洁净服。

１３　废弃物处理

１３１　处理液体及固体废弃物时，不能有污染产品、人员或
环境的风险。

·９８１·



１３２　应采用安全的方法处置所有的废弃物，应将处理的方
法和过程进行记录并存档。当由外部承包商进行废弃物处理时，

承包商应有处理有害物的官方授权。

１４　维护

１４１　处理有害物料的效率和安全性有赖于定期的维护，确
保所有的参数都符合规定的限度。参见药品质量保证。关于维护

的进一步详细信息参见官方指导原则及文件 （１）或ＷＨＯ技术报
告系列，Ｎｏ９３７，附录２，８３节 （２）。

１５　认证和验证

１５１　应按照其他 ＷＨＯ指导原则的要求进行系统认证和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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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４

ＷＨＯ无菌制剂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简介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在１９９９年发表的３６次报告中，收载了
无菌制剂的ＧＭＰ规范 （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Ｎｏ９０２，２００２，附录６）
（ｈｔｔｐ：／／ｗｈｑｌｉｂｄｏｃ．ｗｈｏｉｎｔ／ｔｒｓ／ＷＨＯ－ＴＲＳ－９０２ｐｄｆ）；并出版了：药
品质量保证 －指导原则及相关文件，第 ２卷，第二版，ＧＭＰ与检查
（２００７）［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Ａ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ｏｆ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Ｖｏｌ２．２ｎｄｕｐｄａｔｅｄｅｄ．Ｇｏｏ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

随着ＷＨＯ预认证程序中上述 ＷＨＯＧＭＰ条例的实施，提交的建议
修订版中考虑了新发展。上述指导原则的修订版将ＷＨＯＧＭＰ与国际标
准化组织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１（２），美国 （３）、日本 （４）、欧盟 （５）近期的
实施条例以及药品检查合作框架相结合。

— 关于分离技术和吹／灌／封的新章节已加入文件中。
— 最终灭菌产品的章节已修订，以及瓶子的封盖条例。

— 无菌制剂的生产章节已修订，以及洁净区和洁净空气设施的监

测条例。

这些新条例的实施可能需要逐步实施，尤其是关于洁净或无菌区的

封盖条例部分，目前在大部分工艺中并未施行。

基于以上原因，建议采用下文替换以前公布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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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无菌药物制剂的 ＧＭＰ

１　总则
２　质量控制
３　卫生
４　无菌制剂的生产
５　灭菌
６　最终灭菌
７　无菌工艺和过滤灭菌
８　隔离操作技术
９　吹／灌／封技术
１０　人员
１１　厂房
１２　设备
１３　无菌产品的最终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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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则

１１　无菌药品的生产必须在洁净区内进行，人员和 （或）

设备以及物料必须通过缓冲进入洁净区。洁净区应保持适当的洁

净度，洁净区的送风须经过具有规定过滤效率的过滤器过滤。

１２　原料配制、产品加工和灌装等不同操作必须在洁净区
内彼此分开的单独区域内进行。

生产工艺分为两类：

— 一类是最终灭菌工艺；

— 第二类是部分或全部工艺为无菌操作的工艺。

２　质量控制

２１　成品的无菌检验只能作为确保无菌一系列控制措施的
最后一项措施来看待。产品的无菌检查法应进行验证。

２２　应从批产品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样品作无菌检查，尤
其应从该批中污染风险最大的那部分产品中抽取样品，例如：

— 对无菌灌装产品而言，所取的样品必须包括最初灌装的产

品、最终灌装的产品以及灌装过程中发生较大偏差后的

产品。

— 对最终灭菌的产品而言，应考虑从可能的冷点处取样。

２３　最终无菌产品的成品无菌通过无菌工艺循环验证确认，
无菌工艺产品通过 “培养基模拟”或 “培养基灌装”确认。在无

菌工艺中，批工艺记录和环境质量记录应与无菌试验结果相结合

进行检查。无菌试验流程应用指定品种进行验证。药典方法应用

于无菌试验的验证和性能。在授权参数放行替代无菌试验的情况

下应特别注意整体生产工艺的验证和监控。

２４　对于注射用产品，注射用水、适当的中间体和最终产
品应监控内毒素，检测方法采用已建立的药典方法，并已用每种

产品完成验证。对于大体积输液剂，需要对水和中间体一直进行

监控，此外最终产品中批准使用的物料也应进行检测。当样品不

符合规定，应调查超标原因并采取必要措施。如药典中的替代方

法经过验证、证明和授权，也可以使用。

２５　快速微生物方法的使用替代传统微生物方法，为了更
早得到水、环境或生物负载等的微生物质量结果，如建议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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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性能经过适当验证并与药典方法进行过比较评估，也可被

认可。

３　卫生

３１　洁净区的卫生特别重要。应按照书面规程，对洁净区
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消毒。所采用的消毒剂的种类应多于一种。为

及时发现是否出现耐受性菌株及其蔓延情况，应定期进行环境监

测。不同清洁材料之间的交互影响应进行验证。适当的清洁验证

可确保检测出消毒剂残留，并通过清洁工艺去除。

３２　应监测消毒剂和清洁剂的微生物污染情况，稀释液应
存放在事先清洁过的容器内，存放期不得超过规定 （经灭菌的除

外）。Ａ级和Ｂ级区应使用无菌的消毒剂和清洁剂。
３３　消毒工艺应包括杀菌剂，由于很多普通的消毒剂对于

孢子无效。清洁的有效性和消毒工艺应进行验证。

３４　洁净区的熏蒸可能有助于降低死角的微生物污染。

４　无菌制剂的生产

４１　应按所需环境的特点确定无菌产品的洁净级别。每一
步生产操作都应达到适当的动态洁净度，以尽可能降低产品 （或

原料）被微粒或微生物所污染。

４２　用于测定空气、表面等微生物和颗粒洁净度的方法详
细信息未在指导原则中列出。

根据空气尘埃粒子浓度，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１（２）应用于划分洁净
区 （测定样品位置的数量，计算样品尺寸和所得数据的划分评

价）。表１也用于空气尘埃粒子监测的等级划分。
４３　无菌药品生产所需的洁净区可分为四个级别：
Ａ级：高风险操作区，如：灌装区及无菌连接操作区域。通

常用单向流操作台来维护该区域环境。单向流系统在其工作区域

必须均匀送风，风速为０３６～０５４ｍ／ｓ（指导值），规定的检测
位置为最终过滤器或空气分布系统下１５～３０ｃｍ。工作水平的速度
不应低于０３６ｍ／ｓ。单向流的均匀性和有效性应进行气流可视化
试验证明。

Ｂ级：指无菌配制和灌装Ａ级区所处的背景区域。
Ｃ级和Ｄ级：指生产无菌产品过程中或产品未直接暴露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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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活动 （即无菌连接器和封闭系统中操作的无菌连接区域）中

重要程度较低的清洁操作区。

在密闭的隔离操作器或手套箱内，可使用单向流或较低的

风速。

４４　为了达到Ｂ、Ｃ和Ｄ级区的要求，空气改变的次数应与
房间和设备大小以及房间内人员数相匹配。

４５　根据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３（６），高效颗粒空气过滤器 （ＨＥ
ＰＡ）应进行安装过滤器泄漏试验，推荐间隔为６个月，但最多不
超过１２个月。进行常规泄漏试验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过滤器培养
基、过滤器框架和过滤器密封条无泄漏。选择用于 ＨＥＰＡ泄漏试
验的悬浮颗粒不应维持微生物生长，并有足量数量和质量的颗粒

组成。过滤器生产商和现场操作中允许 ＨＥＰＡ过滤器补丁，根据
ＩＳＯ１８２２－４（７）推荐提供补丁尺寸和程序。
４６　洁净区和洁净空气设施的级别
４６１　洁净区和洁净空气设施的级别应按照 ＥＮＩＳＯ１４６４４

（２，６－９）划分级别。
４６１１　应将级别的划分与操作工艺环境的监测明确区分

开来。在表１中给出了各级别最大允许的空气尘埃粒子浓度。

表１　最大允许的空气尘埃粒子浓度

级别

等于或大于表中所列粒径的最大允许尘粒数／ｍ３

静态ａ 动态ｂ

０５μｍ ５０μｍ ０５μｍ ５０μｍ

Ａ ３５２０ ２０ ３５２０ ２０

Ｂ ３５２０ ２９ ３５２０００ ２９００

Ｃ ３５２０００ ２９００ ３５２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

Ｄ ３５２００００ ２９０００ 未规定 未规定

　　注：①ａ“静态”，是指设备安装已经完成并已运行，但没有操作人员

在场的状态。

②ｂ“动态”，是指生产设施按预定的工艺模式运行并有规定数量的操

作人员进行现场操作的状态。洁净区及其相连环境控制系统应设计以达到

“静态”和 “动态”标准。

４６２　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１（２）方法学规定了划分级别的方法，
它根据所考虑最大粒径相应的级别，规定了最少取样点的位置及

样本的大小，并规定了对所获数据的评估方法。对于Ａ级 （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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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态）和 Ｂ级 （静态）洁净区的分级，最小取样量是根据

ＩＳＯ５限度，颗粒数量≥０５μｍ（３５２０）。与 Ｂ级 （动态）、Ｃ级
（静态和动态）和Ｄ级 （静态）分类相似，最小取样量是根据级

别限度，颗粒数量≥０５μｍ见表１。
为了确定Ａ区的级别，每个采样点的采样量不得少于１ｍ３。

参考表１，Ａ级区空气尘埃粒子的级别为 ＩＳＯ４８，以≥０５μｍ的
尘粒为限度标准。Ｂ级区 （静态）的空气尘粒为ＩＳＯ５，同时包括
表中两种粒径的尘粒。对于Ｃ级区 （静态和动态）而言，空气尘

埃粒子的级别分别为ＩＳＯ７和ＩＳＯ８。对于 Ｄ级区 （静态）空气尘

埃粒子的级别为 ＩＳＯ８。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１（２）方法学规定了划分级
别的方法，它根据所考虑最大粒径相应的级别，规定了最少取样

点的位置及样本的大小，并规定了对所获数据的评估方法。取样

体积应根据 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１（２）条款 Ｂ４２进行测定。然而，对
于较低级别区 （Ｃ级动态和Ｄ级静态）每个位置的取样体积应不
少于２Ｌ，每个位置的取样时间应不少于１ｍｉｎ。每个房间应不少
于３个取样点。
４６３　在测定级别时，应使用采样管较短的便携式尘埃粒

子计数器，因为在远程采样系统长的采样管中，≥５０μｍ尘粒的
沉降速度相对比较高。在单向流系统中，应采用等动力学的取

样头。

４６４　可在常规操作、培养基模拟灌装过程中进行测试，
证明达到了 “动态”的级别，但培养基模拟试验要求在 “最差状

况”下进行动态测试。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２（８）提供了证明洁净度连
续达标的有关测试信息。

４７　洁净区和洁净空气设施级别的监测
４７１　应根据正式的风险分析确定的监控点位置，根据确

定洁净区／洁净空气设施级别所获得的结果，进行常规的动态
监控。

４７２　对于Ａ级区，在关键工艺 （包括设备的组装）的全

过程中，应当对尘粒进行联系监测，除非有理由证明工艺过程中

的污染物，如活有机体和放射性物质会损坏粒子计数器或带来危

害。在此情况下，应当在出现风险因素之前，在常规测试设备的

调试阶段就进行测试。在模拟运行阶段也应当进行监测。Ａ级区
的监测频率和采样量应能检出对环境的所有干扰、瞬间的时间和

任何系统的损坏，并在超过警戒限度时启动报警。在灌装时，由

于产品本身可以产生尘粒或细小的雾滴，证明≥５０μｍ的尘粒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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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达标可能并不现实，这是可以接受的。

４７３　建议在 Ｂ级区采用相似的监测系统，尽管采样频率
可以降低。尘埃粒子监测系统的重要性取决于Ａ级区和相邻Ｂ级
区之间隔离的有效性。Ｂ级区的监测频率和采样量应能检出所有
的干扰、瞬时事件和任何系统的损坏，并在超过警戒限度时进行

