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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 年第一次世界卫生大会批准建立了统一药典的专家委员会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ｓ)ꎬ １９５１ 年更名
为国际药典专家委员会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ｐｏｅｉａ)ꎬ １９５９ 年再次更名为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该委员会
最初的作用是起草和编纂国际药典ꎮ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疾病
控制和预防方面的协调能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ꎬ 尤其是在艾滋病、
ＳＡＲＳ、 禽流感、 结核、 疟疾等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安全的全球性疾
病方面ꎬ ＷＨＯ更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ꎮ 作为成立最早的委员会
之一ꎬ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工作范围也不断扩大ꎬ 涉及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药品管理方面的法规性指导文件 (比如药
品的可互换性、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和药品稳定性研究)、 假药和劣药
的处理ꎮ 另外ꎬ 该专家委员会还制定了大量的有关质量控制和质量
保证体系方面的专门指导意见ꎮ

本人于 １９９６当选为ＷＨＯ药品专家委员会委员ꎬ 作为该委员会的
现任中国籍委员ꎬ 参加了 ２００１年以来的历次专家委员会会议ꎬ 从 ２００３
年起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并出版技术报告ꎮ

从 ２００６年起ꎬ 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连续翻译出版了第 ３９ ~ ４５ 次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技术报告ꎮ 其中关于药品生产的 ＧＭＰ、 药
品预认证、 化学对照品指导原则、 仿制药品质量评价等技术文件对国
内相关工作的开展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ꎬ 受到大家的广泛好评ꎮ
２０１５年是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成立 ５０ 周年ꎬ 我们翻译团

队和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一起将已经翻译出版的中文版技术报告集

结成册ꎬ 作为 ＷＨＯ专家委员会的献礼ꎬ 受到 ＷＨＯ的高度评价ꎮ
特别感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李波院长等对技术报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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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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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注册和监督人员参考ꎮ

金少鸿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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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ｕｎｄ (ＵＮＩＣＥＦ)
Ｄｒ Ｈ� Ｋ� Ｎｉｅｌｓｅｎꎬ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ＵＮＩＣＥ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ꎬ Ｄｅｎｍａｒｋ

来自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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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ｔ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２�

�
�
�

缺席会议

缺席会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ＤＰ)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ＮＹꎬ ＵＳＡ
缺席会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 ( ＩＡＥＡ)ꎬ Ｖｉｅｎｎａꎬ Ａｕｓｔｒｉａꎻ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ＤＯ)ꎬ Ｖｉｅｎｎａꎬ Ａｕｓｔｒｉａꎻ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ＵＳＡꎻ Ｗｏｒｌ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ＣＯ)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ＰＯ)
Ｍｓ Ｍ� Ｋｉｒａꎬ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ꎬ Ｎ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ＴＯ)
Ｍｓ Ｘ� Ｗｕꎬ 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ｏｒꎬ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来自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Ｄｒ Ａ� Ｌｏｄｉꎬ Ｈｅａｄꎬ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 ＥＤＱＭ )ꎬ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 (ＥＭＡ)
Ｄｒ Ｐ� Ｋｏｚａｒｅｗｉｃｚ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ｏ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Ｅｎｇｌａｎｄ

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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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ｎａｇｅｒꎬ ＤＳＭ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Ｂａｓｅｌ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ＦＰＭＡ)
Ｄｒ Ｇ� Ｆｒａｎｃｅꎬ Ｐｆｉｚｅｒ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ꎻ ａｎｄ Ｄｒ Ｒ� Ｈｏｒｄｅｒꎬ

Ａｂｂｏｔｔ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ＩＧＰＡ)
Ｍｒ Ｔ� Ｆｕｊｉｎｏꎬ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Ｊａｐａｎ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ＪＧＡ)ꎬ Ｔｏｋｙｏꎬ Ｊａｐ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ＩＰ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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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会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Ｕ)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Ｂｅｌｇｉｕｍ
缺席会议: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ｓ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ＣＰ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Ｅｎｇｌａｎｄ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 ＩＳＰＥ)ꎬ Ｔａｍｐａꎬ Ｆｌｏｒｉｄａꎬ ＵＳＡ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ＩＰ)ꎬ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Ｍｓ Ｌ� Ｖｉｇｎｏｌｉꎬ ＩＰＥＣ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ꎬ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ｌｆ￣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ＳＭＩ)
Ｄｒ Ｒ� Ｔｏｒａｎｏꎬ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ꎬ ＧｌａｘｏＳｍｉｔｈＫｌｉｎｅ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药典委员会�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ｒｓ Ｍ� Ｖａｌｌｅｎｄｅｒꎬ Ａｃ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ｎａｇｅｒꎬ ＢＰ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Ｄｒ Ｙ� Ｈ� Ｃｈｏｉꎬ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Ｓａｆｅ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ＮＩＦＤＳ )ꎬ Ｋｏｒｅａ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ＫＦＤＡ )ꎬ
Ｃｈｅｏｎｇｗｏｎ￣ ｇｕｎꎬ Ｃｈｕｎｇｂｕｋ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
Ｄｒ Ｋ� Ａ� Ｒｕｓｓｏꎬ Ｖｉｃ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ꎬ Ｓｍａｌ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ꎬ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ꎬ ＭＤꎬ ＵＳＡ

来自ＷＨＯ大区办公室的代表�

ＷＨＯ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Ｄｒ Ｃ� Ｆ� Ｅｔｉｅｎｎｅꎬ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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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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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会议: Ｆ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ａ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ꎬ Ｂｕｅｎｏｓ Ａｉｒｅｓꎬ 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ꎻ Ｆａｒｍａｃｏｐéｉ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ꎬ Ｂｅｌｏ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ｅ ＭＧꎬ Ｂｒａｚｉｌꎻ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ꎻ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 Ｉｎｄｉａꎻ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ꎬ Ｔｏｋｙｏꎬ Ｊａｐａｎꎻ Ｓｔａｔｅ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Ｍｏｓｃｏｗ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缺席会议: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Ｂｒａｚｚａｖｉｌｌｅ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ｏｎｇｏ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ꎬ Ｐ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Ｃ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ꎬ Ｃａｉｒｏꎬ Ｅｇｙｐｔ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ꎬ
Ｄｅｎｍａｒｋ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ꎬ Ｉｎｄｉａ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ꎬ Ｍａｎｉｌａꎬ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Ｄｒ Ｓ� Ｋｏｐｐꎬ Ｍａｎａｇｅｒ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Ｍｒ Ｍ� Ｄｅａｔｓ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Ｍｓ Ｃ� Ｍｅｎｄｙ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Ｈ� Ｓｃｈｍｉｄｔ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Ｘｉａｏｑｉｏｎｇ Ｚｈｅｎｇ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Ａ� Ｐａｄｉｌｌａꎬ Ｍａｎａｇｅｒꎬ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Ｒ� Ｂａｌｏｃｃｏꎬ� Ｍａｎａｇｅ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ｎ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 Ｎａｍ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Ｓ� Ｃｒｏｆｔꎬ 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Ａ� Ｆａｋｅꎬ 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Ｍｒ Ｄ� Ｍｕｂａｎｇｉｚｉꎬ１ 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Ｍｓ Ｊ� Ｓａｂａｒｔｏｖａꎬ１ 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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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 Ｍ� Ｓｔａｈｌꎬ� 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Ｈｕａ Ｙｉｎꎬ１ Ｐ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Ｓ� Ａｚａｔｙａｎꎬ Ｍａｎａｇｅｒ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Ｇ� Ｂ� Ｆｏｒｔｅꎬ１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Ｍｓ Ｌ� Ｈｅｄｍａｎ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Ｃ� Ｏｎｄａｒｉꎬ１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Ｋ� Ｗｅｅｒａｓｕｒｉｙａꎬ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ｓｅꎬ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Ｍｓ Ｙ� Ｍａｒｕｙａｍａꎬ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Ｉ� Ｋｎｅｚｅｖｉｃ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Ｊ� Ｓｈｉｎꎬ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ꎬ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Ｃ� Ｒ� Ｐｅｎｎꎬ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ꎬ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Ｄｒ Ｖ� Ｒｅｇｇｉ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ＨＩＶ /
ＡＩＤＳꎬ ＴＢꎬ Ｍａｌ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ＷＨＯ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Ｍｒ Ｄ� Ｂｒａｍｌｅｙ ( Ｆｏｒｍｅｒ Ｅｄｉｔｏｒ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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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ｎｇｉｎｓ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利益声明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ｄｖｉｓ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 Ｂａｗａｚｉｒꎬ Ｍｒ Ａ� Ｃ� ｄａ Ｃｏｓｔａ Ｂｅｚｅｒｒａꎬ Ｍｒ Ｅ� Ｗｏｎ￣
ｄｅｍａｇｅｇｎｅｈｕ Ｂｉｗｏｔａ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Ｔ� Ｇ� Ｄｅｋｋｅｒꎬ Ｄｒ Ｍ� Ｋａｒｇａ￣ Ｈｉｎｄｓ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 Ｈｏｏｇｍａｒｔｅｎｓꎬ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Ｓ� Ｊｉｎꎬ Ｄｒ Ｔ� Ｋａｗａｎｉｓｈｉꎬ Ｄｒ Ｊ� Ａ�
Ｍｏｌｚｏｎꎬ Ｍｓ Ｃ� Ｍｕｎｙｉｍｂａ￣ Ｙｅｔａꎬ Ｄｒ Ｌ� Ｐａｌｅｓｈｎｕｉｋꎬ Ｍｓ Ｍ� ￣ Ｌ�
Ｒａｂｏｕｈａｎｓꎬ Ｄｒ Ｊ� ￣ 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Ｍｓ Ｏ� ｄｅｌ Ｒｏｓａｒｉｏ Ｖｉｌｌａｌｖａ Ｒｏｊ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ｎ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Ｈ�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Ｈｉｓ ｗｉｆｅ ｉｓ ａ ｆｏｒｍｅ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ｏｆ Ｎｏｖｏ
Ｎｏｒｄｉｓｋ ａｎｄ ｈｏｌｄｓ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ＵＳＳ｜ ２０ ０００ ｉｎ ｓｔ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Ｔｈｅ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ｎ￣
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Ｎｏｖｏ Ｎｏｒｄｉｓｋ�

Ｄｒ Ｓ� Ｍｉｌｌｓ ｗａｓ 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ｌａｘｏＳｍｉｔｈＫｌｉｎｅ
ｕｎｔｉｌ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９� Ｄｒ Ｍｉｌｌ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ａｎｙ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Ｃ� Ｔｕｌｅｕ: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ｏｗ: ＵＣ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ꎬ ｗｈｅ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Ｔｕｌｅｕ
ｗｏｒｋｓꎬ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ｎｔ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ＣＥ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Ｖｉｄｏｐｈａｒｍ ＳＰＲＬ�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Ｐｆｉｚ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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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简介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 １４ 日ꎬ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在日内瓦召开会议ꎮ 公共卫生与服务部 (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总干事助理 Ｃ� Ｆ� Ｅｔｉｅｎｎａ 博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主持了开幕式ꎮ 欢迎参加第 ４６ 届专家会议的与会者并感
谢专家委员会成员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世界卫生组织在药物质量

保证和实验室研究中的贡献ꎮ
Ｅｔｉｅｎｎａ博士简要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过程ꎬ 成员国认

为制定规范和标准方面的工作是 ＷＨＯ 开展活动的基础ꎮ 在联合
国的药品预认证项目中ꎬ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该项目的工作非常依赖于专家委员会ꎮ

专家委员会可在抗击假 /冒 /伪 /劣 (ＳＳＦＦＣ) 医药产品中发挥
作用ꎬ 在该领域的讨论已经显著增加ꎬ 正在评估 ＷＨＯ 在 ＳＳＦＦＣ
中的作用ꎮ

Ｅｔｉｅｎｎｅ博士向当选主席 Ｓ� Ａ� Ｂａｗａｚｉｒ 教授 (主席)、 金少鸿
教授 (共同主席) 以及大会报告起草人 Ｊ� Ａ� Ｍｏｌｚｏｎ 博士和
Ｔ� Ｋａｗａｎｉｓｈｉ博士表示感谢ꎮ 她也对专家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临时
顾问表示了欢迎ꎬ 并欢迎下列组织的代表: 联合国儿童基金
(ＵＮＩＣＥＦ)ꎬ 抗击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ꎬ 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 (ＷＩＰＯ)、 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ＥＤＱＭ)ꎬ 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 /活性药物成分委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国际制药商协会联合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国际仿制药联盟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国际药用辅料理事
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Ｃｏｕｎｃｉｌ)、 世界自我药
疗产业协会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ｌｆ－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以及来自英国、 韩
国和美国药典委员会的代表ꎮ

药品质量保证与安全部门的协调员也致辞欢迎 Ｅｔｉｅｎｎｅ 博士
及与会的专家委员会委员ꎮ 这是专家委员会第二次举行开放式研讨
会ꎬ 对世界卫生成员国感兴趣的药品质量ꎬ 特别是对假 /冒 /伪 /劣
(ＳＳＦＦＣ) 药品的预防和控制措施进行了讨论ꎮ 预认证项目完全依
靠专家委员会推荐的指导原则和标准ꎮ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工
作与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 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ꎬ 全球抗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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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基金ꎬ 联合国儿童基金 (ＵＮＩＣＥＦ)、 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世界银行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制造者协会、
国家和区域性药典委员会以及其他的 ＷＨＯ 专家委员会等相关组
织联系密切ꎮ 他指出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已经并将成为未来世界
卫生组织建立标准的中坚力量ꎮ

他同时也指出国际捐赠机构越来越意识到劣质药品的问题ꎬ
有此类问题的国家更加开放并承认这一现象的存在ꎬ 但是ꎬ 让贫
困人群用上高质量药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ꎬ 为了防止和彻底消除
假 /冒 /伪 /劣药品ꎬ 国际社会还需要制订一系列质量保证方面的
指导原则和标准ꎮ

开放式研讨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Ｄｒ� Ｅｔｉｅｎｎｅ 主持了开放式研讨会的开幕

式ꎬ 欢迎常驻联合国机构、 驻日内瓦的国际组织及瑞士各专业机
构的代表ꎮ

她指出ꎬ 第 ４６ 次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研讨会的目的是以公开
和透明的方式向专家委员会特别是 ＷＨＯ成员国提供更多的信息ꎮ

假 /冒 /伪 /劣药品是威胁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ꎬ 使很多病人
的健康受到危害ꎬ 这对 ＷＨＯ 而言非常重要ꎮ 在医药领域ꎬ 标准
制定工作仍然是 ＷＨＯ支持成员国的基本和优先任务ꎮ

从 １９４８ 年起ꎬ ＷＨＯ就致力于药物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ꎮ 世
界卫生大会伊始便建立了专家委员会ꎮ １９４７ 年ꎬ 在国际联盟到联
合国的过渡期内ꎬ 专家委员会就开始处理此前由国联负责的卫生
事务ꎮ 因此ꎬ 药品质量控制是 ＷＨＯ最早的项目之一ꎮ

专家委员会和其他 ＷＨＯ 项目之间有很多的联系ꎬ 对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 (ＮＭＲＡｓ) 项目、 预认证项目、 生物制品标准化专
家委员会、 基本药物选择与使用专家委员会、 传统医药和特殊疾
病项目都提供了支持ꎮ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工作不仅直接服务于 ＷＨＯ 成员国ꎬ
还通过实施 ＷＨＯ 内部以及国际机构 (ＵＮＩＣＥＦ 和全球基金———
抗击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项目) 的合作服务国际社会ꎮ

以往ꎬ 秘书处的大部分工作由 ＷＨＯ 预算支持ꎮ 现在ꎬ 超过
８０％的资金由外部捐助ꎮ ＷＨＯ 努力保证不从制药工业界获得任
何资金ꎮ

Ｅｔｉｅｎｎｅ博士指出ꎬ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
点ꎬ 专家委员会每年召开会议讨论药品标准ꎮ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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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 ＷＨＯ 标准工作的最高水平ꎬ 每次会议的成果都发表在
ＷＨＯ系列技术报告并提交给 ＷＨＯ 执行委员会ꎮ ＷＨＯ 根据专业
背景邀请专家委员ꎬ 所有委员并不代表他们的政府ꎮ

药品质量保证和安全协调员表示ꎬ 此次会议将讨论与质量保
证相关的众多议题ꎮ 他提议将能力建设、 仿制药研发及互换性、
儿童用药、 制药用水、 预认证项目动态、 国际非专利名称 (ＩＮＮ)
进展和质量风险管理新文件列入重点议题ꎮ 他强烈鼓励委员会成
员未来在涉及上述内容的质量保证活动中向 ＷＨＯ提供技术指导ꎮ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秘书向大家介绍了 ＷＨＯ 的运行结构以
及管理模式ꎮ 她表示 ＷＨＯ 的主要技术工作依靠来自全球专家的
贡献ꎮ 在药学领域ꎬ ＷＨＯ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质量控制实验室、
监管部门、 国际组织、 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以及国际工业联合会
都开展了合作ꎮ

委员会秘书介绍了专家遴选的程序、 对入选专家的要求、
ＷＨＯ专家委员会的工作领域ꎬ 并解释了专家委员会与 ＷＨＯ执行
委员会、 世界卫生大会之间的关系ꎮ 她还介绍了 ＷＨＯ 专家委员
会广泛征求意见的程序以及发布指导原则或药品标准前需要严格

履行的审查程序ꎬ 并对秘书处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召开了第 ４５ 次专家委员会会议ꎬ 会议技术报告

已经出版发行ꎮ 在本次专家委员会会议上ꎬ 向委员会成员通报了
４５ 次报告的主要内容ꎮ

会议对国际药品监管机构会议 (ＩＣＤＲＡ) 与药品标准专家委
员会的关系进行了讨论ꎬ 由于 ＩＣＤＲＡ代表了 ＷＨＯ 各成员国药品
监管机构的网络ꎬ 因此ꎬ ＷＨＯ 以往会依据 ＩＣＤＲＡ 的建议采取相
应的措施ꎮ

«国际药典» 　
１９４８ 年ꎬ 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 «国际药典»ꎮ 从 １９７５ 年开

始ꎬ «国际药典» 专注于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ꎮ
药典收载的新药由 ＷＨＯ 疾病控制项目提出ꎬ 以保证药品满足各
成员国的要求ꎮ «国际药典» 的颁布要根据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和
决定ꎬ 一旦某个成员国认定其为法定标准ꎬ 便具有了明确的法律
地位ꎮ 对 «国际药典» 拟新增的药品标准ꎬ 需要经过严格的咨询
和征求意见的程序ꎮ 最近ꎬ «国际药典» 已经开始为有关方面召
开吹风会ꎬ 迄今已经举办了两次这样的会议ꎮ

现行 «国际药典» 是 ２００６ 发布的第四版ꎬ 并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３�



２０１１ 年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增补ꎬ 第二次增补中增加了放射性
药品章节ꎮ 与已经广泛发行的版本一样ꎬ 以后的文本也会在网上
发布ꎮ 为顺应技术进步的大势所趋ꎬ «国际药典» 正在采用更精
密的方法更好地控制药品质量ꎮ 从全球现代分析技术的角度ꎬ 对
早期不适当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审核ꎮ

«国际药典» 的优势在于: 按照独立的程序ꎬ 制定的药品
标准经过了国际验证ꎻ 综合了 ＷＨＯ 协作中心的建议ꎻ 与全球
的药品生产商共同工作ꎻ 考虑分析方法的成本ꎻ 与标准制定组
织合作ꎻ 与其他的 ＷＨＯ活动相联系ꎻ 对所有 ＷＨＯ 成员国免费
使用ꎮ

其他进展　
青蒿素是广泛应用的抗疟药品ꎬ 来源于中国传统中药黄花

蒿ꎬ 应该建立关于青蒿素起始物料的指导文件ꎮ
会议讨论了 ＷＨＯ 外部质量保证评估计划的工作ꎬ 通过该计

划可以指导各实验室考察其管理程序并评价实验室的检测能力ꎮ
另外ꎬ 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ꎬ 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ＥＤＱＭ) 开始负
责国际化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 的制备和贮藏ꎮ

研讨会的与会者建议 «国际药典» 应该包括如何使用 «国际
药典» 等解释部分ꎮ 与会者认为 «国际药典» 和附录中包含明确
清晰的定义部分会对使用者大有帮助ꎮ

对于与会者提出的关于国际药品打假小组 ( ＩＭＰＡＣＴ) 未来
工作的问题ꎬ ２０１０ 年世界卫生大会宣布ꎬ 已经建立了一个由各成
员国组成的工作小组评估未来 ＷＨＯ 在 ＳＳＦＦＣ 药品方面的工作ꎬ
其中包括 ＩＭＰＡＣＴ的工作ꎮ ＷＨＯ作为 ＩＭＰＡＣＴ秘书处的职能暂时
停止ꎬ 工作小组的未来由世界卫生大会决定ꎮ

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回答了相关问题ꎬ 大会主席感谢成员国代
表的参与并宣布研讨会结束ꎮ

按照会议日程ꎬ 专家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以来的主要出版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ＷＨＯ技术报告系

列ꎬ Ｎｏ� ９６１) 向 ＷＨＯ执行委员会提交了第 ４５ 次报告ꎬ 报告有印
刷和电子两个版本ꎬ 大会向第 ４６ 届专家委员会的与会专家发放
了印刷版的第 ４５ 次报告ꎮ

包含第二增补内容的 «国际药典» 第四版已经发布了 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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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Ｍ版及网络在线版ꎮ
制作并印刷了两个关于专家委员会工作程序与职能的手册ꎬ

一本讲述专家委员会的技术领域ꎬ 另一本已经翻译成 ＷＨＯ 的 ６
种官方语言ꎮ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通过的所有现行版本的 ＷＨＯ 质量保证
指导原则ꎬ 将以 ＣＤ－ＲＯＭ的更新版本于 ２０１１ 年底发布ꎮ

专家委员会感谢大会秘书处为技术文件的出版所做的贡献ꎬ
这些工作会帮助提升工作的成果以及透明度ꎮ

２　 一般政策

２� １　 国际合作

２� １� １　 与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的合作

抗击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　
向专家委员会介绍了全球抗击艾滋病、 结核和疟疾基金的采

购基本原则ꎬ 即资金价值最大化、 公平、 公正、 透明ꎮ 全球基金
建立了关于采购药品质量保证的指导原则 (ＷＨＯ 于 ２０１０ 年出
版)ꎬ 该指导原则包括临床标准、 质量标准以及质量监测要求ꎬ
在整个药品的供应链中都进行监测ꎮ 全球基金会建立了系统的随
机检测制度并由接收部门将检测结果报告全球基金会ꎮ 采用 «英
国药典» «美国药典» «国际药典» 的方法进行检测ꎮ 在国家层
面上ꎬ 质量控制是最困难的工作ꎮ

目前面临的挑战是经过认证的检测实验室数量有限ꎬ 对生产
企业方法的转移以及获取对照品都比较困难且费时ꎮ 希望将来能
有更多的药典标准方法以避免生产企业方法转移的繁复工作ꎬ 这
就需要明确的指导原则对药品标准进行解释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全球基金和 ＷＨＯ 共同举行了关于基本药物质

量保证的会议ꎬ 会议建议 ＷＨＯ 对抗病毒、 抗结核和抗疟疾之外
的药品建立统一的基本质量要求ꎬ 应建立基本药物的风险分类ꎮ
全球基金解释了基金采购药品特别是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质量保

证措施ꎮ
委员会记录了报告并表达了对全球基金的感谢ꎮ
鉴于全球基金在该领域的经验ꎬ 专家委员会建议全球基金与

ＷＨＯ在该领域共享信息以促进未来的合作ꎮ 对 ＷＨＯ全球采购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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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ＷＨＯ技术报告ꎬ Ｎｏ� ９３７ꎬ 附录 ６) 指导原则的修改意见将
在未来提交专家委员会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应部门负责为基金会、 政府、 机构以及

非营利性组织提供药物ꎬ 儿童基金会利用 ＷＨＯ 采购部门指导原
则和调查问卷等多种方法评价潜在的药品生产企业ꎬ 采购的药物
必须与ＷＨＯ预认证的药品一致ꎮ 对于那些未获得ＷＨＯ预认证的
药品 (例如非抗病毒、 抗结核和抗疟疾药品)ꎬ 应符合联合国机
构产品问卷和接收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标准或要求ꎮ 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也进行 ＧＭＰ 检查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儿童基金会进行
了 １０３ 次检查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贮藏的药品进行目视检查并
随机抽样进行检测ꎮ 药品的预认证一直按招标程序进行ꎮ

专家委员会关注了报告并表达了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感谢ꎮ
２� １� ２　 药典协调机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由 «欧洲药典» «日本药典» 和 «美国药典»
相关机构组成的药典协调机构 (ＰＤＧ) 举行了会议ꎮ 目前ꎬ ３５ 个
附录中的 ２８ 个以及 ６２ 个辅料标准中的 ４１ 个已经完成了协调ꎬ 新
协调了微量量热法附录ꎮ 修改了包括细菌内毒素、 松密度和紧密
度在内的附录ꎮ 对苯甲醇、 土豆淀粉、 小麦淀粉、 磷酸氢钙和无
水磷酸氢钙等辅料标准进行了修订ꎮ 药典协调机构对此前辅料标
准协调后的文本进行审议后ꎬ 并对最后的 ４ 个辅料标准进行了
修订ꎮ

药典协调机构举行了发布会ꎬ 宣布不再随国际人用药品注册
技术要求协调会 (ＩＣＨ) 每年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开会ꎬ 药典协
调机构将加强其独立性ꎬ 目的是加强三个药典机构间的协调ꎮ
ＷＨＯ是药典协调机构的观察员ꎮ

２� １� ３　 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协调会 (ＩＣＨ)

ＩＣＨ的欧盟 (ＥＵ) 质量部门向专家委员会提供了关于质量
文件的更新信息ꎬ 解释了 “质量源于设计” 的概念以及按照程
序研发药品的步骤ꎮ 更新后的文件强调了风险管理、 研发和质
量管理系统之间的关系ꎬ ＩＣＨ 的质量组为来自工业以及监管部
门的人员开展了 ６ 次培训课程ꎬ ＩＣＨ 网站上有一份关于此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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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 “问与答” 文件以及一系列的 “关注要点” 文件ꎮ
ＩＣＨ将发布一个包括化学、 生物技术和生物制品的活性药物

成分 (ＡＰＩ) 研发和生产的新指导原则草案ꎮ
ＩＣＨ正在起草关于金属残留的指导原则ꎬ 该指导原则将提供

一个全球性的控制药品及其成分中金属杂质的政策ꎮ
经过广泛的咨询ꎬ 将修改关于药物基因毒性检测和数据解释

的指导原则ꎮ
专家委员会记录了报告ꎮ

２� １� ４　 药品监管国际会议

第 １４届药品监管国际会议 (ＩＣＤＲＡ)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１２ 月 ３ 日在新加坡召开ꎬ 来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 ９０ 个监管机
构的 ３４５ 名代表与会ꎮ 本次大会由 ＷＨＯ 和新加坡卫生科学局共
同主办ꎮ

ＩＣＤＲＡ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开始举办ꎬ 旨在提供一个各国
对监管事务达成共识的平台ꎮ ２０１０ 年大会讨论的议题包括质量和
安全ꎬ 还为此召开了一个专题讨论会介绍实施 ＷＨＯ 指导原则的
经验ꎮ 大会亦向各国监管机构发出倡议ꎬ 建议根据 ＷＨＯ 稳定性
研究的新要求更新相关文件ꎮ 向 ＷＨＯ 提出的建议包括对药品稳
定性指导原则的附录进行更新ꎬ 鼓励进行疫苗稳定性研究ꎬ 为疫
苗的热稳定性研究提供更多的工具ꎮ

专家委员会充分认识到了 ＩＣＤＲＡ 会议的重要性ꎬ 因为
ＩＣＤＲＡ将大部分的成员国监管机构代表聚集到一起ꎬ 建议 ＷＨＯ
秘书处尽力保证下次 ＩＣＤＲＡ会议的举行ꎮ

２� ２　 重大药品的质量保证

２� ２� １　 生物制品标准化

在专家委员会的议事日程中ꎬ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秘书总
结了 ４ 个方面的重大问题ꎮ 一个是监管部门评价血液制品质量的
工具ꎬ 第二个是修改内毒素国际标准的提议ꎮ 这两个问题将由药
品标准专家委员会讨论ꎮ

第三个问题涉及疫苗的标签ꎬ 该问题最早由免疫咨询委员会
(ＩＰＡＣ) 提出并发现疫苗的标签差异很大ꎮ ＩＰＡＣ 请求 ＷＨＯ 设计
一种疫苗标签的标准格式ꎬ 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将讨论该议
题ꎮ 格式中可能应该包括标签的内容、 大小、 语言、 日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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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是否带有条形码或其他机读码ꎬ 同时也应考虑标签的可
读性ꎮ

第四个问题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正在讨论的拟达成有法律效

力的关于汞的协议ꎮ 联合国环境署一直在协调这个协商过程ꎬ
其中一个问题是: 是否应该彻底禁止疫苗中使用汞? 硫柳汞一
直作为防腐剂在疫苗中使用ꎬ ＷＨＯ 已经证明了该物质的安
全性ꎮ

２� ２� ２　 基本药物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 基本药物选择与使用专家委员会举行会议ꎬ 会
议修改了 ＷＨＯ基本药物特别是儿童用药的目录ꎮ 虽然有些专家
委员对于临时调制药物的指导原则还存在分歧ꎬ 但委员们意识到
大部分药物没有适合儿童的剂型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 ＷＨＯ 考虑建
立儿童用药成分的指导原则ꎮ

２� ２� ３　 草药及辅助药物

由于世界范围内对草药以及辅助药物的重视ꎬ ＷＨＯ 进一步
加强了传统药物方面的工作ꎮ 在近期公布的传统医药指导原则中
就包括了专家委员会在 ２００８ 年讨论的 “草药质量控制方法”ꎮ
ＷＨＯ也出版了一些与草药和传统医药相关的指导原则ꎮ 其中三
个文件关注于扩展草药的质量、 安全和疗效ꎮ 另一个指导原则是
关于保护药用植物ꎬ 由 ＷＨＯ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 与世
界自然基金会 (ＷＷＦ) 共同起草ꎮ 该指导原则为保存和可持续
性利用药物植物提供了框架ꎮ 另外ꎬ 正在进行关于草药国际政策
的全球调查ꎮ

２� ２� ４　 ＳＳＦＦＣ药品工作组会议

近期在 ＷＨＯ的政府间会议中已经多次讨论了关于 ＳＳＦＦＣ 药
品的问题ꎬ 讨论涉及命名以及 ＷＨＯ 应采取的措施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专
家委员会亦曾讨论这个问题并决定将命名的问题留到各成员国达

成一致的时候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成立了 ＳＳＦＦＣ药品工作小组并由成员国
组织会议ꎬ ＷＨＯ 负责提供协助ꎮ ＳＳＦＦＣＣ 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初召开ꎬ 第二次会议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召开ꎮ 可从 ＷＨＯ
官方网站上找到不同语种的工作组管理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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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质量控制———质量标准和检测

３� １　 «国际药典»

３� １� １　 第四版更新

«国际药典» 第四版的第二次增补于 ２０１１ 年七月发布ꎬ 第四
版包括 ２００６ 年出版的两卷ꎬ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增补以及第二次增补ꎮ
«国际药典» 有光盘版也可从 ＷＨＯ 网站查询网络版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ｈｉｎｔ)ꎮ

第二次增补中包括 ６０ 个新增文件及 ２０ 个修订后的文件ꎮ
第二增补版中的药品标准包括第 ４２、 ４３、 ４４ 次专家委员会批

准的品种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增加的青蒿琥酯和磷酸奥司他韦两个
品种ꎮ 阿米卡星注射液和卡那霉素注射液在第二增补本中被误
删ꎬ 在 ＷＨＯ药品网站上以第二增补勘误的形式发布ꎮ

在收载到下一版的 «国际药典» 增补本之前ꎬ 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新增的药品标准ꎬ 将按照以往的程序发布在 ＷＨＯ 网站上ꎮ
正在对少量文本进行最终的审校ꎬ 将很快出版ꎮ

尽管大部分文本将在 ＷＨＯ 网站上公布ꎬ 但是ꎬ 对于左炔诺
孕酮片等品种ꎬ 专家委员会认为需要进行大幅修改并增加分析项
目ꎮ 上述文本已经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召开的药品标准和质量控制协商
会议上提交审核ꎬ 确认修订标准的合理性ꎮ 随后将提交专家委员
会 (见 ３� ２� ５)ꎮ

３� １� ２　 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召开了吹风会ꎬ 听取利益相关方对 «国际药典»
的反馈ꎬ 汇总后的意见已经提交给专家委员会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已经向
工业界提供了类似信息ꎮ 会议的目的就是与生产企业进行非正式
讨论ꎬ 听取他们对 «国际药典» 的意见和建议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的会
议不仅邀请了工业界代表ꎬ 非政府组织、 成员国和其他团体等所
有对 «国际药典» 感兴趣的组织和机构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ꎬ 共
有 ３０ 人与会ꎮ 大会要求与会人员提前将问题提出ꎬ 这样便于会
议组给出更具体的回复ꎮ 与会者希望 ＷＨＯ 将标准草案等信息在
网站公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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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会议也是 ＷＨＯ 向各生产企业征集样品的平台ꎬ 生产企业
可以此来支持 «国际药典» 标准的研究ꎮ 各利益相关团体肯定了
该会议的重要性ꎬ 并表示希望未来能继续举办这样的会议ꎮ

３� １� ３　 工作计划说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专家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未来 «国际药典» 收
载标准的工作计划ꎮ 上述品种目录及现在的状态 (比如是否已经
被专家委员会采纳)、 为原料药和制剂建立新标准以及儿童药物
的建议ꎬ 已经提交给专家委员会ꎮ 根据 «国际药典» 第二增补
本、 现行 ＷＨＯ基本药物目录并参照预认证项目的招标邀请内容
更新了工作计划ꎮ

工作计划包括用于治疗艾滋病、 疟疾和结核的药物ꎬ 以及抗
感染、 口服补液治疗和其他方面的药物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召开的药品
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实验室会议也讨论了该工作计划ꎬ 工作计划
中不仅包括产品的标准ꎬ 还包括了正在修订或已经完善的附录
章节ꎮ

专家委员会对工作计划中不同的药物品种进行了审核ꎮ 包括
大部分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的 ＡＰＩ 质量标准以及起草中的新
标准ꎮ

在补充有关内容后ꎬ 专家委员会通过了提交的工作计划ꎮ
３� １� ４　 药品标准的建立

«国际药典» 标准提供了 ＷＨＯ基本药物目录以及 ＷＨＯ 治疗
指导原则中有关药物的质量信息ꎬ 所以ꎬ 药物预认证项目、
ＵＮＩＣＥＦ、 全球抗击艾滋病、 结核、 疟疾基金等 ＷＨＯ 的主要项目
都非常依赖 «国际药典» 的药品质量标准ꎮ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文
件 “药品标准进度表” 记录了每个标准草案的完整过程ꎬ 该文件
已经公布征求意见中ꎮ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新增药品标准的起草程
序ꎬ 并公布了收到的意见ꎮ

为了正确地反映新标准起草过程中各阶段的情况ꎬ 专家委员
会修订了起草程序ꎮ

专家委员会通过了 «国际药典» 质量标准的建立涉及的相关
文件 (附录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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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包括儿童用药的药品质量标准

３� ２� １　 治疗艾滋病及相关疾病的药品

抗逆转录酶病毒

利托那韦片　
专家委员会批准了利托那韦 ＡＰＩ的标准ꎬ 并收载在 «国际药

典» 第二增补中ꎮ 专家委员会提出了利托那韦片的标准草案ꎬ 该
标准草案已经公布并征求意见ꎬ 秘书处负责汇总反馈意见ꎮ 专家
委员会审核了标准草案及收到的意见ꎮ

根据收到的意见及讨论后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ꎬ 委员会同意
批准修订后的利托那韦片标准ꎮ

富马酸替诺福韦　
协作研究正在进行旋光度试验ꎮ 研究工作有进展ꎬ 但由于需

要获取更多的样品ꎬ 延迟了对研究结果的讨论计划ꎮ
３� ２� ２　 抗疟疾药物

青蒿素衍生物的更新　
在第二增补收载青蒿琥酯药品标准的审核过程中ꎬ 对命名进

行了几项修正ꎮ 对 ＷＨＯ 的相关出版物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审核ꎬ
解决了有些药品命名的混淆问题ꎮ 基于上述原因ꎬ 提议对 «国际
药典» 中相关文本也进行修改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为追踪修改后药品标准的执行情况ꎬ 召集与青

蒿素类药品标准相关的专家进行了一次远程电话会议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药品标准和质量控制实验室会议对标准中拟修订的建议进行
了讨论ꎮ 专家委员会对提交的青蒿琥酯和双氢青蒿素标准进行了
讨论ꎮ

与会专家注意到这两种物质在青蒿素类药物联合治疗中的广

泛应用ꎬ 而且双氢青蒿素是其他青蒿素类药品的一种有关物质ꎮ
专家委员会强调ꎬ 任何对于这两种药品标准的修改也必须同时体
现在相关的标准中ꎮ

青蒿琥酯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ꎬ 专家委员会曾对青蒿琥酯的标准进行

了修订ꎬ 在解决了命名问题后ꎬ 再次将该标准提交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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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审核ꎮ
根据收到的意见及讨论后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ꎬ 委员会同意

批准修订后的青蒿琥酯标准ꎮ

青蒿醇 (双氢青蒿素)
青蒿素类药物的标准正在修订中ꎬ 尽管提交给专家委员会的

修订草案已经包括了命名上的修改ꎬ 可能还需要修改其他方面的
内容ꎮ

根据收到的意见及讨论后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ꎬ 委员会同意
批准修订后的青蒿琥酯标准ꎮ

盐酸甲氟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采纳了甲氟喹片剂的标准之后ꎬ 专家指出已经

公布的盐酸甲氟喹标准需要进行修订ꎬ 应采用 ＨＰＬＣ 法替代 ＴＬＣ
法进行有关物质检查并修订杂质的限度ꎮ

根据收到的建议ꎬ 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召开的药品标准及质量控制
实验室会议上ꎬ 对拟修订的药品标准草案第一稿进行了讨论ꎬ 合
作实验室已经开展了进一步的分析方法及确认工作ꎮ

专家委员会审核并通过了修订后的检测方法ꎬ 并将按照一般
流程在更广范围内继续征求意见ꎮ

抗疟药物的新基础实验　
向专家委员会通报了抗疟疾药物基础实验的新进展ꎬ 并将很

快在网站公布ꎮ
３� ２� ３　 抗结核药物

利福平　
利福平存在多晶型ꎮ 市场上有晶型Ⅰ、 Ⅱ及晶型Ⅰ和Ⅱ的混

合物ꎮ 尽管在 «国际药典» 第一增补中利福平对照品的红外光谱
图是晶型Ⅱ的光谱图ꎬ 但并不是限定特定的晶型ꎮ 针对这个问
题ꎬ 在向专家委员会提交的修改版中建议在红外实验之前对待测
样品以及对照品均进行重结晶ꎬ 防止样品和对照品晶型不一致ꎮ

根据收到的意见及讨论后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ꎬ 委员会同意
批准修订后的利福平标准ꎬ 并建议对片剂和胶囊剂的标准也进行
相应的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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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４　 抗感染药物

噻嘧啶口服混悬剂　
专家委员会审核了噻嘧啶口服混悬剂的质量标准草案并汇总

了主要意见ꎬ 专家委员会决定ꎬ 在相关问题得到澄清前ꎬ 暂时推
迟该药品质量标准的讨论ꎮ

噻嘧啶咀嚼片

专家委员会根据收到的意见及讨论后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ꎬ
同意批准修订后的噻嘧啶咀嚼片质量标准ꎮ

阿苯达唑咀嚼片　
专家委员会审核了阿苯达唑咀嚼片的质量标准草案ꎬ 合作实

验室起草了质量标准草案第一稿ꎬ 经秘书处补充后ꎬ 按程序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发布并广泛征求意见ꎮ 目前该质量标准仍在公示期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进一步征求意见并建议对 ＡＰＩ 质量标准进行
修订ꎮ

３� ２� ５　 其他药物

肝素　
针对部分肝素注射液受污染的警示信息ꎬ 专家们讨论了产品

中杂质的检测问题ꎬ 表示应该对目前药典中的质量标准进行修
订ꎮ 专家委员会已经多次 (尤其是在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对 «国
际药典» 中肝素质量标准的修订进行了讨论ꎮ

一种新的检测肝素中硫酸软骨素 Ｂ 和其他黏多糖的方法
已经提交专家委员会并讨论将该方法收载到 «国际药典» 的
可能性ꎮ

专家委员会审核了该方法并批准将该方法收载到质量标准

中ꎬ 质量标准将按程序公示并征求意见ꎮ

甲孕酮注射液　
避孕药甲孕酮注射液的新质量标准已经向专家委员会提交ꎬ

秘书处已经收到质量标准并正在征求意见ꎮ
根据收到的意见及讨论后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ꎬ 专家委员会

同意批准修订后的质量标准ꎬ 该质量标准即将公示并征求意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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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炔诺孕酮片　
２０１０ 年ꎬ 左炔诺孕酮片的标准被批准ꎬ 依据专家委员会的建

议ꎬ 对 ３０μｇ规格的片剂中制备供试品溶液和溶出度测定条件进
行了修改ꎮ 由于这些修订十分重要ꎬ 最终文本已经再次提交给专
家委员会审议 (见 ３� ３� ２)ꎮ

修改建议已经被专家委员会采纳ꎮ
３� ２� ６　 其他儿科用药

儿童用维生素 Ａ口服液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举行的专家委员会第 ４５ 次会议对维生素 Ａ浓溶

液 (油溶液)、 儿童用维生素 Ａ胶囊和儿童用维生素 Ａ 口服液的
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维生素 Ａ浓溶液 (油溶液) 的标准已经被
批准ꎮ

考虑到软胶囊壳是单剂量的容器ꎬ 且其中的液状内容物才是
实际的剂型ꎬ 专家委员会决定将儿童用维生素 Ａ 软胶囊归入维生
素 Ａ口服液的标准中ꎮ 在 ２０１０ 年的会议后ꎬ 专家委员会建议将
胶囊的标准删除并将儿童用维生素 Ａ 口服溶液标准进行修改以便
使该标准也适用于这些单剂量剂型ꎮ
２０１０ 年会议后ꎬ 按照通常的流程ꎬ 修改后的儿童用维生素 Ａ

口服液标准已经被审议两次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召开的药品标准及和质
控会议也对该标准进行了讨论ꎮ

根据收到的意见及讨论后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ꎬ 专家委员会
同意批准修订后的儿童用维生素 Ａ 口服液质量标准ꎮ 专家委员会
也同意口服液的标准修订情况也适用于维生素 Ａ 浓溶液 (油溶
液) 的标准ꎮ

３� ３　 制剂通则及相关方法

３� ３� １　 药典协调机构协调后的文本

根据 ２０１０ 年召开的第 ４５ 次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讨论ꎬ 一
些经过国际协调的药典文本已经按照 «国际药典» 的格式公示并
征求意见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举办的药品质量标准与质控会议上ꎬ 已经对收
到的关于第一部分文本的意见进行了讨论ꎮ 这些文本包括:

• 炽灼残渣ꎻ
• 注射剂装量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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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解试验ꎻ
• 不溶性微粒ꎻ
• 非无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 药物制剂与药用物质的判定
限度ꎻ

• 非无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 特定微生物检查ꎻ
• 非无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 微生物计数检查ꎮ
另一组文本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和 ９ 月征求意见:
• 无菌试验ꎻ
• 片剂脆碎度ꎻ
• 粉末的振实密度ꎻ
• 细菌内毒素试验ꎮ
由于收载了这些国际协调后的标准ꎬ 因此ꎬ 需要对 «国际药

典» 中的注射剂标准进行相应的修订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按照下列更新程序对上述文本进行及时修

订: 当涉及的方法被药典协调组修订ꎬ 且上述 «国际药典» 中收
录的方法还需要讨论时ꎬ 秘书处可咨询专家委员会中的部分专
家ꎬ 然后对 «国际药典» 中相应的部分做出修改ꎬ 而不需要咨询
全部专家委员会的成员ꎮ

对下面的文本ꎬ 专家委员会认为已经过广泛征求意见ꎬ 并根
据收到的意见进行修订ꎮ 除另有规定外ꎬ 根据收到的意见以及讨
论后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ꎬ 专家委员会同意批准修订后的所有
文本ꎮ

炽灼残渣 (硫酸灰分)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会议期间ꎬ 专家委员会推荐将现在 «国际药

典» 中的方法逐步用国际协调后的炽灼残渣 /灰分试验替代ꎮ 依
据这个建议ꎬ 已经修订了 “２� ３ 炽灼残渣” 部分ꎬ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和 ８ 月两次征求意见ꎮ 在过渡期内ꎬ 两种方法都将被 «国际药
典» 收录ꎮ 经过国际协调的方法将在新增药品标准中标出ꎬ 同
时ꎬ 对于已有药品标准ꎬ 继续采用现行的试验方法直到该药品标
准被修订ꎮ

粉末的松密度和振实密度　
这是建议 «国际药典» 在补充信息部分收载的一般检查方

法ꎬ 该文本以国际协调后的松密度和振实密度为基础ꎮ
此项工作的目的是修订 «国际药典» 的补充部分 (结构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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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ꎮ 在提交的审议稿中ꎬ 增加了用于药物制剂研发或生产的检
测方法ꎮ 因此ꎬ 松密度和振实密度的测定方法也应列入这部分章
节中ꎮ 一旦该章节被药典收载ꎬ 将会分配一个特定的编号ꎮ

片剂脆碎度　
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召开的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会议上ꎬ 批准了

修订后的片剂通则ꎬ 在生产项下给出了脆碎度试验方法ꎮ 建议在
«国际药典» 补充信息项下根据国际协调后的片剂脆度试验方法ꎬ
收载一个通用的检测方法ꎮ

崩解试验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召开的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会议中ꎬ 委员会

建议采用国际协调后的方法替代目前 «国际药典» 中收载的片剂
和胶囊的崩解试验方法ꎮ

修订就意味着需要改变并增加崩解测定仪的规格和限度ꎮ 会
议讨论了当第一步试验中有不超过 ２ 片 (粒) 的结果不符合规定
时ꎬ 进行复试的可能性ꎮ 会议还讨论了当采用挡板时ꎬ 在自动检
测条件下使用改装挡板的可能性ꎮ

溶出度试验　
«国际药典» 拟收载的溶出度试验已经过审议ꎮ 专家委员会

认为应对此项试验进行通盘的考虑ꎬ 并应进行进一步讨论ꎮ

注射剂装量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召开的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会议中ꎬ 委员会

建议采用国际协调后的方法替代目前 «国际药典» 中收载的注射
剂装量检查法ꎮ

不溶性微粒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召开的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会议中ꎬ 委员会

建议采用国际协调后的方法 (５� ７ 不溶性微粒检查法) 替代目前
«国际药典» 中收载的不溶性微粒检查法ꎮ 修订后的版本中应以
１００ｍｌ体积作为区分小体积注射液和大体积注射液的标准ꎮ 药典
协调文本中不包括 １００ｍｌ体积的注射ꎬ 建议将其划归小体积注射
液ꎮ 随着这项方法的修改ꎬ 附录 ５� ７ 项下的其他内容也需要进行
相应的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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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的微生物控制　
与下列检测相关:
非无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ꎻ
药物制剂与药用物质的判定限度ꎻ
微生物计数试验ꎻ
特定微生物检查ꎮ
非无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部分也经过了协调ꎬ 形成了以下三

个文本:
微生物计数试验ꎻ
特定微生物检查ꎻ
药物制剂与药用物质的判定限度ꎮ
专家委员会认为微生物计数试验和特定微生物检查的文本是

分析方法章节的新内容 (３� ３� １ 和 ３� ３� ２)ꎮ 专家委员会认为应将
现行的微生物控制 (３� ３) 文本用国际协调后的文本 (非无菌产
品的微生物检查: 药物制剂与药用物质的判定限度) 替代ꎮ 该文
本可提供有用的信息ꎬ 因此建议将此部分内容并至补充信息章
节ꎬ 并更名为非无菌产品的微生物控制: 推荐的药物制剂判定
限度ꎮ

在通过后ꎬ 根据 «国际药典» 现行文本ꎬ 将对 «国际药
典» 收载方法 ３� ３� １ 和 ３� ３� ２ 的适用性进行审核ꎮ 应对辅料标
准进行相关审核ꎬ 还应考虑涉及 «国际药典» 中的哪些标准并
需要提出推荐的限度ꎮ

无菌检查　
通过后ꎬ 将用国际协调后的无菌检查法替代目前 “３� ２ 非注

射用制剂的无菌试验” 和 “ ３� ２� ２ 抗生素无菌试验”ꎮ 此次修订
不包括手术材料的无菌检查ꎮ

此次修订后ꎬ 需要在 «国际药典» 补充信息章节中增加更多
关于抗生素无菌检查的指导意见ꎮ 此外ꎬ 有必要修改相关药品标
准中引用的文献ꎮ

在协调后的文本中有这样的表述: “除另有规定、 说明或授权
外”ꎮ 委员会认为 «国际药典» 中的 “说明或授权” 需要相应的解
释ꎮ 因此ꎬ 各方同意在 «国际药典» 的凡例中增加下列文字:

“ ‘除另有说明或授权外’ 系指除非相关国家或地区当局针对
特殊情况授权豁免或变更条款外ꎬ 必须符合相关要求或遵守
规定ꎮ”

�７１�



细菌内毒素检查　
与现行版本不同ꎬ 修订后的 «国际药典» 中拟收载 ３种方法ꎮ
因此ꎬ 专家委员会同意选择专家继续研究在 «国际药典» 有

关药品标准中实施新的细菌内毒素检查法ꎮ
３� ３� ２　 单剂量制剂的含量均匀度

对现行药典方法以及拟发布的通则 “５� １ 单剂量制剂的含量
均匀度” 进行了回顾和说明ꎬ 并提请专家委员会审议ꎮ

委员会讨论了文件的背景ꎬ 同意下述的修订说明文本ꎮ 专家
委员会还认为ꎬ 作为未来政策的基础ꎬ 这种背景文件和说明文字
将有助于药品标准的增修订ꎮ 在这一点上ꎬ 将说明性文件收载在
«国际药典» 的补充信息中可为更多的药典用户提供帮助ꎮ

关于同意通则 ５� １ 适用于片剂和胶囊的审核说明　
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的会议上ꎬ 委员会讨论了在 «国际药典» 片

剂和胶囊剂质量标准ꎬ 特别是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ＡＰＩ 的固定剂
量复方制剂 (ＦＤＣｓ) 中进行含量均匀度检查的议题ꎮ

ＷＨＯ固定剂量复方制剂的注册指导原则�与 «国际药典»
５� １ 分析方法在含量均匀度检查的门槛值上存在差异ꎻ 与会代表
就此提出了问题ꎮ ＷＨＯ 指导原则规定进行均匀度检查的制剂规
格为 ２５ｍｇ / ２５％ ꎬ 而 «国际药典» 中的规定为 ５ｍｇ / ５％ (见通则
５� １ 单剂量制剂含量均匀度检查限度的修改意见)ꎮ

根据委员会的讨论ꎬ 已经开展了对 «国际药典» 中所有的片
剂和胶囊 (包括含有一种 ＡＰＩ以及多种 ＡＰＩ 的 ＦＤＣ 制剂) 标准的
审核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召开的药品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实验室非正式
会议上对审核工作的综述文件进行了讨论ꎮ 根据磋商中针对均匀
度检查提出的问题和建议ꎬ 对综述文件进行了修订并提交给委员
会进行进一步的讨论ꎮ

分析方法　
尽管 ２０１０ 年的专家委员会认为通则 ５� １ 方法的技术基础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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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ꎬ 但是ꎬ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的非正式会议建议在此基础上进行文本
编辑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该方法的一个重大疏忽是在进行检查时增
加了 ５ｍｇ或更低规格的声明ꎮ 专家认为增加每片 (粒) 制剂中
ＡＰＩ的量值限度ꎬ 比当前文本中 ５％或更低百分含量的阐述更明
确ꎮ 其实在药典有关药品标准项下已经给出了 ５ｍｇ的限度值ꎮ

委员会通过并认可了对通则 ５� １ 文本的修改ꎮ

适用的片剂和胶囊剂品种　
委员会通过并支持增加下列文字:
— “保留含量测定方法 Ａ [取 ２０ 片 (粒胶囊) 的混合后样
本进行检测] 的同时ꎬ 将含量均匀度测定结果的平均作
为含量测定的方法 Ｂꎮ”

委员会还同意修订下列包含一个或多个 ＡＰＩ 的片剂和胶囊剂
药品标准ꎬ 将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标准修订ꎮ

单组分制剂:
— 阿托品 (硫酸) 片ꎻ
—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ꎻ
— 秋水仙碱片ꎻ
— 地塞米松片ꎻ
— 马来酸麦角新碱片ꎻ
— 硝酸甘油片ꎻ
— 左炔诺孕酮片ꎻ
— 泼尼松龙片ꎮ
复方制剂 (ＦＤＣｓ):
— 复方利福平 /异烟肼 /吡嗪酰胺 /盐酸乙胺丁醇片ꎻ
— 复方磺胺多辛 /乙胺嘧啶片ꎮ
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通过的左炔诺孕酮片和复方磺胺多辛 /乙胺

嘧啶片的药品标准ꎬ 在 ＷＨＯ 药品网站公布前ꎬ 标准的最终定稿
中已经采用了含量测定的新策略ꎮ

相关的ＷＨＯ质量保证指导原则　
正如综述文件中指出的: ＷＨＯ ＦＤＣ 的指导原则和 «国际药

典» 在复方制剂的含量均匀度测定的判定限度上存在差异ꎮ 对各
种方案进行充分讨论后ꎬ 专家委员会建议修订 ＷＨＯ ＦＤＣ 指导原
则或其他任何相关的 ＷＨＯ 指导原则ꎬ 使含量均匀度测定方面的
技术要求与 «国际药典» 规定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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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委员会认为需要对下列 ＷＨＯ 指导原则中有关药物制
剂含量均匀度检查法进行修改:

• ＷＨＯ固定剂量复方药品 (ＦＤＣ) 注册指导原则ꎻ
• ＷＨＯ多来源 (仿制) 药品申报资料提交指南: 质量部分ꎮ

３� ３� ３　 片剂通则

２００９ 年ꎬ 专家委员会批准了片剂通则ꎬ 但由于缺少补充信息
中所需的部分文本ꎬ 因此ꎬ 该通则未在 «国际药典» 第二增补中
收载ꎮ

根据 ＷＨＯ热带病疾病 (ＮＴＤ) 部门、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部门
检查员的意见ꎬ 专家委员会提出了对片剂通则的修订建议ꎮ 在 ６
个 ＷＨＯ成员国开展的阿苯达唑、 阿奇霉素、 甲苯达唑、 乙胺嗪、
伊维菌素和吡喹酮口服固体制剂的调查显示ꎬ ７２ 个样本中有 ４１ 个
不符合 «美国药典» 的溶出度要求ꎮ 多数不合格产品是咀嚼片ꎮ 如
此高比例的药品溶出度不合格ꎬ 这些 ＮＴＤ药物的疗效堪忧ꎮ

专家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建议对现有相关药品标准进行

适当的修订ꎮ 对文本进行了一些小的改动ꎬ 并同意在药品标准的
补充信息项下增加参考信息ꎮ 建议在咀嚼片药品标准定义项下增
加文字: “本品应咀嚼后吞服ꎻ 当标签注明时也可整片吞服”ꎮ 专
家亦同意将 “舌下片” 和 “含片” 从 “口腔用片剂” 中删除ꎮ

与会者一致认为ꎬ 专家委员会对文件中的定义进行修订或对
文本编辑格式进行调整后ꎬ 应上网并替换现有版本ꎮ 委员会认
为ꎬ 应适时对咀嚼片进行全面的审核ꎮ

３� ４　 «国际药典» 的前言、 凡例和补充信息
补充信息部分　

在 «国际药典» 中收载补充信息的目的是帮助和指导药典使
用者准确理解药品质量标准并正确执行药典ꎮ 为使用户方便地获
得相关的指导原则ꎬ 专家一致认为ꎬ «国际药典» 中本部分内容
应扩充 (如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通过的多晶型及鉴别试验的指导原
则)ꎬ 使药典内容的结构更加完善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将目前补充信息的文本与专家委员会同意或

建议收载的所有文本ꎬ 按照目前的药典格式进行统一ꎮ 采用通则
分析方法项下编号系统建立便于增补内容的、 灵活的文件体系结
构ꎮ 与会者一致认为ꎬ 已讨论并提交给专家委员会的文件体系格
式是适宜的ꎬ 建议在下一版药典中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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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注意到文件中包含了现有文本以及未来对新体系格式

的补充信息章节项下的相关增、 修文本ꎮ 现有的文本可按照新格
式收载ꎬ 对于未来新增的文本ꎬ 一旦批准后就可以直接收载ꎮ

与会者意识到ꎬ 为杂质检查和溶出度试验等药典质控项目提
供指导ꎬ 对 «国际药典» 用户非常有益ꎬ 对药品预认证特别重
要ꎮ 会议认为ꎬ 为支持修订后的片剂通则ꎬ 需要提供药物研发和
药物制剂生产中采用的具体检测方法ꎮ

与会者一致认为ꎬ 在补充信息中建立一些指导原则时ꎬ 应当
与 ２００９ 年通过的多晶型和鉴别试验一样ꎬ 按照同样的程序进行
处理ꎮ 当起草完成一个草案后ꎬ 分发给 «国际药典» 和药品标准
专家咨询小组征求意见ꎮ 在非正式会议中磋商ꎬ 并提交给专家委
员会ꎮ 一些补充信息可以从已有的材料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药品
网站和 (或) 专家委员会技术报告中汇集整理ꎮ

专家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建议ꎬ 并鼓励秘书处进一步起草相关
的文本ꎮ

４　 质量控制———国际标准物质 (国际化学对照品和
标准红外图谱)

４� １　 国际化学对照品动态
作为一级标准物质ꎬ 国际化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 是用于 «国际

药典» 中物理和化学试验的参考物质ꎮ 这些标准物质满足其使用
要求并被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正式批准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位
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ＥＤＱＭ) 替代前 ＷＨＯ
化学对照品合作中心 Ａｐｏｔｅｋｅｔ ＡＢꎬ 负责 ＷＨＯ ＩＣＲＳ 的建立、 制
备、 存储及分发ꎮ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举行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会议后ꎬ 秘
书处已邀请多个国家实验室参与 ＩＣＲＳ 的协作标化研究ꎮ 秘书处
的邀请得到积极的响应ꎬ 秘书处已经建立了 «国际药典» 用所有
对照品的信息数据库ꎮ 此外ꎬ 就 ＩＣＲＳ 协作标定中常见的问题ꎬ
已经起草了文件并公开征求意见ꎮ

专家委员会审阅了该报告ꎮ
４� １� １　 国际化学对照品组织机构的行动报告

专家委员会收到 ＥＤＱＭ 关于 ＩＣＲＳ 的报告ꎮ 首批 α－蒿甲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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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ＲＳ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完成ꎮ 丙酸倍氯米松的换批对照品正在研
制中ꎮ 偶氮苯换批对照品的内部试验已经完成ꎬ 协作标定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开始ꎮ

虽然不属于 ＷＨＯ－ＥＤＱＭ 合作协议的范围ꎬ ＥＤＱＭ 实验室还
是承担了 «国际药典» 青蒿素药品标准的起草工作ꎮ 研究目的是
校正青蒿素的响应因子并对液相色谱 (ＬＣ) 方法进行确认ꎮ

根据 ＩＣＲＳ报告ꎬ ＩＣＲＳ数据库一共 ２１５ 种物质并已经根据需
求进行了排序ꎬ 该顺序可用于对照品监测的先后时间表ꎮ 目前已
经对 ２３ 种 ＩＣＲＳ进行了期间核查ꎮ 迄今为止ꎬ １５ 个品种未发现缺
陷ꎮ 在质量控制方面ꎬ 已经有 ８ 个批次的 ＩＣＲＳ用于鉴别试验ꎮ

专家委员会审阅了该报告ꎮ
４� １� ２　 协作标定中的常见问题

用于含量测定的标准物质需要进行协作标定ꎬ 采用协作标定
的结果可确定标准物质的含量或其他特性量值ꎮ ＷＨＯ 已邀请国
家质量控制实验室参加 ＩＣＲＳ 的协作标定ꎬ 已经起草了供合作实
验室协作标定用的研究文档并向专家委员会进行了陈述ꎮ

该项目的总目标是建立 ＩＣＲＳ 的全球发放系统ꎬ 协助中、 低
收入国家对抗艾滋病、 抗结核和抗疟药等 «国际药典» 中基本药
物的质量进行检测ꎮ 专家委员会审阅了该文件ꎮ

４� １� ３　 ２０１０ 年度国际化学对照品报告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ＷＨＯ 和 ＥＤＱＭ 签订的协议ꎬ 以及来自
Ａｐｏｔｅｋｅｔ的 ＩＣＲＳ库存ꎬ ＥＤＱＭ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重新启动 ＩＣＲＳ 的发
放工作ꎮ

ＷＨＯ和 ＥＤＱＭ之间的协调会于 ２０１０年 ４月和 ９月举行ꎬ 会议
商定了研制 ＩＣＲＳ的具体工作流程以及建立新 ＩＣＲＳ的优先工作顺序ꎮ
２０１０ 年ꎬ ＥＤＱＭ发放 ＩＣＲＳ 的总数为 ９５７ 支ꎮ 五个需求最高

的标准物质是: 青蒿琥酯、 香草醛、 青蒿醇 (双氢青蒿素)、 蒿
甲醚和本芴醇ꎮ

专家委员会审阅了该报告并感谢 ＥＤＱＭ 对 ＷＨＯ 成员国的支
持和贡献ꎮ

４� １� ４　 系统适用性用本芴醇对照品

系统适用性试验用本芴醇是 ＥＤＱＭ 制备的第一种化学对照
品ꎬ 标化报告已提交专家委员会ꎮ 经专家委员会审核后ꎬ 已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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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际化学对照品ꎮ
４� １� ５　 细菌内毒素

ＷＨＯ质量ꎬ 安全和标准团队向专家委员会提交了细菌内毒
素标准品换批的申请ꎮ

根据先前的协议ꎬ 为保证热源检查用细菌内毒素单位的可靠
性和一致性ꎬ 就需要建立共享、 一致的参考物质ꎮ 当一个地区的
标准物质库存接近零时ꎬ 就需要建立一批新的细菌内毒素标准
品ꎮ 这次是 ＥＤＱＭ提供原料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标准品ꎬ 因此ꎬ 建
议通过国际协作研究制备第三批细菌内毒素国际标准品ꎮ

由于 «国际药典» 收载的一般检查项下使用该标准品ꎬ 专家
委员会认为保持国际标准品的量值一致性 (连续性) 是非常重要
的ꎬ 该提案得到专家委员会的认可ꎮ

５　 质量控制———国家实验室

５� １　 外部质量保证评估计划
外部质量保证评估计划 (ＥＱＡＡＳ) 是对化学药品质量控制实

验室的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外部评价的一种手段ꎮ 通过实验室间的
检测结果比较ꎬ 可以确定参与的实验室开展特定检测项目的能力
和水平ꎮ 通过外部力量审核实验室的能力ꎬ 可以对实验室的内部
质量保证提供补充ꎮ

参与 ＥＱＡＡＳ能力验证计划的分析实验室必须通过 ＷＨＯ 药品
质量控制实验室管理规范 (ＧＰＣＬ) 或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５２ 等相关认
证ꎮ ＷＨＯ定期组织 «国际药典» 收载品种的物理化学分析方法
(包括溶出度试验等药品质控技术方法) 的研究分析ꎮ

来自 ＷＨＯ所有 ６ 个区域的 ６０ 个质量控制实验室经常参加本
计划ꎮ 到目前为止ꎬ 通过参加 ＷＨＯ 组织的 ＥＱＡＡＳ 能力验证计
划ꎬ 参加的实验室通过对同一样品的测定ꎬ 可以评价自身的检测
能力和水平ꎮ 通过各自实验室的检测值与真值偏离程度的比较ꎬ
参加的实验室可以了解自身的能力和水平ꎮ

会议讨论了三个检测项目———卡尔�费休滴定法测定盐酸阿
２　 ＩＳＯ / ＩＥＣ １７０２５—２００５: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的一般要求ꎮ 日内瓦ꎬ 国际标准化组织ꎬ

２００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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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地喹的水分、 复方蒿甲醚 /本芴醇片的溶出度测定以及阿巴卡
韦口服液密度和 ｐＨ的测定 (会议召开时仍在进行中)ꎮ 另外ꎬ 计
划在 ２０１２ 年开展另外三个试验: ＨＰＬＣ 法测定复方阿莫地喹 /青
蒿琥酯片的含量、 利福平胶囊的溶出度测定、 滴定法测定硫酸氯
喹口服混悬剂的含量ꎮ

由于一些实验室间的结果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ꎬ 专家委员会
表示关注并认为需要对这些实验室进行培训ꎮ

委员会建议在未来扩展 ＥＱＡＡＳꎬ 并鼓励参与实验室除分析统
一提供的样品外ꎬ 如果适宜的话ꎬ 也可测定从所在地区或国家市场
抽取的上市后药品ꎮ 将为参加的实验室提供必要的信息ꎬ 使它们能
够在开展能力验证的同时亦可进行市场监管研究ꎮ 按照该计划ꎬ 参
加研究计划的实验室将提前得到研究方案及相关信息ꎬ 使它们能够
从当地或区域市场获得成分相似的药品ꎮ 在相同的条件下对所有
的样品———市场抽样以及能力验证计划样品同时进行分析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举行的药品标准和质控实验室会议上ꎬ 国家药
品控制实验室的代表对扩展该计划表示感谢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指出扩展该计划有如下好处:
— ＷＨＯ可以协助国家监管当局识别和监控劣质药品ꎻ
— ＷＨＯ将更多地了解 «国际药典» 方法在全球的适用性ꎬ 研
究结果可用于相关的药品标准、 方法和 (或) 附录的修订ꎻ

— 在测定结果满意的前提下ꎬ 参加的实验室通过对测定结果
的比较ꎬ 可以更方便、 自信地确认该测定方法的合理性ꎮ

专家委员会批准了扩展该计划的建议ꎮ 同时指出ꎬ 应谨慎选
择适当的扩展研究计划ꎮ

６　 质量保证———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６� １　 ＷＨＯ ＧＭＰ: 制药用水
制药用水的草案文件已提交专家委员会讨论ꎬ 该文件是对

２００３ 年发布的 ＷＨＯ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一般指导原
则的补充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专家委员会对该草案文本进行了讨论ꎬ 当时
请求委员会将该文件与制药用水系统对接ꎮ 此后ꎬ 文件的修订工
作就一直在进行之中ꎬ 所有收到的意见都经过了非正式磋商ꎮ 专
家委员会审议了该文件以及最新一轮公示阶段收到的主要意见ꎮ

根据收到的意见以及讨论结果ꎬ 专家委员会批准了文本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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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变更 (附录 ２)ꎮ

７　 质量保证———新思路

７� １　 ＷＨＯ关于质量风险管理的指导原则
根据报告ꎬ 已经起草了包含最新协商及讨论结果并按照新结构重新

编排后的质量风险管理文件ꎬ 将报送 ＷＨＯ «国际药典» 和药品标准专
家咨询委员会ꎬ 并适时按照程序公示并征求意见ꎮ 新指导原则旨在取代
当前使用的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ꎬ 以适应新趋势ꎮ 专家委员会同意在
获得最新文本后再讨论这个议题ꎮ

８　 质量保证———分销与药品贸易

８� １　 国际贸易药品质量的ＷＨＯ认证计划
国际贸易药品质量的ＷＨＯ认证计划是ＷＨＯ成员国之间的自

愿协议ꎮ 从 １９６９ 年起ꎬ 该计划在获得支持的同时也有争议ꎬ 关
于认证的价值也进行过很多的讨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根据形势的变化ꎬ
专家委员会要求对该计划进行审核ꎮ

秘书处已经起草了两个关于该计划常见问题与答复的文件并得

到专家委员会认可ꎬ 将在 ＷＨＯ药品网站发布ꎮ 此外ꎬ 在 ２０１０ 年ꎬ
向各会员国发函征求意见ꎬ 就包括以往委员会建议内容的报告发表
评论ꎮ １９４个成员国中只收到 １２封回复并已经提交给委员会ꎮ 结论
是ꎬ 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性ꎬ 但各会员国认可ＷＨＯ认证计划的价值ꎮ
２００３ 年ꎬ 专家委员会提出对计划进行扩展ꎬ 除制剂成品外ꎬ