报警。

４７４　悬浮尘粒的监测系统可以由独立的尘埃计数器组成；
用一个例子计数器和汇流排相接，构成多点有程采样网；或用两

台设备连接成一个网络。所选的系统必须适合于需测试尘粒的粒

径。若应用遥控采样系统，应考虑到采样管的长度和管路中任何

弯管的半径与尘埃丢失的关系。监测系统的选择还应考虑到生产

操作所用物料带来的任何风险，例如物料中有活的有机体或放射

性药物质等。

４７５　自动化监测系统采集样量通常是所用系统采样速率
的函数。监控的采样量没有必要与洁净区和洁净区设施级别正式

确认时的空气采样量相同。

４７６　表１中静态条件下尘粒数应在操作完成后，人员撤离
条件下，经大约 １５～２０ｍｉｎ（指导值）的短期 “自净”或 “恢

复”期后达到。无论何时产品或打开的容器暴露在环境中，表１
中 “动态”Ａ级区中放置产品周围的微粒条件应能维持不变。
“自净”或 “回复”测试应证明在规定时间内，微粒浓度改变

１００倍 （ＩＳＯ１４６４４－３条款Ｂ１２）（６）。
４７７　为了证明在操作期间不同洁净区的洁净度控制，应

监控尘粒和微生物污染。除 “静态”和 “动态”分级外，应在

“动态”操作关键区域定期监控尘粒。取样计划不须与分级取样

一致。根据工艺评估和污染风险，应测定区域和样品尺寸。

４７８　应按照质量分先管理原则，对 Ｃ和 Ｄ级区的进行动
态监测。应根据所从事操作的性质来确定监控要求以及警戒／纠
偏措施限度，但应能达到建议的 “自净期”。

４７９　温度、相对湿度等其他指标取决于产品及操作的性
质，这些参数不应对规定的洁净度造成不良影响。

４７１０　表２列出了不同级别区域内生产操作示例 （也见章

节４１４～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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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级区内示例性生产操作

级别 最终灭菌产品的生产操作 （见４１４～４１７）

Ａ 高污染风险产品的灌装

Ｃ 高污染风险药液的配制；药液的灌装

Ｄ 灌装前原辅包装材料的准备、药液的配制

级别 无菌操作 （见４１８～４２２）

Ａ 无菌配制和灌装

Ｃ 过滤前药液的配制

Ｄ 清洁后原辅包装材料的处理

４８　为了控制动态洁净区Ａ～Ｄ的微生物洁净度，应监测洁
净区域。当实施无菌操作时，应经常对微生物进行动态监测，监

测方法有沉降碟法、定量空气采样法和表面取样法 （如：药签擦

拭法和接触碟法）等。动态取样需避免对洁净区造成不良影响。

在成品批档案审核，应同时考虑环境监测的结果，决定是否放

行。表面和操作人员的监测，应在关键操作完成后进行。除生产

操作之外，还需进行其他的微生物监控，例如在系统验证、清洁

和消毒等操作后。

４９　应建立微生物污染的检测水平，用于设定警戒和纠偏
措施和监测设备环境的洁净度趋势。限度表示为菌落形成单位

（ＣＦＵ），用于动态洁净区的微生物监测，见表３。取样方法和数
值也见表３，但不代表规定限度，仅作为参考信息。

表３　微生物污染限度参考标准ａ

级别
空气样

（ＣＦＵ／ｍ３）

沉降碟

（９０ｍｍ）

（ＣＦＵ／４小时）ｂ

接触碟

（５５ｍｍ）
（ＣＦＵ／碟）

５指手套
（ＣＦＵ／手套）

Ａ ＜１ ＜１ ＜１ ＜１

Ｂ １０ ５ ５ ５

Ｃ １００ ５０ ２５ －

Ｄ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 －

　　注：①ＣＦＵ菌落形成单位。

②ａ：各数值为平均值。

③ｂ：单个沉降碟的保留时间可以少于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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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１　应当对微粒和微生物监控制定适当的警戒和纠偏标
准。如果纠偏措施超过警戒水平或具有其趋势，应启动调查并采

取适当的纠偏措施，操作规程中应详细说明超标时应采取的纠偏

措施。

４９２　生产商应根据工艺操作的特点选择区域等级，如
４１３～４２１规定；而验证程序 （如无菌培养基灌装或其他类型

的工艺模拟）用于建立工艺持续时间和最大灌装持续时间。应根

据发现的微生物 （生物负荷）测定适当的工艺级别区域环境。

最终灭菌产品

４９３　原料和大多数产品的制备／配制至少应在 Ｄ级区进
行，以降低粒子或微生物污染的风险，并与过滤及灭菌操作的要

求相适应。微生物污染风险比较高时，如容易长菌的产品、配置

后要等相当长时间方可灭菌的产品或因故主要不在密闭容器内进

行配制操作的产品，配制必须在Ｃ级环境中进行。
４９４　最终灭菌产品的灌装应至少在Ｃ级区进行。
４９５　当环境对产品污染的风险比较大时，例如灌装速度

慢或容器是广口瓶或是需暴露数秒后方可压塞的产品，必须在 Ｃ
级区内局部Ａ级条件下灌封。软膏、霜剂、悬浊液以及乳剂一般
应在Ｃ级区配制和灌封，然后作为最终灭菌。
４９６　处于暴露状态而又不再作除菌过滤的软膏、霜剂、

悬浊液和乳剂，必须在Ｂ级区内局部Ａ级的条件下配制和灌装。

无菌配制

４９７　清洗后的物料应当至少在 Ｄ级区处理。除在配制后
需灭菌或除菌过滤的产品外，无菌原料、物料的处理应在 Ｂ级区
内局部Ａ级的条件下进行。
４９８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需无菌过滤的药液必须在 Ｃ级区

内配制 （除非使用密闭系统，此类情况下Ｄ级区也可）。
配置后不作除菌过滤的产品，药液的配制应在Ｂ级区内局部

Ａ级的条件下进行。
４９９　无菌制备产品的处理和灌装以及暴露的无菌设备的

处理，必须在Ｂ级区内局部Ａ级的条件下进行。
４９１０　部分密封的容器 （如冻干剂生产中所采用半压塞类

容器）有两种传递方式：在完全压塞之前必须在Ｂ级区内局部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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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条件下进行；或将其装入密封的传送车内在Ｂ级环境中传递。
４９１１　处于暴露状态而又不再作除菌过滤的软膏、霜剂、

悬浊液和乳剂，必须在Ｂ级区内局部Ａ级的条件下配制和灌装。

生产工艺

４９１２　生产加工的每个阶段 （包括灭菌前的各阶段）都必

须采取预防措施，以尽可能降低污染。

４９１３　活微生物类产品的配制或灌装不得在其他药品生产
的洁净区内进行。但是，如果生产商能证明或验证有效的控制和

净化活微生物，使用生产多产品的设备是合理的。但是，死的微

生物疫苗或经灭活的细菌浸剂，可以与其他无菌药品在同一生产

厂房内灌装。

如果使用生产多产品的设备生产包含活微生物的无菌制剂和

其他无菌制剂，生产商应证明和验证活微生物净化的有效性，以

及注意尽量降低污染。

４９１４　无菌生产工艺的验证应当包括培养基的模拟试验
（培养基灌装）。应根据产品的剂型、培养基的选择性、澄清度、

浓度和灭菌的适用性来选择培养基。

４９１５　应尽可能模拟常规的无菌生产工艺，并包括所有对
结果有影响的关键生产工序。此外，还应考虑正常生产中出现过

的活动可能导致的潜在微生物污染。

４９１６　培养基模拟试验的初始验证每班需要３个连续试验。
此模拟试验应在规定的时间间隔，以及加热、通风、空调

（ＨＶＡＣ）系统，设备，工艺及班次数有重要的变更后重复进行。
培养基模拟试验通常每班每一工艺每年进行２次。培养基模拟试
验应包括正常生产期间以及最坏情况下已知发生的活动和干扰。

培养基模拟试验应可代表每次换班和交接班，以确认任何与时间

相关和操作相关的特点。

４９１７　培养基灌装容器的数量应足以保证评价的有效性。
对批次量比较小的产品而言，培养基灌装的数量至少应等于产品

的批次量。培养基模拟试验应以不长菌为目标，并应遵循以下

规则：

当灌装数少于５０００单位时，不得检出污染物；
当灌装数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单位之间：
— 出现一个污染单位，应进行调查，包括考虑重新进行培养

基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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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两个污染单位，应进行调查后进行再验证。

当灌装数在１００００单位以上：
— 出现一个污染单位，应进行调查；

— 出现两个污染单位，应进行调查后进行再验证。

４９１８　任何批次量的生产，断续的出现微生物污染可能是
低水平污染的象征，应对此进行调查。明显是被的调查应包括对

上一次成功的培养液灌装以来所生产的所有批次无菌保证的潜在

影响。

４９１９　应特别注意，任何验证活动均不得危及生产的
安全。

４９２０　水源、水处理设施及水的化学和微生物污染状况应
定期监测，必要时还应监测细菌内毒素。应保存监测结果及所采

取纠偏措施的相关记录。

４９２１　当无菌操作正在进行时，应特别注意减少洁净区内
的各种活动。人员走动应有控制并应十分小心，以避免剧烈活动

散发过多的微粒和微生物。如有可能，人员应在 Ａ级洁净区之
外。由于所穿工作服具有不透气的特性，环境的温湿度不宜过

高，以降低从人员身上散发污染颗粒的风险。

４９２２　洁净区内应尽可能不存放易产生纤维的容器和
物料。

４９２３　最终清洗后物料、容器和设备的处理应能避免再次
污染。应正确确认物料、容器和设备所处工艺的阶段。

４９２４　应尽可能缩短物料、容器和设备的清洗、干燥和灭
菌的间隔时间以及灭菌至使用的时间间隔。应建立规定贮存条件

下的时限控制标准。

４９２５　应尽可能缩短药液从开始配制到灭菌 （或除菌过

滤）的间隔时间。应根据每种产品的组分及规定的贮存方法来确

定他们各自的时限控制标准。

４９２６　任何用于净化溶液或为制剂充气的气体应通过灭菌
过滤器。

４９２７　应监控灭菌前产品的微生物污染水平。应确立灭菌
前产品的微生物污染控制标准，此标准与所采用灭菌方法的有效

性有关。不管是无菌灌装的药品还是最终灭菌的药品，每批产品

的微生物污染水平均应测定。若最终灭菌采用了过度杀灭的参

数，可能只需要定期监测产品的微生物污染水平。对于实施参数

放行的系统，应测定每一批药品的微生物污染水平，并将它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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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控制的一项测试。必要时，还应监控内毒素。可能条件下，

应在尽可能接近灌装点的位置，用除菌过滤器将所有药液，尤其

是大容量注射剂进行除菌过滤。

４９２８　无菌操作所需的物料、容器、设备和任何其他物品
都应灭菌，并通过与墙密封的双门灭菌柜进入无菌操作区，或以

其他方式进入无菌操作区，但不得引入污染。非燃性气体应通过

除菌过滤器进入洁净区。

４９２９　任何新的工艺都须验证其有效性。应根据工艺及设
备的实际运行情况，定期进行再验证，确认已验证的状态，或在

工艺及设备有重要变更后，进行再验证。

５　灭菌

５１　如有可能，制剂在最终容器中的最终灭菌应采用热力
灭菌法。如由于处方的不稳定或包装类型的不兼容 （对制剂的监

管是必要的，如滴眼剂的塑料瓶），产品的最终灭菌不可能采用

热力灭菌法，可考虑采用替代方法过滤法和 （或）无菌工艺作为

最终的灭菌工艺。

５２　灭菌可采用湿法或干法加热灭菌，离子化辐射剂进行
辐射灭菌 （注意紫外照射通常不是可接受的灭菌方法），环氧乙

烷 （或其他适当的气体灭菌剂）灭菌，或通过过滤后采用无菌灌

装至最终的无菌容器中。每种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可能条件

下，应尽可能采用热力灭菌法。任何情况下，所采用的灭菌工艺

必须同时获得注册和安监这两个部门的认可。

５３　起始物料的微生物污染应最小化，且在灭菌前应监控
其微生物量。当需对微生物进行监测时，标准应包括对微生物量

的要求。

５４　所有的灭菌工艺都应验证。应特别注意那些在药典标
准或其他国家标准中没有收载的灭菌方法或者被灭菌产品不是一

种简单的水溶液或油溶液时所采用灭菌方法，如混悬胶溶液。

５５　任何灭菌工艺在投入使用前，都必须通过物理检测手
段和必要时得生物指示剂试验，来验证其对产品的适用性及灭菌

效果，即每种被灭菌品的所有部位都达到了设定的灭菌要求。应

对工艺的有效性定期进行再验证 （一年至少一次）。设备有重要

变更后，应进行再验证。应保存再验证的结果和记录。

５６　所有的被灭菌品均须按规定的要求处理，以获得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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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灭菌效果，灭菌程序的设计应确保灭菌完全。