将起始物料也纳入认证范围ꎮ 波兰加入了该扩展计划ꎮ 未来ꎬ
ＷＨＯ药品网站将为该计划设置一个专栏ꎬ 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
参加该计划ꎮ

专家委员会审核了报告并指出认证计划涵盖 ＡＰＩ 的重要性ꎬ
要求跟进该计划并确有关人员能及时获得这些信息ꎮ

８� ２　 ＦＩＰ / ＷＨＯ药房质量管理规范 (ＧＰＰ) 最新进展: 药房
服务质量标准

　 　 专家委员会获悉ꎬ 药房质量管理规范 (ＧＰＰ) 在第 ４５ 次专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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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议通过并备受关注ꎬ 已翻译成多种语言ꎮ ＧＰＰ 是 ２０１１ 年召开的第
九十九次 ＦＩＰ大会的一个重要议程ꎮ ＧＰＰ已获 ＦＩＰ理事会会议批准并在
各国药学会实施ꎮ

专家委员会注意到了这则新闻ꎮ

９　 包括活性药物成分的优先基本药物预认证

９� １　 ＷＨＯ预认证项目进展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项目的代理负责人报告说ꎬ 自专家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会议以来ꎬ 已有复方替诺福韦 /拉米夫定＋奈韦拉平、 阿米
卡星注射液、 生殖健康仿制产品 (炔雌醇 /左炔诺孕酮) 和注射
用青蒿琥酯等 ３５ 个产品通过预认证ꎮ 年内将开始对 ＡＰＩ 进行预
认证ꎬ 已有 ５ 个 ＡＰＩ通过预认证ꎮ 预认证计划已经开始协助联合
国人口基金对生殖健康产品进行外部审核ꎮ 该计划将继续与全球
抗击 ＨＩＶ / ＡＩＤＳꎬ 结核和疟疾基金开展紧密合作ꎮ
２０１１ 年申请预认证的产品为 ５４ 个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３５ 个产品被接受ꎮ 已收到 ２１ 个 ＡＰＩ申请ꎬ 其中两个已经完
成预认证ꎬ １９ 个正在进行评估ꎮ 在质控实验室的预认证方面ꎬ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ꎬ 已有 ５ 个实验室通过了预认证ꎮ 世界卫生组织
所有区域已有 ６ 个实验室通过了预认证ꎮ

此外ꎬ 已经开始了仿制产品文件的回顾性研究工作ꎮ 研究结
果表明仿制药品存在缺陷ꎬ 一些仿制药生产企业需要加强能力建
设ꎮ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的外部评估已经完成ꎬ 总体效果良好ꎮ

ＮＭＲＡｓ的能力建设培训正在加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ＷＨＯ 药品预认
证部门举办研讨会 １６ 次并参与了另外五次研讨会的组织工作ꎮ
２０１１ 年ꎬ 计划举办研讨会 １０ 次ꎬ 并计划参与另外 ７ 次研讨会ꎮ
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培训效果切实体现到相关管理规范的实

施和改善ꎮ
预认证项目高度依赖于国家药品监管机构ꎬ 正是这些机构在

协助 ＷＨＯ实施预认证计划ꎮ
根据报告ꎬ 目前的捐助基金正在减少ꎬ 认证所需的技术专业

支持越来越难以获得ꎮ 正如许多其他领域一样ꎬ ＷＨＯ 药品预认
证计划正在努力用更少的资金做更多的工作ꎮ

专家委员会认为会议报告强调了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的重要性ꎬ
这项工作在加强有关国家和地区的能力建设、 帮助急需治疗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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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获得药品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１０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预认证

１０� １　 质量控制实验室预认证动态
质量控制实验室的预认证始于 ２００４ 年并仅限于非洲地区ꎬ

现在已经扩展至全球范围ꎮ 任何质量控制实验室 (政府或私营)
均可以参与该计划ꎮ 实验室预认证是自愿原则ꎬ 许多实验室都积
极要求参加ꎮ 大多数有意申请的实验室来自非洲地区 (最开始针
对的区域)ꎬ 在有意向的 ２２ 个实验室中ꎬ 已有 ６ 个实验室通过了
预认证ꎮ 在欧洲也有 ６ 个实验室通过预认证ꎮ 认证计划包括初始
检查、 实验室能力预评估以及针对能力建设的强化培训等ꎮ

１０� ２　 药品质量调查进展
与喀麦隆、 埃塞俄比亚、 加纳、 肯尼亚、 尼日利亚和坦桑尼

亚等国药监机构 (ＮＭＲＡｓ) 合作开展了非洲抗疟药的质量调查ꎮ
共收集到 ９３５ 个样品ꎬ 其中 ３０６ 个样品按照 «国际药典» 或 «美
国药典» 进行检验ꎮ 总体不合格率为 ２８� ５％ ꎬ 其中两个国家的样
品不合格率分别为 ６３％和 ５８％ ꎮ 预认证产品的不合格率为 ４％ ꎬ
而未通过预认证产品的不合格率为 ４０％ ꎮ 调查还发现ꎬ 一些产品
没有在有关国家注册ꎬ 并且有些样品未检出活性成分ꎮ

对新独立国家的抗结核药物的进一步研究显示ꎬ 与接收标准
非常接近ꎬ 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产品全部合格ꎮ 然而ꎬ 研究发
现一些药品的质量值得关注ꎮ 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ꎬ 可能是由
于稳定性的原因ꎬ 利福平胶囊的含量存在问题ꎮ 按照 «国际药
典» 检测复方异烟肼 /利福平片ꎬ 样品不合格率较高ꎬ 但采用
«英国药典» 方法检测ꎬ 样品合格ꎮ

专家委员会审核了该研究的结果ꎬ 建议将结果反馈给相应的
药典机构ꎮ

１１　 监管指南

１１� １　 关于奥司他韦和扎那米韦的政策
专家委员会对奥司他韦的货架期草案进行了审核ꎬ 该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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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应对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时已经出现ꎬ 多数奥司他韦的货架期为
５ 年ꎬ 药品包装的标签上注明 ５ 年的有效期ꎮ 然而ꎬ 最近一些监
管机构将该药品的货架期从 ５ 年延长到 ７ 年ꎬ 并采取一些特殊措
施来保证有效期的延长ꎮ 目前ꎬ 很多奥司他韦产品都是五六年前
生产的ꎬ 已经有会员国咨询该如何处理这些药品ꎮ

该问题已提交专家委员会ꎬ 以期获得对过期奥司他韦胶囊和
扎那米韦制剂成品进行处置的指导ꎬ 因为ꎬ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监
管当局已经将货架期从 ５ 年延长到了 ７ 年ꎮ

通常ꎬ ＷＨＯ不建议使用过期药物ꎬ 因为ꎬ 药品生产企业的
研究资料表明在有效期内的药品才能符合质量标准的要求ꎮ 当
然ꎬ 委员会也注意到提交的文件指出ꎬ 有些国家不愿意销毁库存
的过期药品ꎬ 因为无法预测未来流感大流行的规模和严重程度ꎬ
也许对药品的需求会超出库存储备和生产能力ꎮ 草案建议: 选择
延长有效期的监管机构应当确认库存药品始终按照生产企业建议

条件进行保存ꎬ 并且只有在紧急情况而且没有其他库存或替代药
品的情况下才可使用这些库存药品ꎮ

专家委员会建议由各国的国家监管机构负责上述行动ꎬ 并充
分考虑以下几点以确保对患者没有负面影响ꎮ

• 应咨询药品生产企业ꎬ 提供支持延长有效期的证据ꎮ
• 该产品按照标签注明的条件保存ꎮ
• 国家监管部门可自行对药品进行检测ꎮ

１１� ２　 血液监管系统的评估标准
由于血液制品的固有风险ꎬ 并且难以获得适当、 及时和公正

的手段对血液制品的安全性进行评估ꎬ 因此ꎬ 需要一个有组织的
国家或地区血液制品监管系统ꎬ 一个权威的血液监管机构可以保
证血液制品按照适当的标准进行生产ꎬ 产品的安全性得到有效的
监控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世界卫生大会敦促各成员国本着对血液制品的质
量和安全性进行有效监管的原则ꎬ 在血液的采集、 检测、 处理、
储存、 运输和血液制品的使用、 监管部门的监管等输血全链条ꎬ
建立并实施统一的国际标准ꎬ 对评估无偿献血者及延期献血的国
家法规进行修订ꎮ

在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３ 届 ＩＣＤＲＡ会议上ꎬ 与会代表建议 ＷＨＯ 采取
措施ꎬ 进一步建设并加强国家及区域血液监管部门的能力建设ꎬ
并为血液制品监管系统的评价提供统一的标准ꎮ

为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国家血液监管框架系统ꎬ 世界卫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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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血液监管机构网络 (ＢＲＮ) 已经建立了一套包含通用要求和具
体监管监职能的文件ꎬ 该技术文件适用于从起始物料到最终产品
的生产环节的质量控制ꎬ 不仅涵盖了血液制品也适用于体外诊断
试剂等相关的材料及医疗器械ꎮ 秘书处也起草了国家血液监管系
统的评估标准并提交专家委员会讨论ꎮ ＢＲＮ 确立的文件可为各国
监管机构建立评价工具提供帮助ꎮ
２００８ 年ꎬ ＢＲＮ会议起草上述原始文件后ꎬ 加拿大卫生部和瑞

士医药管理局在草案的基础上ꎬ 开展了自我评估的实践活动ꎬ 阿
根廷、 巴西和印度尼西亚也按照草案进行了评估ꎮ ２０１０ 年ꎬ 该文
件以 ＢＲＮ研讨会的形式被 ＩＣＤＲＡ接受ꎮ

专家委员会对陈述的评估工具进行了审核ꎮ
１１� ３　 多来源药物制剂成品 (仿制) 的研发———要点

２００７ 年ꎬ 专家委员会同意起草关于多来源药品研发的指导
原则文件ꎬ ２００８ 年ꎬ ＷＨＯ 专家工作组对汇总意见后的文件进
行了讨论ꎮ 根据收到的意见及专家组的决定对文件进行了修改ꎮ
修订后的草案已于 ２００８ 年提交给了专家委员会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专
家委员会再次对汇总了相关意见后的指导原则文本进行了讨论ꎮ
２０１０ 年ꎬ ＷＨＯ儿童用药和仿制品指导原则咨询会议对该指导
原则进行了讨论ꎬ 同年ꎬ 专家委员会也讨论了该文本ꎮ ２０１１
年ꎬ ＷＨＯ儿童用药和仿制药指导原则咨询会议再次对上述指导
原则草案进行了讨论ꎬ 再次提交给专家委员会之前在全球范围
内征求意见ꎮ

该文件为多来源药品研发计划中的预研和研发阶段的研究

活动提供了指导ꎬ 也为上市许可申请人和国家药品监管部门
(ＮＭＲＡｓ) 提供了指导ꎮ 该文件的重点是为研发与参比制剂治
疗等效的多来源药物制剂成品 ( ＦＰＰ) 提供指导ꎮ 对于多来源
的 ＦＰＰｓꎬ 通常要求与参比制剂治疗等效ꎮ 起草该文件的目的为
工业界按照 ＩＣＨ通用技术文件格式研发高质量的多来源 ＦＰＰｓ提
供一个模块化的研发路线ꎮ

专家委员会对文件和收到的意见进行了审议ꎬ 并对文本提
出了一些修订意见ꎮ 委员会根据一致同意的修订意见以及收到
的建议ꎬ 批准了文件: 多来源药物制剂成品 (仿制) 研发———
要点 (附录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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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４　 关于提交多来源药物制剂成品 (仿制) 文件的指导原
则: 质量部分

　 　 本指导原则是关于提交预认证药品审评用文件的技术指南ꎬ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起草并经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评估组讨论ꎮ 经过进一步
征求意见和审核ꎬ 该草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提交专家委员会ꎮ ２０１１
年初ꎬ 该文件与 “多来源药物制剂成品 (仿制) 研发———要点”
一并进行了审议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进行了进一步讨论ꎬ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再
次提交专家委员会供 １０ 月份举行的专家委员会会议审议ꎮ

在制定本指导原则期间ꎬ ２６ 个参与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计划的
生产企业参与了第一轮的磋商并对第一版草案做出了贡献ꎮ 该文
件在 ＷＨＯ药品网站公示并征求意见后ꎬ 还在世界卫生组织举办
的药品预认证研讨会进行了报告ꎮ

专家委员会对文件和收到的意见进行了审阅ꎮ 针对有关文件
标题的关注ꎬ 专家委员会要求对该文件进行修改ꎬ 一般原则的论
述更明确ꎬ 使本文件与预认证申请的一般流程一致ꎮ

专家委员会成员同意将文件标题修订为: 关于提交多来源药
品 (仿制药) 文件的指导原则: 质量部分ꎮ

根据收到的建议以及会议讨论后的决议ꎬ 专家委员会批准了
汇总意见后的指导原则文本 (附录 ４)ꎮ 此外ꎬ 专家委员会建议起
草新的一般文件ꎮ

１１� ５　 儿科药物的研发: 制剂处方要点
为了给儿科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ꎬ 要求及时研发药物

并根据儿童的年龄ꎬ 身体状况和体型大小提供适当的信息ꎮ 经常需
要研制儿童专用的制剂处方ꎬ 但未获许可以及和不按适应证使用的
儿科药物随处可见ꎮ 这些药物的疗效没有经过研究ꎬ 一般也没有针
对不同年龄儿童的制剂处方ꎬ 并且未经批准就给儿童使用ꎮ

药剂师、 家长或者护理者经常需要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给
儿童使用成人药物ꎮ 可以简单地用分割器将没有刻痕的药片分
开ꎬ 有时操作会复杂些ꎬ 比如将片剂作为活性药物成分制成混悬
液ꎮ 药剂师有时还要使用活性药物成分配药ꎮ

配药过程本身会增强剂量的不准确性ꎬ 并且也能增加药物的
变异性ꎮ 这种做法对患者可能有潜在危害ꎬ 因为可能会影响药物
制剂成品ꎬ 特别是控释药物的稳定性、 生物利用度和剂量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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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这样可能造成儿童用药过量以及未知的副作用ꎬ 或者用药不
足和药效降低ꎮ 此外ꎬ 成人可以安全使用的辅料未必对儿童
安全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ＷＨＯ启动了 “让药物适用于儿童” 的倡议ꎬ

目的是提高对儿科药物可及性的关注并加快行动ꎮ 在支持 “让药
物适用于儿童” 这个倡议的诸多行动中ꎬ 有关儿科药物制剂的
“处方要点” 文件便是其中之一ꎬ 目的是提示监管部门和生产商
需要对药物制剂特别关注的事项ꎮ 关注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的状
况和需求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 作为药品文件的一部分ꎬ 专家委员会议对儿

科药物的研发: 制剂处方要点进行了讨论ꎮ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ꎬ 在广泛
征求意见并收到大量建议的基础上ꎬ 作为药品研发中的独立文
本ꎬ 起草了本指导原则的修订版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儿科药物和仿制药指导原则的磋商会议讨论上

述草案和儿科药物指导原则进行了讨论ꎮ 根据本次会议讨论的反
馈和意见、 对以前版本的建议以及 ２００８ 年世界卫生组织非正式
会议儿童药品剂型的报告ꎬ 起草了新的工作文件ꎮ 经过公示并征
求意见ꎬ 专家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进行了讨论ꎮ 考虑到药品监
管机构的努力以及形势的发展ꎬ 制订了新版文件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
经过进一步的非正式磋商ꎬ 修订后的文件再次公示并征求意见ꎮ

会议指出ꎬ 除其他因素外ꎬ 审议文件时主要考虑儿科用药的
方便性、 可靠性、 可接受性、 最小剂量和最终用户的需求ꎮ 指导
原则文件涵盖了儿科剂型、 处方设计、 不同的给药途径、 吸入给
药、 包装和标签等内容ꎮ 根据收到的建议以及会议讨论后的决
议ꎬ 专家委员会批准了汇总意见后的指导原则文本 (附录 ５)ꎮ

１１� ６　 医疗卫生专业人员规范———未授权的儿科用药: 要点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 基本药物选择和使用专家委员会审议了现行的

临时儿科药物制剂的指导原则草案ꎬ 该草案最初由 ＷＨＯ 基本药
物和政策部门 (现 ＷＨＯ 基本药物和健康产品部) 起草ꎮ 专家委
员会认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临时儿科药物制剂ꎬ 与此同
时ꎬ 也认为药物制剂使用不当也可导致风险ꎮ 委员会认为使用临
时制剂可能导致不再努力研发儿童药物制剂ꎬ 虽然 ＷＨＯ 认可在
特定情况下可给儿童使用成人药物ꎬ 但并不表示只要缺乏市售儿
科药物制剂就可使用临时制剂ꎮ 委员会担心由于 ＷＨＯ 文件的发
布ꎬ 可能会传递错误信息ꎬ 使外界误认为 ＷＨＯ 支持成人药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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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儿童ꎮ 基本药物选择和使用专家委员会认为应该给这份文件的
最终发布制定一个时间表ꎬ 并请求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审核该文
件以便获得指导ꎮ 会议认为可以考虑由 ＷＨＯ 以外的其他组织或
机构发布该指南文件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 在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支持下ꎬ 召开了儿科

用药和仿制药品指导原则非正式研讨会ꎬ 对本文件进行了讨论ꎮ
与会者建议修改文件标题ꎬ 避免提及 “临时” 并建议按照其他类
似指南文件的格式ꎬ 以 “要点” 形式起草该文件ꎮ

该文件明确指出ꎬ 儿童应当获得经过授权、 便于使用并适用
儿童的药物制剂ꎬ 且文件中的任何文字均不得挑战这一主题ꎮ 当
然ꎬ 该文件也认为ꎬ 并不总是能够获得上述儿科专用制剂ꎬ 因
此ꎬ 必须寻求安全、 有效的替代品ꎮ 根据新生儿和儿科药房规
范ꎬ 当没有商品化的、 经过授权并儿科专用的药物制剂成品时ꎬ
药剂师可以用药物成分配制相关制剂ꎮ 与获得授权的药物制剂相
比ꎬ 使用药房调制的制剂有相当的风险: 很难保证制剂的质量、
安全性和有效性ꎬ 据报道ꎬ 在调配这些制剂时经常会发生差错ꎮ

委员会指出ꎬ 目前有一个儿科药物监管机构网络３ꎮ
专家委员对该文件作为一般性指导原则表示赞赏ꎮ 此外ꎬ 委

员会还建议ꎬ 世界卫生组织和 ＦＩＰ 可以联合起草这个用于指导药
物调制的指南文件ꎮ

１１� ７　 抗疟药物合成用起始物料青蒿素的质量要求
在世界卫生组织、 抗疟药物基金等举办的各种研讨会上ꎬ 都

讨论到原料药的质量控制标准问题ꎬ 这类原料不仅本身可以作为
药物ꎬ 还是合成其他药物的起始物料ꎮ 主要挑战在于ꎬ 当作为衍
生物的起始物料时ꎬ 比如用青蒿素合成青蒿素类药物时ꎬ 一些国
家的药品管理机构对该起始物料的质控标准与直接使用该物料作

为原料药生产制剂成品时的质控标准一致ꎮ
ＡＰＩ的质控制标准往往不仅适用于活性物质本身ꎬ 当该 ＡＰＩ

作为起始物料生产其他物料时ꎬ 上述质控标准还可用于控制该起
始物料的质量ꎮ 以青蒿素为例ꎬ 既是一个重要的 ＡＰＩꎬ 也是生产
青蒿素类抗疟药物的起始物料ꎮ

一些国家的药品监管机构对一个药物成分ꎬ 不管是作为 ＡＰＩ
还是起始物料ꎬ 采用相同的质控标准 (即质控限度相同)ꎮ 但是ꎬ

３　 监管支持: 儿科药物监管网络ꎮ ＷＨＯ药物信息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５: ２４０－２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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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起始物料的质量能够保证最终产品符合相关的药典标准ꎬ 该
起始物料的质量就足够好ꎮ 如果起始物料的质量标准过于严苛ꎬ
可能会增加药品的价格并降低相关药物制剂成品的可及性ꎮ

根据国际社会的要求ꎬ 起草了一个关于抗疟药物合成用起始
物料青蒿素的质量要求的指南文件ꎬ 文件阐明了不同用途的青蒿
素质量要求ꎮ 根据药品生产企业的建议ꎬ 该指南收载了作为起始
物料的青蒿素质量标准ꎮ

第一个工作文件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 ４ 月期间发布并在非正式磋商
期间对收到的意见进行了首次讨论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专家委员会
会议对修改后再次公示收到的建议进行了讨论ꎮ 由于第一次修订
时ꎬ 根据现有的学术出版物ꎬ 暂定了有关物质检查中杂质的结
构ꎬ 专家委员会认为在定稿前应明确该药物的杂质谱ꎮ

ＥＤＱＭ负责杂质的结构确证工作ꎮ 确定了青蒿烯、 ９－青蒿素
差向异构体的保留时间以及青蒿烯的校正因子ꎮ 研究发现ꎬ 第一
次修订稿中的杂质结构是不正确的ꎮ 因此ꎬ 第二次修订稿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开始征求意见ꎮ

专家委员会审阅了第二次修订稿中的质量要求及收到的

意见ꎮ
根据收到的建议以及会议讨论后的决议ꎬ 专家委员会通过了

抗疟药物合成用起始物料青蒿素的质量要求的指南文件 (附录
６)ꎮ

１１� ８　 参比制剂动态
秘书处向专家委员会报告了正在进行的参比制剂目录更新工

作ꎬ 请求委员会专家给予支持ꎬ 以便该目录可尽快在网络上公布
并替换 ２００２ 年版目录ꎮ

１２　 命名、 术语和数据库

１２� １　 质量保证术语
质量保证数据库　

ＷＨＯ的质量保证术语数据库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ꎮ 数据库的
词条采用 ＷＨＯ关于质量保证活动指导原则中的定义ꎮ 建立数据
库的目的是提高对质量保证活动的认识ꎬ 促进全球质量保证术语
的统一ꎬ 并避免不同出版物中术语解释的差异而导致的误解ꎮ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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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标准专家委员会通过的质量保证指导原则是创建 ＷＨＯ 质量保
证术语数据库的文件来源ꎮ

世界卫生组织的质量保证术语数据库收集了 １９４７ 年专家委
员会成立以来发布的指导原则收载的所有术语定义ꎬ 目前ꎬ 该数
据库一共收集了 ５２ 个指导原则中的 ５２８ 个术语及其定义ꎮ 然而ꎬ
收集的术语条目超过 ８００ 个ꎬ 因为许多术语的定义在不同的出版
物中不同或根据上下文产生了不同的定义ꎮ 数据库清楚地列出了
术语及定义的来源——— 一个或多个出版物ꎮ

该术语数据库的目的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工具来检索和编辑术

语ꎬ 并可以定期更新和扩充ꎮ
专家委员会非常赞赏秘书处开展的这项工作ꎬ 并决定成立一

个专家小组来继续进行此项工作ꎮ

ＡＰＩ定义　
在许多 ＷＨＯ指导原则的术语部分都对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

进行了定义 (比如 ＷＨＯ技术报告ꎬ 第 ９６１ 号)ꎮ 目前的定义是:
“活性药物成分 (ＡＰＩ) 指用于生产药物制剂的一种物质或几

种物质的混合物ꎬ 且为该制剂中的活性成分ꎮ 该物质具有药理学
活性或在诊断、 治疗、 缓解及预防人类疾病中有直接效应ꎬ 或能
影响机体的结构与功能ꎮ

根据上述定义ꎬ 意味着市场上的预混 ＡＰＩ (比如常见的阿
莫西林＋克拉维酸预混料) 可以被视为 ＡＰＩꎬ 尽管这种认识通常
被认为是不正确的ꎮ 一旦 ＡＰＩ与另一个 ＡＰＩ或赋形剂混合后ꎬ 混
合物通常不再被认为是一个 ＡＰＩꎮ 因此ꎬ 目前的定义可能导致
误解ꎮ

专家委员会决定推迟此问题ꎬ 将其提交给质量保证术语工作
专家组ꎮ

１２� ２　 药物的国际非专利名称
国际非专利名称 ( ＩＮＮ) 小组报告了当前的 ＩＮＮ 目录情况ꎮ

大约 ６１ 个名称正在拟定中ꎮ ６ 个新词干和 ２ 个新的名词前缀将于
近期发布ꎮ

去年共收到 ９２ 个 ＩＮＮ申请ꎬ 其中包括 ４４ 个生物制品ꎮ 修订
后的生物制品命名原则已经获得通过ꎬ 并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Ｂｉｏｒｅｖｉｅｗ
刊登ꎮ 根据命名原则ꎬ 为了区分有显著差异的亚种ꎬ 可在名称中
采用更多的阿拉伯数字ꎮ
�４３�



该 ＩＮＮ团队也努力为不同 ＩＮＮ的药品建立定义ꎮ 这意味着需
要从药品生产企业获得更多的信息ꎬ 但这是个复杂的任务ꎬ 因为
有些公司已经不再存在或已被其他公司收购ꎮ 已经为这些定义起
草了内部文件ꎮ

现在可以通过网上进行非专利名称的申请ꎬ 这样比纸质表格
可以收集更多的信息ꎮ 当用户填写完表格后ꎬ 通过加密协议 (电
子银行中使用的加密文件) 将表格传给用户ꎮ 一旦存储在服务器
上ꎬ 该数据也被加密ꎬ 并且服务器受到 ＷＨＯ 防火墙和安全系统
的保护ꎮ 此项工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 ＩＮＮ数据中心ꎬ 同
时对数据库的访问将受到严格的安全保护ꎮ 任何不符合 ＩＩＮ 申请
程序的数据访问请求将被拒绝ꎮ ２０１１ 年年底前将进行测试版的
运行ꎮ

专家委员会审阅了 ＩＮＮ报告ꎮ

１３　 其他

１３� １　 专家委员会和药品质量保证手册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宣传册总结了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方

式ꎬ 并提供该委员会详细的处理流程ꎮ 第二个信息手册是关于药
品质量保证的ꎬ 涵盖了专家委员会在过去的 ３ 年讨论的主要
领域ꎮ

另外ꎬ 已经准备了文件的光盘版ꎬ 内容包括当前所有专家委
员会通过的指导原则和指南文件ꎬ 这些内容也在世界卫生组织网
站上以模块化的方式列出ꎬ 如生产、 销售等ꎮ 在汇总 ２０１１ 年会
议的建议后ꎬ 将适时发布更新的光盘文件ꎮ

专家委员会赞赏秘书处对宣传册的内容和外观设计ꎬ 并感谢
药品质量保证光盘版的发布ꎮ

１３� ２　 市场监督抽样程序
应多个市场监督机构的请求ꎬ 已经启动了对监督抽样程序的

起草工作ꎮ 经过广泛的调查ꎬ 已经获得了来自多个国家的大量素
材ꎮ 在对收到材料进行评估后ꎬ 新的草案文件将提交下一次专家
委员会会议讨论ꎮ

会议期间还陈述了聚焦于 ＳＳＦＦＣ 产品的市场监督方面的新计
划ꎮ 在这个问题上ꎬ 目前的数据有缺陷ꎬ 该项目就是建立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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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监测、 监督和数据分类系统ꎬ 按照最佳规范ꎬ 建立
ＳＳＦＦＣ产品的最低报告标准ꎬ 以协助监管部门识别 ＳＳＦＦＣ 产品ꎬ
开展对高风险产品的监测ꎬ 并鼓励监管部门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方面进行协作ꎮ 这个为期 ４ 年的项目分 ５ 个阶段ꎬ 由质量保证和
安全团队实施: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部门与区域办公室和国家的紧
密合作ꎮ

专家委员会赞赏该项目表示将并给予支持ꎮ 对于经常被伪冒
的药品ꎬ 委员会认为建立一个预警名单将对 ＮＭＲＡｓ 的工作很有
帮助ꎮ

１３� ３　 药典目录
这是一个涵盖了世界上所有药典的目录ꎬ ２００１ 年首次建立并

定期更新ꎮ 根据专家委员会在第 ４５ 次会议上的建议ꎬ 对药典目
录进行了修订ꎮ 非洲有 １ 部药典 (非洲药典ꎬ 而不是国家药典)、
美洲有 ４ 部药典、 西太平洋地区有 ５ 部药典、 欧洲有 ３０ 部药典ꎮ
在这些药典中ꎬ 有 ５ 部药典和 ＷＨＯ «国际药典» 一样提供免费
的在线访问ꎮ 这个目录包含了所有与药典相关的联系信息ꎮ

专家委员会审核了该报告ꎬ 并建议秘书处根据有关药典会的
反馈信息完善并更新目录中缺失的药典信息ꎮ

１３� ４　 药典间合作
ＷＨＯ正致力于与其他药典进行更紧密的合作ꎬ 交换信息并

实现进一步的协调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一些国家药典会的秘书处代表
召开了一次会议ꎮ ＦＩＰ将在 ２０１２ 年组织药典会代表与其他利益相
关方召开会议并讨论ꎬ ＷＨＯ 只负责组织药典会代表进行内部会
议讨论一些常见问题并讨论 ２００２ 年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召开
的 ＩＣＤＲＡ第十次会议中提到的一些问题ꎮ

专家委员审议了这一倡议并表示支持由 ＷＨＯ 组织召开全球
药典国际会议ꎮ

１４　 总结和建议

从药品研发到最终分发给患者的整个环节ꎬ 药品标准专家委
员会为药品质量保证提供了建议和工具ꎮ 委员会为 ＷＨＯ 总干事
提供药品质量保证方面的指导性意见ꎮ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建立的国际指导原则、 药
�６３�



品标准和术语不仅服务于全体成员国、 国际组织及联合国机构ꎬ
还服务于地区和区域间协调工作ꎻ 为药品预认证、 击退疟疾规
划、 遏制结核病、 基本药物和儿童药物等重大工作也提供了技术
支撑ꎮ

专家委员会提供的意见和建议旨在帮助国家 /区域监管机构、
采购机构、 主要的国际组织和机构 [全球抗击艾滋病、 结核病和
疟疾基金ꎬ 联合国儿童基金 (ＵＮＩＣＥＦ)] 等获得优质的药品并打
击劣药的流通ꎮ
１９４８ 年成立 ＷＨＯ 专家委员会以来ꎬ 其成员努力提供明确、

独立、 切实可行的建议、 文件和物理标准以及优质药品的国际指
导原则ꎮ 药品质量保证方面的标准由委员会通过广泛的全球磋商
机制制定ꎬ 使这个标准得到国际公认并一直保持更新ꎮ 详细建议
参见报告的相关章节ꎮ

委员会讨论的议题与 ＷＨＯ 的各种项目和活动相关ꎮ 委员会
还与 ＷＨＯ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会、 基本药物的选择和使用委员
会及儿童药物分委会开展合作ꎮ 此外ꎬ 委员会还根据 ＷＨＯ 项目
推荐的各种药品ꎬ 制定专门的补充指南文件和质量标准ꎮ

该委员会还为 ＷＨＯ管理和运行的药品预认证计划提供服务ꎬ
因为ꎬ 如果没有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经过严格的全球协商机制建
立的指导原则、 标准和检测方法ꎬ 预认证计划就无法正常工作ꎮ
在实施这些指导原则和质量标准的过程中ꎬ 委员会可以及时获得
更新技术标准的建议或者需要制定其他指南文件的信息ꎬ 这就是
委员会工作的回报ꎮ

总之ꎬ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在质量保证领域给出的建议、 独立
的国际标准和指导原则ꎬ 使ＷＨＯ会员国、 国际组织、 联合国机构、
地区和区域间协调工作以及 ＷＨＯ与药物相关的项目和倡议得以实
施ꎮ 同时为上述活动提供了资源ꎬ 从而多快好省地开展工作ꎮ

获得通过并推荐使用的新指导原则:
• «国际药典» 质量标准的建立 (附录 １)
• ＷＨＯ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制药用水 (附录 ２)
• 多来源药物制剂成品 (仿制) 研发———要点 (附录 ３)
•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项目多来源 (仿制) 制剂成品申报资料
提交指南: 质量部分 (附录 ４)

• 儿科药物的研发: 制剂处方要点 (附录 ５)
• 青蒿素作为起始物料生产抗疟疾药活性成分时的推荐质量
要求 (附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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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药典» 收载情况　
增加下列品种:
•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 利托那韦片ꎮ

• 抗疟药
— 青蒿琥酯ꎻ
— 青蒿醇 (双氢青蒿素)ꎮ

• 抗结核药
— 利福平 (ＡＰＩ)ꎻ
— 利福平片ꎻ
— 利福平胶囊ꎮ

• 抗感染药
— 噻嘧啶咀嚼片ꎮ

• 其他药品
— 左炔诺孕酮片ꎻ
— 注射甲羟孕酮ꎻ
— 小儿维生素 Ａ口服液ꎻ
— 维生素 Ａ浓缩液 (油状)ꎮ

• 协调后的通用检查法 (根据 ＰＤＧ文本)
— 硫酸灰分检查 (炽灼残渣)ꎻ
— 细菌内毒素检查ꎻ
— 无菌检查ꎻ
— 片剂脆碎度ꎻ
— 片剂和胶囊剂崩解时限ꎻ
— 粉末的松密度和振实密度ꎻ
— 注射剂装量检查ꎻ
— 非无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 微生物计数ꎻ
— 非无菌产品的微生物检查: 特定微生物检查ꎻ
— 药物制剂的微生物控制ꎻ
— 不溶性微粒检查ꎮ

一般政策主题和修订:
• 单剂量制剂的含量均匀度
• 补充信息
委员会通过了下列新 ＩＣＲＳ:
• 系统适用性用本芴醇
公示下列药品标准并广泛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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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疟药
— 盐酸甲氟喹ꎮ

监管指南
延长有效期　

专家委员会建议ꎬ 各国的药品监管机构在延长奥司他韦和扎
那米韦的有效期时ꎬ 为确保不对患者产生负面影响ꎬ 应考虑下列
因素:

• 应咨询药品生产企业ꎬ 获得支持延长有效期的证据ꎮ
• 按照标签规定的条件储存产品ꎮ
• 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进行抽样检测ꎮ

质量保证相关领域的建议　
下面是对质量保证相关领域的建议ꎮ 应在下次会议时将采取

行动后的进展情况向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报告ꎮ

药典合作　
• 专家委员会支持 ＷＨＯ与其他药典开展更紧密的合作ꎮ 支
持召开拟议中的全球药典国际会议ꎬ 召集世界上所有药典
机构的代表讨论共同关心的话题ꎮ

«国际药典» 　
• 根据第 ４６ 次会议确定的工作计划ꎬ 继续建立药品标准、
通用检测方法及补充信息ꎮ

• 继续加强在药品标准和通用检测方法的收载和修订方面的
国际合作ꎮ

• 继续开展 «国际药典» 增补本的筹备工作ꎬ 推进第五版
«国际药典»ꎬ 特别是电子版 (光盘版和在线版) 的工作ꎮ

国际化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 　
• 继续通过各种活动促进 ＩＣＲＳ 的应用ꎬ 包括对国家监管机
构的优惠政策ꎮ

• 继续加强新 ＩＣＲＳ的研制工作ꎮ

外部质量保证评估计划 (ＥＱＡＡＳ) 　
• 继续开展针对药品质量控制实验室的 ＥＱＡＡＳ 计划 (第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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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ꎬ 检测系列 ４)ꎮ
• 准备从第 ６ 阶段起ꎬ 扩展计划内容ꎬ 当检测方案允许时ꎬ
鼓励参加计划的实验室从当地或区域市场获取药品ꎮ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和生产　
• 跟踪生物标准化专家委员主持的生物制品 ＧＭＰ修订过程ꎮ
• 继续开展质量风险管理原则的协商工作ꎬ 更新 ＷＨＯ 有害
物分析指导原则以及关键控制点指导原则ꎬ 满足新趋势
需求ꎮ

国际贸易中药品质量的ＷＨＯ认证计划　
• 继续推进国际贸易中药品质量的 ＷＨＯ 认证计划的审核
工作ꎮ

• 为 ＷＨＯ开展的 ＡＰＩ认证计划建立专门的网站ꎮ

提交多来源 (仿制) 药物制剂成品文件的指导原则: 质量部分　
• 根据 ＷＨＯ预认证项目用指导原则ꎬ 正在起草新的一般文
件 (附录 ４)ꎮ

无授权药品时医药专业人员为儿童调制专用制剂规范: 要点　
• 与国际药联 ( ＦＩＰ) 进一步合作建立这些 “考虑要点”ꎬ
作为调制制剂的规范ꎮ

参比制剂目录动态　
• 经专家委员会审核通过后ꎬ 参比制剂目录已经更新并在网
站发布ꎬ 取代 ２００２ 年的版本ꎮ

市场监督抽样程序　
• 在秘书处收到的许多国家反馈意见的基础上ꎬ 继续起草抽
样程序文件ꎮ

质量保证术语　
• 根据秘书处起草的质量保证术语报告ꎬ 与专家组一起继续
建设质量保证术语数据库ꎬ 已经开展了 ＡＰＩ 定义的咨询
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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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典目录　
• 为完善并验证药典目录中的相关信息ꎬ 咨询了各国药典秘
书处的代表ꎬ 将更新目前网页上相应的内容ꎮ

ＷＨＯ数据库　
• 维护国际非专利名称 ( ＩＮＮ) 数据库ꎬ 并继续开放网
络版ꎮ

• 维护质量保证数据库并继续开放网络版ꎮ

专家委员会闭门讨论的补充建议小结　
１� 专家委员会报告草案　

专家委员会感谢专业编辑在会议期间的特别帮助ꎬ 加快了报
告撰写的速度ꎬ 对未来草案起草过程的建议是使委员每天都能审
阅报告草案ꎮ

２� 新思路　
专家委员会建议在未来提供会议日程中各文件的电子链接ꎬ

取代之前的纸质文件ꎮ 还建议在第一天就分发所有的演讲材料ꎬ
这样可以协助会议日程顺利进行并有助于专家委员会讨论相关话

题ꎮ 此外ꎬ 专家委员会成员建议提供会议的时间表ꎬ 便于进行每
天的具体分组讨论并解决当天悬而未决的议题ꎮ

３� 财务状况分析　
专家委员会指出ꎬ 根据会议期间各项相关计划的报告ꎬ 很明

显可以看出ꎬ 一些 ＷＨＯ计划似乎比 ＱＳＭ医药产品质量保证具有
更多的人力和财力ꎮ 这将导致药品质量保证计划与其他计划的失
衡ꎮ 由于 ＷＨＯ机构内的资源似乎在减少ꎬ 影响了该计划及其相
关活动ꎬ 专家委员会希望考虑到目前的成果ꎬ 在报告中备注以下
内容:

•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ꎬ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的会议每年
举行ꎻ

• 已制定了 ７０ 个指导原则ꎻ
• 目前药品质量保证计划只有两个半专职人员ꎬ 一名借调人
员和两名助理ꎮ

专家委员会表示为了满足国际社会的需求、 为 ＷＨＯ 成员国
和联合国计划提供及时的咨询和指导原则ꎬ 秘书处辛勤工作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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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日益增加的工作量、 更加频繁的会议等挑战ꎮ 专家委员会强
烈建议总干事今后为该计划提供充足的资源ꎬ 在药品质量保证领
域提供独立的国际标准和指导原则ꎮ

致谢

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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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１　 «国际药典» 质量标准的建立

下面所述的程序是为了保证药典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广泛

的参与度和透明度ꎬ 并按照时间表及时收载符合要求的药品
标准ꎮ 　 　 　

«国际药典» 收载的药品标准为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基本
药物目录的药品及 ＷＨＯ 治疗指导原则中的药品提供了相应的质
量标准 (根据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进行收载)ꎮ

由比尔 － 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 国际药品采购机制
(ＵＮＩＴＡＩＤ) 资助的药品预认证计划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球
抗艾滋病、 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及其他合作机构资助的 ＷＨＯ 重
大项目都非常依赖 «国际药典» 的药品质量标准ꎮ

程序: 新增药典质量标准的建立　
注: “批准流程表” 记录了每个药品标准草案的起草过程ꎬ

每个药品标准草案都会在工作文件中公示并征求意见ꎮ
• 阶段 １: 经所有 ＷＨＯ 相关部门确认 (包括基本药物和健
康产品部门、 特殊疾病项目及药品预认证部门) 后ꎬ 确
定需要制定质量控制 (ＱＣ) 标准的相关药物制剂产品ꎮ
对于确定的药物制剂产品ꎬ 讨论是否需要建立相关药物活
性成分 (ＡＰＩ) 的药品质量标准ꎮ 在 «国际药典» 网站上
更新当前的工作计划ꎮ

• 阶段 ２: 获取选定的药物制剂及 ＡＰＩ 的生产企业联系方
式ꎬ 必要时应与所有相关方合作ꎮ

• 阶段 ３: 联系生产企业索取 ＱＣ标准和样品ꎮ
• 阶段 ４: 确定项目协作实验室并联系相关的 ＱＣ 实验室
(实验室的数量取决于阶段 １ 中确定的 ＡＰＩ 和制剂品种数
量)ꎮ

• 阶段 ５: 与协作实验室合作起草药品标准草案并开展必要
的实验室工作ꎮ

• 阶段 ６: 在公共领域中检索可获得的 ＱＣ标准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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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段 ７: 必要时可对 ＱＣ 标准进行实验室检测、 研究及
验证ꎮ

• 阶段 ８: 按照 ＷＨＯ 专家委员会的协商程序: 通过邮件向
专家顾问组和专家发送标准草案ꎬ 并在网站公示草案ꎮ

• 阶段 ９: 必要时ꎬ 联系生产企业确定能否获得制备国际化
学对照品 (ＩＣＲＳ) 所需的原料ꎮ

• 阶段 １０: 为负责 ＩＣＲＳ 制备工作的 ＷＨＯ 合作机构 (欧洲
理事会的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提供支持ꎮ

• 阶段 １１: 收集并整理在全球公示阶段收到的意见ꎮ
• 阶段 １２: 针对公示期间收到的意见ꎬ 与协作实验室、
ＷＨＯ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以及相关的 ＩＣＲＳ合作机构进
行讨论ꎻ 安排补充实验室检测ꎬ 对质量标准进行增订、 确
认和 (或) 验证ꎮ

• 阶段 １３: 根据公示期间收到的建议及协作实验室的检测
结果ꎬ 以非正式会议的形式与专家进行讨论ꎮ

• 阶段 １４: 再次公示标准草案进一步征求意见ꎮ
• 阶段 １５: 重复阶段 ８ ~ １５ꎬ 直至获得认可的草案适于药典
收载ꎮ

• 阶段 １６: 向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 (ＥＣＳＰＰ) 陈述药
品标准草案ꎬ 采纳ꎮ 如不被采纳ꎬ 重复阶段 ８ ~ １４ 通常是
必要的ꎮ 若草案通过ꎬ 则进行阶段 １７ꎮ

• 阶段 １７: 将在讨论中达成一致的所有修订意见以及校对
修改内容合并ꎮ

• 阶段 １８: 必要时ꎬ 还需要考虑其他可能的意见ꎬ 因为收
到再次公示文本意见的期限 (阶段 １２ 和后续阶段) 可能
稍晚于相关咨询或 ＥＣＳＰＰ会议ꎮ

• 阶段 １９: 任何情况下ꎬ 对于修改后的文本ꎬ 在发布到
«国际药典» 网站前ꎬ 需得到相关专家和 (或) 协作实验
室的确认文件ꎮ

• 阶段 ２０: 预认证检查员及生产企业等用户可以从 «国际
药典» 网站上获取 “定稿”ꎬ 并在下次出版日期前获得批
准后的标准ꎮ

• 阶段 ２１: «国际药典» 收载ꎮ
２０１１年 １０月会议上通过的药品标准ꎬ 在 «国际药典» 网站上

公布的 “定稿” 会包含下面文字: “该药品标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被
ＷＨＯ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 ４６次会议批准并收载于 «国际药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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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２　 ＷＨＯ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制药用水１

１　 绪论
　 １� １　 文件的适用范围
　 １� ２　 水质要求和使用的背景资料
　 １� ３　 适用的指导原则
２　 制药用水系统的总体要求
３　 水质标准
　 ３� １　 概述
　 ３� ２　 饮用水
　 ３� ３　 散装纯化水
　 ３� ４　 散装高纯水
　 ３� ５　 注射用水
　 ３� ６　 其他级别的水
４　 药品生产用水和制剂用水的应用
５　 纯化水系统
　 ５� １　 概述
　 ５� ２　 饮用水的生产
　 ５� ３　 纯化水的生产
　 ５� ４　 高纯水的生产
　 ５� ５　 注射用水的生产
６　 水的纯化、 贮存和分配系统
　 ６� １　 概述
　 ６� ２　 与制药用水系统直接接触的材料
　 ６� ３　 系统消毒和生物负载 (量) 的控制
　 ６� ４　 对贮存容器的要求
　 ６� ５　 对分配管道的要求
７　 操作注意事项
　 ７� １　 制水系统的启动和试运行
　 ７� ２　 系统验收
１　 本文件是 ２００５ 年ꎬ 世界卫生组织药品标准专家委员会第 ３９ 次技术报告附录 ３: ＷＨＯ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版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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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３　 对系统的持续监测
　 ７� ４　 制药用水系统的维护
　 ７� ５　 系统审查
８　 制药用水系统的检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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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１� １　 文件的适用范围
１� １� １　 本文件中的指导原则提供了当前制药用水 (ＷＰＵ)

质量标准的相关信息ꎬ 提供了该指导原则的适用范围 (如药物活
性成分 (ＡＰＩｓ) 生产用水和制剂生产用水)ꎬ 提供了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中关于制药用水系统设计、 安装和操作的指
导原则ꎮ 虽然本文件的重点是制药用水的有关内容ꎬ 当其他工业
领域或某些特殊用途与该指导原则相关时ꎬ 也可应用相关的质量
标准和规范ꎮ

注: 本文件不包括患者用药时处方中的水或药房调制制剂时
所需的少量水ꎮ
１� １� ２　 本文件中关于制药用水的 ＧＭＰ 指导原则是对以往

ＷＨＯ发布的药品 ＧＭＰ 一般指导原则 [ＷＨＯ 药品标准专家委员
会ꎬ ２００３ 年第 ３７ 次报告 (ＷＨＯ 技术报告第 ９０８ 号)ꎬ 附录 ４]
的补充ꎮ
１� １� ３　 本文件参考了现有的质量标准ꎬ 比如: 药典和工业

界关于散装水的使用、 生产、 贮藏和运输的指导原则ꎮ 为了避免
引起混淆ꎬ 本文件没有重复这些内容ꎮ
１� １� ４　 根据具体情况及适用性ꎬ 可以全部或部分应用本指

导原则ꎮ
１� １� ５　 如果与药典质量标准间存在微小差异ꎬ 希望企业按

照提交给国家药品管理机构的有关上市许可资料ꎬ 决定最终采用
的标准ꎮ

１� ２　 水质要求和使用的背景资料
１� ２� １　 在药品的生产、 加工和制剂过程中ꎬ 水是使用最广

泛的材料、 原料或起始物料ꎮ 由于水的极性和氢键ꎬ 使其具有
独特的化学特性ꎮ 水能够溶解、 吸附、 吸收或分散很多种不同
的化合物ꎮ 这些化合物包括本身具有危害性的污染物或者能够
与所生产的药物原料发生反应从而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污

染物ꎮ
１� ２� ２　 在水的生产、 贮存和运输过程中ꎬ 水质控制 (包括

微生物方面和化学方面的质量) 是主要考虑的问题ꎮ 与其他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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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间体不同ꎬ 水通常是根据使用需求ꎬ 从一个系统中取用ꎬ 而
且在使用前不易于检测或按批次发放ꎮ 所以ꎬ 保证水的质量符合
使用要求是十分必要的ꎮ 另外ꎬ 有些微生物检查需要培养时间ꎬ
检查结果的报告时间很可能会滞后于水的使用ꎮ
１� ２� ３　 所以最关键的是对制药用水的微生物进行控制ꎮ 有

些类型的微生物有可能在水处理系统的某些环节以及贮藏和运输

(分配) 系统中繁殖ꎮ 因此ꎬ 采用常规的消毒方法和适当的措施
防止微生物的繁殖ꎬ 将微生物的污染降到最低是至关重要的ꎮ
１� ２� ４ 　 药品的给药途径决定了所用水质的不同质量要求ꎮ

有关不同级别制药用水的指导原则可参见药典和相关文件ꎮ
１� ３　 适用的指导原则

除本文件中特别阐述的指导原则外ꎬ 参考书目中还列出了一
些相关的出版物ꎬ 在规划、 安装和使用制药用水系统时ꎬ 这些出
版物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关的背景资料ꎮ

２　 制药用水系统的总体要求

２� １　 制药用水的生产、 贮存和运输 (分配) 系统应进行适
当的设计、 安装、 试运行、 验收和维护ꎬ 以保证合格制药用水的
持续稳定生产ꎮ 应对水的生产工艺进行验证ꎬ 保证不超出制药用
水系统的设计生产能力并符合质量标准的要求ꎮ
２� ２　 系统设计的容量应满足当前生产的平均和峰值用量需

求ꎮ 如果有必要ꎬ 根据未来规划的需求ꎬ 系统设计应允许产能的
增加或变更ꎮ 所有的系统ꎬ 不论其规模和能力ꎬ 应该有适当的循
环和周转ꎬ 确保系统得到良好的化学和微生物污染控制能力ꎮ
２� ３ 　 制药用水系统安装验收评定 ( ＩＱ)、 运行验收评定

(ＯＱ) 和性能验收评定 (ＰＱ) 完毕以后ꎬ 对该系统的使用以及
任何计划外的维护或改装工作ꎬ 都需事先得到质量保证 (ＱＡ)
部门的批准才能进行ꎮ
２� ４　 应定期对水源和处理过的水进行化学、 微生物以及细

菌内毒素 (如果需要) 污染物的质量监测ꎮ 还应对水的纯化、 贮
存和分配系统的运转情况进行监测ꎮ 监测结果以及采取的任何措
施都要进行记录ꎬ 并保存一定的期限ꎮ
２� ５　 当化学消毒作为控制制药用水系统生物污染程序的一

部分时ꎬ 应采用经过验证的方法ꎬ 保证制药用水系统中的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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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能被有效去除ꎮ
３　 水质标准

３� １　 概述
３� １� １　 以下质量要求涉及散装水的生产、 贮存和分配ꎬ 不

包括患者服药时的配伍用水的质量标准ꎮ 散装水和制剂用水的质
量标准在药典中都有收录ꎮ
３� １� ２　 国家药典、 区域性药典和 «国际药典» 中都收录制

药用水的质量标准ꎬ 同时还给出了制药用水中各种污染物的限度
规定ꎮ 如果制药用水生产企业希望向多个市场供应产品ꎬ 那么企
业设定的质量标准应符合相关药典中最严格的质量要求ꎮ

同样ꎬ 药典也规定了测定水中微生物含量的要求或指导
原则ꎮ

３� ２　 饮用水
３� ２� １　 应采用保持持续正压ꎬ 并且不存在可能导致产品污

染的任何缺陷的管道系统供应饮用水ꎮ
３� ２� ２　 除了从天然或储存水源中取出的水经过有限的处理

后就成为饮用水外ꎬ 饮用水未经其他处理ꎮ 天然水源包括泉水、
井水、 河水、 湖水和海水等ꎮ 水源的具体情况决定了保证使用
(饮用) 安全应该采取的具体水处理措施ꎮ 典型的处理措施包括
软化、 去除特定离子、 减少微粒以及杀菌处理ꎮ
３� ２� ３　 饮用水来自公共供水系统ꎬ 该系统的水源通常是上

述多个天然水源的组合ꎮ 饮用水可以是来自厂区外的水源 (市
政管网)ꎬ 或者将厂区内的水通过适当的处理后具有适当质量
的水ꎮ
３� ２� ４　 公共供水机构对饮用水进行检测ꎬ 保证其质量符合

饮用水标准也是惯例ꎮ 水的检测通常是从水源处开始实行ꎮ
３� ２� ５　 药品生产企业有责任确保供应纯化水 (ＰＷ) 处理系

统的原水满足适当的饮用水要求ꎮ 有可能的情况下ꎬ 应首先采用
水处理系统使原水达到饮用水质量ꎬ 然后再制备纯化水ꎮ 在这些
情况下ꎬ 应建立饮用水的质量标准并进行检测ꎮ
３� ２� ６　 ＷＨＯ的饮用水指导原则、 国际标准化组织 ( ＩＳＯ)

以及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关机构的标准中都阐述了饮用水的质量

标准ꎮ 饮用水的质量应符合主管机构制定的质量标准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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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７　 如果在药品生产的某个阶段直接使用了饮用水ꎬ 或
者以饮用水作为原水生产更高质量的制药用水ꎬ 应在使用地点对
饮用水定期进行检测ꎬ 确保其质量符合饮用水标准ꎮ

３� ３　 散装纯化水
用来生产散装纯化水 (ｂｕｌｋ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ｗａｔｅｒꎬ ＢＰＷ) 的原水至

少应达到饮用水的质量标准ꎮ 纯化水应符合药典质量标准中水的
化学纯度和微生物限度的要求ꎬ 同时应保证其不被再次污染和出
现微生物繁殖ꎮ

ＢＰＷ可以通过反渗透法 /电去离子法 ( ＥＤＩ) 和蒸汽压缩
(ＶＣ) 技术的组合完成生产ꎮ 纯化水系统的警戒水平 (限度) 根
据对系统的掌握程度决定ꎬ 药典中未给出明确规定ꎮ

３� ４　 散装高纯水
３� ４� １ 　 用来生产散装高纯水 ( ｂｕｌｋ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ｗａｔｅｒꎬ

ＢＨＰＷ) 的原水至少应达到饮用水的质量标准ꎮ 高纯水是只被
«欧洲药典» 收载的具有特殊质量标准的纯化水ꎮ 对高纯水的质
量要求与注射用水 (ＷＦＩ) 相同ꎬ 包括对内毒素限度的要求ꎬ 但
水处理过程可以不同ꎮ 通行的高纯水制法包括双级反渗透 (ＲＯ)
与超滤和去离子系统的组合ꎮ 可以通过反渗透法、 超滤法和去离
子法等不同方法的组合来生产散装高纯水 (ＢＨＰＷ)ꎮ
３� ４� ２　 ＢＨＰＷ也应防止二次污染和微生物污染ꎮ
３� ４� ３　 ＢＨＰＷ和 ＷＦＩ有相同的微生物限度要求ꎮ

３� ５　 注射用水
３� ５� １　 用于生产散装注射用水 ( ｂｕｌｋ 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ꎬ

ＢＷＦＩ) 的原水至少应达到饮用水的质量标准ꎮ 注射用水不是无
菌水也不是最终的制剂ꎬ 它是一个中间物料ꎮ 注射用水是质量级
别最高的制药用水ꎮ
３� ５� ２　 作为质量标准的一部分ꎬ 有些药典在注射用水质量

标准中限定了注射用水的纯化技术ꎮ 如 «国际药典» 和 «欧洲药
典» 都规定最后一步纯化只能采用蒸馏法ꎮ
３� ５� ３　 ＢＷＦＩ应符合相关的药典质量标准ꎬ 在化学和微生物

纯度 (包括毒素) 采取正确的处理和警戒控制措施ꎮ
３� ５� ４　 ＢＷＦＩ还应防止二次污染和微生物污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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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６　 其他级别的水
３� ６� １　 当一个特定生产工艺需要特殊的非药典质量级别的

水时ꎬ 应对所用的水进行说明ꎬ 其质量至少应符合药典制药用水
标准中对制剂用水或生产用水的要求ꎮ

４　 药品生产用水和制剂用水的应用
４� １　 药品生产管理机构明确规定了不同剂型的制药用水以

及冲洗、 制备、 合成、 生产和处方 (制剂) 的不同工艺阶段所用
制药用水的最低质量标准ꎮ
４� ２　 在决定所用水的级别时ꎬ 应考虑药物中间体或终产品

的用途以及生产环节在整个药品生产过程中所处的阶段ꎮ
４� ３　 当药品的生产需要高质量的水时 (比如: 微生物和内

毒素含量很低的水) 可以使用高纯水ꎮ 但高纯水的生产过程或质
量要求不受某些药典中关于注射用水生产方法的限制ꎮ
４� ４　 散装注射用水 (ＢＷＦＩ) 用于注射用制剂的生产ꎻ 非肠

道用药品给药前的溶解、 稀释或配制ꎻ 无菌注射用水的生产ꎮ 对
那些与注射剂直接接触的设备和器械进行清洁后ꎬ 应采用注射用
水进行最终淋洗ꎮ 如果一个清洗过程没有加热或化学方法去除热
原的后续操作ꎬ 应采用注射用水进行最后一次淋洗ꎮ
４� ５　 当蒸气与注射剂在其最终包装容器中或注射剂的生产

设备直接接触时ꎬ 应确认蒸气冷凝后的水质符合注射用水的质量
标准ꎮ

５　 纯化水系统

５� １　 概述
５� １� １　 在标准 (如药典或其他官方文件) 中的制药用水质

量标准ꎬ 除散装注射用水 (ＢＷＦＩ) 的质量标准 (参见 ３� ５) 外ꎬ
其他制药用水的质量标准对可采用的纯化方法没有明确的规定ꎮ
５� １� ２　 必须根据纯化水的用途来选择相应的纯化方法或纯

化步骤ꎬ 选择水处理方法时ꎬ 应考虑以下因素:
— 终水的质量标准ꎻ
— 用户的用水量要求ꎻ
— 原水质量以及不同时期的质量变化 (比如季节性变化)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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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支持性设施 (原水、 电力、 热蒸汽、 冷却水、 压缩
空气、 污水系统、 废气)ꎻ

— 消毒策略ꎻ
— 水处理设备在市场上的可获得性ꎻ
— 水处理设备操作的可靠性和耐用性ꎻ
— 纯化系统的产量或效率ꎻ
— 对纯化设备进行良好维护和保养的能力ꎻ
— 系统使用的持续性 (小时 /天ꎬ 天 /年) 以及计划的检修
日期ꎻ

— 使用中的总运行成本 (资产、 运行及维护费用)ꎮ
５� １� ３　 水处理设备、 贮水和分配系统的质量标准要求应考

虑以下因素:
— 水处理间的位置ꎻ
— 系统可能遭遇的极端温度ꎻ
— 与水接触材料的浸出物对水造成污染的风险ꎻ
— 与水接触的吸附性材料的反作用 (材料中吸附的污染物进
入水中)ꎻ

— 卫生和消毒设计 (如果需要)ꎻ
— 耐腐蚀性ꎻ
— 无渗漏ꎻ
— 整体布局形式要避免微生物的滋生和繁殖ꎻ
— 对清洗剂和消毒剂 (热力消毒和化学消毒) 的耐受性ꎻ
— 消毒策略ꎻ
— 对系统容量和产量的要求ꎻ
— 对所有必需的仪器、 检测和取样点进行规范ꎬ 使整个系统
的关键质量参数能够被监测ꎮ

５� １� ４　 制药用水的纯化设备、 贮水以及分配系统的设计、
布局和规划应该考虑以下物理因素:

— 取样能力ꎻ
— 可用于安装设备的空间ꎻ
— 建筑物的结构负荷ꎻ
— 对设备进行良好保养的保障系统ꎻ
— 安全处置可再生和消毒用化学品的能力ꎮ

５� ２　 饮用水的生产
５� ２� １　 饮用水来源于井水、 河水或水库水等原水ꎮ 目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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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将天然或人工水源原水制成适于饮用水的指定处理

方法ꎮ
５� ２� ２　 用户工厂或授权供水部门采用的典型水处理过程

包括:
— 脱盐 (淡化)ꎻ
— 过滤ꎻ
— 软化ꎻ
— 消毒 (比如用次氯酸钠注射液)ꎻ
— 去铁离子ꎻ
— 沉淀ꎻ
— 减少某些特定的无机 /有机物ꎮ
５� ２� ３　 应根据环境、 季节或供水单位变更等因素对原水质

量的影响ꎬ 开展饮用水质量的日常监测ꎮ
５� ２� ４　 如果饮用水水源、 水处理技术以及供水系统的布局

发生了任何的改变ꎬ 应考虑对饮用水增加额外的检测ꎮ
５� ２� ５　 如果饮用水的质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ꎬ 但仍符合标

准ꎬ 应对饮用水直接作为制药用水或作为下一步水处理流程的原
水的适用性进行审查ꎬ 记录审查结果并存档ꎮ
５� ２� ６　 如果采用企业内部水处理系统来对原水进行处理生

产饮用水ꎬ 应将所采用的水处理步骤和水处理系统布局记录存
档ꎮ 在质量保证 (ＱＡ) 部门审查完毕并且变更申请得到批准前ꎬ
不应改变水处理系统或操作ꎮ
５� ２� ７　 如果由用户贮存和分配饮用水ꎬ 贮存系统必须保证

饮用水的质量在使用前不得下降ꎮ 在饮用水经过任何形式的贮存
后ꎬ 都应根据规定的方法进行常规的质量检验ꎮ 对于贮存的饮用
水ꎬ 应保证库存水的及时更新ꎬ 避免水的长期贮存ꎮ
５� ２� ８　 通常认为饮用水系统是 “间接影响系统 (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ｓｙｓｔｅｍ)”ꎬ 不需要进行认证ꎮ
５� ２� ９　 以水罐的形式将散装饮用水运输给购买者ꎬ 存在特

殊的问题和风险ꎬ 而管道输送饮用水的方式不存在这些问题和风
险ꎮ 对于罐装饮用水ꎬ 应与其他任何起始物料一样ꎬ 对饮用水的
供货商进行评估并进行授权ꎬ 也应对饮用水输送工具的可接受性
进行确认ꎮ
５� ２� １０　 饮用水生产设备和系统应能够完全排空并进行消

毒ꎮ 贮水罐应密封良好ꎬ 并有适当保护装置的窗口ꎬ 这样可以对
贮罐进行观察并进行排空和消毒操作ꎮ 管路及分配系统也应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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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排空或冲洗并消毒ꎮ
５� ２� １１　 对于砂滤器 ( ｓａｎｄ ｆｉｌｔｅｒ)、 活性炭吸附床 (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ｅｄ) 和软水处理器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ｆｔｅｎｅｒ)ꎬ 应采取特殊的措施以控制
微生物污染ꎮ 一旦微生物污染了某个系统ꎬ 微生物就会迅速形成
生物膜并扩散到整个制水系统ꎮ 可以采用的控制微生物污染的技
术有反冲、 热力消毒和化学消毒、 定期再生等ꎮ 另外ꎬ 所有的水
处理设备元件内应该保证有持续的水流ꎬ 这样可以抑制微生物的
生长ꎮ

５� ３　 纯化水的生产
５� ３� １　 任何适当的经过验证的水纯化技术或者一系列技术

都可用于制备纯化水ꎮ 典型的制备方法包括离子交换、 超滤和反
渗透法ꎬ 也可采用蒸馏法ꎮ
５� ３� ２　 在设计、 规划一个水纯化系统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原水的质量以及季节性变化情况ꎻ
— 用水量ꎻ
— 纯化水的质量标准ꎻ
— 要求的纯化步骤ꎻ
— 能源消耗ꎻ
— 为保证水最终的纯化ꎬ 需要进行的前处理程度ꎻ
— 生产优化ꎬ 包括每一步水处理步骤的产量和效率ꎻ
— 设计合适的固定采样点ꎬ 避免潜在的污染ꎻ
— 采用适当的仪器来对每个单元的处理过程的流速、 压力、
温度、 电导率、 ｐＨ和总有机碳等参数进行测量ꎮ

５� ３� ３　 室温纯化水系统对微生物污染特别敏感ꎬ 尤其是在
仪器处于静止状态时ꎬ 对水的需求量很低或不需要水的期间ꎮ 微
生物控制和消毒机制是关键ꎮ

应规定每一个净化阶段的消毒方法ꎬ 其中必须包括去除所用
消毒剂残留的验证ꎬ 对消毒剂具体的性能也应该归档留证ꎮ 可考
虑以下几种技术:

— 在任何时候都应保证水纯化仪器设备中的水以最小流速
流动ꎻ

— 通过管道热交换或厂房制冷系统控制纯化水系统的温度ꎬ
降低发生微生物生长的风险 (原则上不得高于 ２５℃)ꎻ

— 紫外线消毒装置ꎻ
— 选择可以加热消毒的水处理部件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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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化学消毒 [包括臭氧、 过氧化氢和 (或) 过氧乙酸
等化学物质]ꎻ

— 热消毒温度应高于 ６５℃ꎮ
５� ４　 高纯水的生产

５� ４� １　 二级反渗透与超滤联用或其他任何适当的经过验证
的纯化技术或一系列纯化技术的组合都可用来制备高纯水ꎮ
５� ４� ２　 ５� ３ 节中所述的纯水指导原则同样适用于高纯水ꎮ

５� ５　 注射用水的生产
５� ５� １　 药典规定或限定了注射用水最终生产步骤的纯化技

术ꎮ 首选的纯化技术是蒸馏法ꎬ 通常认为蒸馏法是以相变为基础
的、 更稳健的水纯化方法ꎬ 同时在有些情况下ꎬ 蒸馏法也是对水
处理设备的高温处理ꎮ
５� ５� ２　 在设计水纯化系统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原水质量ꎻ
— 注射用水的质量标准ꎻ
— 用水量ꎻ
— 蒸馏水器的最佳体积ꎬ 避免过于频繁的启动 (停止) 水
循环ꎻ

— 排空和卸载功能ꎻ
— 避免微生物污染的冷却装置ꎮ
５� ５� ３　 “５� ３ 节” 提供的纯化水系统配置指南ꎬ ＰＷ 同样适

用于注射用水的生产ꎮ

６　 水的纯化、 贮存和分配系统

６� １　 本节内容适用于制药用水系统中的纯水、 高纯水和注
射用水ꎮ 水的贮存和输送系统应与纯化水车间综合考虑ꎬ 保证
将水持续地运送到用户端ꎬ 并保证水纯化设备处于最佳的运行
状态ꎮ

６� １　 概述
６� １� １　 水的贮存和分配系统应是整个水生产系统中的关键

部分ꎮ 在设计水的贮存和分配系统时ꎬ 应将其与水纯化部分进行
整体考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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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 ２　 当采用合适的方法将水纯化后ꎬ 生产的纯水可以
直接使用ꎬ 但通常会被注入到一个贮水罐中ꎬ 然后再被分配
到各个用户端ꎮ 下面将论述对水的贮存、 分配系统及用户端
的要求ꎮ
６� １� ３　 应合理配置水的贮存和分配系统ꎬ 防止纯化后的水

(纯化水、 散装高纯水、 散装注射用水) 再被污染ꎬ 同时水的贮
存和分配系统配置应采用在线和离线的联合监测ꎬ 保证水质符合
相关标准ꎮ

６� ２　 与制药用水系统直接接触的材料
６� ２� １　 本节内容适用于制备纯化水、 散装高纯水和散装注

射用水生产设备以及配套的水贮存和分配系统ꎮ
６� ２� ２　 与制药用水相接触的材料ꎬ 包括管道、 阀门、 零部

件、 密封材料、 隔膜和仪表均应符合以下条件ꎮ
• 相容性: 使用的所有材料均应在系统的温度条件下稳定ꎬ
同时还应对系统中使用的化学物质稳定ꎮ

• 防浸出: 所有与制药用水接触的材料应该在工作温度范围
之内不释放浸出物ꎮ

• 防腐蚀: 纯化水、 散装高纯水和散装注射用水的腐蚀性都
很强ꎮ

为避免系统被腐蚀或水污染的发生ꎬ 必须选择适当的材料ꎬ
必须对管道连接方法进行严格控制ꎬ 所有的阀门和零部件应与所
用管道具有良好的相容性ꎮ 制药用水系统可以采用符合卫生标准
的适宜的塑料材料和不锈钢材料ꎬ

如果使用不锈钢材料ꎬ 级别至少应为 ３１６ 级ꎮ
在系统初始安装完毕或改动以后都应进行钝化处理ꎮ 如果要

对系统进行加速钝化处理ꎬ 首先应进行彻底的系统清洁ꎬ 然后根
据规定的程序文件 (步骤) 进行钝化处理ꎮ

• 内壁抛光处理: 水在纯化以后容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ꎬ 如
制药用水的贮存和分配在低的温度条件下使用ꎬ 制水系统
就更容易形成微生物膜ꎮ 制药用水系统的内表面抛光处理
可消除管道内壁的粗糙部分和裂痕ꎮ 管道内壁有裂痕的部
位最容易发生腐蚀ꎬ 抛光后内表面粗糙度的算术平均值
(Ｒａ) 不得超过 ０� ８μｍꎮ 如果使用不锈钢ꎬ 可以采用机械
抛光和电抛光技术ꎬ 电抛光可以增强不锈钢材料的耐腐蚀
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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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接: 系统材料应采用规定的、 适当的焊接方式进行焊
接ꎮ 对焊接工艺的要求应该包括对焊工的资质要求、 焊工
工艺参数和现场试焊接考核记录、 所有焊接记录以及按规
定比例对焊缝进行外观检查的记录 (比如 １００％手工焊
接ꎬ １０％的自动焊接)ꎮ