５７　应将生物指示剂作为灭菌监控的补充手段。应按供货
商的要求保存和使用生物指示剂，并通过阳性对照试验来确认其

质量。使用生物指示剂时，应采取严格措施，防止由其所致的微

生物污染。

５８　应当有明确区分已灭菌产品和未灭菌产品的方法。每
一车 （盘或其他装载设备）产品或物料均应贴签，清晰地注明品

名、批号并注明是否已经灭菌。必要时，可用湿热灭菌指示带来

指示一批 （或一个亚批）是否已灭过菌，但事实上，灭菌指示剂

并不能确保该批的无菌特性。

５９　应通过验证确立所有灭菌程序的装载方式。
５１０　每一个灭菌批次都应有灭菌记录。应把灭菌记录作为

该批产品放行与否的一个依据。

６　最终灭菌

热力灭菌

６１　每次热力灭菌均应用适当大小的记录纸记录灭菌过程
的时间／温度曲线。也可用具有适当精确度和准确度的其他设备
记录。应通过验证确定监控和 （或）记录灭菌温度探头的位置。

可能条件下，在验证过程中，应在同一部位安放另一支独立的测

温探头作对照。在每次灭菌过程中都应具有灭菌记录，且应被批

准作为批记录的一部分。也可使用化学或生物指示剂，但它们不

得替代物理测试。

６２　应留有足够时间保证所有被灭菌品都达到设定的灭菌
温度后，才开始计算灭菌时间。每种装载方式所需升温时间均需

测定。

６３　在灭菌高温阶段后，应有措施防止冷却过程中已灭菌
品遭受污染。任何与产品向接触的冷却用液体或气体都应当经过

灭菌处理，除非能证明，否则任何渗漏的容器不可能被批准投放

市场。

湿热灭菌

６４　湿热灭菌程序监控的参数应包括灭菌温度和压力。程
序控制仪表通常应独立于监控及记录仪表。如采用自控和监测系

统，该系统应经过验证，以确保符合关键工艺的要求。该系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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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记录系统本身以及工艺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故障，操作人员应监

控这类故障的发生。应定期将独立的温度显示器的读数与灭菌过

程中记录获得的图谱对照。对腔室底部装有排水口的灭菌柜而

言，可能需要测定并记录该点在灭菌全过程中的温度数据。如灭

菌程序中包括抽真空操作，则应经常对腔室作检漏试验。

６５　被灭菌品如果不是密封容器中的产品，则应用合适的
材料将其适当包扎，所用材料及包扎方式应有利于空气排放、蒸

汽穿透并在灭菌后能防止污染。在规定的温度和时间内，被灭菌

物品所有部位均应与灭菌剂充分接触。

６６　应注意，灭菌用蒸汽应达到适当的质量标准 ［对冷凝

蒸汽进行化学、微生物和内毒素分析以及对蒸汽进行物理检测

（如干燥、过热和非冷凝气体）］。蒸汽中含添加剂的量不应给产

品或设备造成污染。用于灭菌的蒸汽应定期检测。

干热灭菌

６７　干热灭菌适用于非水液体或干粉制剂。
６７１　干热灭菌时灭菌柜腔室内的空气应循环并保持正压，

防止非无菌空气进入。进入腔室的空气应经过高效过滤器过滤。

当干热灭菌用于去除热原时，验证应包括内毒素试验。

辐射灭菌

６８　辐射灭菌主要用于热稳定性差的材料和产品的灭菌。
许多药品和某些包装材料对辐射敏感，因此，只有经试验证明本

法对产品质量没有不良影响时方可采用。紫外光照射通常并不是

一种可行的灭菌方法。

６９　如果辐射灭菌由外部承包商完成，生产者应负责确认
符合章节６８的要求以及灭菌过程经过验证。
６１０　辐射灭菌过程中，应采用剂量指示剂测定辐射剂量。

这种剂量指示剂能指示产品本身所吸收的剂量，它不受辐射源辐

射速率的影响。为确保辐射灭菌器中始终有剂量指示剂，被灭菌

物品中应安放足够数量的剂量指示剂，其安放间隔不宜过大。塑

料剂量指示剂应在其校正的有效期内使用。辐射灭菌后，应尽快

从剂量指示剂读取数据。辐射敏感颜色指示盘应置于产品外包装

以区别已经过辐射和未进行辐射的产品；该标识并不表示成功灭

菌。所有信息应作为批记录的一部分。

６１１　验证方案应包括对包装密度变化所致影响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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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物料处理规程应能防止已辐射品与未辐射品的混淆。
为区分已辐射品和未辐射品，在每个包装上均应有辐射指示片。

６１３　应在规定时间内达到总的辐射剂量标准。

气体和熏蒸灭菌

６１４　气体和熏蒸灭菌仅用于没有其他适当灭菌方法的
制剂。

６１５　不同的气体和熏蒸剂可用于灭菌 （如环氧乙烷和过氧

化氢蒸汽）。环氧乙烷仅用于没有其他灭菌方法的情况下。灭菌

程序验证应能证明其他对产品不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并证明不同

产品或原料所设定的排气条件和时间能够确保所有残留气体及反

应产物降低至设定的合格限度。这些限度应与标准相结合。

６１６　气体与微生物细胞直接接触是至关重要的，应采取预
防措施，以避免微生物被包藏在晶体内或干燥的蛋白质内。包装

材料的性质和数量对灭菌效果有明显的影响。

６１７　在通气前，物料应达到灭菌工艺所要求的温湿度平衡
条件。同时，应尽可能缩短灭菌前的等待时间。

６１８　每次灭菌时，应将适当的、一定数量的生物指示剂安
放在被灭菌品的不同部位，用以监控灭菌过程，所获得的监控结

果应归入相应的批记录。

６１９　生物指示剂应按照生产说明书储存和使用，其性能应
用阳性控制试验进行确认。

６２０　每次灭菌记录的内容应包括：完成整个灭菌过程的时
间、灭菌过程中腔室的压力、温度和湿度、气体的浓度及总消耗

量。应用仪表记录整个灭菌过程的压力和温度，灭菌曲线应归入

相应的批记录。

６２１　灭菌后的物品应存放在受控的通风环境中，以便将气
体残留及反应产物降低至规定的限度以内。此工艺过程应进行

验证。

７　无菌工艺和过滤灭菌

７１　无菌工艺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组成制剂的各成分的无菌，
每个组分都应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灭菌 （见第５节和第６节）。
７２　操作条件应避免微生物污染。
７３　在无菌工艺中，为了保持各组分和制剂的无菌，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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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下方面：

— 环境；

— 人员；

— 关键区域；

— 容器／无菌灌装和传输工艺；
— 在灌装至最终容器前的最长持有时间；以及；

— 无菌过滤器。

７４　药品不能在最终容器中灭菌，可用孔径为０２２μｍ（或
更小）的除菌过滤器 （或除菌效果更好的材料）将药液滤入预先

灭菌的容器内。这类滤器能滤除大多数细菌和霉菌，但不能将病

毒或支原体类全部滤除。应考虑采用某种程度的热处理方法来弥

补除菌过滤的不足。就可最终灭菌的产品而言，仅采用除菌过滤

是不充分的。现行的灭菌法中，蒸汽灭菌应是首选的灭菌法。

７５　与其他灭菌方法相比，除菌过滤的风险最大，因此，
建议在靠近罐装点位置安装第二个已灭菌的除菌过滤器再过滤一

次。最终除菌过滤应尽可能接近罐装点。

７６　过滤器的材质应尽可能不脱落纤维。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应使用含有石棉的过滤器。

７７　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对除菌过滤器在使用前的完好性进
行检查，并在使用后立即确认其完好性。常用的方法有：起泡点

试验、扩散流试验或压力保持试验。验证中，应测定过滤已知体

积药液所需的时间及过滤器二侧的压差。在常规生产中，任何明

显偏离上述数据的情况均应记录并调查原因。调查结果应归入批

记录。关键气体过滤器和呼吸过滤器的完好性，应在使用后检

查，其他过滤器的完好性也应定期检查。工艺中如包括剧烈的条

件，例如高温空气的循环，应考虑增加过滤器的完整性监控。

７８　同一只过滤器的使用不得超过一个工作日，除非经过
验证。

７９　过滤器不得吸附药液的组分或向药液中释放其他物质，
影响产品质量。

８　隔离操作技术

８１　采用隔离操作技术能最大限度降低操作人员的影响，
并大大降低无菌生产中环境对产品微生物污染的风险。隔离操作

器和传递装置的设计有很多形式。隔离操作器及其所处环境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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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应能保证相应区域空气的质量达到设定标准。隔离操作器所

采用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易被穿刺或易产生渗漏。传输装置可设

计成单门的、双门的，甚至可以是同灭菌设备相连的全密封

系统。

８２　将物品放入隔离操作器或从中取出最容易产生污染。
尽管人们认为这类隔离操作器的工作区不一定要有单向流，然

而，高污染风险操作一般在隔离器中完成。

８３　隔离操作器所处环境的级别取决于他们的设计及其应
用。无菌操作的隔离操作器所处环境的级别至少应为Ｄ级。
８４　隔离操作器只有经过适当的验证后方可投入使用。验

证时应当考虑到隔离技术的所有关键性因素，例如，隔离系统内

部和外部 （所处环境）的空气质量，隔离操作器的消毒、传递操

作以及隔离系统的完好性。

８５　隔离操作器和隔离用袖管／手套系统应进行常规监测，
这包括经常进行必要的检漏试验。

９　吹／灌／封技术

９１　吹气／灌装／密封系统 （简称吹／灌／封）是一套专用机
械设备，连续操作，从一个热塑性颗粒吹制成容器至灌装和密

封，整个过程由一台全自动机器完成。用于无菌生产的吹／灌／封
设备本身装有Ａ级空气风淋装置，在操作人员按Ａ／Ｂ级区要求着
装的条件下，该设备可以安装在洁净度至少为Ｃ级的环境中。在
静态条件下，此环境微粒和微生物均应达到标准，在动态条件

下，此环境的微生物应达到标准。用于生产最终灭菌产品的吹／
灌／封设备至少应安装在Ｄ级环境中。
９２　因此此项技术有其特殊性，应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
— 设备设计及设备的验证；

— 在线清洗和在线灭菌的验证及结果的重现性；

— 设备所处的洁净区环境；

— 操作人员的培训和着装；

— 设备关键区域内的操作，包括灌装开始前设备的无菌

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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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人员

１０１　无菌操作人员洁净区的人数应严格控制，这点极为重
要。可能条件下，检查和监督应在洁净区外进行。

１０２　凡在洁净区工作的人员 （包括清洁工和设备维修工）

都必须定期给予操作方面的纪律教育，以使无菌产品的操作符合

要求，培训的内容应包括卫生和微生物方面的基础知识。没有受

过这类培训的外部人员 （如按合同施工的建筑工人或维修人员）

需进入洁净区时，应对他们进行特别详细的指导和监督。

１０３　从事动物组织加工处理的人员或者从事与现生产无关
的微生物培养的工作人员不应进入无菌产品生产区，除非他们严

格遵循进入上述操作区相关的标准操作规程。

１０４　高标准的个人卫生要求及清洁是至关重要的。应当教
育从事无菌药品生产的员工，使他们及时报告可能会造成污染的

程度或污染的类型发生变化的异常情况；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对那些可能导致微生物污染风险增大的员工，应由指定的称职人

员负责采取适当的措施。

１０５　更衣和洗手必须遵循相应的书面规程，以尽可能减少
这类活动对洁净区的污染。工作服及其质量应与生产操作的要求

及操作区的洁净级别相适应，其穿着方式应能保护产品免遭

污染。

１０６　人员的便服不得带进通向Ｂ及 Ｃ级区的更衣室。对于
在Ａ／Ｂ级区工作的每一位员工来说，每次操作都须更换一次清洁
的无菌 （经灭菌或充分消毒）防护服，或一天至少更换一次 （但

必须由监测结果证明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操作期间应经常消毒

手套，每工作一个阶段即应更换口罩和手套。

１０７　在洁净区内不得戴手表和首饰，不得涂抹化妆品。
１０８　各洁净区的着装要求说明如下：
Ｄ级区：应将头发、胡须等相关部位遮盖。应穿普通的工作

服和合适的鞋子或鞋套。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洁净区外的污

染引入本区。

Ｃ级区：必须将头发、胡须等相关部位遮盖。应穿手腕处可
收紧的连体服或衣裤分开的工作服，并着适当的鞋或鞋套。这类

服装应不脱落纤维或微粒。

Ａ和Ｂ级区：应当用头罩将所有头发以及胡须等相关部位全

·８０２·



部遮盖住，头罩应塞进衣领内，应戴口罩以防散发液滴。应佩戴

经灭菌且未上滑石粉的橡胶或塑料手套，穿经灭菌或消毒的脚

套，裤腿部分应当置于脚套内，袖口应置于手套内，着装应不脱

落纤维或微粒，并能滞留身体散发的微粒。

１０９　洁净区所用工作服的清洗和处理应确保不沾带污染
物，并由此导致洁净区的污染。工作服的清洗和处理应遵循书面

规程，这类工作服最好设置单独的洗衣间。工作服处理不当会损

坏纤维并由此增加散发微粒的风险。清洗和灭菌操作应遵循标准

操作规范。

１１　厂房

１１１　所有厂房应尽可能设计的避免监督或控制人员不必要
的进入。Ａ级和Ｂ级区应设计的从外部可以观察到所有操作。
１１２　为了尽可能减少微粒或微生物的散发或积聚、便于清

洁剂和消毒剂的重复使用，洁净区内所有外漏表面都必须光滑平

整、无渗漏性或有裂缝。

１１３　为了减少尘埃的积聚并便于清洁，洁净区内不应有难
清洁的部位，货架、柜子、设备及门应尽可能便于清洁，不得使

用移门。平推门应朝高压区开门，以便自己闭合。出口和环境地

点、健康和安全防范需求可允许例外。

１１４　吊顶应作密封处理，防止来自于上方的污染。
１１５　管道、风管以及其他设施的安装应便于清洁，应避免

不能密封的敞口和难以情节的表面。应使用清洁的管道和设备，

应避免使用螺纹管。

１１６　无菌生产的Ａ和Ｂ级区内禁止设置水池和地漏。在其
他洁净区内，机器设备或水池与地漏不应直接相连。安装有水池

和滴漏的地方，应设计、定置和维护以尽量减少微生物污染的风

险。应安装有效、便于清洁的捕集装置和空气阻隔装置，防止倒

流。所有的地面沟槽都应打开并便于清洁，在与外部地漏相连的

地方，应有设置以避免微生物污染。

１１７　更衣室应设计成缓冲室并使更衣的不同阶段分开，以
尽可能降低工作服遭受微生物和微粒污染的风险。更衣室应有足

够的换气次数。更衣室后段静态的级别应与其相应洁净区的级别

相同。必要时，最好将进入和离开洁净区的更衣室分开设置。一

般情况下，洗手设施只能安装在更衣室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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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缓冲间或走廊和更衣室之间的级别变化不应超过一个级

别，即Ｄ级走廊可以连接 Ｃ级缓冲间，缓冲间可连接 Ｂ级更衣
室，更衣室可连接Ｂ级洁净区。更衣室应配有镜子，以便于人员
在离开更衣室前确认正确的穿戴服装。

１１８　缓冲室的两扇门不应同时打开。应采用连锁系统或光
学或 （和）声学的报警系统来防止两扇门同时打开的情况发生。

１１９　洁净区过滤空气的送风应能确保在任何运行状态下对
周围低级别区保持正压及气流方向，并有足够的自净能力。相邻

洁净区房间之间的压差应为１０～１５帕斯卡 （指导值）。特别要注

意对高风险区域的保护，即重点保护产品以及经过清洁并与产品

相接触物料直接暴露的工艺环境。当因故涉及某些致病性、剧毒

性、放射性或者活性病毒或细菌性物料或产品时，系统的送风和

压差须作适当调整。有些生产操作，其设备及该区的排风可能有

必要作去污染处理。

１１１０　应证明各种气流方式无导致污染的风险，例如，应
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气流不会将操作或设备以及操作人员散发的

粒子吹向洁净要求高的区域。

１１１１　应设送风设备故障报警系统。压差十分重要的毗邻
级别区之间应安装压差表。压差数据应定期记录或列入记录

文件。

１１１２　应该考虑限制不必要的接近关键的灌装区域，例如，
通过设置一个物理屏障限制接近级别Ａ的灌装区域。

１２　设备

１２１　除传送带本身能连续灭菌 （如隧道式灭菌器）以外，

传送带不得穿越Ａ或Ｂ级区与低级别的隔离墙。
１２２　在任何情况下如有可能，应选择用于生产无菌产品的

设备，以便于有效的采用蒸汽或干热或其他方法灭菌。

１２３　如有可能，生产设备及辅助装置的设计和安装方式，
应便于在洁净区外操作、保养和维修。如需灭菌，应尽可能在完

全装配后进行。如需灭菌，应尽可能在完全装配后进行。

１２４　在洁净区内进行设备维修时，如所规定的洁净度和
（或）无菌状态遭到破坏，应对该区域进行必要的清洁、消毒和

（或）灭菌 （可能时）后，方可重新开始生产操作。

１２５　所有设备如灭菌柜、空气处理及过滤系统、呼吸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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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和气体过滤器、水的处理、生产、贮存和配送系统等，都必须

验证并定期维修保养；维修保养后，经批准方可投入使用。

１２６　水处理设施及其分配系统的设计、安装和维护应能确
保供水达到适当的质量标准。水系统的运行不应超越其设计能

力。注射用水的生产、贮存和分配方式应能防止微生物的生长，

例如，在７０℃以上或４℃以下保持循环。

１３　无菌产品的最终处理

１３１　应采用经验证的适当方法完成产品的密封。熔封的产
品 （如玻璃或塑料安瓿瓶的形式）应作１００％的检漏试验。其他
密封形式的完好性应根据适当的规程抽样检查。

１３２　在已压塞小瓶的铝盖完成轧盖以前，无菌罐装小瓶的
密封系统是不完整的，因此，应当在压塞后尽快轧盖。

１３３　由于轧盖设备能产生大量的非活性微粒，此类设备应
当放置在单独的场所并配置适当的抽风机。

１３４　小瓶的轧盖可以采用经灭菌的盖以无菌操作形式完
成，也可在无菌区外以洁净的方式完成，在后一种情况下，小瓶

应在Ａ级环境下保护下，直至离开无菌操作区，且此后已压塞的
小瓶应有单向流保护直至完成轧盖。

１３５　缺塞或压塞出现移位的小瓶在轧盖前即做报废处理。
当轧盖操作台需要人员干预时，应有适当措施，防止直接接触小

瓶，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微生物污染的风险。

１３６　半隔离操作系统和隔离操作器可能有利于实现所需的
条件和降低对轧盖操作的人为干扰。

１３７　在抽真空状态下密封的容器，应在预先确定的适当时
间后，检查其真空度保持水平。

１３８　非经肠道用药品的容器在罐装后，应逐一对其外部污
染或其他缺陷进行检查。如采用灯检法，应在照度和背景均受控

条件下进行灯检。应定期检查灯检人员的视力 （佩戴眼镜或隐形

眼镜的员工，可戴镜检查），并允许在检查过程中定期休息。如

果采用其他检查方法，该方法应经过验证并定期检查设备的性

能。结果应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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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分销是药品的全部供应链管理中重要的一项活动，相关人员

和实体都要对药品的处置、储存和分销负责。但是，在某些情况

下，个人或实体只涉及并负责分销过程的某些环节。本指导原则

的目的是保证分销过程的所有环节中药品的质量和特性。本指导

原则的内容涵盖了采购、购买、储存、分销、运输、分装、重新

贴签、文件和记录等环节，但不仅限于这些环节。

通常由不同的公司、机构和人员从事药品的储存、贸易和分

销工作，为协助相关机构和人员在药品供应链的不同分销环节都

能履行其职责，并避免通过分销链在市场中引入假药，本文件设

定了相关程序。药品分销工作的参与者在从事其相应的岗位时，

应考虑相关章节的内容和要求。

与药品生产一样，从事分销活动也会有混药、掺伪、污染和

交叉污染等风险，其本质是相同的。当分销过程中发生分装、重

新贴签等生产活动时，应当在上述生产环节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 （ＧＭＰ）的原则。
假药确实威胁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因此，在分销过程中必须

保护药品供应链的安全，防止假药通过供应链渗透进入市场。药

品分销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就为假药、非法进口的药品、盗窃的药

物以及劣药进入供应链提供了可乘之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

展中国家都面临上述问题。上述非法药物侵入供应链的途径越来

越复杂，导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兴盛的二手药品和灰色市场。

未经授权的实体进入药品分销和销售环节的情况特别令人忧虑。

只有供应链的有关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成功打击假药，因此，在药

品市场中开展活动的所有各方都应在协作行动中发挥积极的

作用。

不同的国家，有时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也采用不同的药品分销

模式，比如国营和私营模式。从药品的生产企业到药品发放人员

或直接向患者 （或其代理人员）提供药物的人员，本指导原则适

用于药品分销环节中的涉及的所有人员和批发商，也适用于包括

从药品的贸易、分销、药品生产企业、成品生产企业、批发商、

代理商、供应商、分销商、物流供应商、贸易商、运输公司和运

输代理机构及其雇员，政府、管理机构、国际采购组织、援助机

构、认证机构以及药品贸易和分销各环节所涉及的卫生健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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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应该考虑实施指导方针的相关要求。同时，这些指导原则

也可以作为预防假药分销的工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可根据

各国情况，对这些一般原则进行修订以适合各国或地区的现状。

也可在特定的区域或国家，根据各自的需求和情况，建立相应的

区域性或国家指导原则。

为保持药品的原有质量，参与药品分销链条的各方都必须符

合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药品分销中的各项活动均应符合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药品储存质量管理规范 （ＧＳＰ）和药品
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ＧＤＰ）的要求。这些指导原则没有涉及
“ＷＨＯ关于药品储存质量管理规范指南”（１）中药品储存标准的
所有方面。在ＷＨＯ药房质量管理规范 （ＧＰＰ）指南 （２）中，着
重论述了向患者发药的环节。应用上述指导原则时应结合 ＷＨＯ
的相关指导原则 （３～６）。

２　文件适用范围

本文件阐述了药品分销的指导原则。根据各国或地区的药品

法规的规定，本指导原则可适用于人用药品和兽药的管理。本指

导原则适用于处方药、非处方药、生物制品和疫苗。尽管本文件

的药品定义中不包括医疗器械，但本文件的主要原则也可适用于

相关的医疗器械。

本文未特别涉及散装成品的 ＧＭＰ、标签或包装材料的分销，
因为这些方面的内容包含在其他指导原则中 （３）。

本文件不涉及起始物料 ［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和辅料的分
销原则。起始物料的分销原则参见 ＷＨＯ关于药物起始物料贸易
和分销质量管理规范的指南 （７）］。

３　术语

下面给出的定义适用于本指导原则。尽管努力尽可能地采用

标准的定义，一些术语在其他文件中可能有不同的含义。

协议

对当事人有约束力的合法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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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