• 法兰、 接头和阀的设计: 如果使用法兰、 接头或阀ꎬ 必须
符合卫生学设计要求ꎮ 应对管道连接进行检查ꎬ 确保密封
材料的正确使用以及密封材料的正确安装和密封性ꎮ 应避
免使用螺口接头ꎮ

• 记录: 系统中所有的元件都应有完整的记录ꎬ 并且应有元
件材料质量合格的原始证书或经过核准的证书副本ꎮ

• 材料: 符合系统卫生消毒要求的材料包括 ３１６Ｌ 型不锈钢
(低碳)、 聚丙烯、 聚二乙烯氟和聚四氟乙烯ꎮ 其他材料
包括非增塑聚氯乙烯 (ｕＰＶＣ) 等可用于纯度级别较低的
水预处理设备ꎬ 比如离子交换器和软化器ꎮ

与制药用水直接接触的所有材料应不包含可被水萃取的化学

成分ꎮ 塑料应无毒且与所有使用的化学品兼容ꎮ 这些材料的生产
应至少满足最低的食品级标准ꎮ 材料的化学和生物特性应符合相
关的药典要求或建议ꎮ

水循环降低和无法实现湍流的区域ꎬ 应注意规定的操作限
制ꎮ 应定义最小流量及其变化量ꎮ

６� ３　 系统消毒和生物负载 (量) 的控制
６� ３� １　 用于制药用水、 高纯水和注射用水的处理设备、 贮

存和分配系统应该具有在正常使用期间便于有效控制微生物的生

长和繁殖的特点ꎬ 同时系统还应具备在系统维护或者改装等干预
措施后的灭菌和消毒技术ꎮ 在设计制水系统时就应考虑所要采取
的消毒和灭菌技术ꎬ 还应考察系统试车和资格认证过程中的消毒
和灭菌效果ꎮ
６� ３� ２　 与较低温度条件下的系统相比ꎬ 通常保持较高温度

(例如大于 ６５℃) 条件下运行的系统不易发生微生物污染ꎮ 如果
所使用的水处理程序要求较低的温度或者水的使用有温度要求

时ꎬ 就应采取特殊的措施防止微生物污染物的侵入和繁殖 (见
６� ５� ３ 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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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对贮存容器的要求

６� ４� １　 概述

制水系统中的贮水罐有许多重要的作用ꎬ 贮罐的设计和尺寸
应考虑以下因素ꎮ

６� ４� ２　 贮水容量

６� ４� ２� １　 应根据下列要求确定贮罐的容量ꎮ
• 对水处理设备应考虑在稳态产水条件和潜在多个用户端的
用水量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ꎬ 都能提供一定的缓冲
容量ꎮ

• 水处理设备应能够持续运行相当长时间ꎬ 这样就可以避免
因为设备过于频繁的开启和关闭而造成的制水效率低下和

对设备的压力ꎮ
• 缓冲容量应能够保证在水处理设备出现故障或因为设备消
毒或再生循环而停产的情况下能够提供短期储备用水ꎬ 当
确定储备量时ꎬ 应考虑能够保证提供生产一个批次产品或
者一个工作周期或者其他合理需求的一段时间的用水ꎮ

６� ４� ３　 污染控制注意事项

６� ４� ３� １　 为了有效控制系统的污染ꎬ 应注意以下几点:
• 贮水罐水面以上的空间是易发生微生物污染的危险部位ꎬ
在此部位水滴能够在适宜微生物生长和繁殖的温度条件下

与空气接触ꎮ 水分配循环管道的设计和配置应能够保证贮
水罐水面以上的空间能够被水流有效润湿ꎬ 应考虑采用喷
雾球或分配器来进行润湿ꎮ

• 贮水罐内喷嘴的设置应避免出现死角和盲区ꎬ 防止微生物
的藏匿和繁殖ꎮ

• 贮水罐上应安装空气过滤器以便允许罐内水位的变化ꎮ 过
滤器应该能够过滤除菌并且是疏水性的ꎮ 过滤器应有合理
的设计ꎬ 以便在原位 (在线) 就可以对其完整性进行检
测ꎬ 离线检测也是允许的ꎮ 如果采用有加热功能的空气过
滤器ꎬ 就要注意防止在滤器内发生冷凝ꎬ 滤器内发生冷凝
可引起过滤器堵塞和微生物的生长ꎬ 导致贮罐的污染ꎮ

• 如果在贮罐上使用了减压阀和防爆膜以防止超压ꎬ 那么所
�８５�



用的减压阀和防爆膜的设计必须符合卫生标准ꎮ 对于防爆
膜ꎬ 必须要配备一个外部破裂指示器ꎬ 以防止系统的完整
性意外受损ꎮ

６� ５　 对分配管道的要求

６� ５� １　 概述

６� ５� １� １　 应采用持续循环的管道系统进行制药用水、 高纯
水和注射用水的分配ꎮ 应对贮水罐和分配管道中的污染物进行控
制ꎮ 最好使用非循环的单向系统ꎮ
６� ５� １� ２　 在分配循环管道中和用水点出口一般不进行过滤ꎬ

因为在以上部位进行过滤很容易掩盖制水系统的污染情况ꎮ
６� ５� ２　 温度控制和热交换器

６� ５� ２� １　 如果在制药用水系统中采用热交换器加热或冷却
制药用水ꎬ 需要采取措施防止加热或冷却装置对水的污染ꎮ 应考
虑采用更安全的双管板式或双板式热交换器ꎮ 如果未采用上述类
型的热交换器ꎬ 可考虑采用替代的方法ꎬ 在低于制药用水压力的
条件下对热交换器进行维护和监测ꎮ
６� ５� ２� ２　 如果采用热交换器ꎬ 这些热交换器应形成系统中连

续的循环回路或者次回路ꎬ 这样可避免系统中不应有的过多静态水ꎮ
６� ５� ２� ３　 当生产工艺需要降低水温时ꎬ 降温的持续时间应

尽可能短ꎮ 在水处理系统进行资格认证时ꎬ 需要确认冷却循环及
冷却时间的适用性ꎮ

６� ５� ３　 循环泵

６� ５� ３� １　 循环泵的设计必须符合卫生标准ꎬ 要进行适当的
密封以防止系统的污染ꎮ 如果系统还配置了备用泵ꎬ 应避免备用
泵的配置和处置在系统中造成死体积 (ｄｅａｄ ｚｏｎｅ)ꎮ
６� ５� ３� ２　 应考虑防污染系统中并联泵系统的使用ꎬ 尤其当

有积水且一个泵无法使用时ꎮ
６� ５� ４　 控制生物污染技术

６� ５� ４� １　 水净化系统在 (生产和销售) 过程中应采用化学
或加热的方式进行消毒ꎮ 使用的流程和环境 (如时间、 温度) 应
适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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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５� ４� ２　 以下的控制技术可单独使用ꎬ 更多的情况下是联
合使用:

• 水分配系统中应维持持续的 “湍流式” 循环ꎬ 防止生物
膜的形成ꎮ 在验证水处理系统时ꎬ 指定的系统应能够维持
设计的流速ꎬ 还应在运行过程中监测系统是否能够维持良
好的运行状态ꎮ 在水分配系统的运行过程中ꎬ 如果不出现
停流、 倒流或者减压现象ꎬ 那么短期内的流速波动不会造
成污染ꎮ

• 系统的设计应使管道的总长度为最短ꎮ
• 对于室温系统ꎬ 系统中的管道应该与周围的热管道分离ꎮ
• 在管道的安装过程中ꎬ 应经过适当的设计最大限度减少盲
管 (ｄｅａｄ ｌｅｇｓ) 的长度ꎬ 应不大于支管道直径 ( ｂｒａｎｃｈ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的 ３ 倍ꎮ

• 应将压力表与系统用隔膜隔开ꎮ
• 使用的阀门应该是卫生隔膜阀ꎮ
• 蒸汽灭菌用管道应该有一定的坡度ꎬ 便于排空ꎮ
• 可通过下列措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 在管道中设置紫外线光源ꎻ
— 保持系统的加热 (建议温度>６５℃)ꎻ
— 采用热水定期对系统进行消毒 (建议温度高于 ７０℃)ꎻ
— 采用过热水或清洁蒸气定期对系统进行灭菌或消毒ꎻ
— 采用臭氧或其他合适的化学试剂对系统进行常规消毒ꎬ 如
果采取化学消毒方式ꎬ 必须保证在用水之前制水系统中的
化学消毒剂已经被完全除去ꎬ 利用紫外线照射可以有效除
去臭氧ꎮ

７　 操作注意事项

７� １　 制水系统的启动和试运行
７� １� １　 有详细计划、 规定明确并有详细记录的成功试运行

是制水系统验证成功的重要前提ꎮ
７� １� ２　 试运行工作应该包括试车计划、 系统设定、 操作系

统调试和记录系统所有运行参数ꎮ 如果在进行系统验证工作时希
望参考或使用系统试运行时的数据ꎬ 那么试运行工作的质量、 相
关数据和文件就要符合验证计划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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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２　 系统验收
７� ２� １　 制药用水 (ＷＰＵ)、 散装纯化水 (ＢＰＷ)、 散装高纯

水 (ＢＨＰＷ) 和散装注射用水 (ＢＷＦＩ) 系统被认为是对药品质
量有直接影响的关键系统ꎬ 应对上述系统进行验收ꎮ 验收工作应
按照设计评价或设计验收 (ｄｅｓｉｇｎ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ＤＱ)、 安装验收
( ｉｎｓｔａｌｌ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ＩＱ )、 操 作 验 收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ＯＱ)、 运行验收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ＰＱ) 的
验收规范进行ꎮ
７� ２� ２　 本指导原则未规定进行 ＤＱ、 ＩＱ 和 ＯＱ 验收的常规步

骤ꎬ 而是重点强调了那些应该用于制药用水系统运行验收 (ＰＱ)
的具体方法ꎬ 这些方法用来验证制药用水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和可
靠性ꎮ 应采用包含三个阶段的方法ꎬ 满足对制药用水系统在长时
间运行后的可靠性和耐用性是进行验证的目的ꎮ

第一阶段: 对原水每日取样或连续监测进行质量确认ꎮ
用 ２ 周的时间对制药用水系统进行全面的监测ꎮ 在这一段时

间内ꎬ 制药用水系统应连续运行并且无故障和性能波动ꎬ 生产的
制药用水一般也不用于药物制剂的生产ꎮ 测试方法中应包括以下
几个步骤ꎮ

• 根据规定的方案进行化学和微生物污染物的检测ꎮ
• 每天对原水取样或连续监测ꎬ 确认其质量ꎮ
• 每天对每一步纯化程序取样检测ꎮ
• 每天对每一个用水点以及其他规定的取样点取样检测ꎮ
• 建立适当的操作范围ꎮ
• 建立并确定操作、 清洁、 消毒以及维护的程序ꎮ
• 对符合质量和数量要求的制药用水的生产和输送的验证ꎮ
• 在生产、 维护、 消毒和故障维修过程中使用并改进标准操
作规范ꎮ

• 对临时报警和需要采取措施的水平 (限度) 进行确认ꎮ
• 建立并改进检测失败的程序ꎮ
第二阶段: 在圆满完成第一阶段后ꎬ 应在确立所有改进后的

ＳＯＰ的同时进行为期 ２ 周的进一步全面监测ꎮ 取样方案与第一阶
段基本相同ꎮ 如果试运行与第一阶段的检测结果表明水质符合要
求并经过质量保证 (ＱＡ) 部门的批准ꎬ 第二阶段生产的水可以
用于药物制剂的生产ꎮ 本阶段应该包括以下步骤ꎮ

— 证明系统在规定范围内运行的可靠性和稳定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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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按照 ＳＯＰ 运行系统时ꎬ 生产和输送符合质量和数量
要求的制药用水的可靠性和稳定性ꎮ

第三阶段: 在第二阶段圆满完成后ꎬ 第三阶段一般要进行
一年ꎮ

第三阶段生产的水可以用于药物制剂的生产ꎬ 本阶段具有以
下目的和特点:

• 证明系统长期运行的可靠性ꎮ
• 保证对季节性变化的评价ꎮ
• 根据第一和第二阶段建立并证明有效的程序ꎬ 取样点、 取
样频率和测试应减少到常规模式所需ꎮ

７� ３　 对系统的持续监测
７� ３� １　 完成制药用水系统第三阶段的验证项目ꎬ 应对系统

进行综合评价ꎮ 完成系统评价后ꎬ 应根据第三阶段的结果建立一
个日常监测方案ꎮ

应综合运用在线仪器参数监测和离线采样监测手段ꎮ 在线一
起监测的参数包括流速、 压力、 温度、 电导和总有机碳等ꎬ 离线
监测的参数包括水样的物理、 化学和微生物污染检测ꎮ 应在用水
点和规定的取样点采集离线水样ꎮ 用水点的采样方式应与实际生
产中该用水点取水方式相同ꎮ
７� ３� ２　 应对制药用水进行检测ꎬ 保证水质符合选定的药典

质量标准ꎮ
检测项目应包括对水质的微生物检查ꎬ 应对监测数据进行趋

势分析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通常采用 ２ 倍 σ)ꎮ 还应根据历史报告数
据建立适当的警戒限度和行动限度ꎮ
７� ３� ３　 如果某个指标频繁地超过警戒限度 (水平)ꎬ 应进行

全面的调查并找出根本原因ꎮ 然后采取适当的整改措施ꎮ
７� ４　 制药用水系统的维护

７� ４� １　 根据受控文件中的维护程序对制药用水系统进行维
护时ꎬ 应考虑以下几点:

— 规定对系统各元素进行维护的频率ꎻ
— 校准程序ꎻ
— 指定任务的 ＳＯＰꎻ
— 对合格配件的控制ꎻ
— 颁布明确的维护方案和操作方法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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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成系统的维护工作后ꎬ 对系统的使用进行审查和
批准ꎻ

— 记录并核查在维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错误ꎮ
７� ５　 系统审查

７� ５� １　 应定期对制药用水 (散装纯化水、 散装高纯水和散
装注射用水) 系统进行检查ꎮ 检查组应由工程、 质量保证
(ＱＡ)、 操作和维护部门的人员组成ꎮ 检查应着重考虑以下方面:

— 上次检查后的变更情况ꎻ
— 系统的运行情况ꎻ
— 系统的可靠性ꎻ
— 质量趋势ꎻ
— 失败事件ꎻ
— 调查ꎻ
— 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监测结果ꎻ
— 安装的变更ꎻ
— 最新的安装文件ꎻ
— 记录本ꎻ
— 当前 ＳＯＰ目录的状态ꎮ
７� ５� ２　 对于新系统或者不稳定 /不可靠的系统ꎬ 应进行下列

审查工作:
— 开展调查的必要性ꎻ
— 整改和预防措施 (ＣＡＰＡ)ꎻ
— 验收 [ＤＱ、 企业接收检测 ( ＦＡＴ)、 ＩＱ、 现场接收检测
(ＳＡＴ)、 ＯＱ、 ＰＱ] 或相应的确认文件以及系统的检测
阶段ꎮ

８　 制药用水系统的检查

８� １　 制药用水 (散装纯水、 散装高纯水和散装注射用水)
系统可能是管理机构经常进行检查的对象ꎮ 制药用水的用户应对
建立的制药用水系统进行常规检查和自检ꎮ
８� ２　 本 ＧＭＰ指导原则可作为系统检查的依据ꎮ 应对制水车

间和可见的管道 (包括用水点) 进行检查ꎬ 保证系统设计合理并
经过适当的安装和维护 (比如无渗漏、 系统与管道 /仪器流程图
相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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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了制药用水系统检查的项目以及合理的审计顺序ꎮ
— 水系统的示意图ꎬ 显示从原水入口到用水点的仪器设备
(包括所有取样点及编号)ꎻ

— 批准的管道图 [比如正投影图和 (或) 等角图]ꎻ
— 取样和检测计划包括所有取样点的示意图ꎻ
— 对取样和检测人员的培训计划ꎻ
— 监测中需要报警和采取措施的参数设定ꎻ
— 监测结果和趋势评估ꎻ
— 对系统最近一次年度检查结果的审查ꎻ
— 对最近一次检查后系统的所有变更进行审查ꎬ 并检查是否
实施了变更控制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ꎻ

— 审查所记录的偏离以及对偏离的调查ꎻ
— 对系统状态和条件的全面检查ꎻ
— 检查关键仪器设备的校正和校准ꎻ
— 审查维护、 失败和维修记录ꎮ
８� ３　 对处于受控状态的已有系统ꎬ 应证明审查范围的合

理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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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介绍

药物研发的目标是设计出一种高质量产品ꎬ 并且按照其工艺
能够稳定地生产出符合预期要求的该产品ꎮ 在药物研发过程中获
得的信息可为建立质量标准和生产控制提供科学依据ꎮ

本附录重点阐述与参比制剂生物等效的多来源药物制剂成

品 (ＦＰＰｓ) 的研发ꎮ 多来源药物制剂成品应１ 与参比制剂治疗
等效ꎮ

本附录按照国际协调组织 ( ＩＣＨ) 通用技术文件 (ＣＴＤ) 格
式要求为行业提供了开发高质量多来源药物制剂成品的系统性方

法ꎮ 药物研发信息的 ＩＣＨ－ＣＴＤ 模式ꎬ 可以对药物研发过程进行
逻辑的、 渐进式的描述ꎮ

该附录便于让评审员和检查员更好地了解多来源药物制剂成

品的研发和生产工艺ꎮ
该附录可以使生产商遵循更广义的质量保证的原则ꎬ 包括建

立质量风险管理和药品质量体系ꎮ 本附录应与其他 ＷＨＯ 指引和
指导文件[１]一起使用ꎮ

１� １　 通则
药物的研发和初始批次的生产是建立药物制剂成品的关键质

量指标 (ＣＱＡｓ) 和制造工艺的关键工艺参数 (ＣＰＰｓ) 的基本要
素ꎮ ＣＱＡｓ和 ＣＰＰｓ建立在科学的和风险可控的基础上ꎮ

１� ２　 适用范围
本文件涉及多来源的 ＦＰＰｓ 的药物研发ꎬ 包括合成或半合成

的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ꎮ 本文件适用于成品药已通过要求严格的
政府部门 (ＳＲＡ) 审批的 ＡＰＩꎬ 以及国家药品监管机构 (ＮＭＲＡ)
已批准或收载于 ＮＭＲＡ承认的药典各论中的 ＡＰＩꎮ 生物活性药物
或生物技术类药物不在此范围内ꎮ

此文件可为药审机构和药品监管机构提供多来源药物制剂成

品 (ＦＰＰｓ) 研发的指导ꎮ
药物的研发主要包括药物活性成分、 赋形剂、 剂型、 制造工

艺和容器密闭系统ꎮ
１　 本文件中的 “应” 是指 “建议” 或 “通常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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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发前的准备

２� １　 产品信息调研
产品信息调研包括在实验室活动开展之前所有收集和评估的

相关文件ꎬ 主要包括:
— 世界卫生组织ꎬ 欧洲药品管理局 (ＥＭＡ) 和美国食品药
品管理局 (ＵＳ ＦＤＡ) 网站上的监管信息ꎬ 例如ꎬ 创新药
物和多来源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ｓ) 的组成、 给药途径和
初级包装材料ꎻ

— 药典各论、 科技文献、 专利、 原料药主文件 (ＡＰＩＭＦ) 公
开部分的技术信息、 辅料技术信息和公司的经验知识ꎮ

２� １� １　 质量风险管理

产品信息调研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多来源药品开发之前确定

潜在的风险ꎮ
由于药物制剂成品生产商要对药物活性成分的控制负责ꎬ 所

以必须关注所选择的原料药生产商和原料药的质量状况ꎬ 因此ꎬ
了解 ＡＰＩＭＦ (药物主文件) 申请人部分的分析方法和数据十分重
要ꎮ 对于固体药物活性成分ꎬ 水溶性差是造成批次间波动和体内
药效波动的重要因素ꎮ

此外ꎬ 还需要关注多晶型、 假多晶型和粒度ꎮ 对于生物药剂
分类系统 (ＢＣＳ) 的低溶解度药物活性成分ꎬ 任何关键物理指标
的变化可能都非常重要ꎮ 根据 ＩＣＨ Ｑ６Ａ 决策树 ３ 和 ４ 的建议[２]ꎬ
需要对多晶型和粒度进行控制ꎮ 该控制应该以多批次原料药的生
物研究结果为基础ꎮ

例如ꎬ «国际药典» [３]规定甲苯咪唑原料的多晶型为 Ｃ型ꎬ 并
且明确了咀嚼片的配方、 生产工艺和的产品包装ꎬ 目的是降低甲
苯咪唑从 Ｃ型向 Ａ型转变的可能性ꎮ 产品信息调研和申请人自身
的剂型生产经验是多来源药品潜在 ＣＱＡｓ和 ＣＰＰｓ的初步风险评估
的基础ꎮ

同行审查文献所包含的风险信息对前期开发至关重要ꎮ 例
如ꎬ 文献[４]已经证明商品化的盐酸乙胺丁醇原料存在内消旋－乙
胺丁醇盐酸盐ꎬ 尽管有些药典专著没有明确收载这种杂质ꎮ 最
近ꎬ «欧洲药典» [５]收载了一个特定的试验以便于控制此杂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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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侵犯专利权ꎬ 多来源药品研发风险最小的策略是尽可
能使用与参比制剂相同性质和量的配方ꎬ 使相容性、 稳定性和生
物等效性的风险最小化ꎮ

有些情况下还需要关注配套的稀释剂ꎮ 将在第 ３ 节中进一步
讨论ꎮ

２� ２　 其他注意事项

２� ２� １　 参比制剂的选择和研究

许多国家的药品监管机构提供了参比制剂目录ꎬ 也可从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项目和参比制剂的目录中获得ꎮ 提交给药品预
认证项目的档案中ꎬ 参比制剂必须从公布的目录中选择ꎮ 药品预
认证项目参比制剂的指导意见在药品预认证项目网站的生物等效

性指导原则中可以查询到ꎮ
对于固定剂量复方 (ＦＤＣ) 制剂ꎬ 虽然有时临床上也推荐将

其所含的药物活性成分联合使用ꎬ 但基于临床试验数据批准的创
新 ＦＤＣ－ＦＰＰ 不能用作参比制剂ꎬ 例如ꎬ 根据生物等效性数据批
准的 ＦＤＣ－ＦＰＰ不能作为参比制剂ꎬ 因为原始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数据仅与单组分产品有关而不是 ＦＤＣ－ＦＰＰꎮ ＦＤＣ－ＦＰＰｓ的研发应
考虑到各组分的参比制剂的处方ꎮ 即使可以用各组分的参比片剂
来做生物等效性研究ꎬ 仿制 ＦＤＣ 的研发仍应该以 ＦＤＣ 为目标
(参见 ＷＨＯ的 ＦＤＣ注册指导原则[６])ꎮ

参比制剂的批次选择可以根据溶出曲线测试结果 (见 ＷＨＯ
的多来源 (仿制) 药品) 确定: 建立互换性要求注册指南[７]ꎮ 理
想的批次应该在最差的条件下 (即最快和最慢溶出的批次差异最
大时) 呈现中等溶出ꎬ 这样才能作为药物等效性研究和生物等效
性研究的参比ꎮ

２� ２� ２　 制定处方筛选试验和稳定性研究方案

应全面考察参比制剂样品的各个参数ꎬ 如物理特性、 保质
期、 稳定性信息、 存储条件、 容器密闭系统等细节ꎮ 同时与产品
信息调研结果和新仿制药品目标市场的要求进行比较ꎮ

应分析与剂型相关的质量属性ꎬ 例如含量、 有关物质、 溶出
速率、 ｐＨ、 防腐剂浓度、 水分、 装量、 含量均匀度、 硬度、 片剂
的脆碎度和崩解ꎮ

所获得的信息是新仿制制剂成品研发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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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３　 处方筛选试验

基于产品信息调研的结果和国家对上市药品的要求ꎬ 将开展
处方筛选试验并获得药物制剂成品的目标产品质量指标

(ＱＴＰＰ)ꎮ
试验可以包括参比制剂组分的定性和定量检测ꎮ 定性信息

可在公开领域获得ꎬ 例如ꎬ 药品说明书 ( ＳｍＰＣ) 或包装说明
书ꎮ 从实验室到中试批量放大的最终处方的选择ꎬ 最好的方法
是筛选与参比制剂溶出曲线一致的ꎮ 处方的选择需经过强制破
坏测试以挑战关键质量指标 (ＣＱＡｓ) 和确立暂定的质量控制
限度ꎮ

应标明影响药品特性的任何特殊设计 (如药片刻痕线、 过度
充填或防伪措施)ꎬ 并在产品档案 (ＰＤ) 中提供使用的理由ꎮ

２� ２� ４　 生物等效性和溶出研究

药物制剂成品的中试样品应该进行生物等效性和溶出比较研

究ꎮ 溶出条件和判定限度可从临床试验批产品的溶出曲线获得ꎮ
如想豁免体内的生物等效性研究ꎬ 处方的相似性是必需的ꎬ

特别要关注对吸收程度和吸收速率有影响的辅料ꎬ 如液体制剂中
的山梨醇或固体制剂中的甘露醇ꎮ 例如ꎬ 当考虑对含有 ＢＣＳ３ 类
药物活性成分的普通固体口服剂型 ( ＩＲ) 豁免生物等效研究时ꎬ
需严格评估有可能做出不恰当豁免决定的风险ꎬ 特别是吸收程度
(ｆａｂｓ) 小于 ５０％时ꎮ

作为风险评估的一部分ꎬ 辅料也需要进行定性和定量方面的
审查ꎮ 与参比制剂的差异越大ꎬ 豁免生物等效性研究决定的风险
也就越大ꎮ

最终处方的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结论 (包括通过和失败的) 都
应该在产品档案中体现ꎮ

３　 药物研发

建议: 用于申请上市许可的档案资料应使用国际统一的结
构ꎮ 依据 ＩＣＨ Ｍ４[８]ꎬ 本章节遵循 ＩＣＨ－ＣＴＤ的格式ꎮ

文中的斜体字均全文转载自 Ｍ４Ｑ (ＣＴＤ－Ｑ) 准则[９]ꎬ 文中
有几处为兼顾 ＷＨＯ 术语而稍作修改ꎬ 亦有几处为兼顾多来源药
品的特点所做的修改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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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药 (ｄｒｕ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ｅ) 被替换为药物活性成分或 ＡＰＩꎻ
• 药品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 被替换为药物制剂成品或 ＦＰＰꎻ
• 申请被替换为产品档案或 ＰＤꎻ
• 组合产品被替换为固定剂量复方制剂或 ＦＤＣꎻ
• 临床批次被替换为相对生物利用度或生物等效豁免批次ꎮ
在 Ｍ４Ｑ (ＣＴＤ－Ｑ) 指导原则[９]的斜体字部分内容后ꎬ 添加

了 ＷＨＯ补充指南ꎬ 用正常字体以示区分ꎮ 指导原则的指南进一
步明确了 ＷＨＯ 的期望和要求ꎮ 采用此方法便于查找原文来源
(即来源于 ＩＣＨ或 ＷＨＯ)ꎮ

在以下 ３� ２� Ｐ� ２ 章节中ꎬ 仅从 ＣＴＤ部分给予指导ꎬ 未在本文
中作讨论ꎮ 指导生产企业在完成 ＰＤ 的过程中遵循国家要求或地
区要求ꎮ
３� ２� Ｐ� ２　 药物研发部分应包含的信息包括以下环节的研发

过程: 剂型、 处方、 生产工艺、 容器密闭系统、 微生物属性和
使用说明ꎮ 以上都应归属至产品档案ꎮ 按规范要求ꎬ 这里所指
的研究需要和常规的检验测试区分开ꎮ 此外ꎬ 本部分内容需确
定和描述产品处方和工艺参数 (关键参数)ꎬ 这些指标会影响
产品批间重现性、 产品性能和 ＦＰＰ 质量ꎮ 产品档案的非临床或
临床研究资料中可引用相关特定研究或文献资料中的支持性

数据ꎮ
药物研发信息通常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确定 ＱＴＰＰꎬ 因其涉及产品的质量、 安全性和有效性ꎮ 应
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给药途径、 剂型、 生物利用度、 剂量
和稳定性ꎮ

• 确定 ＦＰＰ中潜在的 ＣＱＡｓꎬ 以便能控制对产品质量有影响
的因素ꎮ

• 讨论 ＡＰＩ (ｓ) 中潜在的 ＣＱＡｓꎬ 包括为了良好的产品质量
而选择的辅料和容器密闭系统的种类、 级别和数量ꎮ

• 讨论生产过程和控制策略的选择标准ꎬ 使生产的产品批次
能持续地满足 ＱＴＰＰ的要求ꎮ

对以上要素的讨论应作为产品研发的一部分ꎬ 风险管理需贯
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ＩＣＨ Ｑ８[１０]]ꎮ 在药物前期研发过程中所
获得的信息可能已体现了这些特征ꎬ 从而形成药物研发过程不可
或缺的部分ꎮ

对于 ＦＤＣｓ 中药物研发的其他具体问题的讨论ꎬ 可以参见
ＷＨＯ系列技术报告ꎬ ＮＯ� ２９２ꎬ 附录 ５ꎬ 章节 ６� ３� ２ (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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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研发的参考文献包括 ＩＣＨ指南 Ｑ６Ａ、 Ｑ８ 和 Ｑ１０[２ꎬ１０ ~ １２]ꎮ
３� １　 药物制剂成品的组成

３� ２� Ｐ� ２� １　 药物制剂成品的组成为 ３� ２� １� Ｐ� １ 中列出的各
组分 (ＰＤ中关于 ＦＰＰ的说明和组成)ꎮ 这些组分包括所有 ＡＰＩ和
辅料ꎮ 包括可能未在每批样品中添加ꎬ 并在后续的工艺中 (如湿
润和造粒) 被除去的辅料 (如酸和碱)ꎬ 以及任何其他的添加物
(例如氮气或硅酮塞)ꎮ

３� １� １　 药物活性成分

３� ２� Ｐ� ２� １� １　 应对 ３� ２� Ｐ� １ 中列出的辅料与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的相容性进行讨论ꎮ 此外ꎬ 对于可能影响药物制剂成品性
能的关键物理化学特性 (如含水量、 溶解度、 ＡＰＩ 的粒度分布、
多晶形或固体形态) 应展开讨论ꎮ 还应对固定剂量复方制剂中
ＡＰＩ的相互影响进行讨论ꎮ

ＡＰＩ的物理化学特性可能会影响药物制剂生产能力和 ＦＰＰ 的
性能ꎮ

ＦＰＰ的生产企业在产品研发过程时需要掌握分子固有的物理
化学性质ꎬ 例如溶解度、 固态特性、 多晶型与晶习 (ｈａｂｉｔ)、 熔
程、 ｐＫａ和引湿性ꎬ 并对 ＡＰＩ和 ＦＰＰ的质量和质控负责ꎮ

此外ꎬ 生产企业需掌握 (无论是通过 ＡＰＩ的生产方或使用方
或第三方) ＡＰＩ的潜在关键特性及其质量标准 (如适用)ꎬ 例如:
在 ３７℃及相关生理 ｐＨ 条件下的溶解度 (便于该 ＡＰＩ 的 ＢＣＳ 分
类)ꎻ ３７℃时的分配系数 (正辛醇 /水) 和粒度分布 (可能会影响
溶出速率和生物利用度)ꎻ 密度、 松密度、 振实密度、 流动性、
可压性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加工性能的因素ꎮ ＡＰＩ 的上述指标数据
通常应来源于实验 (或者来自于同行评审的文献)ꎬ 并从 ＣＱＡｓ
和 ＣＰＰＳ方面进行讨论ꎮ

ＦＰＰ生产企业应能获得 ＡＰＩ 生产企业的质量标准以及根据稳
定性研究得出的复验期或者有效期ꎮ

相容性研究指南在 ＷＨＯ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注册指导原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ｘｅｄ － Ｄ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６]) 的附录 ３ 中进行了论述ꎮ ＡＰＩ－ＡＰＩ、 ＡＰＩ－辅料的相容
性证明除了需要提供外观检查外ꎬ 同时应提供色谱分析结果 (含
量ꎬ 纯度)ꎮ 通常情况下ꎬ 有证据显示参比制剂中使用了某种特
定辅料时 (例如药品说明书或药品宣传单)ꎬ 则不需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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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Ｉ———辅料的相容性资料ꎮ
ＡＰＩ的影响因素试验应尽可能地模拟成品生产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所有环境因素ꎮ 在附件 １ 中有案例说明ꎮ
３� １� ２　 辅料

“３� ２� Ｐ� ２� １� ２ 辅料的选择应在 ３� ２� Ｐ� １ 中列出ꎬ 辅料的浓
度、 特性等影响对 ＦＰＰ 性能的因素应该与辅料的功能一并
讨论ꎮ”

在有些地区ꎬ 辅料需首选药典各论已收载的ꎬ 有的地区也允
许选择如 ＵＳ－ＦＤＡ ⅡＧ[１３]目录和 «药用辅料手册» [１４]中收载的其
他的辅料及浓度ꎬ 当使用的辅料浓度超出规定范围时ꎬ 通常需要
提供充分的论证ꎮ 此外ꎬ 若使用指南明确要求尽量避免使用的辅
料时ꎬ 应事先咨询ꎬ 例如: ＥＭＡ 指南 ＣＰＭＰ / ４６３ / ００[１５]中列出的
偶氮着色剂ꎮ 其他指南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通用性指导原则ꎬ 例
如 ＷＨＯ的 «儿科药物研发»: 药物研发要点[１６]ꎮ

辅料的特性和用量对药品性能或生产产能的影响应一并考

虑ꎬ 需确保功能型的辅料在 ＦＰＰ 的预期保质期中使用情况一致ꎬ
例如: ｐＨ调节剂、 缓冲剂、 稳定剂 (如抗氧化剂和螯合剂)、 防
腐剂和助溶剂 (如表面活性剂)ꎮ

防腐剂将在 ３� ２� Ｐ� ２� ５ 中讨论ꎮ
许多辅料具有多重功能ꎬ 如聚乙烯吡咯烷酮、 微晶纤维素和

乳糖ꎮ 这些化学性质类似的辅料因不同状态 (物理性质) 而具有
不同的功能特性ꎬ 因此ꎬ 仅仅符合药典标准并不能确保辅料的作
用达到其预期目的ꎮ

当辅料是 ＦＰＰ的生产产能的关键因素时ꎬ 无论是药典规定或
客户需求ꎬ 都要求其批次间差异最小化ꎬ 例如: 粒度分布ꎮ

一般不允许更换或替代辅料ꎬ 除非有相关工艺验证的数据支
持ꎮ 在相关情况下ꎬ 相容性研究结果 (例如含伯胺或仲胺的 ＡＰＩ
与乳糖的相容性) 需在辅料筛选资料中列出ꎮ 如有必要ꎬ ＰＤ 中
需要提供具体的细节 (比如采用马铃薯淀粉或是玉米淀粉)ꎮ

３� ２　 药物制剂成品
见 “３� ２� Ｐ� ２� ２”ꎮ

３� ２� １　 处方研究

３� ２� Ｐ� ２� ２� １　 需简要地说明 ＦＰＰ 的研发过程 (包括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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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途径和用量)ꎮ 需讨论 ３� ２� Ｐ� １ 中提及的处方与相对生物利
用度或豁免生物等效研究处方的差异ꎮ 适当时ꎬ 还应讨论体外对
比研究 (如溶出度) 或体内对比研究 (如生物等效性) 结果ꎮ

准备用于提交的 ＰＤ 中ꎬ ＮＭＲＡ 相关处方开发的数据要求ꎬ
取决于该多来源药品是申请者或制造商新开发的还是已上市的仿

制药品ꎮ
ＷＨＯ的药品预认证计划规定多来源药品需满足以下条件:

至少上市 ５ 年ꎬ 并且在上一年中至少生产 １０ 批ꎬ 若上一年度的产
量少于 １０ 批ꎬ 则要求在过去 ３ 年内生产不少于 ２５ 批次产品ꎮ 对
于满足已上市多来源药品标准的产品ꎬ 通常应完成 Ｐ� ２� ２� １ 中所
有的档案资料ꎬ Ｐ� ２� ２� １ (ａ) 除外ꎮ 此外ꎬ ＰＤ中应按照 ＷＨＯ关
于已上市多来源药品 (仿制药) 的资料提交指导原则 «ＷＨＯ 药
品预认证项目» 质量部分[１]附录 ２ 的要求提供产品质量综述ꎮ

当产品有多个规格和 (或) 产品有可能豁免生物等效时ꎬ 需
考虑生物等效性研究的要求ꎮ 可查阅 ＷＨＯ 参考文件ꎬ 例如
«ＷＨＯ关于多来源药品 (仿制药) 建立互换性的注册要求[７]»ꎮ

有些地区要求使用刻痕片ꎬ 例如ꎬ ＷＨＯ 要求具有刻痕ꎬ 或
者参比制剂推荐列表中的 ＦＰＰ 规定要有刻痕ꎬ 或根据批准的剂
量ꎬ 有必要分割为分数剂量的产品ꎮ

如果该 ＦＰＰ是一个功能性刻痕片ꎬ 那么必须进行片剂分割后
的剂量均匀性研究ꎮ ＰＤ中提供的数据通常需要包括实验的方法、
各测定值、 平均值和结果的相对标准差ꎮ 均匀性检查 (取决于对
整片的不同要求ꎬ 可分为重量差异或含量均匀度) 需要至少随机
选择 １０ 整片ꎬ 从最小的分割单位开始进行ꎮ 例如: 等份分割的
刻痕片的供试品为 １０ 个半片ꎮ (每片都有一半被留作供试品) 或
四等份分割的刻痕片的供试品为 １０ 个 １ / ４ 片 (每片都有 １ / ４ 被留
作供试品)ꎮ 至少有一个批号的样品每个规格均被测试ꎮ 理想的
情况下ꎬ 这项研究应该涵盖一定范围内的硬度值ꎮ 片剂的分割方
式应是消费者常用的方式 (例如通过手工掰分)ꎮ 对分割部分的
均匀性测试仅需一次ꎬ 并且不需要添加至 ＦＰＰ 的质量标准中ꎮ
ＦＰＰ质量标准和产品信息 (如药品说明书、 标签或包装说明书)
中应表明本品为刻痕片ꎮ

如果儿科用药剂量需要分割药品ꎬ 则需要提供等分后片剂的
含量均匀度的研究资料ꎮ

对于设计为一分为二的缓释刻痕片ꎬ 则需要提供半片药片与
整片药片的溶出曲线相似的实验证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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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况下ꎬ 标签应说明刻痕仅使药片易碎而便于吞服ꎬ
而并非将药片分割为相同的剂量ꎮ 这种情况就不需要进行分割后
药片的含量均匀度实验数据ꎮ

体外溶出度或药物释放

需要讨论在药物研发中药物处方设计是如何与溶出方法、 溶
出曲线相关联的ꎮ

ＰＤ中通常要求阐明体外溶出实验或药物释放条件 (例如装
置、 转速和溶出介质) 的选择过程ꎮ 需用数据来证明这一方法对
以下情况是否敏感: 生产药品的变更和 (或) 关键辅料的级别和
(或) 用量及粒径的变更ꎮ 溶出方法应该对导致产品一个或多个
药代动力学指标变化的变动因素都能灵敏地反映出来ꎮ

ＷＨＯ 关于多来源药品 (仿制药) 的资料提交指导原则
«ＷＨＯ药物预认证项目» 质量部分[１]附录 １ 的要求进行溶出曲线
测定并比较溶出曲线的相似性ꎮ

对于含有高溶解性 ＡＰＩ (ＢＣＳ １ 类和 ３ 类) 快速释放的 ＦＰＰꎬ
采用常规实验ꎬ 即 ３０ 分钟或更少时间ꎬ 溶限度为 ８０％的单点溶
出法考察批间均匀度就足够了ꎮ 对于含有缓慢溶解或水溶性差的
ＡＰＩ (ＢＣＳ ２ 类和 ４ 类) 的普通释放制剂 (ＩＲ)ꎬ 采用两点溶出法
(两溶出窗)ꎬ 一个在早期时间点 (例如 Ｑ ＝ ６０％ ꎬ ４５ 分钟内)ꎬ
一个在稍晚的时间点 (例如 Ｑ ＝ ８０％ ꎬ ９０ 分钟内)ꎮ 建议使用该
方法考察产品的质量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如果已经达到了溶出的平
台期ꎬ 那么第二点的限度也能低于 ８０％ ꎮ

体外释放 (溶出) 实验对缓释制剂 (ＭＲ) 的常规质控非常
有意义ꎮ 最好是能将该方法得到的数据与体内释放实验的数据建
立相关性ꎮ 应提供不同 ｐＨ 介质对溶出曲线的影响ꎬ 适当情况下
应提供不同剂型的溶出情况ꎮ

对于缓释制剂ꎬ 实验条件的设计应覆盖整个释放周期 (例如
前 １２ 小时的释放时间内ꎬ 至少选择 ３ 个测试点ꎬ １２ 小时之后应
该设置额外的测试点)ꎮ 在药物释放的早期阶段 (如 １ 小时之内)
应设置一个时间点ꎬ 以证明不存在突释现象ꎮ 在测试的每一阶
段ꎬ 都应以单剂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ｕｎｉｔｓ) 为单位设置上限或下限ꎮ 通
常来说ꎬ 溶出值的范围不应超过该测试点目标值的 ２５％或者±
１２� ５％ ꎮ 有几个批次的产品 (包括用于药代动力学和生物利用度
或生物等效豁免研究的批次) 需要溶出结果ꎮ

溶出度的限度应该被纳入稳定性考察计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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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有科学依据证明乙醇对含有鸦片的缓释制剂等口服药

物的释放特性有负面影响时ꎬ 应在常规溶出介质中添加 ５％ 、
１０％ 、 ２０％的乙醇ꎬ 以证明在使用酒精饮料服用该药品时ꎬ 不会
产生药物突释现象ꎮ

３� ２� ２　 过量投料

３� ２� Ｐ� ２� ２� ２ 在 ３� ２� Ｐ� １ 文件中的处方说明中如有投料过量
的情况ꎬ 应给予合理的解释ꎮ

ＰＤ中应提供合理的依据: 投料过量是为了补偿在生产过程
中药物的损失ꎮ 包括产生损耗的工艺步骤、 原因以及批分析数据
(含量测定结果)ꎮ

不允许仅仅出于延长 ＦＰＰ有效期的目的而过量投料ꎮ
３� ２� ３　 理化及生物学属性

３� ２� Ｐ� ２� ２� ３　 应对与 ＦＰＰ 性能有关的参数加以关注ꎮ 例如
ｐＨ、 离子强度、 溶出、 再分散、 复溶、 粒度分布、 凝聚、 多晶
型、 流变性质、 生物活性或效价 /或免疫学活性ꎮ

３� ３　 生产工艺研究
３� ２� Ｐ� ２� ３　 需要对 ３� ２� Ｐ� ３� ３ 中描述的生产工艺的选择和

优化加以解释ꎬ 尤其是关键参数ꎮ 如有涉及ꎬ 应对灭菌方式进行
解释和说明ꎮ

对于符合已上市多来源药品标准的产品ꎬ 为了满足资料中
Ｐ� ２� ３ 的要求ꎬ 需完成 Ｐ� ２� ３ (ｂ) 并且参照 ＷＨＯ 关于多来源药
品 (仿制药) 的资料提交指导原则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目» 质
量部分[１]附录 ２ 的要求提交产品质量综述ꎬ 以下的指导原则适用
于所有产品ꎬ 应完成章节 Ｐ� ２� ３ 规定的研究ꎮ

对于选择特定药品的理由 (例如剂型、 给药体系) 需在 ＰＤ
中说明ꎮ 对选择以下可能影响 ＦＰＰ质量和性能方面的理由需要详
细说明: 生产工艺、 填充和包装流程 (例如使用高剪切制粒机进
行湿法制粒)ꎮ 说明中还应包括 ＡＰＩ 影响因素研究ꎮ 任何防止
ＦＰＰ变质 (例如避光ꎬ 防潮) 的研究工作也应包含在资料内ꎮ

研发中的仿制制剂成品的生产工艺应适宜该品种ꎬ 但并不需
要与参比制剂完全相同ꎮ

尽量减少工艺和产品质量的变动性是首要任务ꎬ 为达到这一
目标ꎬ 需要查明并解释所有关键的可变因素ꎬ 并控制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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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ꎮ
工艺研究为工艺改进、 工艺验证和任何工艺控制的技术要求

提供了基础ꎮ 需要识别、 检查和控制所有 ＣＰＰꎬ 以确保产品达到
预期质量标准ꎮ

对于无菌制品ꎬ 需要为药品和内包装材料选择一个合适的灭
菌方法ꎮ ＰＤ 中需提供无菌流程或者其他终端灭菌方法选择的
依据ꎮ

应对以下会影响产品质量的两个生产工艺间的差异进行讨

论: 用于生物利用度研究和生物等效豁免批次的生产工艺和
３� ２� Ｐ� ３� ３ 中描述的生产工艺ꎮ

需对 ３� ２� Ｐ� ３� ３ 中描述的生产工艺的选择、 优化和规模放大
的科学原理进行解释ꎬ 尤其是 ＣＰＰ中参数 (例如制粒液的加注速
度、 混和时间、 制粒终点)ꎮ 涉及目标产品质量指标 (ＱＴＰＰ) 和
关键质量指标 (ＣＱＡ) 的 ＣＰＰ、 控制、 工艺稳定性的讨论也应包
括在内ꎮ

在对首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密切监控的基础上ꎬ 应为中间体
的 ＣＱＡ和可能影响下游生产的 ＣＰＰ制定暂定的、 可接受的范围ꎮ
应执行暂定标准ꎬ 直至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最终中间体的 ＣＱＡ以及
产品的 ＣＰＰꎮ

制造首批样品的生产工艺应该与之后各批次的生产工艺相

同ꎬ 首批样品应该与拟上市产品具备相同的质量指标和特性ꎮ
３� ４　 容器密闭系统

３� ２� Ｐ� ２� ４　 需要讨论用于储存、 运输 (海运) 和用于 ＦＰＰ
的容器密闭系统 (详见 ３� ２� Ｐ� ７) 的适用性ꎮ 需考虑的因素如下:
材料的选择、 防湿、 避光、 材料的构成与剂型的相容性 (包括容
器的吸附和浸出)、 材料构成的安全性和性能 (例如采用 ＦＰＰ 给
药装置递送剂量的重复性)ꎮ

应根据 ＦＰＰ 的特性和目标市场的外部条件 (例如气候带Ⅳ
ｂ) 确定容器密闭系统应具备的性能ꎮ

首批 ＦＰＰ的稳定性测试应该取用拟上市并采用容器密闭系统
包装的样品ꎬ 确认产品的稳定性和相容性ꎬ 作为注册的 ＰＤ资料ꎮ

当容器密闭系统是 ＦＰＰ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时ꎬ 需制定更严格
的质量标准ꎬ 将批次或供应商变更的影响减至最低ꎬ 并扩大 ＱＣ
检验的抽样计划ꎮ

为便于直接识别假冒伪劣 (ＳＦＦＣ) 药品ꎬ 产品说明需尽量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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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ꎮ 具体信息可包括容器密闭系统的相关信息ꎬ 例如 “圆形ꎬ 白
色不透明ꎬ 高密度聚乙烯 (ＨＤＰＥ) 瓶中装有白色不透明的聚丙
烯连续螺纹瓶盖和感应密封垫” 或 “ 聚氯乙烯 ( ＰＶＣ) 泡罩、
铝制背膜、 热封涂层”ꎮ

主要包装材料ꎬ 尤其是塑料ꎬ 应当遵循相关药典或食品法规
的规定ꎮ

是否需要验证容器密闭系统中使用的接触材料的适用性ꎬ 取
决于剂型、 给药途径以及生产工艺ꎮ 药典中收录有各种包装材料
标准ꎬ 示例如下:

— 玻璃容器[１７ꎬ１８]ꎻ
— 塑料容器[１９ꎬ２０]ꎻ
— 橡胶 /弹性体密封材料[２１ꎬ２２]ꎮ
表 １ 列出了各种剂型的通用建议ꎬ 该一次性研究可确定容器

密闭系统中接触材料的适用性ꎮ
表 １　 确定容器密闭系统接触材料的适用性研究

固体口服制品
口服液和

外用制品

无菌制品

(包括眼用制剂)
任何额外处

理的说明ａ × × × (组件的灭
菌和除热原)

提取研究 — × ×
相互作用研究

(迁移 /吸附) — × ×

透湿性 × (摄取) × (通常损失) × (通常损失)
透光性 ×ｂ × ×

　 　 注: ×为需提交的信息ꎻ —为不需提交的信息ꎻ ａ 为例如涂层管、 硅化
橡胶塞、 硫化安瓿瓶或小瓶ꎻ ｂ为耐光产品不作要求ꎮ

容器密闭系统对于储存、 运输 (海运) 和用于任一中间体或
非成品 (例如预混物、 散装 ＦＰＰ) 的适用性也应加以讨论ꎮ

装置

某些情况下药物剂型研发依赖于特别的给药装置ꎮ 该装置有
可能是能够给药或者便于给药的关键因素ꎮ

如果装置是给药的关键因素ꎬ 并且与产品的剂型完全结合ꎬ
那么ꎬ 剂型－装置的组合产品应该作为主要的提交产品ꎮ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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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实例包括定量吸入气雾剂 (ＭＤＩ)、 干粉吸入剂、 鼻喷雾剂
和静脉输液ꎮ 这些产品需要向监管部门提交的资料包括:

• 与主要产品的剂型－装置组合体有关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
数据ꎬ 用于作为制定保质期和储存条件的依据ꎮ

• 提取物和迁移物的相关数据ꎮ
• 对于多剂量产品ꎬ 提供在注册储存条件下保质期内的给药
剂量准确的证明ꎮ

• 对于有剂量－计数装置的多剂量产品ꎬ 提供稳定数据证明
在注册储存条件下保质期内的性能可靠ꎮ

• 质量控制标准和所有设备组件的来源安全ꎮ
• 与 ＦＰＰ相关的任何辅助装置的相关信息ꎬ 例如与吸入制剂
(如 ＭＤＩｓ和雾化剂) 有关的储雾装置ꎮ 该治疗装置可以
使患者ꎬ 尤其是儿童患者ꎬ 在不能准确吸入剂量时ꎬ 起到
协助给药的作用ꎮ 该设备可以充当一个临时的贮存器ꎬ 以
便于患者更容易地吸入ꎮ 储雾装置不可避免地有计量不准
确性ꎬ 故需要证明此设备能达到可接受的给药量的准
确度ꎮ

有些和制剂一起研发的装置是为了便于在给药前准确量取剂

量ꎬ 这在儿科产品中尤为重要ꎬ 因为其通常会有剂量灵活性的需
求ꎮ 此类装置的例子有勺子、 杯子、 注射器、 口服用滴管、 鼻用
滴管、 耳用滴管ꎮ 如果是多剂量包装的药品ꎬ 则这个辅助设备需
要置于口服液体或固体 (例如溶液、 乳液、 混悬液、 粉末或颗
粒) 的容器密闭系统内ꎮ

根据 «国际药典» (Ｐｈ� Ｉｎｔ� ) [３]通则: 口服液体制剂
“采用合适的装置从多剂量容器中量取规定体积的单剂量药

品ꎮ 该装置通常是以 ５ｍｌ为单位的勺或者杯ꎬ 或是其他具刻度的
口用针管ꎬ 或是适用于口服滴液的滴管ꎮ”

以下情况ꎬ 需要提供支持上市申请的资料数据:
• 在附带装置的多剂量容器中ꎬ 研究结果可证实该装置的重
现性 (例如恒定地移取指定体积)ꎬ 通常是最小规定
剂量ꎮ

• 装置材料的质量标准ꎬ 包括与 ＦＰＰ 接触材料的专属鉴别
实验ꎮ

如果按照 ＣＴＤ模板提交 ＰＤꎬ 则需要按 ＰＤ中的模块 １ 提供一
个装置的样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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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微生物属性
３� ２� Ｐ� ２� ５　 应对剂型的微生物属性进行充分的讨论ꎬ 例如

非无菌产品不进行微生物限度检测的合理解释和含有抗菌防腐剂

产品中防腐剂系统的选择和效力ꎮ 对无菌产品ꎬ 应保证容器密闭
系统的完整性ꎬ 以防止微生物污染ꎮ

处方中有防腐剂时ꎬ 需要提交产品中防腐剂使用量的研究结
果: 配制不同浓度的防腐剂ꎬ 以确定最低有效浓度ꎮ ＦＰＰ 中防腐
剂的效力必须合理并通过合适的研究和验证 (如国家、 地区的有
关规定或 «国际药典» 中有关抗菌防腐剂的通用章节)ꎮ 如果标
准中防腐剂含量的低限小于 ９０� ０％ ꎬ 那么必须验证防腐剂含量在
规定低限的 ＦＰＰ批次的防腐抗菌效果ꎮ

ＷＨＯ药物活性成分和成品的稳定性测试[２３]的指导原则中规
定ꎬ 不论防腐剂的标准规定含量和保质期内规定含量是否有差
异ꎬ ＦＰＰ的单批初期稳定性实验 (外加防腐剂含量) 都需要进行
防腐剂的有效性测试ꎬ 作为对产品保质期的验证ꎮ

３� ６　 相容性
３� ２� Ｐ� ２� ６　 标签应对如下情况进行说明并提供解决方法:

ＦＰＰ与复溶稀释剂或者剂量装置的兼容性 (例如溶液中 ＡＰＩ 的沉
淀、 注射器管道吸附、 稳定性)ꎮ

如果有些装置用于如下情况: 用于口服液体或固体 (如溶
液、 乳液、 混悬液、 需复溶的粉末或颗粒) 要求在被添加至装置
后立即给药ꎬ 则在下文中的情况下ꎬ 不需要提供相容性研究ꎮ

如果灭菌的复溶产品需进一步稀释后使用ꎬ 那么必须证明标
签中建议稀释范围内所有稀释剂的相容性ꎮ 这些研究使用的样品
应该优先选择经过一定时间储存的样品ꎮ 如果标签中没有说明容
器的类型ꎬ 必须测定与玻璃、 聚氯乙烯 (ＰＶＣ) 和聚烯烃容器的
相容性 (参数如外观、 ｐＨ、 含量、 单个限度及总降解产物、 可见
异物和包装组件产生的杂质)ꎮ 如果标签中标示了一个或多个容
器的材质ꎬ 那么只需考虑指定容器中添加剂的相容性ꎮ

如果在给药之前ꎬ 需要用注射器将一种产品制剂迅速加入至
输液装置的溶媒中ꎬ 需提供以下数据:

• 有效期内和正常储存条件下输液的物理和化学稳定性数据ꎮ
• 有效期内和正常储存条件下的相容性数据ꎮ
• 所有接触性材料装置的质量控制标准和来源安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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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容性研究通常需要覆盖标签所示的整个储存期 (例如室温
下放置 ２４ 小时或冷藏条件下放置 ７２ 小时)ꎮ 如果标签标明需要
与其他 ＦＰＰ共同使用时ꎬ 则需提供两者的相容性数据 (即除了主
体 ＦＰＰꎬ 对共同使用的 ＦＰＰ 也需提供如上述混合参数、 含量测
定、 降解程度等数据)ꎮ

在某些情况下ꎬ 当研发的药物制品在全球范围内上市销售ꎬ
那么需要考虑采用替代稀释剂或液体分散或溶解药物ꎬ 并需要建
立这些稀释剂或者液体的相容性实验ꎮ

４　 术语

下面给出的所有定义仅适用于本指导原则中涉及的术语ꎬ 它
们在其他的文本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ꎮ

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指用于生产药物制剂的任何物质或混

合物ꎬ 当它们被使用时ꎬ 就成为了该制剂的活性成分ꎮ 药物活性
成分在疾病的诊断、 治愈、 缓解、 治疗和预防发挥着药理活性或
其他直接作用ꎬ 或者影响机体的结构和功能ꎮ

参比制剂

参比制剂是指在临床实践中ꎬ 准备用多来源药品替代的治疗
用药品ꎮ 参比制剂通常是原研药品ꎬ 其疗效、 安全性和质量已经
得到证实ꎮ 参比制剂的选择通常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
(对于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程序而言ꎬ 参比制剂的选择基于预认证网
站上公布的生物等效研究指南文件)ꎮ

控制策略

控制策略是指来源于对现有的产品和工艺的理解而形成的有

计划的控制ꎬ 以确保工艺性能和产品质量ꎮ 包括与药物活性成分
及成品原材料组分相关的参数和属性ꎬ 工厂和设备的运转状态、
过程控制、 成品说明书、 检测控制的相关方法和频率ꎮ

关键工艺参数

关键工艺参数 (ＣＰＰ) 是指某一工艺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关键
质量指标ꎬ 因此需要检测及控制ꎬ 以确保生产产品的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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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质量指标

关键质量指标 (ＣＱＡ) 是指物理、 化学、 生物或微生物的质
量或特性ꎬ 其应该在适当的限度、 范围或分布内ꎬ 以确保产品
质量ꎮ

药物制剂成品

药物制剂成品 (ＦＰＰ) 是指已经完成了包括最终包装和贴签
等所有药品生产工序的药物制剂ꎮ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 (ＦＤＣ－ＦＰＰ) 指含有两种或更多活性物质
的药物制剂成品ꎮ

正式试验设计

正式试验设计也被称为 “试验设计”ꎬ 是指用结构化和组织
化的方法来确定工艺影响因素和工艺结果之间的关系ꎮ

仿制药

见多来源 (仿制) 药品ꎮ

生命周期

一个产品从初始研发到销售直至撤市的全部生命过程ꎮ

多来源 (仿制) 药品
多来源 (仿制) 药品是指药学等效或药学上可替代的药品ꎬ

该药品可能疗效相同ꎬ 也可能疗效不相同ꎮ 如果多来源药品治疗
效果相同ꎬ 那么就是可互换的药品ꎮ

替代药品

替代药品是指不同剂型 (如片剂和胶囊剂) 和 (或) 不同的
化学形态 (如不同的盐或酯的形式) 药品具有等量同种的药物活
性成分ꎮ 替代药品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和相同的给药途径ꎬ 但是
并不具备药学等效性ꎮ 与参比制剂相比ꎬ 它们可能是生物等效或
疗效等效也可能不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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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等效

如果一类药品具有等量同种的药物活性成分、 给药途径以及
符合同样的或可比较的质量标准ꎬ 它们就具有药学等效ꎮ 药学等
效并不意味着疗效等效ꎬ 如在赋形剂和 (或) 制造过程中其他因
素的差异可能导致产品的性能的差异ꎮ

药品

用于调节或检查人或动物生理系统或病理状态的产品ꎮ

中试批次

中试批次是指通过模拟有充分代表性的完整规模生产流程生

产出来的一批活性药物成分或成品药物产品ꎮ 例如ꎬ 除另有规定
外ꎬ 固体口服制剂中试产量一般为完整规模生产的 １ / １０ꎬ 或者 １０
万片 (胶囊)ꎬ 取上述两者中较大产量的进行ꎮ

初始批次

初始批次是指为进行稳定性研究而生产出来的活性药物成分

或药物制剂成品ꎬ 稳定性研究数据会提交登记申请ꎬ 视情况确定
复验期或有效期ꎮ

工艺耐用性

工艺耐用性是指生产过程中能克服原材料变异以及生产工艺

和设备变化对产品质量造成负面影响的能力ꎮ

生产批次

生产批次是指依照生产指令ꎬ 使用指定的生产设施设备ꎬ 按
照正常生产规模生产出来的一批活性药物成分或药物制剂成品ꎮ

质量

质量是指药物活性成分或药品对其适应证的适用性ꎮ 其中包
括特性、 含量 (效价) 和纯度等属性ꎮ

目标产品质量指标

目标产品质量指标 (ＱＴＰＰ) 是对药物制剂成品质量特性前
瞻性的概括ꎬ 该成品理论上应该保证预期的质量并同时考虑到其
安全性和有效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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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监管机构 (ＳＲＡ)
根据本文件的目的ꎬ 严格的监管机构应该是国家级的药品监

管部门ꎬ 它包括:
• (ａ)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 ＩＣＨ) 的成员

(包括欧盟、 日本和美国)ꎻ
(ｂ) ＩＣＨ观察员ꎬ 包括代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瑞士医

药管理局以及加拿大卫生部 (可能会不时更新)ꎻ
(ｃ) 与 ＩＣＨ成员签署了有法律约束力的互认协议的相关

监管机构ꎬ 包括澳大利亚、 冰岛、 列支敦士登和挪
威 (可能会不时更新)ꎮ

• 仅与 ＧＭＰ 检查有关: 药品监管机构是药品检查合作组织
(ＰＩＣ / Ｓ) 的成员ꎬ 其网站为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ｉｃｓｃｈｅ￣ｍｅ� ｏｒｇꎮ

治疗等效

两种药品如果被认为是治疗等效的ꎬ 应该满足如下条件: 它
们是药学等效或者是互为替代药品ꎬ 并且按照说明书上指定的给
药途径和剂量给药后临床上应显示出相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ꎮ 治
疗等效性可以通过适当的生物等效性研究来证实ꎬ 如药代动力
学、 药效学、 临床试验和体外研究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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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药物活性成分质量指标模板

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的物理化学性质能够影响药物制剂成
品 (ＦＰＰ) 的生产能力和药物性能ꎬ 这些性质应该被汇总讨
论ꎬ 如:

ｐＨ (缓冲液) 溶解度 (ｍｇ / ｍｌ)
１� ２
４� ５
６� ８
药物活性成分的 ｐＫａ

方法 (法定)
在相关实验室批次和中试批次中所使用的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的粒径大小
测量 数 据

(μｍ)
<ＡＰＩ批号>
<ＦＰＰ批号>
(试验设计阶
段产品)

<ＡＰＩ批号>
<ＦＰＰ批号>
(试验室终产
品)

<ＡＰＩ批号>
<ＦＰＰ批号>
(稳 定 性 试
验)

<ＡＰＩ批号>
<ＦＰＰ批号>
(生物等效性
试验)

提出可接受

限度(μｍ)

Ｄ１０
Ｄ５０
Ｄ９０
如有需要可以添加行ꎮ 更改相关数据范围ꎮ

方法 (法定)
在相关实验室批次和中试批次中所使用的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的表观密度

<ＡＰＩ批号>
<ＦＰＰ批号>
(试验设计阶
段产品)

<ＡＰＩ批号>
<ＦＰＰ批号>
(试 验 室 终
产品)

<ＡＰＩ批号>
<ＦＰＰ批号>
(稳定性试验)

<ＡＰＩ批号>
<ＦＰＰ批号>
(生物等效性
试验)

提出可接受

限度 (ｇ / ｍｌ)

松密度

振实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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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法定)
影响因素 处理方法 结果观察

无 ＡＰＩ初始数值 含量测定:
　 Ｓ１:
　 　 需要时可添加行
　 Ｄ１:
　 　 需要时可添加行
　 　 未知杂质总量:
　 　 已知杂质总量:

高温 将薄薄的一层 ＡＰＩ 置于培养皿
中 (开放系统)ꎬ ８０℃ 放置 ４
周ꎬ 每周取样一次

含量测定:
　 Ｓ１:
　 Ｄ１:
　 　 未知杂质总量:
　 　 已知杂质总量:

高温 将薄薄的一层 ＡＰＩ 置于培养皿
中 (开放系统 )ꎬ ４０℃ / １００％
相对湿度放置 ４ 周ꎬ 每两周取
样一次

含量测定:
　 Ｓ１:
　 Ｄ１:
　 　 未知杂质总量:
　 　 已知杂质总量:

氧化 氧气泡缓慢透过氧饱和水溶液 /
悬浮液 (持续混合) 对 ＡＰＩ 进
行 ２４ 小时的氧化破坏ꎬ 每隔 ８
小时取样一次

含量测定:
　 Ｓ１:
　 Ｄ１:
　 　 未知杂质总量:
　 　 已知杂质总量:

　 　 注: Ｓ１、 Ｓ２ 等为合成过程中的已知杂质 (在 ＡＰＩ 质量标准中标注的)ꎻ Ｄ１、 Ｄ２
等为降解产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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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研发批次的信息

附表 １　 筛选用不同辅料比例生产出来的试验室批次
以达到与参比制剂的溶出特性匹配

处方研究试验的组成

成分
实验室 １ 实验室 ２ 实验室 ３ 实验室 ４
克数 ％ 克数 ％ 克数 ％ 克数 ％

ＡＰＩ (药物活性成分) １
ＡＰＩ (药物活性成分) ２
ＡＰＩ (药物活性成分) ３

辅料 １
辅料 ２
辅料 ３
辅料 ４
辅料 ５

溶出度ꎬ 不同 ｐＨ下％

附表 ２　 多点溶出曲线示例表
(示例——— «国际药典»ꎬ 桨法ꎬ ７５ 转 /分ꎬ ９００ｍｌ)

ＡＰＩ溶出百分比 ＡＰＩ溶出百分比 ＡＰＩ溶出百分比
时间 (分钟) ｐＨ １� ２ 缓冲溶液 ｐＨ ４� ５ 缓冲溶液 ｐＨ ６� ８ 缓冲溶液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０
４５
６０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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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需要可以复制增加表格ꎬ 如描绘参比制剂和选择扩大研
发批次规模ꎮ

当我们比较产品溶出曲线的时候ꎬ 如在比较参比制剂和测试
产品或同一产品的不同规格的溶出行为时ꎬ 其溶出条件和采样间
隔必须一致ꎮ

测试产品 (取自生物等效性样品ꎬ 批号为: 　 　 ) 和参比制
剂溶出度的比较研究的图形展示和总结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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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４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项目多来源 (仿制)
制剂成品申报资料提交指南: 质量部分

１　 介绍
　 １� １　 背景
　 １� ２　 目的
　 １� ３　 范围
　 １� ４　 通则
　 １� ５　 格式指南
２　 术语
３　 质量综述
　 ３� １　 模块 ２� ３: 质量总体综述
　 ３� ２　 模块 １� ４� ２: 质量信息综述
４　 模块 ３: 质量
　 ４� １　 目录
　 ４� ２　 资料内容
　 　 ３� ２� Ｓ　 原料药
　 　 ３� ２� Ｐ　 制剂成品
　 　 ３� ２� Ａ　 附件
　 　 ３� ２� Ｒ　 区域性信息
　 ４� ３　 关于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附件 １　 对开展溶出曲线比较研究的建议
附件 ２　 已上市的多来源产品的质量回顾要求

�１９�



１　 介绍

１� １　 背景
医药产品的预认证程序[１]概述了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预

认证程序和注意事项ꎬ 原则上ꎬ ＷＨＯ 将根据预认证的情况对联
合国机构所采购药品给予建议ꎮ 它申明: ＷＨＯ 预认证的目的是
为符合 ＷＨＯ建议规范和质量标准的基本药品提供便利通道ꎮ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系列报告第 ９６１[１]号文件提到ꎬ 申请人在
提交用于产品评价的意向书 (ＥＯＩ) 时ꎬ 要按 ＷＨＯ 指导文件中
关于提交产品资料与信息的格式ꎬ 将产品档案 (ＰＤ) 及其他所需
资料一起送至 ＷＨＯ联络处ꎮ

通过人用药物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 ( ＩＣＨ) 的程序ꎬ
以通用技术文件 (ＣＴＤ) 格式发布的注册文件中的质量模块与质
量指南 (ＩＣＨ Ｍ４Ｑ) [２]已尽可能多地达成一致ꎮ 在 Ｍ４Ｑ 指南里有
关注册申请的质量信息中所推荐的这种格式已经被 ＩＣＨ区域内外
监管部门广泛接受ꎮ

对应提交给 ＷＨＯ用于 ＰＤｓ 的药用活性成分 (ＡＰＩｓ) 和成品
制剂 (ＦＰＰｓ) 的质量信息的建议ꎬ 本文件提供了相关的建议ꎮ

如果有充足的科学依据来支持此文件中有关原理和实践的替

代方法ꎬ 则替代方法可以被接受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可能还需提交
ＷＨＯ的预认证指导原则中没有明确描述的信息、 材料或限定条
件ꎬ 以充分地评价药品质量ꎮ