一项独立和客观的活动，通过采用系统的、有原则的方法来

评价和提高风险管理、控制和管理程序的效力，帮助一个组织完

成其管理目标，以此来提升价值并改进组织运行的能力。

批

经过一次或一系列工艺过程处理的，预期具有均一性质的一

定数量的药品。

批号

在标签、批记录和检验报告书上用于识别 “批”的一组特征

性的数字或字母与数字的组合。

托销药品

根据特定的要求或订单，一次供给的药品数量。可以将一个

或多个包装或集装箱，或者多个批次的药品作为一次托销的

药品。

包装材料

药品包装中用到的材料，包括内包装、外包装和运输包装材

料。内包装是指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外包装是指不直接接

触药品的包装材料。

污染

在药品的起始物料、中间体或成品的处理、生产、取样、包

装或分装、储存或运输中，引入不受欢迎的化学杂质、微生物或

外来物质等杂质的事件。

合同

以一定的价格供应货物或完成工作的商业契约。

假药

假药是指故意并有欺诈企图地对物料的特性和来源进行虚假

标识的产品。假药不仅指对原研或仿制药品的不法复制，还包括

那些含有正确 （错误）或者没有活性 （或没有足够活性）成分的

产品或虚假包装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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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污染

起始物料、半成品或成品与其他的起始物料或生产、储存和

运输中的产品之间的污染。

分销

药品的采购、购买、持有、储存、销售、进口、出口和转

运，但不包括直接将药品发放给患者或其代理人。

有效期

药品单个容器上 （通常在标签上）给定的最晚使用日期，是

指在正确的储存条件下，药品质量符合药品标准的最终日期。通

过货架期与生产日期的加合，可确定每一批产品的有效期。

先到期／先出 （ＦＥＦＯ）
分销过程中的一种原则，即确保最早到期的库存产品要先于

晚到期的同类库存品被配送和 （或）使用。

货运代理

以任何结算及转运方式向其他任何人或托销代理直接或间接

提供服务的人或实体。

药品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ＧＤＰ）
ＧＤＰ是质量保证体系的一部分，通过对整个分销过程中的众

多活动进行足够的控制来保证药品的质量。也是使分销系统免受

假药、未经批准的药品、非法进口药品、盗窃的药品、劣药和

（或）贴错标签的药品干扰的工具。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ＧＭＰ是质量保证体系的一部分，保证药品能够稳定持续地生

产并按照用途项下的质量标准和上市许可的要求获得良好质量

控制。

药品储存质量管理规范 （ＧＳＰ）
ＧＳＰ是质量保证体系中的一部分，通过对整个储存过程的充

分控制来保证药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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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贸易和分销质量管理规范 （ＧＴＤＰ）
ＧＴＤＰ是质量保证体系中的一部分，通过对发生在整个贸易

和分销过程中的众多活动进行充分的控制来保证药品的质量。

进口

就是把任何货物带入关税区内的行为 （免税区除外的国家或

地区）。

中间产品

经过部分加工的产品，需进一步的加工才能成为散装成品。

贴标签

通过标识药品的名称、活性成分、剂型和装量、批号、有效

期、特殊储存条件或使用注意事项、使用说明、警告和注意事

项、药品生产企业和 （或）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等信息对一种产

品进行确定的方法。

生产

物料和产品的购买、生产、包装、贴标签、质量控制、放

行、药品的储存和分销及相关控制等环节的所有活动。

上市许可

对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质量进行审评后，为了使该药品

能够上市或自由分销，由药品主管部门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

件。该文件必须特别注明药品的名称、药物剂型、单元剂量中包

括辅料在内的定量处方 （如有 ＩＮＮ或国家通用名称，应采用）、
货架期和储存条件、包装特点。该文件声明了对该产品进行上市

许可的依据 （比如 “该药品必须符合申请人提交的文件中的所有

规定，并符合批准后变更的质量标准”）。上市许可文件还包含了

面向健康服务专业人员和公众的经过批准的信息、销售分类、许

可证持有者的名称和地址、许可证的有效期。

当一个药品获得上市许可后，就被收载在获得许可的药品目

录 （注册登记表），这一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注册”或 “已

经注册”。有时上市许可也被称作 “执照”或 “产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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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谱系

能够追踪药品在整个供应链中产品的所有权和交易情况的完

整记录。

药品

以成品剂型的形式供人或食用动物使用并受出口国和进口国

药品法规控制，用于治疗或预防的人用或兽用产品，药品包括处

方药、不需处方就可以向患者售卖的非处方药、生物制品和疫

苗。但是，药品不包括医疗器械。

产品召回

就是由于产品存在缺陷、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或投诉、产品是

假药或疑似假药，将药品从分销链中撤回或消除的过程。召回可

由药品生产企业、进口商、批发商、分销商或负有责任的代理商

启动。

质量保证

一个涵盖了所有影响产品质量的单独或共同因素的宽泛概

念，是为保证药品的质量符合其使用要求采取的所有措施的

总称。

质量体系

一种用于确保一种产品 （或服务）满足给定的质量要求的适

当的基础架构，包括组织结构、程序、过程和资源以及必需的系

统性行动。

隔离

当药品等待被放行、拒收或返工的处理决定时，采用物理的

或其他有效的方式进行隔离的状态。

抽样

为了对托销的药品进行接收或批放行等特定的目的，根据适

当的统计学程序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药品的操作。

货架期

在正确的储存条件下，预期药品将符合经多批产品稳定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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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制定的质量标准的时间，可通过货架期确定每一批产品的有

效期。

标准操作规范 （ＳＯＰ）
一种经过授权的指导操作的书面程序，不仅适用于特定的产

品，而且具有更广泛的指导性 （如设备的操作、维护和清洁、验

证、设施的清洁和环境的控制、抽样和检查）。

储存

药品在使用前的保存。

供应商

从事提供产品和 （或）服务的相关活动的人员或实体。

运输

药品通过一定的路线或途径到达目的地期间被搬运、转移或

运送的过程。

交通工具

指卡车、客货两用车、公共汽车、小型公共汽车、轿车、拖

车、飞机、火车、船只或其他可以运输药品的工具。

４　一般原则

４１　从药品生产场地到负责为患者或其代理人发放药品的
实体的整个药品分销链条中，涉及的所有各方都有责任保证药品

在分销过程中的质量和完整性。

４２　ＧＤＰ的原则应当在为药品分销制定的国家法规和指导
原则中得到体现，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时，可以作为制定的最

低标准。

４３　ＧＤＰ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分销链中，从生产企业到为患
者发药的实体的流向中的药品，也适用于由于药品召回事件等，

在分销链中逆向流动的药品。

４４　对于捐赠的药品，ＧＤＰ的原则也应同样适用。
４５　在药品的可追踪性及安全风险识别等方面，参与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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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所有实体均应认真遵守ＧＤＰ的原则。
４６　政府、海关、执法机构、管理机构、生产企业、分销

商以及为患者发放药物的负责机构等所有参与药品分销的有关各

方都应当积极协作，保证药品的质量和安全，防止假药流向

患者。

５　药品分销的管理

５１　国家应制定法规对药品分销中涉及的人员和实体的行
为进行规范。

５２　分销商或其所属的机构应当是按照有关法律授权具有
从事药品分销资质的实体。分销商或其所属的机构应当对药品分

销中的行为负责。

５３　只有获得授权并持有证照的人员或实体方可从事药品
的进出口事宜。

５４　分销商或其代理只能分销哪些获得所在国家或地区上
市许可 （或批准）的药品，即允许在所在国家或地区使用的

药品。

５５　药品分销执照的持有者，只应从拥有合法身份向分销
商销售或发放药品的人员或实体获得药品。

５６　分销商及其代理应只能向获得授权可以接收药品或作
为分销商直接向患者或其代理人直接销售或发放药品的人员或实

体提供药品。

５７　必要并经过授权后，可以将某些责任和义务委托或外
包转移给适当的人员或实体承担。这些责任和义务只能委托或外

包给获得国家法律授权的实体，并以书面协议的形式规定相关的

责任和义务。不得与ＧＤＰ的相关规定有差异或未经说明的重叠。
应当以协议或合同的文件形式记录委托和外包行为。应按照 ＧＤＰ
的要求定期对上述行为进行定期的审计。

５８　如果一个分销商或其代理将一项工作分包给另一个实
体，接受分包任务的人或实体必须有从事分包工作的资质和授

权，并与分销商执行同样的标准。

５９　只能向注册并获得授权的邮购药房或其他获得授权的
实体通过互联网销售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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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组织和管理

６１　每个实体应具有良好的组织机构并附有组织结构图。
应明确所有工作人员的职责、权利和相互关系。

６２　应明确规定岗位职责和义务并使相关人员能够理解，
用书面的岗位职责文件规定相关的职责和义务。按照当地法律的

规定，应特别重视对相关活动的监督。应对每一级的供应链和雇

员进行全员告知并对其职责和义务进行培训。

６３　应指定机构内的一名工作人员，授权该人员负责保证
该机构质量体系的实施和维护。

６４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有相应的权利和资源，以便
他们能够履行其职责，建立并维护质量管理体系，以及确认并纠

正偏离质量体系的行为 （见第８节）。
６５　赋予任何个人的职责不能太大，以免给产品质量带来

风险。

６６　职位的安排方面要确保管理部门和人员不受商业、政
治、金融和其他方面的压力或有可能给服务质量或药品的完整性

带来不利因素的利益冲突的影响。

６７　应建立员工和财产安全、环境保护、产品完整性等与
安全相关的程序。

７　人员

７１　所有分销活动中涉及的人员都要按照 ＧＤＰ规范的要求
进行培训并满足相关的规定要求。应按照书面 ＳＯＰ进行培训。应
按照书面的培训计划对相关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继续

培训，并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培训的内容应包括产品的安全

性、产品的鉴别、如何检测假药以及避免假药进入供应链等。应

保存包括培训人员名单和培训项目在内的完整培训档案。

７２　从事药品分销的关键人员应有能力和经验承担他们的
责任，保证药品的正确分销。

７３　为了确保分销过程中的产品质量，药品分销各个阶段
都要配备足够数量的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员。

７４　人员的资质和经历应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
７５　处理危险药品 ［如：高活性物质、放射性物质、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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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其他有害物质，对环境敏感和 （或）容易造成危险的药品，

也包括引起滥用、火灾和爆炸等特别危险的药品］的员工应接受

专门的培训。

７６　药品分销所涉及的人员在从事相关活动时应穿戴防护
服。必要时，应为处理含有高活性、毒性、有传染性或致敏物产

品的员工提供特殊的防护服。

７７　应为从事相关活动的员工，建立适当的人员卫生程序
并对其执行情况进行考察。该程序应包括员工的健康、卫生和

服装。

７８　应对包括合同工、临时聘用人员和其他接触药品的人
员在内的职员制定雇用程序和条件，并进行设计和管理，使其有

助于最大限度减少未授权人员和实体获得药品的风险。

７９　应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和惩戒措施，预防并强调药品
分销中的违规行为：怀疑或涉嫌侵占、盗窃、转移或伪造药品。

８　质量体系

８１　在一个机构内部，质量保证就是一种管理工具。应当
有阐述分销商总体目标和质量要求，被管理层证实发布并授权的

质量方针。

８２　质量管理体系应包括适当的组织结构、程序、过程和
资源、必要的系统活动，使该机构能够有信心保证产品 （或服

务）及文件满足既定的质量目标。这些活动的总称为 “质量体

系”。

８３　质量体系应包括制定相应的制度，当确认 （或疑似）

发现假药时，上市许可证持有者、标签中的实体 （如果不是生产

企业）、相关的国家和 （或）国际管理机构、其他相关强力机构

能够得到及时的通报。这些药品应当储存在安全、独立的区域并

进行明显的标识，避免继续分销或销售。

８４　当采用电子商务技术时，即采用电子技术处理所有的
分销环节，应建立规范的程序和适当的体系以保证相关药品质量

的可追踪性和可靠性。在药品分销中进行电子交易 （包括通过互

联网的操作）时，应只能由授权人员或实体进行操作。

８５　应建立经过批准的产品采购和放行程序，保证相关药
品来源于经过认可的供应商并由经过认可的实体分销。应当由具

有法律地位的实体注册国的强力机构进行认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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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　推荐由外部机构按照质量体系 （如 ＩＳＯ系列、国家或
国际的指导原则等）对药品分销机构进行检查、审计和认证。但