１� ２　 目的
这些指导原则的目的是: 通过对档案格式提供清晰的总体性

的指导ꎬ 帮助申请者准备多来源药物的 ＰＤｓ的质量模块ꎻ 充分采
用由 ＩＣＨ制定的通用技术文件 (ＣＴＤ) ———质量 (Ｍ４Ｑ) 的模块
化格式[２]ꎻ 提供技术和其他的一般资料需求的指导原则ꎮ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申请者起草 ＰＤｓ 的速度和加快
ＷＨＯ的后续评估程序ꎮ

１� ３　 范围
这些指导原则适用于多来源药物的 ＰＤｓꎬ 这些药品包括了目

前已存在的合成或半合成的 ＡＰＩｓꎮ 这些指导原则的目的是便于
�２９�



ＡＰＩ被严格的监管机构 (ＳＲＡ) １ 或 ＷＨＯ 批准ꎮ 发酵、 生物、 生
物技术和植物来源的 ＡＰＩｓ则采用其他指导原则ꎮ

１� ４　 通则
为了便于 ＰＤ的起草ꎬ 这些指导原则结构与 ＩＣＨ 的 ＣＴＤ—质

量 (Ｍ４Ｑ) 指南一致[２]ꎮ
在这些指导原则中ꎬ 有关 Ｍ４Ｑ (ＣＴＤ－Ｑ) 指导原则[２]的文

本已经全部用粗体标记ꎬ 且为适应 ＷＨＯ 术语ꎬ 对文本内容进行
了少量修改ꎬ 而这些文本同样适用于多来源药物ꎬ 主要有:

“原料药” 被替换为 “活性药用成分” 或 “ＡＰＩ”ꎮ
“药品” 被替换为 “成品制剂” 或 “ＦＰＰ”
“申请表” 被替换为 “产品档案” 或 “ＰＤ”ꎮ
“组合制剂” 被替换为 “固定剂量复方制剂” 或 “ＦＤＣ”ꎮ
“临床批次” 被替换为 “生物利用度研究” 或 “豁免生物等

效研究批次”ꎮ
为了便于区别 ＩＣＨ 文本ꎬ ＷＨＯ 补充指导原则中遵循 Ｍ４Ｑ

(ＣＴＤ－Ｑ) 指南部分[２]采用粗体文本ꎬ 其他的则采用纯文本印制ꎬ
这些附加指导原则用于表明 ＷＨＯ 对于 ＰＤｓ 内容的要求ꎬ 这种方
法有利于清晰辨别这些指导原则的来源 (例如来自于 ＩＣＨ 或
ＷＨＯ)ꎮ

这些指导原则的内容应该与其他现有的 ＷＨＯ 或 ＩＣＨ 参考文
件和指导原则有关信息一起阅读ꎮ 已有的 ＡＰＩｓ 和相应多来源
(仿制) 成品制剂的质量不应低于新的 ＡＰＩｓ 和创新药 (参比)
ＦＰＰｓ的质量ꎮ 因此ꎬ 以这个文件和其他 ＷＨＯ 指导原则为参考的
ＩＣＨ指南可以同等地应用于已有的 ＡＰＩｓ 和多来源 (仿制) 制剂
成品ꎮ

适当的科学文献可以满足这些指导原则要求提供的一些信息

和参数 (例如特定杂质的限度)ꎮ 此外ꎬ 某些章节所概述的要求
可能不适用于所推荐的 ＡＰＩ 或 ＦＰＰꎮ 在这些情况下ꎬ 必须提供科
学文献的全部参考资料和总结ꎬ 或者用随附的注释清楚地表明所
要求的信息不适用该药品ꎮ

１　 严格的监管机构 (ＳＲＡ) 系指: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 (ＩＣＨ) 的成员国 (ｗｗｗ� ｉｃｈ� ｏｒｇ)ꎮ
—ＩＣＨ观察员国ꎬ 代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ＥＦＴＡ) 的瑞士医药管理局和加拿大卫生部
(可能会不时更新)ꎮ

�３９�



１� ５　 格式指南
ＰＤ的格式和描述应遵从 ＷＨＯ通用文件指导原则 «关于提交

多来源药物 (仿制药) 文件的指导原则» «一般格式» «用 ＣＴＤ
文件格式起草产品档案»ꎮ

在一些情况下ꎬ 其中部分内容的重复可以被认为是适当的ꎮ
每当一个部分是重复的ꎬ 就应使用圆括号创建一个符合 Ｍ４Ｑ
(ＣＴＤ－Ｑ) 指导原则的独立标题ꎬ 使所涉及的部分表述清楚ꎬ 例
如 ３� ２� Ｓ药物 (或 ＡＰＩ) (名称ꎬ 制造商 Ａ)ꎮ

下面是可能会遇到的不同类别药物质量模块信息的介绍:
ＰＤ中应该完整包括原料药主控文件 (ＡＰＩＭＦｓ) 的公开部分

(非专利信息)ꎬ 见附录 ３� ２� Ｓꎮ
对于包含不止一个 ＡＰＩ 的 ＦＰＰꎬ 每个 ＡＰＩ 均需要提供一个完

整的 “３� ２� Ｓ” 部分ꎮ
对于来自于多个制造商的 ＡＰＩꎬ 每个制造商的 ＡＰＩ 均需要提

供一个完整的 “３� ２� Ｓ” 部分ꎮ
对于一个有多个规格 (例如 １０、 ５０、 １００ｍｇ) 的药物制剂ꎬ

在分项上ꎬ 每个规格都需要提供一个完整的 “３� ２� Ｐ” 内容ꎮ 每
个药用制剂的规格需要提供一个完整的产品档案副本ꎮ

对于一个有多种容器密闭系统 (例如瓶子和单剂量的泡罩)
的药物制剂ꎬ 在分项上ꎬ 每种包装的制剂都需要提供一个完整的
“３� ２� Ｐ” 内容ꎮ

对于多种药物制剂 (例如片剂和注射用制剂)ꎬ 每一个药物
制剂都应提供一个独立的档案ꎮ

对于需要重新稀释的药物制剂需要提供一个完整的 “３� ２� Ｐ”
内容ꎮ 根据具体情况ꎬ “３� ２� Ｐ” 的有关稀释剂信息也可能需要提
供一个完整的 “３� ２� Ｐ” 部分ꎮ

对于共用一个泡罩包装的药物制剂ꎬ 每个产品应该提供一个
完整的 “３� ２� Ｐ” 内容ꎮ

２　 术语

下面的定义适用于指导原则中使用的单词和短语ꎮ 虽然已
经尽可能地使用标准定义ꎬ 但在其他情况和文档中ꎬ 相同的术
语仍可能有不同的含义ꎬ 以下的定义主要用于本指导原则的
解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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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用于生产药物制剂的任何物质或混合物ꎬ 当它们被使用时ꎬ

就成为该制剂的活性成分ꎮ 药物活性成分在疾病的诊断、 治愈、
缓解、 治疗和预防发挥着药理活性或其他直接作用ꎬ 或者影响机
体的结构和功能ꎮ

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起始物料
用于生产 ＡＰＩ的原材料ꎬ 中间体或 ＡＰＩꎬ 且在 ＡＰＩ 的合成中

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构片段ꎮ 一个 ＡＰＩ 起始物料可能来源于商品化
的化学品ꎬ 或从一个或多个供应商购买或者内部生产的原料
(ＩＣＨ Ｑ７)ꎮ 参考合成的起始物料ꎮ

申请人

在申请期限前ꎬ 提交拟参与相关产品预认证程序的意向
(ＥＯＩ)ꎬ 并提交本程序所需文件的人或实体ꎮ

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 (ＢＣＳ) 高溶解性药物活性成分
高溶解性的 ＡＰＩ 是指: ＷＨＯ 推荐最高剂量 (如果这种 ＡＰＩ

出现在 ＷＨＯ基本药物目录上) 或作为口服固体剂型市场上可获
得的最高规格剂量 (如果这种 ＡＰＩ 不出现在 ＷＨＯ 基本药物目录
上) 可在 ３７℃溶于不多于 ２５０ｍｌ ｐＨ １� ２ ~ ６� ８ 的水ꎮ

稳定性研究批次

在注册申请中承诺要在批准后启动或完成稳定性研究的原料

药 (ＡＰＩ) 或制剂 (ＦＰＰ) 的生产批次ꎮ

参比制剂

参比制剂是指在临床实践中ꎬ 准备替代现有治疗药品的多来
源药品ꎮ 参比制剂通常是原研药品ꎬ 其疗效、 安全性和质量已经
得到证实ꎮ 对于 ＷＨＯ 药品资格预审程序而言ꎬ 参比制剂的选择
基于预认证网站上的生物等效研究指南文件ꎮ

已上市的多来源 (仿制) 制剂成品
已上市的多来源 (仿制) 制剂成品是指至少可追溯 ５ 年上

市销售的档案记录的多来源药品ꎬ 并且该多来源药品在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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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生产 １０ 批ꎬ 如果少于 １０ 批ꎬ 在前三年生产不应少于
２５ 批ꎮ

已上市的药物活性成分

如果 ＡＰＩ被用在制剂成品中ꎬ 且该成品已被严格的监督管理
机构或 ＷＨＯ 批准通过ꎬ 有完整的档案ꎬ 那么该 ＡＰＩ 不能视为新
的活性物质ꎮ 例如ꎬ 多来源药品的新 ＰＤｓ文件及变更ꎮ

成品制剂

成品制剂 (ＦＰＰ) 是指已经完成了包括最终包装和贴签等所
有药品生产工序的药物制剂ꎮ

原研药品

基于其有效性、 安全性和质量的基础上ꎬ 首次被授权上市的
医药产品 (通常作为专利药品)ꎮ

生产商

从事药品生产、 包装、 再包装、 标签和 (或) 再贴签的
公司ꎮ

多来源 (仿制) 药品
多来源 (仿制) 药品是指药学等效或药学上可替代的药品ꎬ

该药品可能疗效相同ꎬ 也可能疗效不相同ꎮ 如果多来源药品治疗
效果相同ꎬ 那么就是可互换的药品ꎮ

官方认可的药典

指 ＷＨＯ预认证程序认可的药典 [如 «英国药典» (ＢＰ)、
«欧洲药典» (Ｐｈ� Ｅｕｒ)、 «国际药典» (Ｐｈ� Ｉｎｔ)、 «日本药典»
(ＪＰ) 和 «美国药典» (ＵＳＰ)]ꎮ

正在进行的稳定性研究

正在进行的稳定性研究指生产商为了监控、 确认和延长 ＡＰＩ
的预期复测时间 (或有效期)ꎬ 或者为了确认或延长成品的有效
期ꎬ 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稳定性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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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批次

中试批次是指通过模拟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制剂成品生产规模

流程生产的一批活性药物成分或药物制剂成品ꎮ 例如ꎬ 除另有规
定外ꎬ 固体口服制剂中试产量一般为生产规模的 １ / １０ꎬ 或者 １０
万片 (胶囊)ꎬ 取上述两者中较大产量者ꎮ

申报批次

申报批次指用于稳定性研究的 ＡＰＩ或 ＦＰＰ批次ꎬ 且该稳定性
资料用于提交注册申请复测期或有效期ꎮ 对于 ＷＨＯ预认证程序ꎬ
ＡＰＩ与 ＦＰＰ的申报批次要求分别在 ３� ２� Ｓ� ７� １ 与 ３� ２� Ｐ� ８� １ 列出ꎮ

生产批次

生产批次是指依照生产指令ꎬ 使用指定的生产设施设备ꎬ 按
照正常生产规模生产的一批药物活性成分或制剂成品ꎮ

合成的起始物料

在申报资料或 ＡＰＩ主文件 (ＡＰＩＭＦ) 里ꎬ 合成起始物料标志
着生产过程的开始ꎮ 一个合成 ＡＰＩ 的起始物料是指有明确分子结
构的化合物ꎬ 且为 ＡＰＩ结构合成的一个重要参与者ꎮ 参见 ＡＰＩ 起
始物料ꎮ

３　 质量综述

３� １　 模块 ２� ３: 质量总体概述
质量总体概述 (ＱＯＳ－ＰＤ) 是对模块 ３ 中资料内容和适用范围

的简要介绍ꎮ ＱＯＳ－ＰＤ中不包括模块 ３ 中未包含的信息、 数据或说
明ꎬ 也不包括通用技术文件 (ＣＴＤ) 的其他部分中未包含的信息ꎮ

ＱＯＳ－ＰＤ应包含每个章节中充分的信息ꎬ 以便给质量审核者
提供模块 ３ 的总体概括ꎮ ＱＯＳ－ＰＤ 中还应重点强调产品的关键工
艺参数ꎬ 如存在不符合指导原则的情况ꎬ 应提供有关产品关键工
艺参数的资料ꎮ

ＱＯＳ－ＰＤ应对某些关键问题进行讨论ꎬ 这些关键问题包含质
量模块和其他模块的支持信息 (如通过毒理学研究制订杂质限
度)ꎬ 包括交叉引用其他模块的卷号和页码ꎮ

ＷＨＯ的质量综述 (ＱＯＳ－ＰＤ) 模块中包括了多来源 (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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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制剂中合成或半合成的 ＡＰＩｓ (见 １� ３ 进一步澄清的范围) 及
其相应的制剂成品 (ＦＰＰｓ) 的相关信息ꎮ

ＱＯＳ－ＰＤ模板中所有适用的章节ꎬ 填报的信息应完整ꎮ 如果
某些章节和地方不适用的ꎬ 应在适当的地方加附加说明ꎬ 注明
“不适用”ꎮ

鼓励使用表格汇总信息ꎬ 模板中的表格可能需要进行扩展或
复制 (例如ꎬ 存在多种规格)ꎮ 这些表可作为案例帮助我们进行
信息汇总ꎮ 只要同样能达到汇总信息的目的ꎬ 也可以采用其他
方法ꎮ

３� ２　 模块 １� ４� ２: 质量信息综述
质量信息综述 (ＱＩＳ) 模板应能完整地概括产品资料 (ＰＤ)

及提交方案中的关键质量信息ꎮ 预认证时ꎬ ＱＩＳ应提供 ＰＤ中技术
资料的准确记录ꎮ ＱＩＳ 是 ＱＯＳ－ＰＤ 的简写本ꎬ 代表 ＰＤ 经评估后
最终确定的关于 ＡＰＩ和 ＦＰＰ的关键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商的
身份证明、 地址ꎬ ＡＰＩ / ＦＰＰ 的质量标准、 稳定性试验结果和相
关承诺等)ꎮ

ＱＩＳ模板是根据 ＩＣＨ Ｍ４Ｑ (ＣＴＤ－Ｑ) 指导原则中的编号方式
及章节标题组成的ꎬ 可通过复制 ＰＤ 中提交的、 ＱＯＳ－ＰＤ 中相应
部分的必要信息来快速地构建 ＱＩＳꎮ ＱＩＳ 中的章节编号可能是不
连续的ꎮ 因为已删除不需要列入 ＱＩＳ 中的章节 (例如: ２� ３� Ｓ� ５
参考标准或材料)ꎬ 而保留的部分则采用其原始的编号ꎬ 从而保
持了与原始 ＰＤ的一致性ꎮ

在 ＷＨＯ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检查、 变更评
估和再评估时ꎬ 该 ＱＩＳ将作为正式参考文件ꎮ

４　 模块 ３: 质量

４� １　 目录
Ａ� 应提供提交产品的档案目录

４� ２　 资料内容

３� ２� Ｓ　 原料药 [或药物活性成分 (ＡＰＩ)]

可选择以下 ４ 种方式向 ＷＨＯ提交 ＡＰ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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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１: 已确认的 ＡＰＩ药物预认证文件ꎻ
• 选项 ２: «欧洲药典» 认证证书 (ＣＥＰ)ꎻ
• 选项 ３: 原料药主控文件 (ＡＰＩＭＦ) 程序ꎻ
• 选项 ４: 全面详细的产品档案ꎮ
在 ＰＤ和 ＱＯＳ－ＰＤ中ꎬ 申请人应在 ＡＰＩ 章节的开头部分清楚

地表明ꎬ 每个 ＡＰＩ生产商是如何提交 ＡＰＩ 相关信息的ꎮ 申请人或
ＦＰＰ生产商提交的 ＡＰＩ信息应根据所选的选项ꎬ 提供相应的信息
资料ꎮ

选项 １: ＡＰＩ药物预认证文件的确认
模块 １ 中应提供一个完整的 ＡＰＩ 药物预认证文件的确认书副

本ꎬ 以及 ＦＰＰ生产商或申请人正式填写的授权书ꎮ
申请人应在档案内提供以下信息ꎬ 包括 ＱＯＳ－ＰＤ 中的概括

资料ꎮ
— ３� ２� Ｓ� １� ３　 基本性质———应对 ＡＰＩ 生产商的质量标准中
未控制ꎬ 但适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其他相关的 ＡＰＩ性能参
数进行讨论ꎬ 例如ꎬ 本节内容的指导原则中的溶解度和多
晶型物ꎮ

— ３� ２� Ｓ� ２　 如果 ＦＰＰ 的无菌是基于 ＡＰＩ 的无菌生产工艺ꎬ
则需提供其无菌生产工艺及全部验证资料ꎮ

— ３� ２� Ｓ� ３� １　 结构及其他特征的说明———根据本节内容的
指导原则ꎬ 在适用的情况下ꎬ 需研究鉴定多晶型物和粒度
分布ꎮ

— ３� ２� Ｓ� ４� １　 质量标准———ＦＰＰ 生产商的质量标准ꎬ 包括
ＡＰＩ生产商的质量标准中所规定的试验和限度ꎬ 以及 ＡＰＩ
生产商的质量标准中未规定的ꎬ 其他额外的试验和限度标
准ꎬ 如多晶型物和 (或) 粒度分布ꎮ

— ３� ２� Ｓ� ４� ２ / ３� ２� Ｓ� ４� ３　 分析方法和验证———在 ＡＰＩ 生产
商的质量标准以外的ꎬ ＦＰＰ生产商所使用的任何方法ꎮ

— ３� ２� Ｓ� ４� ４　 批分析———至少有符合 ＦＰＰ 生产商的 ＡＰＩ 质
量标准的两个成品批号检验结果 (至少是中试产品)ꎮ

— ３� ２� Ｓ� ５　 标准物质———ＦＰＰ生产商标准品的相关信息ꎮ
— ３� ２� Ｓ� ７　 稳定性———确定预认证 ＡＰＩ 复验期的资料ꎬ 例
如ꎬ 现有的复验期是否太长ꎬ 或者 ＡＰＩ预认证时提出的温
湿度是否属于高温或高湿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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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２: «欧洲药典» 认证证书 (ＣＥＰ)
模块 １ 中应提供 ＣＥＰ (包括所有附件) 的完整副本ꎮ ＣＥＰ 持

有者代表 ＷＨＯ药物预认证的 ＦＰＰ 生产商或申请人ꎬ 需正式填写
ＣＥＰ的准阅申明ꎮ 另外ꎬ 在 ＣＥＰ 撤销时ꎬ 还应包含申请人通知
ＷＨＯ的书面承诺书ꎮ 在 ＣＥＰ 撤销后ꎬ 申请人还需要提供额外的
ＡＰＩ资料来支持 ＰＤꎮ 模块 １ 中需要同时包含 ＣＥＰ 副本及书面承诺
书ꎮ 除此之外ꎬ 申请者还应该在档案中提供以下信息ꎬ 包括 ＱＯＳ－
ＰＤ中的概括资料

— ３� ２� Ｓ� １� ３　 基本性质———应对 ＣＥＰ和 «欧洲药典» 中未
控制ꎬ 但适用的物理化学性质和其他相关的 ＡＰＩ性能参数
进行讨论ꎬ 例如ꎬ 本节内容的指导原则中的溶解度和多晶
型物ꎮ

— ３� ２� Ｓ� ３� １　 结构及其他特征的说明———根据本节内容的
指导原则ꎬ 需研究鉴定多晶型物 (ＣＥＰ 质量标准中指定
的多晶型除外) 和粒径分布ꎮ

— ３� ２� Ｓ� ４� １　 质量标准———ＦＰＰ 生产商的质量标准ꎬ 包括
ＣＥＰ和 «欧洲药典» 中所规定试验和限度ꎬ 以及 ＣＥＰ 和
«欧洲药典» 中未规定ꎬ 其他额外的试验和限度标准ꎬ 如
多晶型物和 (或) 粒度分布ꎮ

— ３� ２� Ｓ� ４� ２ / ３� ２� Ｓ� ４� ３ 　 分析方法和验证———在 ＣＥＰ 和
«欧洲药典» 以外的ꎬ ＦＰＰ制造商所用的任何方法ꎮ

— ３� ２� Ｓ� ４� ４　 批分析———至少有符合 ＦＰＰ 生产商的 ＡＰＩ 质
量标准的两个成品批号检验结果 (至少是中试产品)ꎮ

— ３� ２� Ｓ� ５　 标准物质———ＦＰＰ生产商标准品的相关信息ꎮ
— ３� ２� Ｓ� ６　 包装材料———初级包装的质量标准中应包含外
观描述及鉴别ꎬ ＣＥＰ中规定的包装材料ꎬ 以及申请人申报
使用的相同包装材料除外ꎮ

— ３� ２� Ｓ� ７　 稳定性———除了 ＣＥＰ 质量标准中规定的复验期
与申请人提出的复验期相同或更长ꎬ 规定的温、 湿度存储
条件与申请人提出的相同或更高的情况外ꎬ 均需提供稳定
性资料ꎮ 在无菌原料药中ꎬ ＰＤ 中应包含 ＡＰＩ 的灭菌工艺
及验证资料ꎮ

选项 ３: 按照 ＷＨＯ 指导原则中对原料药主控文件规程[４]的
概述ꎬ ＡＰＩ生产商在提交原料药主控文件规程时ꎬ 应包含所有与
ＡＰＩ有关的化学、 生产工艺、 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及工艺验证
的详细资料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应将公开部分 (非专利信息) 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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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３� ２� Ｓ的附件列入 ＰＤ 中ꎮ 另外ꎬ 申请人或 ＦＰＰ 生产商应根
据指导原则来完成 ＰＤ和 ＱＯＳ－ＰＤ 中的后续章节ꎬ 除非这些内容
会在其他相应的章节中指出ꎮ

基本信息 Ｓ� １� １－Ｓ� １� ３ꎻ
生产 Ｓ� ２ꎻ
生产商 (Ｓ) Ｓ� ２� １ꎻ
生产工艺和工艺控制的描述 Ｓ� ２� ２ꎻ
关键步骤和中间体的控制 Ｓ� ２� ４ꎻ
结构及其他特征的说明 Ｓ� ３� １ꎻ
杂质 Ｓ� ３� ２ꎻ
ＡＰＩＳ的质量控制 Ｓ� ４� １－Ｓ� ４� ５ꎻ
标准物质 Ｓ� ５ꎻ
包装材料 Ｓ� ６ꎻ
稳定性 Ｓ� ７� １－Ｓ� ７� ３ꎮ
申请人应确保 ＡＰＩ 生产商提供给 ＷＨＯ 的 ＡＰＩＭＦ 是完整的

(例如: 应同时包含了申请人公开部分的信息和 ＡＰＩ 生产商受限
部分的信息)ꎮ 并且申请人在 ＡＰＩＭＦ 中有关当前 ＡＰＩ 生产的公开
部分的信息是准阅的ꎮ

ＰＤ的模块 １ 中应包含准阅信的副本ꎮ ＡＰＩＭＦ 持有者可参照
选项 “全面详细的产品档案” 中的指导原则ꎬ 来准备 ＡＰＩＭＦｓ 中
的公开部分和受限部分的资料ꎮ 也可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
系列ꎬ 第 ９４８ 号ꎬ 附件 ４[４]中有关 ＡＰＩＭＦ的指导原则ꎮ

选项 ４: 全面详细的产品资料
在 ３� ２� Ｓ原料药章节中ꎬ 包含所有与 ＡＰＩ 有关的化学、 生产

工艺、 生产中的质量控制及工艺验证的详细资料ꎮ 这些资料均应
提交到 ＰＤ中ꎬ ＰＤ参照后续章节中的指导原则来进行整体概括ꎮ
应参照 ３� １ 中的指导原则来完成 ＱＯＳ－ＰＤꎮ
３� ２� Ｓ� １　 基本信息 (名称ꎬ 生产商)
３� ２� Ｓ� １� １　 命名 (名称ꎬ 生产商)
应该提供 ＡＰＩ命名的有关信息ꎮ 例如:
• (推荐) 国际非专利名 (ＩＮＮ)ꎻ
• 相关药典中的名称ꎻ
• 化学名称 (Ｓ)ꎻ
• 公司或实验室代码ꎻ
• 其他非专利名 ( Ｓ) [如国家名称ꎬ 美国药品通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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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ＡＮ)ꎬ 英国药品通用名称 (ＢＡＮ)]ꎻ
• 化学文摘社 (ＣＡＳ) 登记号ꎮ
列出的化学名称应与科学文献和产品标签信息 (如产品特性

(药品说明书) 和包装说明书ꎬ 也称为患者使用说明书 (ＰＩＬ))
中出现的名称相一致ꎮ 在数名并存时应注明首选名称ꎮ
３� ２� Ｓ� １� ２　 结构 (名称ꎬ 生产商)
应提供结构式、 相对和绝对立体化学、 分子式、 相对分子

质量ꎮ
这些信息应与 ３� ２� Ｓ� １� １ 中提供的信息相一致ꎬ 如果 ＡＰＩｓ是

以盐的形式存在ꎬ 还应提供游离酸或碱的分子量ꎮ
３� ２� Ｓ� １� ３　 基本信息 (名称ꎬ 生产商)
需列表提供有关 ＡＰＩ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他相关性质ꎮ
该信息可用于制定质量标准ꎬ 应对 ＦＰＰｓ 进行明确描述ꎬ 测

定其释放度和稳定性ꎮ
应对 ＡＰＩ的物理和化学性质进行讨论ꎬ 包括物理特征的描

述ꎬ 在常用溶剂中的溶解度 (例如水、 乙醇、 二氯甲烷和丙酮
中)ꎬ ｐＨ水溶液中的定量溶解度曲线 (例如 ｐＨ １� ２ ~ ６� ８ꎬ 剂量 /
溶解度体积)、 多晶型、 ｐＨ 和 ｐＫａ 值、 紫外线 (ＵＶ) 的最大吸
收值和摩尔吸光系数、 熔点、 折射率 (液体)、 引湿性和分配系
数 (请参阅 ＱＯＳ－ＰＤ中的表格)ꎮ 此列表仅列出了一些需要提供
的典型信息ꎬ 并不包含全部信息ꎮ

一些与 ＡＰＩｓ重点相关的特性将在下面进行更详细的讨论ꎮ

物理特性描述

物理特性描述应包括外观ꎬ 颜色和物理状态ꎮ 固体物质还应
确定其形态为结晶型或无定形 (见 ３� ２� Ｓ� ３� １ ＡＰＩ 固体形态的详
细描述)ꎮ

溶解度和 ｐＨ水溶液中的定量溶解度曲线
以下是提交 ＡＰＩ资料时所有需要提供的项目资料ꎮ
应提供一些常用溶剂中的溶解度 (例如ꎻ 在水、 乙醇、 二氯

甲烷和丙酮中)ꎮ
在生理 ｐＨ范围内 (ｐＨ １� ２ ~ ６� ８) 的若干缓冲介质中的溶解

度ꎬ 单位以 ｍｇ / ｍｌ来表示ꎬ 如果此信息不易从外部获取 (例如从
参考文献中获取)ꎬ 则应内部产生ꎮ

对于固体口服制剂ꎬ 应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其剂量 /溶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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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比:
剂量 /溶解体积＝ 最大剂量规格 (ｍｇ)

药物最小浓度 (ｍｇ / ｍｌ)∗
根据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 (ＢＣＳ)ꎬ 高溶解性 (或高水溶性)

ＡＰＩ是那些剂量 /溶解度体积比≤２５０ｍｌ的物质ꎮ
例如ꎬ 化合物 Ａ在 ｐＨ ６� ８ꎬ (３７±０� ５)℃的缓冲液中溶解度

最低ꎬ 为 １� ０ｍｇ / ｍｌꎬ 而此化合物有 １００ｍｇ、 ２００ｍｇ 和 ４００ｍｇ 三种
规格ꎮ 则此 ＡＰＩ 不会被认为是高溶解性 (或高水溶性) ＡＰＩꎬ 因
为其剂量 /溶解度体积比大于 ２５０ｍｌꎮ

多晶型

按照 ＩＣＨ的 ＣＴＤ－Ｑ 中问题与答案 /文件顺序[５]中推荐的ꎬ 在
下述列表中说明了 ＰＤ中特定资料的具体位置ꎮ

• 在 ３� ２� Ｓ� １� ３ 中应列出目前所提出的 ＡＰＩ中多晶型ꎮ
• 在 ３� ２� Ｓ� ２� ２ 生产工艺和工艺控制的描述中ꎬ 应指出与生
产过程相关的多晶型ꎮ

• 在 ３� ２� Ｓ� ３� １ 中应提供用于鉴定 ＡＰＩ潜在的多晶型的参考
文献或研究资料ꎬ 包括研究结果ꎮ

• 在 ３� ２� Ｓ� ４� １－３� ２� Ｓ� ４� ５ 应列出一个已经被定义或限定的
多晶型的详细资料 (例如ꎬ 非 ＢＣＳ 高溶解度的 ＡＰＩ 和
(或) 文献中已确定的多晶型 ＡＰＩ)ꎮ

更多的信息被包含在这些指导原则的参考文献部分ꎮ

粒度分布

按照 ＩＣＨ的 ＣＴＤ－Ｑ 中问题与答案 /文件顺序[５]中推荐的ꎬ 应
在 ３� ２� Ｓ� ３� １ 中提供 ＡＰＩ粒度分布的研究资料 (更多的信息被包
含在这些指导原则的参考文献部分)ꎮ

文献资料

来源于具体研究或已出版文献的支持数据资料和结果则将会

包含在本章中ꎬ 或作为本节的附件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６Ａ[６]ꎮ
３� ２� Ｓ� ２　 生产 (名称ꎬ 生产商)
３� ２� Ｓ� ２� １　 生产商 (Ｓ) (名称ꎬ 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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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供每个生产商的名称、 地址和职责ꎬ 还应包括承包商ꎬ
所有提出的生产场地ꎬ 以及生产和测定中所涉及的设备ꎮ

应列出生产、 包装、 标签、 测定和储存 ＡＰＩ 中所使用的设
备ꎮ 如果某些公司只是负责某个具体的步骤ꎬ 则应明确指出
(如: ＡＰＩ的研磨)ꎮ

应在厂家或公司这一列中提供生产或制造场地的实际地址

(包括区和单位)ꎬ 而不是行政办公室所在地ꎮ 另外ꎬ 还应提供电
话号码ꎬ 传真号码和电子邮件ꎮ

ＡＰＩｓ生产中还需要提供一个有效的生产许可证ꎮ ＰＤ的模块 １
中应提供 ＧＭＰ证书ꎮ
３� ２� Ｓ� ２� ２　 生产工艺和工艺控制的描述 (名称ꎬ 生产商)
该 ＡＰＩ生产工艺的描述代表了申请人对 ＡＰＩ 生产的承诺ꎮ 应

对生产工艺和工艺控制进行适当的描述ꎮ 例如: 在合成过程的流
程图中ꎬ 应提供分子式、 重量、 产率范围、 起始物料的化学结
构、 中间体、 试剂和 ＡＰＩ对映立体化学结构等信息ꎬ 并确定操作
条件和溶剂ꎮ

应对生产过程的先后顺序过程进行描述ꎬ 如代表批量商业生
产规模的原料、 溶剂、 催化剂和试剂的量、 标明关键步骤、 工艺
控制、 设备和操作条件 (如温度、 压力、 ｐＨ、 时间)ꎮ

与原始工艺一样ꎬ 应对替代工艺同样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解
释ꎮ 应指明再加工步骤ꎬ 并对其进行论证ꎮ 在 ３� ２� Ｓ� ２� ５ 中提供
支持论证的原始资料ꎮ

在使用 ＡＰＩＭＦ 程序时ꎬ 部分资料交叉引用到 ＡＰＩＭＦ 的受限
部分时ꎬ 可能会被作为机密信息ꎮ 如果详细资料是在受限部分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ＰＤ 中本章节中的信息应包括流程图 (包括分子
结构、 所有的试剂和溶剂) 和生产工艺的简要概括ꎬ 其中应对决
定性的步骤进行特别强调ꎬ 其中包括纯化步骤ꎮ 对于无菌 ＡＰＩｓꎬ
如果最终成品中没有更进一步的灭菌过程ꎬ ＡＰＩ 灭菌工艺的全部
验证资料应包含在公开部分ꎮ

下面的要求适用于采用选项 ４ 提交 ＡＰＩ 信息ꎬ 即提供全面详
细的产品资料ꎮ

正如 ＩＣＨ Ｑ７[７]和 ＷＴＯ 技术系列报告ꎬ ＮＯ� ９３７ꎬ 附件 ２[８]中
所讨论的ꎬ 在生产工艺中ꎬ 在引入 ＡＰＩ 的起始物料时ꎬ 就应按
ＧＭＰ的要求执行ꎮ 由生产商提出 ＡＰＩ的起始物料ꎬ 并说明其选择
理由ꎬ 最后由评审员来评判并接受ꎮ 对提出的 ＡＰＩ 起始物料ꎬ 应
考虑其分子结构的复杂性ꎬ 与最终 ＡＰＩ 产物的接近程度ꎬ 作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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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学制品的可用性及其质量控制ꎮ 这些理由均应记录在档案
中ꎬ 以供 ＷＨＯ 的 ＧＭＰ审查员回顾审查ꎮ

当 ＡＩＰ的起始物料为一个复杂分子ꎬ 而生产最终 ＡＰＩ 产物的
合成步骤仅为简单几步时ꎬ 申请人应提供多种合成起始物料ꎬ 并
说明选择此起始物料的理由ꎮ 合成的起始物料是指申请人所描述
的 ＡＰＩ生产工艺起始点中所使用的原料ꎮ

申请人应提出使用何种物质作为合成的起始物料ꎬ 并说明
理由ꎮ (见 ３� ２� Ｓ� ２� ３ 详细的指导原则)ꎮ 当 ＡＰＩ 的起始物料是
通过发酵ꎬ 或从植物和动物中获得时ꎬ 可不考虑其分子的复
杂性ꎮ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ꎬ 可采用一步合成法ꎮ 例如ꎬ ＡＰＩ 起始物
料有 ＣＥＰ证书ꎻ ＡＰＩ起始物料是通过 ＡＰＩＭＦ 或 ＷＨＯ 预认证的原
料药 (ＡＰＩ) 时ꎻ 或者 ＡＰＩ 的结构非常简单ꎬ 仅需要一步合成即
可ꎬ 例如乙胺丁醇或乙硫异烟胺ꎮ