是，不应将通过上述认证视为该机构即符合本文件的相关指导原

则和药品ＧＭＰ规范。
８７　对于为保证药品在运输中的完整性而制定的措施，应

进行良好的管理。比如，当在药品的转运中采用密封控制程序

时，应采用可追踪并有序列的数字，在运输途中及到达接收地点

时应对密封的完整性进行监测并对数字进行确认。当怀疑或发现

药品为假药时，应有相应的程序可以处理这些情况。

８８　应经常对分销商进行风险评估，考察影响药品质量和
完整性的潜在风险因素。建立并实施的质量体系应能应对确认的

任何潜在风险。应定期对质量体系进行审阅并修订，解决风险评

估中发现的新风险。

药品的溯源性

８９　法规应能促进建立安全、透明、稳健的分销系统，保
证供应链中药品的可溯源性。这也是所有参与方的共同职责。应

建立保证接收和分销的药品具有溯源文件的程序，有助于产品的

召回处理。

８１０　根据产品的类型及国家政策与法律，应对供应链中涉
及的各方都能实现识别和确认。

８１１　从生产企业／进口商到负责向患者或其代理人销售或
供应药品的实体的整个分销渠道中，为保证药品有溯源的文件记

录，应建立相应的制度 （见１４２）。包括有效期和批号在内的记
录可作为保证药品可追踪的安全分销文件。

８１２　最好能制定关于建立并维护药品谱系的文件。
应建立对疑似假药进行鉴别的目视和 （或）分析方法。当对

疑似药品进行鉴别后，按照程序应该向上市许可证持有者、标签

中注明的实体 （如不是生产企业）、相关的国家和 （或）国际管

理机构以及其他相关强力机构通报 （另见第１９节）。
８１３　应加强与供应链各方的协作并尽可能建立具有国际兼

容性的产品识别系统。当然，在不同的国家针对不同的产品，必

要时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药品谱系和 （或）追踪技术为产品

的可溯源性提供了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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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设施、库房和储存

９１　药品储存质量管理规范 （ＧＳＰ）适用于药品储存和整个
分销过程的所有环境。关于药品储存总体原则的补充指南，参见

ＷＨＯ关于ＧＳＰ的指导原则 （１）。

存储区

９２　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阻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进入存储区。
员工应遵守公司的规定，保持安全、可靠和有效率的工作环境。

９３　存储区应该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不同类型的药品，即商
用产品和非商用产品以及隔离、放行、拒收、退还或召回和疑似

假药的产品。

９４　设计或改造后的存储区应能保证药品有良好的储存条
件，区域应清洁、干燥并保持在合适的温度范围内。药品应与地

板隔离，置于易清洁和检查的地方。托板应保持清洁和完好。

９５　存储区应该清洁、远离堆积的废物和害虫。负责分销
的机构必须确保定期对设施和存储区进行清洁。应该有书面的控

制虫害的程序，使用的杀虫剂应该安全，不能有污染药品的风

险。应该有适当的程序清除任何可能的泄露物，以保证消除任何

的污染风险。

９６　如果在存储区内进行抽样，应该采取措施避免污染或
交叉污染，在抽样区内应该有适当的清洁程序。

９７　接收和发送区域应该保护产品免受气候的影响，接收
区的设计和装备应能在存储前对进入的药品集装箱进行必要的

清洁。

９８　处于隔离 （待检）状态的样品储存在独立的区域，必

须对这些区域进行明确的标识，只有获得授权的人员才能进入。

任何替代物理隔离的系统都要提供相同的安全措施，比如使用计

算机系统就要经过验证，证明该系统可保证系统的安全性。

９９　对拒收、过期、召回和退还产品的储存，应当提供物
理的或其他相当的有效 （如电子的）隔离措施。应对相关产品和

区域进行适当的标识。

９１０　除非有其他适当的系统可以防止无意或未经授权使用
隔离、拒收、退还或召回和疑似假药的产品。应当为上述产品设

置单独的区域进行临时存储直至做出进一步的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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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　应在避免污染、混药和交叉污染的条件下搬运和储存
药品。

９１２　对于放射性物质、麻醉药和其他有害物质、致敏物质
和 （或）危险药品，以及可导致滥用、火灾和爆炸 （如易燃的液

体和固体及高压气体）等具药品应储存在专用区域，并进行额外

的防护和安全措施。

９１３　应当建立系统确保先到期的药品先销售和 （或）先分

销 （ＦＥＦＯ）。没有到期的药品，应当采取先入先出原则。假如有
足够的措施可防止过期产品的分销，适当的情况下也可例外。

９１４　破损或损坏的药品应当从可用库中撤出并隔离储存。
９１５　存储区域应当提供充足的照明，保证所有的操作准确

安全。

存储条件与库存管理

９１６　药品的存储和处置条件应符合国家及当地的法规要求
（８）。
９１７　药品的存储条件应符合生产企业的推荐条件。
９１８　应具备按照规定的条件 （比如必要时的环境控制）存

储所有药品的设施。如果存储条件是保持药品特性的关键因素，

应保存存储条件的监控记录。

９１９　应记录温度的监测数据供审核用。应定期检查温度。
应定期检查监测设备，并记录和保存检查结果。所有的监测记录

都应至少保存至药品货架期后一年或按国家法规要求。绘制的温

度分布图应表明整个储存区的温度是均匀的，建议将温度监测器

置于最能反映温度波动的地方。

９２０　应对监测存储条件所用的设备进行定期的校准。
９２１　应定期进行库存盘点，比较账面库存与实际库存量。
９２２　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库存偏差进行调查，确认没有药

品的不慎混药、错发药品或挪用。应按照规定的期限，保存与调

查相关的文档。

１０　运输工具和设备

１０１　分销、储存或运送药品的运输工具和设备应与其用途
相适应，应能防止产品暴露在影响药品稳定性和包装完整性的条

件下，应能防止任何类型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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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运输工具和设备的设计和使用，必须以尽量降低发生
差错的风险为目标，允许对运输工具和设备进行有效的清洁和维

护，避免分销过程中的药品受到污染、灰尘或污物的积累或任何

可能影响药品质量的不良作用。

１０３　当条件允许时，可考虑在运输工具上加装全球定位系
统 （ＧＰＳ）的电子追踪装置以及引擎熄火钮。可确保药品在运输
工具中的安全。

１０４　运送药品时，应尽可能使用专门的运输工具和设备。
１０５　如果未使用专门的运输工具和设备，应有程序能保证

药品的质量不受影响，应对运输工具和设备进行适当的清洁、检

查并记录。

１０６　应建立保证药品在运输中保持完整性的程序。
１０７　当使用第三方的运输公司时，分销商应与运输公司签

署书面协议，为保证药品的安全采取适当的措施，并保存相关的

文件和记录。这些协议应符合国家或地区的法规要求。

１０８　不能使用有缺陷的运输工具和设备，应当贴上标签明
示或退出服务。

１０９　应当为分销过程中的所有运输工具及设备的操作和维
护，建立包括清洁和安全措施在内的一套程序。

１０１０　应保持运输工具、集装箱和设备的清洁、干燥并远
离堆积的废物，负责分销的机构必须保证对使用的运输工具进行

定期清洁。

１０１１　运输工具、集装箱和设备应远离啮齿类动物、寄生
虫、禽类和其他害虫，应建立书面的程序控制这些生物。使用的

清洁剂和熏蒸剂不能对药品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１０１２　选择和使用的清洁运输工具的设备不能成为污染源。
使用的清洁剂应经过领导层的批准。

应建立书面的清洁程序明确清洁的频率和方法。

１０１３　对于没有保护性货箱的药品，应特别注意其运送设
备的设计、使用、清洁和维护。

１０１４　特殊储存条件 ［如温度和 （或）相对湿度］与期望

的环境条件不同或受限时，在运输过程中，应强调这些条件并进

行检查、监测和记录。所有的监测记录都应至少保存至药品货架

期后一年或按国家法规要求。应建立药品的监测数据记录供管理

机构或其他审核机构进行审查。

１０１５　用于监测运输工具内和集装箱内条件 （如温度和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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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设备应经过校准。

１０１６　在运输过程中，运输工具和集装箱应有足够的空间
供各种类型药品的有序储存。

１０１７　在运输拒收、召回、退还或疑似假药的药品时，应
尽量采取隔离措施。这些货物必须被严密包装、清楚标记并附上

适当的证明文件。

１０１８　应采取措施阻止未经授权的人进入和 （或）破坏运

输工具和 （或）设备，与此同时，也要防止盗窃或侵占事件的

发生。

１１　集装箱及标签

１１１　所有储存和分销药品的集装箱都不能对产品质量产生
不良影响，都能对包括污染在内的外来影响进行保护。

１１２　集装箱体外的标签应包含处置和储存条件、保证药品
被正确处置并随时处于安全状态的预防措施等详细信息。集装箱

应保证能够对内容物和来源进行识别。

１１３　对任何特殊运输和 （或）储存条件的要求，都应在标

签上明示。如果药品的运输过程超出制造商产品管理系统的控制

范围，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特殊的运输条件和任何特殊的法规

要求 （包括安全标志）也应在标签上明示。

１１４　通常，应使用被国际和 （或）全国范围内接受的缩

写、名称或代码用于集装箱的标识。

１１５　在集装箱中使用干冰时，应特别注意。除安全措施
外，必须保证药品不与干冰接触，因为这有可能对产品的质量产

生不良影响。

１１６　对破损和 （或）毁坏的集装箱的处理应有书面程序，

应特别注意含有潜在毒性和危险物质的产品。

１２　发货和接收

１２１　只能将药品销售和 （或）分销给那些经国家、地区和

国际法规授权，有权获得这些药品的人或实体。必须在产品发送

前获得这些人或实体的授权证明文件。

１２２　在发送药品前，供应商应确保相关人或实体 （比如药

品运输的合同接受方）了解即将分销的药品并能遵守规定的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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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输条件。

１２３　应在接到有效的配送单或物料补充计划后，着手进行
药品的发送和运输。

１２４　应建立药品发送的书面程序。这些程序应考虑产品的
性质和所有可以预见的特殊预防措施。对处于隔离区的药品，负

责质量的人员将发出放行发货的指令 （见６３）。
１２５　药品发送记录应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 发送日期；

— 完整的发货商名称和地址 （不得用缩写），负责运输的实

体类型、电话号码和联系人名称；

— 完整的收件人名称、地址 （不得用缩写）和身份 （如零

售药房、医院和社区诊所）；

— 产品说明，如名称、剂型和规格 （如有）；

— 产品数量，即集装箱数量和每箱产品数量 （如有）；

— 适用的运输和储存条件；

— 识别提货单的唯一编号；

— 批号和有效期 （当发货时不能提供这些信息时，至少应在

接收时提供这些信息以便溯源）。

１２６　发货记录应包含充分详细的信息以确保药品的可追溯
性。该记录应能为一批产品的召回提供便利。必要时，也有助于

假药或疑似假药的调查。

１２７　应在接收地记录药品的批号和有效期，以方便溯源。
１２８　应认真挑选包括运输工具在内的运输方法，应充分考

虑当地的条件，包括气候和任何季节性的变化规律。需要控制运

输温度的产品，应选择合适的储存和运输条件。

１２９　应考虑当地的需求和条件，建立发货时间表和路线，
该时间表和计划应可行并系统。建立发货时间表和路线时应考虑

安全方面的风险。

１２１０　应确保订单中的药品体积不超过目的地储存设施的
容积。

１２１１　应小心并系统地装载运输工具和集装箱，应采取先
出／后入的原则，以便在卸货时节省时间并防止损坏。当装载和
卸载纸箱时要尤其注意，避免破损。

１２１２　应不提供或接收过期或接近失效期的 （很可能在消

费者使用前过期）药品。

１２１３　对送达的货物应进行检查，确认包装／密封系统完

·９２２·



好，标签和防伪包装完好无损。

１３　运输和运输中的产品

１３１　应保护产品和集装箱，避免未经授权的使用或接触，
或提供未经授权被接触的证据。应加强运输工具和操作人员的保

护措施，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对药品的盗窃或挪用。

运输过程应不损害药品的完整性和质量。

１３２　应确保药品运输的安全，并建立相关的文件以便确认
符合法规要求。参与运输的所有人员应当遵守相关的政策和程

序，确保药品的安全。

１３３　应向负责运输药品的人员告知有关药品运输和储存条
件的所有信息。应在整个运输及任何中转存储过程中都遵守这些

规定。

１３４　应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药品的储存和运输：
不得丢失药品的标识；
药品不得污染其他产品，也不得被其他产品污染；
采取充分的预防措施防止药品的泄漏、破损、挪用及
盗窃；

应保持适当环境条件，比如不耐热的产品应采用冷链
运输。

１３５　运输中应将药品的储存条件维持在限度范围内。如果
负责运输的人员或实体在药品运输期间发现偏离，应向分销商和

收货人报告。当收货人发现偏离时，应告知分销商。必要时，应

与药品生产企业联系，获得如何处置的帮助。

１３６　当运输过程中需要特殊的条件，与给定的环境条件
（如温度、湿度）不同或对环境条件有限制时，应由生产企业在

标签中注明，应对现场条件进行监测并记录。

１３７　应当建立书面的调查和处理违反存储要求事件 （如温

度超限）的程序。

１３８　对于含有毒、放射性物质及其他可引起滥用、火灾和
爆炸 （如可燃液体、固体和加压气体）等特殊危险的药品，应在

可靠、专用和安全的区域保存，并在运输中使用安全、专用和牢

固的容器及车辆。此外，还应该遵守相关的国际协议和国家

法律。

１３９　含有麻醉品和其他依赖性成分的药品应存放在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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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区域，并在运输中使用安全、牢固的容器和车辆。此外，

还应该遵守相关的国际协议和国家法律。

１３１０　应对泄漏物立即进行清理，防止可能发生的污染、
交叉污染和危害。应建立处理这类事件的书面程序。

１３１１　在对拒收、过期、召回或退回及疑似假药的药品运
输中，应为储存和分销的这些药品提供物理的或其他适当的 （如

电子的）隔离。应对这类产品进行适当的编号、牢固的包装及明

确的标识，并附相关证明文件。

１３１２　药品运输途中的车辆和集装箱内部应保持清洁与
干燥。

１３１３　包装材料和运输集装箱应设计合理，以防止在运输
中损坏药品。应制定密封控制程序并进行正确的管理。

１３１４　运输工具的驾驶员应佩戴证件并携带相关的文件，
证明他们获得授权运输装载的药品。

１３１５　必须记录运输过程中发现的破损容器和其他任何事
件或问题，并向有关部门、机构或管理局报告，并进行调查。

１３１６　药品运输中必须携带必要的文件。

１４　文件

１４１　应有规范药品分销所有活动的书面说明和记录，包括
所有的接收和发放记录 （发票）。除国家或区域性法规另有规定

外，上述记录应保存７年。
１４２　分销商应保存所有接收药品的记录。记录应至少包含

下列内容：

— 日期；

— 药品名称；

— 提供或收到的数量；

— 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

１４３　应当为所有与分销过程相关的文件的起草、审核、批
准、使用及变更控制建立相应的程序，必须为内部产生的文件和

来源于外部的文件建立相应的管理程序。

１４４　对于能影响药品质量的任何活动的说明和程序，应认
真设计、起草、审核并颁布。

１４５　应明确标识每一份文件的标题、性质和用途。文件内
容应清晰、明了。文件应按类有序排列便于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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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６　所有的文件都应完整、经过批准并有批准人签名 （如

要求）和批准日期，未经授权不得改动。

１４７　与药品分销相关的文件的性质、内容和保存都应遵照
国家法规的要求。对文件的保存时限没有法规方面的要求时，应

保留至药品货架期结束，如有可能应再延长一年。

１４８　分销商必须建立并维护有关文件的标识、收集、索引
编制、检索、保存、维护、废除和获取程序。

１４９　所有的记录必须易于检索，并采用具有防破坏、变
质、丢失及未经授权修改等安全功能的设施进行保存和存档。

１４１０　应对文件进行定期的回顾并更新。当一个文件完成
修订后，应有能够防止由于疏忽发生使用旧 （无效）版本文件的

系统。

１４１１　应建立供生产企业与客户交流产品质量和法规要求
的机制，同时该系统也可向相关管理机构提交信息。

１４１２　按照 ＷＨＯ关于 ＧＳＰ的指导原则 （１），应保存与药
品储存相关的记录并易于查阅。

１４１３　应为每个存储的药品建立纸质或电子版的永久性记
录，记录中应有推荐的储存条件、需要观察的预警事项及再检测

日期等信息。在分销的整个过程中，应遵守药典以及现行国家法

规对标签和包装容器的相关要求。

１４１４　应有相应的程序，对于温度分布测定、防止药品在
储存设施中的失盗或损坏的安全措施、不能销售的库存药品的销

毁及相关记录的保存等事项进行规范。

１４１５　对于生成的记录以及以电子文件的形式保存的记录，
应进行备份以避免意外的数据丢失。

１５　分装和重贴标签

１５１　应限制药品的分装与重贴标签，因为这些活动可能会
给供应链带来安全性方面的风险。

１５２　只有经过授权或许可的实体才能对药品进行分装 （包

括重新贴签），进行该项工作时应符合应遵守国家、地区及国际

性的指导原则，即符合ＧＭＰ原则。
１５３　当一个公司而不是原生产企业对药品进行分装后，应

至少使分装后的药品与分装前具有同样的性质和可靠性。

１５４　应建立程序对原有包装进行安全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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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投诉

１６１　应有处理投诉的书面程序，该程序应对药品或包装方
面的投诉与分销相关的投诉进行区别处理，对于药品质量或包装

的投诉，应尽早通知生产企业和 （或）上市许可持有者。

１６２　应按照书面程序的规定，对投诉、可能与产品缺陷以
及假冒药品相关的所有信息进行认真的审阅，采取相应的措施。

必要时，需要对产品进行召回。

１６３　应记录关于物料缺陷的所有投诉并进行彻底的调查，
确定问题的源头或投诉原因 （比如分装程序或生产工艺）。

１６４　如果发现或怀疑药品有缺陷，应考虑是否需要对其他
批次的药品进行检查。

１６５　必要时，在对投诉进行调查和评估结束后，应采取适
当的后续措施。应建立一个系统，保证所有相关各方能够共享有

关投诉、药品原生产企业的反馈以及对投诉的调查结果等信息。

１７　召回

１７１　应有包括书面程序在内的系统，指定负责召回事宜的
人员，对缺陷已知或怀疑有缺陷的药品进行及时有效的召回。建

立的系统应符合国家或区域性管理机构发布的指南。必要时，应

对该程序进行定期审核并更新。

１７２　召回产品时，应通知药品原生产企业和 （或）上市许

可持有者，当由某个实体而不是原生产企业或上市许可持有者采

取召回行动时，应在召回前与相关生产企业及上市许可持有者进

行协商。

应与相关国家或区域性药品管理机构共享药品召回的信息。

当由于合法产品与假冒的药品难以区分，有必要召回合法产品

时，应告知合法药品的生产企业及相关的卫生管理机构。

１７３　应定期对召回管理程序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应在安
全、独立的区域储存所有召回的药品，等待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１７４　对于召回的药品，在转运过程中应保持独立或隔离状
态并明确标识 “召回药品”字样。当运输过程中不能保持召回药

品的隔离状态时，必须进行有安全保障的包装、明确的标识并附

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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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　对于需要特殊储存条件的药品，在对召回的药品做出
最终处理决定前，应在储存和转运过程中，保持召回药品的储存

条件符合规定。

１７６　当产品因缺陷或怀疑有缺陷，可能采取召回措施前，
应及时向可能有该药品销售的所有用户及所有相关国家的药品管

理机构通报情况。

１７７　应有指定的人员负责召回产品相关记录的管理，以便
于查阅。这些记录应能向用户提供充分的产品 （包括出口药品）

的信息。

１７８　应记录处理召回的过程并提交最终报告，报告中应提
供药品的发出数量和收回数量。

１７９　必要时，应执行紧急召回程序。

１８　退回的产品

１８１　对于拒收以及退还给分销商的药品，应按照程序对这
些产品进行适当的标识和处理，在对上述产品做出最后处理决定

前，至少应置于专用区域进行隔离，避免混淆或错误分销。在转

运和储存过程中，拒收和退回产品的储存条件应符合要求。

１８２　必须由具有适当资质的人员对上述药品的处理决定进
行必要的评估。对于被退回药品的特性、特定的储存条件、药品

状况、药品的历史以及发货后经过的时间等因素，都应在评估中

进行考察。如果对退回药品的质量有任何的疑虑，这些药品就不

应再发送或重新使用。

１８３　应按照储存及相关要求，制定适当并安全的退回药品
的运输规范。

１８４　对于拒收以及退回给分销商的药品，应按照程序对这
些药品进行恰当的标识和处理，该程序应至少包括下列要求：

— 在专门的隔离区域对上述药品进行物理隔离；或

— 其他相当的隔离措施 （比如电子隔离）。

这样操作是为了在对上述药品做出处理决定前，避免发生混

药并防止上述药品的分销。对于拒收或退回的需要特殊储存条件

的药品，在对这些问题药品做出决定前，应当在储存和运输中采

取符合规定的储存条件。

１８５　在销毁拒收的药品前，应制定适当并安全的运输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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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在销毁药品时，应符合有关国际、国家及当地政府对
销毁此类物质的规定和要求，还应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因素。

１８７　应保留所有退回、拒收或销毁的药品的记录。

１９　假药

１９１　应将药品供应环节中发现的假药于其他药品分开，避
免混药。应对这些药品进行明确的 “不能销售”的标识，并立即

通知合法产品的上市许可持有者、国家药品管理机构。

１９２　对于疑似假药的产品应停止销售和分销，并立即通知
国家药品管理机构。

１９３　当确定上述产品为假药后，应做出正式的销毁决定，
保证这些假药不会再流入市场。将销毁决定进行存档。

２０　进口

２０１　应参考ＷＨＯ关于药品进口程序的指导原则 （６）并特
别注意下列事项。

２０２　应当按照相应的法规，对全国范围处理进口药品事宜
的港口数量进行限制。这些口岸应由政府指定。

２０３　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应选择地理位置最适当、设施最
好的港口进行上述产品的进口。

２０４　在进口药品的港口，应在适当的条件下储存托销的药
品，并尽量缩短储存的时间。

２０５　进口商应采取所有合理的措施保证药品未在码头或机
场被不当处置、不当条件下储存或暴露。

２０６　必要时，应由经过药学专业培训的人员参与清关事
宜，或能方便地与具有药学背景的人员联系。

２０７　应实施ＷＨＯ关于国际贸易中实施药品质量认证计划，
为进口药品的质量评估提供相关数据。

２０８　为防止假药的进口，负责药品监督的海关、执法机构
和管理机构应建立信息共享及合作的机制。

２１　合同行为

２１１　由有资质的受托人或受托实体从事的与药品分销相关

·５３２·



的所有活动，都应遵守合同双方共同确定的原则。

２１２　合同应当规定各方的责任 （包括遵守 ＧＤＰ规范）和
相关的保证条款。

２１３　所有委托合同的接受方都应遵守这些指导原则中的
要求。

２１４　在一定条件下，经委托方的书面批准，允许受托方进
行分包。分包商应有相应的资质。

２１５　对所有的受托方都应进行定期审计。

２２　自检

２２１　质量保证体系应包括自检。自检可对ＧＤＰ规范的落实
和遵守程度起到监督的作用，必要时，还可以启动纠正和预防

措施。

２２２　应由指定的有资格的人员进行独立、细致的自检。
２２３　应记录所有的自检结果，报告内容包含在检查过程中

的所有观察资料以及建议的纠正措施，应制定有效的跟踪计划，

管理层应对自检报告和纠正措施的记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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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６

预认证文件的再认证指导原则

１　简介
２　预认证文件的再认证
附件１　产品关键信息综述
附件２　产品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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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简介

根据药品预认证程序①第１２部分的相关条款，ＷＨＯ预认证
产品的所有者，需提供从获得预认证之日起５年内或者 ＷＨＯ预
认证委员会要求的日期内 （这个日期会更早些）的相关产品质量

回顾。

上述指导原则第１２节有如下规定：
ＷＨＯ将定期安排预认证目录中产品及生产场地的再评估。

如果再评估的结果表明一个产品或其生产场地不再满足 ＷＨＯ的
相关标准，将从名单中剔除该产品及其生产场地。未通过再评估

的生产企业或申请人也会被从名单中剔除。

根据风险评估，ＷＨＯ定期进行再评估，并对生产场地和合
同研究机构 （ＣＲＯｓ）进行定期复查，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

应在下列情况下进行再评估和复查：

如果有证据表明一个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活性成分
（ＡＰＩ）或ＣＲＯｓ的申请者、生产企业在最初的评估或后续
跟踪活动中有欺骗行为或不履行承诺。

如果 ＷＨＯ或联合国机构认为一批或多批预认证药品不符
合预认证质量标准。

对于已经提交了完整资料，经过 ＷＨＯ评估并获得预认证的
多来源ＦＰＰ（仿制药品），可申请再认证。对于获得严格管理机
构② （ＳＲＡ）批准的药品，虽然 ＷＨＯ根据 ＳＲＡ的审批情况将其
列入上市许可产品的更新目录中起品机构准，那么该产品和生产

场地将会，但相关ＳＲＡ仍需要对相关产品的质量负责。

２　预认证文件的再认证

提交质量回顾文件的目的是，通过对证书所有者提供的预认

·９３２·

①

②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４３次技术报告：药品预认证程序。日内瓦，世界卫生组
织，２００９，附录４（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第９５３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ｐｈａｒｍｐｒｅｐ／ｐｄｆ＿ｔｒｓ９５３ｐｄｆ＃ｐａｇｅ＝１４５）。

严格的管理机构 （ＳＲＡ）：ＩＣＨ成员国的药品管理机构 （见 ｗｗｗｉｃｈｏｒｇ）；或 ＩＣＨ观
察员国的药品管理机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ＥＦＴＡ）成员国的药品管理机构、瑞士药品管理
局、加拿大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将随时间更新）；与ＩＣＨ成员国签署具有法律约
束地位的相互认可协议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的药品管理机构 （将

随时间更新）。



证产品数据和资料的审核，确认相关产品的质量符合现行质量标

准，在以往的时期内，质量和生产工艺保持一致，最终保证

ＷＨＯ再认证产品的质量
预认证产品的所有者应提交下列电子文档 （ＰＤＦ格式或 ｗｏｒｄ

格式）：

一封申请信，包括递交质量回顾文件的负责人对文件真实
性和正确性的声明。

产品关键信息综述 （参照附件１）。
产品的变更 （参照附件２）。
一张ｗｏｒｄ格式的药品质量信息表 （ＰＱＩＦ）①。应能反映当
前预认证指导原则的相关要求，并且要考虑目前技术和科

学的进步。ＡＰＩ和ＦＰＰ的质量标准以表格形式提交，并将
预认证质量标准与目前的再认证标准进行比较。

包括检测方法在内的 ＡＰＩ和 ＦＰＰ现行质量标准的复印件，
签字并注明日期。质量标准中应注明文件编号、版本号、

有效期和变更历史。

可将一个产品的质量回顾文件作为支持性文件提交。ＷＨＯ
也可能要求提供质量回顾文件。

·０４２·

① 药品质量信息：用于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疟疾和结核病的多来源 （仿制药）药物制剂成

品 （ＦＰＰｓ）的预认证文件提交指南附录 ８（ｈｔｔｐ：／／ａｐｐｓｗｈｏｉｎｔ／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ｎｆｏ＿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Ｇｕｉｄｅ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ｕｂｍｉｔＤｏｃＦＰＰｓ＿０８＿２００５＿ＡＮＮＥＸ８ｄｏｃ）。



附件１　产品关键信息综述

本文件对ＦＰＰ进行预认证与申请再认证时的关键信息进行了比较。
预认证产品的所有者应完成表Ａ１１。必要时还应提供表Ａ１１的脚注作
为备注，对表中信息进行说明。

表Ａ１１　产品关键信息综述

项目 预认证文件 当前数据ａ

产品编号 （例如：ＨＡ００１）

国际通用名，规格，剂型

申请人 （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ＦＰＰ生产企业的地址 （包括单元和街区号）和联系

电话 （如果包装、质量控制等不同的生产程序在不

同的地点完成，应分别列出）

ＦＰＰ的批量

产品描述 （性状）

内包装和外包装的材料和装量

ＦＰＰ的储存条件

ＦＰＰ的货架期

ＦＰＰ质量标准文件号和 （或）版本号ｂ

ＡＰＩ生产企业的地址 （包括单元和街区号）和联系电

话 （分别列出每个ＡＰＩ的地址和电话）

与ＦＰＰ相关的每个ＡＰＩＭＦ的编号／版本

ＡＰＩ的储存条件

ＡＰＩ的再检测时间

ＡＰＩ质量标准的文件号和 （或）版本号 （应列出每

个ＡＰＩ的信息ｂ）

所有的承诺及结果

　　注：①ＩＮＮ，国际通用名称；ＦＰＰ，药物制剂成品；ＡＰＩ，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ＭＦ，活性药物成分主文件。

②ａ：如果文件未更新，就注明 “Ｎ／Ａ”（不适用）。

③ｂ：符合最新版本的 《国际药典》（ＰｈＩｎｔ），《欧洲药典》（ＰｈＥｕｒ），《英
国药典》（ＢＰ）和 《美国药典》（ＵＳＰ）。如果内部质量标准已被批准并且该品种已
被国际认可的药典 （ＰｈＩｎｔ．，ＰｈＥｕｒ，ＢＰ，或 ＵＳＰ）收载，应随新版药典或经证

·１４２·



实相应的标准而更新。如果各国药典均未收载该品种，申请人应保证获得批准的内

部质量标准已经过变更获得更新，符合当前预认证指导原则的相关要求，并反映了

最新技术和科学的进步 （比如：当前的 ＩＣＨ指导原则，《国际药典》附录）。文件
的每个新版本都可追溯到预认证文件和经过批准的变更。

·２４２·



附件２　产品的变更

预认证产品的所有者应将与预认证产品及预认证资料相关的任何较

小和主要变更 （包括即将发生的变更）以表格形式提交一份综述。表

Ａ２１应由预认证产品的所有者填写。

表Ａ２１　预认证产品的变更信息

涉及项目 提交日期
通过／拒绝日期及涉
及的文件编号

执行日期

主要变更

变更的描述。例如：一个无菌产品

内包装场所的变更

较小变更

按照ＰＱ变更指南对变更进行描述

必要时可以增加行。

注意，应按照ＷＨＯ关于预认证产品文件变更指南①提交变更申请。

·３４２·

① ＷＨＯ关于预认证产品文件变更指南见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４１次技术报告。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２００７，附录６（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第 ９４３号） （ｈｔｔｐ：／／ａｐ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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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７

制定合同研究机构主文档的指导原则

背景

１　一般信息
２　合同研究机构的质量管理体系
３　人员
４　伦理委员会
５　计算机系统
６　设备和仪器
７　文件
８　安全监测
９　受试药品和对照药品
１０　病理学
１１　生物分析实验室
１２　生物统计学
１３　受试者
１４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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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合同研究机构主文件 （ＣＲＯＭＦ）是由合同研究机构制定的
关于合同研究机构 （ＣＲＯ）、在申请地点进行的临床试验研究、
样品分析和相关程序 （包括临床试验、临床数据管理，药代动力

学，统计分析及政策管理）等的具体真实信息。如果该地点仅开

展部分工作，主文件可只提供相关的信息。

如果该ＣＲＯ仅负责生物分析工作，ＣＲＯＭＦ可仅提供这一部
分的信息。其他部分可标示为 “不适用”。

如果该ＣＲＯ开展了多项工作，可由临床药学部门 （ＣＰＵ）和
生物分析实验室 （ＢＡＬ）等不同的部门分别起草独立的章节。

一份ＣＲＯＭＦ应提供ＣＲＯ的政策、程序及其基本活动的相关
信息。因为提交的产品资料中已包含特定的临床研究数据，因

此，ＣＲＯＭＦ不作为某个产品的特定研究资料。ＣＲＯＭＦ是向管理
机构提交基本信息的一份文件，除了用于对提交的特定临床研究

数据进行审评外，该文件还为检查员制定检查计划提供帮助。该

文件还提供了ＣＲＯ机构在相关活动中如何实施药物临床试验质量
管理规范 （ＧＣＰ）、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 （ＧＬＰ）及相关指
导原则的信息。

应按国家药品管理机构 （ＮＭＲＡ）的要求提交ＣＲＯＭＦ。内容
应简洁，尽量不超过２５页 Ａ４纸 （如确有必要，可附支持性文

件）。

当国家药品管理机构 （ＮＭＲＡ）要求提供新的 ＣＲＯＭＦ或
ＣＲＯ发生了重大变更时，应提交更新后的ＣＲＯＭＦ。

１　一般信息

１１　ＣＲＯ的名称和确切地址，包括电话、传真、２４ｈ电话号
码和电子邮件地址。

１２　关于ＣＲＯ的简介 （包括规模、位置、床位数、平面设

计图、处理样品和废弃物的区域）。

１３　国家权威机构颁发的工作执照／许可证。
１４　检查和批准情况
１４１　相关管理机构进行的检查／批准／认证情况。
１４２　对分包商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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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该机构开展的研究类型 （适应证）（最好提供在该研究

点开展的研究项目表）。

１６　保障措施
１６１　参与研究、质量管理、贮藏和分发的雇员人数。
１７　外包服务
１７１　外部的学术及分析人员以及与研究和分析的辅助技

术人员 （如临床实验室、生物分析实验室、Ｘ射线设备和司机）。
１７２　外包服务，如处理紧急医疗事件、救护车、营养品、

生物医疗废弃物、化学废弃物、虫害控制和病理学实验室的第三

方医院。

２　合同研究机构的质量管理系统

（简短地描述：如质量保证部门的职责。可列出质量系统文

件的目录）

２１　组织结构图包括质量保证工作的分工。
２２　内部审计和自查。
２３　整改和预防措施 （ＣＡＰＡ）。

３　人员

（可以表格的形式简要列出）

３１　关键岗位人员的资质、经验和职责
３１１　项目经理。
３１２　主要研究者。
３１３　分析人员。
３１４　生物统计专家。
３１５　临床研究助理。
３１６　数据管理者。
３１７　监察员。
３１８　研究主管。
３１９　质量保证负责人。
３２　人员的培训
３２１　培训政策和程序 （简要描述）。

３２２　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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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伦理委员会

４１　委员会章程以及该委员会与ＣＲＯ的关系。
４２　研究方案的审核及批准程序。

５　计算机系统

（简要描述）

５１　硬件。
５２　生物分析实验室、药代动力学和统计分析中用到软件

（版本号）及变更控制程序。

５３　数据管理系统 （对包括流程图、数据查询和解决方案

的简短描述）。

５４　保密程序。
５５　保密信息的电子转换。
５６　对验证程序的简要描述。
５７　电子数据的备份和储存。

６　设备和仪器

６１　对主要设备和仪器的简要描述 （不需要列出所有仪

器）。

６２　包括温度记录系统在内的仪器设备的评定、维护和校
准程序。

７　文件

７１　简要描述文件管理系统。
７２　项目工作流程 （包括质量保证和控制过程）。

７３　方案制定。
７４　制定正式知情同意书及受试者信息表格。
７５　撰写报告表格。
７６　起草最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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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安全监测

（简要描述）

８１　药物不良反应的报告程序。
８２　处理紧急事件的措施 （包括预案和可用的设备）。

９　受试药品和对照药品

（简要描述）

９１　收集、储存、处置、取样和销毁。
９２　药房和分发。

１０　病理学

１０１　生物样品的收集和储存。
１０２　生物样品的处理和分析。

１１　生物分析实验室

（简要描述）

１１１　方法的建立和验证。
１１２　用于配制校准用标准样品和质控样品的对照品。
１１３　生物基质的储存及生物基质样品的处理。
１１４　未知样品的分析。
１１５　试剂的制备和标签。
１１６　样品的储存。
１１７　稳定性程序。
１１８　废弃物的处理。

１２　生物统计学

１２１　数据处理和分析。
１２２　数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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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受试者

１３１　招募程序。
１３２　受试者信息的收集 （如数据库），需要保密。

１３３　获得知情同意的程序。

１４　其他信息

１４１　电力供应系统———不间断电力供应和发电机的可获得
性及容量。

１４２　ＣＲＯ在该地点开展的其他工作的简要描述。
１４３　ＣＲＯ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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