另外ꎬ 按照 ＩＣＨ Ｍ４Ｑꎬ 在生产工艺中ꎬ 当存在回收原料时ꎬ
应在引入过程的步骤中进行详细的描述ꎮ 应对回收过程进行适
当的控制以保证杂质含量不会随时间增加ꎮ 对于溶剂的回收ꎬ
应对提高回收溶剂质量的工艺进行描述ꎮ 对于通过回收滤液
(母液) 来获得第二产物ꎬ 应对母液最长保持时间和原料的最
大回收次数进行描述ꎮ 需提供杂质含量的数据以评价滤液回收的
合理性ꎮ

如果 ＡＰＩ生产商有多个生产场地ꎬ 应列表对各生产场地的生
产工艺进行全面的比较ꎬ 并重点标示出不同之处ꎮ

应清晰地描述生产中所使用的所有溶剂 [包括纯化和 (或)
结晶步骤]ꎮ 在决定性步骤中所使用的溶剂应为高纯试剂ꎮ 不建
议在决定性步骤中使用回收溶剂来进行纯化和 (或) 结晶ꎮ 但是
如果有足够的资料能证明回收溶剂能满足 ＩＣＨ Ｑ７[７]指导原则中的
标准ꎬ 则可使用回收溶剂ꎮ

在确定了多晶型或无定形的形态时ꎬ 应对合成产物的形态进
行说明ꎮ

当粒径被认为是其关键属性时 (见 ３� ２� Ｓ� ３ 详细资料)ꎬ 应
详细说明减小粒径的方法 (例如研磨或微粉化)ꎮ

应对替代生产工艺的合理性进行说明ꎮ 同原始工艺一样ꎬ 应
对替代工艺进行详细描述ꎮ 应证明从替代工艺与原始工艺所得的
批次间的杂质特征是相同的ꎬ 如果两者之间的杂质特征不同ꎬ 应
当按照 Ｓ� ３� ２ 项下的要求ꎬ 证明其改变是可以接受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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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ＷＨＯ 变动指导原则[９]中的要求ꎬ 如果中试生产可以代
表其生产规模和扩大生产ꎬ 可采用提供中试生产的相关信息ꎮ
３� ２� Ｓ� ２� ３　 原料控制 (名称ꎬ 生产商)
需列表对 ＡＰ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原料进行说明 (例如:

未加工的原料、 起始物料、 溶剂、 试剂、 催化剂)ꎮ 还需提供有
关这些原料质量和质量控制方面的信息ꎮ 适当的时候可能需要提
供原料适用性证明资料 (详见 ３� ２� Ａ� ２)ꎮ

在使用 ＡＰＩＭＦ程序时ꎬ 当交叉引用到 ＡＰＩＭＦ 的受限部分时ꎬ
按本节内容准备的资料是足够的ꎮ

下面的要求适用于采用选项 ４ 提交 ＡＰＩ 信息ꎬ 即提供全面详
细的产品档案ꎮ

应提供 ＡＰＩ起始物料的全部特性和适合的质量标准ꎬ 并对合
理性进行说明ꎮ 其中至少应包括对鉴别、 含量测定、 杂质组成和
原料的其他重要属性的控制ꎮ 应指明生产商用于生产每个 ＡＰＩ
起始物料的生产场地的名称和地址ꎮ 每个生产商应对 ＡＰＩ 起始
物料的生产过程进行简要描述ꎬ 包括所使用的溶剂、 催化剂和
试剂ꎮ 应提供一组应用于所有来源起始物料的质量标准ꎮ ＡＰＩ
起始物料的生产商如有任何变动ꎬ 则需另行告知其生产过程或
质量标准ꎮ

正如 ３� ２� Ｓ� ２ 中指出的ꎬ 这些情况下ꎬ 需对起始物料的合成
过程进行明确ꎮ 一般对于以下情况ꎬ 应在 ＰＤ 中对起始物料的合
成过程进行描述ꎮ

• 是先于最终 ＡＰＩ 中间体的一个或多个合成步骤的合成前
体ꎮ 可以是 ＡＰＩ的酸、 碱、 盐、 酯和类似衍生物以及单一
对映体的 ＡＰＩ的外消旋物ꎬ 不被视为最终中间体ꎮ

• 具有适宜的特性ꎬ 并易于分离和纯化的物质ꎬ 当应用时ꎬ
应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完整的描述ꎬ 包括立体化学结构的
说明ꎮ

• 具有一个有适宜限度的质量标准ꎬ 其中包括一个或多个特
征鉴别和含量测定、 含量测定的限度范围以及特定杂质、
一般杂质及杂质总量的限度范围ꎮ

• 用于合成 ＡＰＩ结构的重要结构片段ꎮ
ＰＤ中应提供在合成、 提取、 分离和纯化步骤中使用原料的

质量标准副本ꎬ 其中包括起始物料、 试剂、 溶剂、 催化剂和回收
原料ꎮ 应确认并提供每个生产场地所用原料的质量标准ꎮ 应提供
合成的起始物料的分析证书ꎮ 应在 ＱＯＳ－ＰＤ提供起始物料的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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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ꎮ
应考察起始物料转化为 ＡＰＩ最终产物的合成过程中的杂质转

化ꎬ 并对其进行讨论ꎮ
应提供证明函来确保该 ＡＰＩ以及 ＡＰＩ 生产中使用的起始物料

和试剂没有传播动物海绵状脑病的风险ꎮ
如果可能ꎬ 还应提供用于证明遵守传染性海绵状脑病 (ＴＳＥ)

的 ＣＥＰ 承诺信ꎮ 模块 １ 应提供 ＣＥＰ (包括所有附件) 的完整
副本ꎮ

参考资料: ＩＣＨ Ｑ６Ａ[６]ꎮ
３� ２� Ｓ� ２� ４　 工艺控制的关键步骤和中间体 (名称ꎬ 生产商)
应在 ３� ２� Ｓ� ２� ２　 经控制的生产工艺中提供关键步骤的检验

标准及限度 (包括对实验数据合理性的说明)ꎮ
医药中间体: 应提供有关生产工艺中分离出的中间体的质量

及质量控制的信息ꎮ
除了与申请人[４]相关的信息外ꎬ 在使用 ＡＰＩＭＦ程序时ꎬ 当交

叉引用到 ＡＰＩＭＦ 的受限部分时ꎬ 按本节内容准备的资料是足
够的ꎮ

下面的要求适用于采用选项 ４ 提交 ＡＰＩ 信息ꎬ 即提供全面详
细的产品档案ꎮ

应对关键步骤进行确认ꎮ 这些步骤包括: 显著性去除杂质或
引入杂质的步骤ꎻ 引入一个基本分子结构单元的步骤ꎬ 例如引入
一个手性中心或产生主要化学转变ꎻ 或固体制剂中所使用的ꎬ 对
ＡＰＩ固体形态特征有影响的或同质化的相关步骤ꎮ

应提供分离的中间体的质量标准ꎬ 其中应包括鉴别、 纯度和
含量的试验及其限度ꎮ

参考资料: ＩＣＨ Ｑ６Ａ[６]ꎮ
３� ２� Ｓ� ２� ５　 工艺验证和 (或) 评估 (名称ꎬ 生产商)
应包括无菌工艺和灭菌的工艺验证和 (或) 评估研究ꎮ
在使用 ＡＰＩＭＦ程序时ꎬ 当交叉引用到 ＡＰＩＭＦ 的受限部分时ꎬ

按本节内容准备的资料是足够的ꎮ
下面的要求适用于采用选项 ４ 提交 ＡＰＩ 信息ꎬ 即提供全面详

细的产品档案ꎮ
期望能对于所有 ＡＰＩ的生产工艺进行的适当控制ꎮ 当 ＡＰＩ 被

制备成无菌产品时ꎬ 应提供无菌工艺和 (或) 灭菌方法的全部信
息ꎮ 还应对 ＡＰＩ储存和运输过程中保持其无菌性的控制方法进行
描述ꎮ 应对替代工艺进行描述并说明其合理性 (详见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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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Ｓ� ２� ２　 所预期的详细水平)ꎮ
３� ２� Ｓ� ２� ６　 生产工艺开发 (名称ꎬ 生产商)
当 ＡＰＩ的生产工艺和 (或) 生产场地发生重大改变时ꎬ 应

对其进行描述并讨论ꎬ 其中包括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ꎬ
小试、 中试的数据ꎬ 如有必要ꎬ 还需提供大生产规模批次的
数据ꎮ

在 ３� ２� Ｓ� ４� ４� 中提供有关 ＡＰＩ数据的参考文献ꎮ
在使用 ＡＰＩＭＦ程序时ꎬ 当交叉引用到 ＡＰＩＭＦ 的受限部分时ꎬ

按本节内容准备的资料是足够的ꎮ
３� ２� Ｓ� ３　 特性 (名称ꎬ 生产商)
３� ２� Ｓ� ３� １　 结构和其他特点的说明 (名称ꎬ 生产商)
例如ꎬ 基于提供合成路线和光谱分析ꎬ 对结构进行确证ꎮ 还

应提供潜在可能的异构体ꎬ 立体化学的鉴定ꎬ 或潜在可能的多晶
型物等方面的信息ꎮ

结构的说明

ＰＤ应该包括质量保证证书 (ＱＡ) 的副本ꎬ 包括光谱、 化学
位移及其他用于说明 ＡＰＩ结构和 (或) 确证 ＡＰＩ结构的详细的原
始研究资料ꎮ ＱＯＳ－ＰＤ应包含一个研究内容的列表ꎬ 以及研究中
得出的结果 (例如ꎬ 研究结果是否支持所提出的物质结构)ꎮ

对于官方药典中未收载的 ＡＰＩꎬ 用于说明和 (或) 确认化学
结构的研究通常包括元素分析、 红外 ( ＩＲ)、 紫外 (ＵＶ)、 磁共
振 (ＮＭＲ) 和质谱 ( ＭＳ )ꎮ 还可以包括 Ｘ 射线粉末衍射
(ＸＲＰＤ) 和差示扫描量热 (ＤＳＣ) 等其他测试ꎮ

对于官方药典中收载的 ＡＰＩꎬ 需提供此 ＡＰＩ 的每个生产商的
ＩＲ光谱的副本及官方认可的药典中的标准物质ꎬ 详见 ３� ２� Ｓ� ５ 可
接受的标准物质的详细说明ꎮ

同分异构 /立体化学
当 ＡＰＩ具有手性特征时ꎬ 应详细说明其在比较生物研究中是

特定异构体还是混合异构体ꎬ 同时应列出用于制备 ＦＰＰ的 ＡＰＩ的
异构体信息ꎮ

如存在立体异构现象ꎬ 应讨论在生产工艺中的哪个步骤中可
能会引入同分异构体ꎮ 应建立 ＡＰＩ与参比制剂中 ＡＰＩ 的同分异构
体组成的一致性评价ꎮ 适当的时候ꎬ 应提供混合异构体或特定异
构体的理化性质ꎮ ＡＰＩ的质量标准中应包括同分异构体的鉴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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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的测定ꎮ
应探讨混合异构体中的互变现象或单一对映体中的外消旋化

作用ꎮ
如果 ＡＰＩ中的某一个对映体不是药典规定的 ＡＰＩｓꎬ 应对具有

不对称中心的绝对构型进行明确的论证ꎬ 例如ꎬ 采用 Ｘ－单晶衍
射法测定ꎮ

如果基于 ＡＰＩ的结构ꎬ 其不存在同分异构体现象ꎬ 则只需要
对此现象进行说明ꎮ

药物多晶型

ＡＰＩｓ在固体状态下可以以不同的物理状态存在ꎮ 药物多晶型
是指 ＡＰＩ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晶型存在ꎬ 这些晶型由不同分子排
列和 (或) 构象的晶格组成ꎮ 而无定型固体由无序的分子排列和
无特征性的晶格组成ꎮ 溶剂化物是指药物以晶体形式存在的同
时ꎬ 晶格中加入化学计量或非化学计量的溶剂分子ꎮ 如果溶剂化
物晶格中加入的溶剂是水ꎬ 通常称其为水合物ꎮ

药物多晶型是由于同一化学物质具有不同的内在固态结构ꎬ
从而导致其具备不同的物理化学特性ꎬ 包括包装、 热力学、 光
谱、 动力学、 界面特性和机械性等方面ꎮ 这些属性对于 ＡＰＩ 的加
工性能、 药物产品的可生产性、 产品的质量和性能均有直接影
响ꎬ 包括对稳定性、 溶出度和生物利用度的影响ꎮ 药物的某一种
多晶型的出现或消失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制药后果ꎮ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项目的申请人和 ＡＰＩ 生产商应具备有关
ＡＰＩｓ使用和 (或) 生产中所涉及的多晶型的知识ꎬ 这些知识可从
科学文献、 专利、 概述或其他有关多晶型的参考资料中获得ꎬ 例
如ꎬ 对于 ＢＣＳ中低溶解度的 ＡＰＩｓꎬ 在缺乏现行资料来证明其不是
ＢＣＳ高溶解度的 ＡＰＩｓ时ꎬ 需对其进行多晶型筛查ꎬ 以判断其是否
存在多种晶型ꎮ 多晶型筛查一般是通过使用不同的溶剂和条件来
完成晶型的研究ꎮ

有很多方法可以用来研究 ＡＰＩ 的多晶型ꎬ 目前ꎬ 采用 Ｘ－单
晶衍射法证明药物晶体不对称结构能有效地确证药物多晶型ꎬ Ｘ
射线粉末衍射也能提供证明药物多晶型不对称性的证据ꎮ 其他检
测方法还包括显微镜法、 热分析法 (如差示扫描量热法、 热重分
析法和高温显微镜法) 和光谱法 [如红外光谱、 拉曼光谱和固态
磁共振法 (ｓｓＮＭＲ)]ꎬ 这些方法均有助于进一步鉴定药物的多晶
型ꎮ 如果存在药物多晶型的问题ꎬ 申请人或 ＡＰＩ 生产商应采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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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方法来有效区分药物的不同晶型并对其论证ꎮ
当需要进行药物多晶型筛查时ꎬ 可采用 ＩＣＨＱ６Ａ[６]决策树

４ [１] ꎻ 当药物晶型不同可能影响到 ＦＰＰ的药效、 生物利用度和稳
定性时ꎬ 可采用 ＩＣＨ Ｑ６Ａ[６]决策树 ４ [２] ꎬ 并决定是否在 ＡＰＩ 的
贮存和释放过程中对首选的药物晶型进行持续监控ꎮ 一旦确定
首选的药物晶型ꎬ 则应在 ＡＰＩ 的质量标准中规定药物晶型的
限度范围ꎬ 以保证商品原料中药物晶型的一致性ꎬ 以及在相
对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中ꎬ ＡＰＩ 批间的一致性ꎮ 同时
需提供在上述章节中所提及的、 在相对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
效性研究中所应用的、 用于鉴定 ＡＰＩ 药物晶型的方法ꎮ 应对
控制药物晶型的方法进行论证ꎬ 证明其能特定的形成首选药
物晶型结构ꎮ

药物多晶型还包括溶剂合物或水合物 (也被称为假多晶型)ꎮ
如果 ＡＰＩ为溶剂合物ꎬ 则需提供以下信息:

• 如化合物是合成前体ꎬ 应在 ３� ２� Ｓ� ２� ４ 中提供无溶剂的
ＡＰＩ的质量标准ꎮ

• 应在溶剂和 ＡＰＩ 的质量标准中对 ＡＰＩ /溶剂的重量比给出
适合的限度范围ꎬ 并提供限度范围的数据支持ꎮ

• 在 ３� ２� Ｓ� ２� ２ 中对溶剂合物的制备方法进行描述ꎮ

粒度分布

当固体 ＦＰＰｓ为非 ＢＣＳ 高溶解度 ＡＰＩｓꎬ 或液体 ＦＰＰｓ 中存在
未溶解的 ＡＰＩ时ꎬ 原料的粒度分布会对 ＦＰＰ 的体内和 (或) 体
外行为产生影响ꎮ 同样ꎬ 粒度分布对药物剂型的性能产生影响
(如吸入制剂的传输)ꎬ 同时对小剂量片剂的含量均匀度 (如≤
２ｍｇ)ꎬ 眼用制剂所能达到的平滑度和混悬制剂的稳定性也非常
重要ꎮ

正如以上所述ꎬ 当粒度分布是一个重要参数时ꎬ 应提供几个
批次 ＡＰＩ的研究结果ꎬ 包括相对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中
使用批次的特征描述ꎮ 在 ＡＰＩ的质量标准中应对粒度分布进行控
制ꎬ 以保证相对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中使用批次的原料
一致性 (如 ｄ１０、 ｄ５０ 和 ｄ９０ 的限度范围)ꎮ 按上述提及的方法进
行研究ꎬ 以研究结果的标准偏差为基础ꎬ 采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确
定限度范围ꎮ 下面的例子是用于说明粒度分布限度范围的可接受
标准:

• ｄ１０ 粒度小于 Ｘ μｍ的粒子≤１０％总体积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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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５０ ＸＸ ~ ＸＸＸ μｍꎻ
• ｄ９０ 粒度小于 ＸＸＸＸ μｍ≥９０％总体积ꎮ
如果科学合理ꎬ 也可采用其他方法来控制粒度分布ꎮ
参考文件: ＩＣＨ Ｑ６Ａ[６]ꎮ
３� ２� Ｓ� ３� ２　 杂质 (名称ꎬ 生产商)
应提供杂质的有关信息ꎮ
在 ＩＣＨ Ｑ３Ａ、 Ｑ３Ｂ和 Ｑ３Ｃ的杂质指导原则 (１０－１２) 中概述

了控制杂质的详细原则 (如杂质的报道、 鉴定和限度制定)ꎮ ＩＣＨ
指导原则中对某些要素进行了详细的讨论ꎬ 概述如下ꎮ

不论药典标准中是否作出规定ꎬ 均应对 ＡＰＩ 中潜在存在和实
际存在的杂质进行讨论ꎬ 这些杂质可能来源于 ＡＰＩ 的合成、 生产
或降解过程ꎻ 应包括起始物料、 副产物、 中间体、 手性杂质和降
解产物ꎻ 应包括杂质的化学名称、 结构和杂质的来源ꎮ 收载于药
典的 ＡＰＩｓ的杂质讨论范围应不局限于 ＡＰＩ各论中规定的杂质ꎮ

应采用 ＱＯＳ－ＰＤ中的表格模板ꎬ 概述杂质的相关信息ꎬ 包括
与 ＡＰＩ 相关的杂质和与工艺相关的杂质ꎮ 在 ＱＯＳ－ＰＤ 中ꎬ 术语
“起源” 是指从哪里引入杂质和怎么引入杂质 (例如 “第 ４ 步合
成中产生的中间体” 或 “第 ６ 步合成中分子重排形成的潜在副产
品”)ꎮ 还应指出的是ꎬ 杂质是否为 ＡＰＩ的代谢产物ꎮ

在 ＩＣＨ的报告限度中ꎬ 杂质鉴别 (用于设定单个未知杂质限
度) 和杂质限度是基于杂质的潜在暴露风险来确定的ꎬ 例如ꎬ 通
过 ＡＰＩ的每日最大剂量 (ＭＤＤ) 来确定ꎮ 由于 ＡＰＩｓ 可能存在多
种剂型和规格ꎬ 故存在不同的每日最大剂量 (ＭＤＤ)ꎬ 则需要分
别建立其限度和相应的控制ꎬ 以避免杂质引起的风险ꎮ 通常采用
最高的每日最大剂量获得ꎬ 而不采用维持剂量ꎮ 对于注射用药
物ꎬ 则应包括 ＡＰＩ的每小时最大剂量ꎮ

众所周知ꎬ 半合成的 ＡＰＩｓ不在 ＩＣＨ杂质指导原则的适用范
围内ꎮ 然而ꎬ 可根据 ＡＰＩ 的性质和化学修饰的程度ꎬ 将杂质控
制的原则 (如杂质的鉴定和限度制定) 扩展到半合成的 ＡＰＩｓ
中ꎮ 例如ꎬ 某一个 ＡＰＩ的前体分子是来源于发酵工艺或植物 /动
物的天然产物ꎬ 经过一系列的化学修饰作用而得到ꎬ 这类 ＡＰＩ
一般会在 ＩＣＨ 杂质指导原则的适用范围内ꎻ 相反ꎬ 如果一个
ＡＰＩ仅有的化学反应步骤就是从发酵产品直接成盐ꎬ 这种 ＡＰＩ
则一般不适用该 ＩＣＨ杂质指导原则ꎮ 以上为不同类 ＡＰＩｓ的适用
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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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质的鉴别

药典认可多来源的 ＡＰＩｓꎬ 因此ꎬ 在各论的发展过程中未考虑
到所有存在的杂质ꎮ 此外ꎬ 生产过程或来源的变化可能会产生额
外的杂质ꎬ 在药典的各论中ꎬ 并未对其进行恰当的控制ꎮ 因此每
个 ＰＤ中会根据其所提出的合成路线ꎬ 考虑所有潜在可能的杂质ꎮ
结合上述原因ꎬ 一般推荐采用 ＩＣＨ 中对未知杂质的控制限度
[如: 如果 ＡＰＩｓ 的 ＭＤＤ≤２ｇ / ｄꎬ 杂质的每日摄入量不得高于
０� １０％或 １� ０ｍｇ (取较低者)]ꎬ 而不在药典各论中对可能出现的
未知杂质进行控制ꎬ 因为有可能其规定的限度高于 ＩＣＨ的限度ꎮ

杂质的鉴定 (安全性评价)
可参考 ＩＣＨ的杂质指导原则进行杂质的鉴定ꎮ 官方药典中收

载的已知杂质通常规定了限度ꎮ 以下是一些可供选择的ꎬ 用于制
订 ＡＰＩｓ中存在的杂质限度的方法ꎮ

通过经验证的稳定性指示分析法 [如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ＰＬＣ) 数据进行对比研究]ꎬ 测试比较 ＡＰＩ 中已有的杂质的限
度和创新制剂中 ＡＰＩ已有杂质的限度ꎮ 如果创新制剂的杂质谱与
其使用的 ＡＰＩ不一致ꎬ 其杂质谱也可与已收载并具有相同给药路
径和相似药物特性的 ＦＰＰ (如片剂对比胶囊) 的杂质谱进行比
较ꎮ 建议该项研究应与具有可比性的药物 (如类似样品) 进行比
较ꎬ 从而获得有意义的杂质谱ꎮ

创新制剂或已收载的 ＦＰＰ在加速或加压贮存条件下产生的杂
质是不被接受 /认可的ꎮ

如果 ＡＰＩ中杂质总量可以反映新的和已收载的 ＦＰＰ的杂质水
平ꎬ 则该 ＡＰＩ中的特定杂质视为合格ꎮ

制定判定标准的基础

应提供用于制定杂质判定标准的基础信息ꎮ 根据 ＩＣＨ 指导原
则 (如 Ｑ３Ａ[１０]、 Ｑ３Ｃ[１２])ꎬ 需要考虑到与 ＡＰＩ相关的杂质的鉴别
和鉴定限度 (如起始物料、 副产物、 中间体、 手性杂质或降解产
物) 和与生产过程相关的杂质的浓度限值 (如残留溶剂)ꎮ

判定标准中杂质的合格水平即为杂质含量的最大限度ꎮ 然
而ꎬ 限度往往超出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杂质总量ꎮ 鉴于此ꎬ
杂质的判定标准也需考虑各厂商生产的多批次 ＡＰＩ 杂质的实际水
平ꎬ 这包括用于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中 ＡＰＩ 的杂质水
平ꎮ 在报告分析测试结果时ꎬ 应提供具体的实验数据结果ꎬ 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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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笼统的结论ꎬ 如 “在限度范围内” 或 “符合规定”ꎮ 如果大批
量的 ＡＰＩ杂质的测试结果是可信的ꎬ 则可以用这些数据来概括所
有批次的 ＡＰＩ杂质的分析测试结果ꎮ

如果拟定的内控方法不能控制药典各论中规定的已知杂质ꎬ
则需提供将其排除在日常分析方法之外的合理解释 (例如 «国际
药典» (Ｐｈ� Ｉｎｔ� ) 各论中的杂质 Ｄ、 Ｅ 和 Ｆ 不是生产商 Ｘ 常用指
定合成路径中潜在的杂质)ꎮ 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释ꎬ 则需证
明拟定的内控方法能够分离官方药典各论中的已知杂质ꎬ 并保证
杂质的总和在限度范围内 (如 ０� １０％ )ꎮ 如果连这份证明也无法
出具ꎬ 则需提供一份研究数据ꎬ 证明药典方法对近批次的样品中
药典规定的已知杂质未检出ꎮ

ＩＣＨ中的二类溶剂在 ＡＰＩ 生产过程的最后一步合成之前使用
时ꎬ 如果提供合理的解释ꎬ 如提交的 ６ 个连续中试批次或 ３ 个连
续生产批次的 ＡＰＩ或中间体的测试数据结果低于 ＩＣＨ Ｑ３Ｃ 的限度
１０％ (选项 Ｉ)ꎬ 则可免除 ＡＰＩ质量标准的常规控制ꎮ 但是ꎬ 在生
产过程中最后一步使用的溶剂应被合理控制ꎮ

ＩＣＨ Ｑ３Ｃ[１２]中列出了可被接受的残留溶剂限度ꎮ 如三乙胺
(ＴＥＡ) 的残留溶剂限度可按 ＩＣＨ Ｑ３Ｃ 选择Ⅰ中规定的 ３２０ ｐｐｍꎬ
也可以按每日最大允许暴露量 (ＰＤＥ) ３� ２ｍｇ / ｄꎮ

在未知情况下ꎬ 应建立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高毒性杂质 (基因
毒性杂质) 或形成的副产物的杂质限度ꎬ 该限度范围的制定应有
适宜的参考指导原则 [如欧洲药品管理局 (ＥＭＥＡ) / 人用医药
产品委员会 (ＣＨＭＰ) / 质量工作组 (ＱＷＰ) / ２５１３４４ / ２００６[１３]或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ＵＳＦＤＡ) 产业指导原则ꎮ 针对药物中
基因毒性和致癌物质的方法[１４] ]ꎬ 或有安全的实验数据ꎬ 或有已
刊登在权威期刊上的相关安全数据给予合理的制定说明ꎮ

ＡＰＩ质量标准应控制在其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重金属催化
剂残留物的量ꎮ 这一规定并不适用于原料中的特殊金属成分 (比
如对离子盐类) 或制剂中的金属辅料 (比如氧化铁色素)ꎬ 但在
质量标准中规定的金属催化剂残留物限度或金属试剂残留物限度

可通过指导原则 (ＥＭＥＡ / ＣＨＭＰ / ＳＷＰ / ４４４６ / ２０００[１５] ) 或任何
等效的方法来进行控制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 上述规定并不适用于外
部金属污染物ꎬ 该类污染物可通过 ＧＭＰ、 ＧＤＰ或其他相关质量规
定 (如药典各论中的重金属测试ꎬ 涵盖生产设备和生产环境中存
在的金属污染源) 得到良好的控制ꎮ

参考文件: ＩＣＨ Ｑ６Ａꎬ Ｑ３Ａꎬ Ｑ３Ｃ[６ꎬ１０ꎬ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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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Ｓ� ４　 ＡＰＩ的质量控制 (名称ꎬ 生产商)
３� ２� Ｓ� ４� １　 质量标准 (名称ꎬ 生产商)

应提供 ＡＰＩ的质量标准
ＩＣＨ Ｑ６Ａ指导原则[６]定义质量标准为一系列的检验项目ꎬ

依据相应的分析方法ꎬ 确立适宜的限度标准 (可以是数值、 范
围或其他适用标准)ꎮ ＡＰＩ或 ＦＰＰ应符合质量标准要求ꎬ 从而保
证其达到预期的效用ꎮ “与质量标准一致” 是指 ＡＰＩ 和 (或)
ＦＰＰ按照列出的分析方法进行检测时ꎬ 符合列出的限度标准ꎮ
质量标准是指由生产商提出并论证的ꎬ 法定机构批准的重要质
量指标ꎮ

ＰＤ中应有 ＡＰＩ 质量标准的副本ꎬ 该副本应包含相关人员签
字 (如负责质量控制或质量保证部门负责人) 并注明签发日期ꎬ
这一要求适用于来源于每个 ＡＰＩ生产商及 ＦＰＰ 生产商的质量标准
的副本ꎮ

ＦＰＰ生产商的 ＡＰＩ质量标准应按照 ＱＯＳ－ＰＤ 模板表格中的以
下标题进行概述ꎬ 包括测试、 验收标准和分析方法 (包括分析方
法的类型、 来源和版本)ꎮ

• 申请人申请的质量标准可以是国家药典标准 (例如 «英
国药典» «日本药典» «欧洲药典» «美国药典») 或生产
企业的内控标准ꎮ

• 需提供质量标准参考编号和版本号 (如修订号和 (或)
日期)ꎬ 以便版本管理ꎮ

• 应当注明分析方法的类型 (如可见光光谱法、 红外光谱
法、 紫外光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或激光衍射法)ꎬ 分析
方法的来源 (如 «英国药典» «日本药典» «欧洲药典»
«美国药典» 或生产商的内控标准)ꎬ 以及版本信息 (如
编号 /版本号 /日期)ꎬ 便于版本管理ꎮ

当 ＦＰＰ存在多个 ＡＰＩ生产商时ꎬ ＦＰＰ 生产商的 ＡＰＩ 质量标准
应为单一的一组质量标准且与每个 ＡＰＩ 生产商保持一致性ꎮ 质量
标准中可以制定多个验收标准和 (或) 分析方法ꎬ 但需对其单一
参数进行陈述ꎬ 如 “适合于生产商 Ａ的 ＡＰＩ” (如溶剂残留)ꎮ

任何非常规测试应详细说明非常规测试的使用频率ꎮ
ＩＣＨ Ｑ６Ａ指导原则[６]中概述了 ＡＰＩ的通用和特殊检测项目及

判定标准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６Ａꎬ Ｑ３Ａꎬ Ｑ３Ｃ[６ꎬ１０ꎬ１２]和官方认可的药典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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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Ｓ� ４� ２　 分析方法 (名称ꎬ 生产商)

应提供检测 ＡＰＩ的分析测试方法
ＰＤ中应有用于检测 ＦＰＰ 中使用的 ＡＰＩ 的内控分析方法和常

规检测方法的副本ꎬ 如检测方法被修改ꎬ 需提供药典中分析测试
方法的副本ꎮ

ＱＯＳ－ＰＤ的 ２� ３� Ｒ 区域性信息部分中的表格 (如 ２� ３� Ｒ� ２)
概述了一些不同的分析方法和验证资料 (如 ＨＰＬＣ 或 ＧＣ 测定含
量 /杂质)ꎮ ＱＯＳ－ＰＤ ２� ３� Ｓ� ４� ２ 表格中概述了检测 ＦＰＰ 中 ＡＰＩ 的
内控分析方法ꎬ 测定其残留溶剂、 含量测定和纯度ꎮ ＱＯＳ－ＰＤ 中
２� ３� Ｓ� ４� ４ (ｃ) 或 ２� ３� Ｓ� ７� ３ (ｂ) 项下概述了其他可用于测定
含量和纯度的方法ꎮ 如测定方法未被修改ꎬ 药典方法无须再进行
概述ꎮ

尽管高效液相色谱法 (ＨＰＬＣ) 通常被认为是确定 ＡＰＩ 有关
物质的首选方法ꎬ 但其他色谱方法如气相色谱法 (ＧＣ) 和薄层
色谱法 (ＴＬＣ) 也可适当用于验证 ＡＰＩ 的有关物质ꎮ 测定有关物
质时ꎬ 对于特定杂质应有对应的对照品ꎬ 尤其是那些有毒和需要
控制浓度的杂质ꎬ 应有定量用标准物质ꎮ 杂质对照品可以从药典
指定的官方途径中获得 (单个杂质或混合杂质对照品)ꎬ 也可从
商业来源或生产企业内控标准物质中获得ꎮ 只要 ＡＰＩ 中杂质的响
应因子足够接近该 ＡＰＩꎬ 即 ＡＰＩ的 ８０％ ~１２０％ ꎬ 以 ＡＰＩ作为外部
标准物质来评估杂质的限度是可行的ꎮ 若响应因子超出了这一范
围ꎬ 可以通过增加相对校正因子ꎬ 以 ＡＰＩ 作为外部标准物质来评
估其杂质的限度也是可行的ꎮ 若采用自身对照法需提供计算相对
校正因子的准确数据ꎮ 未知杂质的限度可以已知浓度的 ＡＰＩ 溶液
作为对照溶液ꎬ 从而拟定质量标准ꎬ 计算单个未知杂质的限度
(如 ０� １０％ )ꎮ 参见 «国际药典» 各论中拉米夫定项下有关物质ꎮ

系统适用性试验是色谱方法中重要的部分ꎬ 确保我们所选择
的色谱系统具有良好的分离性能ꎮ 高效液相色谱法和气相色谱法
中系统适用性均需规定分离度和重复性作为最低限度要求ꎮ 通常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ＡＰＩ 有关物质时ꎬ 常用已知浓度的 ＡＰＩ
溶液作为测定未知杂质的对照溶液ꎬ 以两个相邻峰之间的分离度
作为系统适用性要求ꎮ 有时ꎬ 也可在两个相邻峰之间选择其一进
行检测 (如已知杂质为毒性杂质)ꎮ 按照 «国际药典» 要求ꎬ 系
统适用性试验中重复性还应包括重复进样ꎮ 高效液相色谱法作为
含量测定方法时ꎬ 系统适用性试验还应测定方法重复性、 拖尾因

�５１１�



子、 理论塔板数和分离度ꎮ 对于薄层色谱法ꎬ 系统适用性试验应
包括分离度和检出限 (如已知浓度的 ＡＰＩ溶液在薄层板上的斑点
颜色和位置ꎬ 作为控制未知杂质的限度标准)ꎮ

参考 文 件: ＩＣＨ Ｑ２[１６]、 ＷＨＯ 技 术 报 告 Ｎｏ� ９４３———附
录 ３[１７]ꎮ
３� ２� Ｓ� ４� ３　 方法学验证 (名称ꎬ 生产商)
应提供 ＡＰＩ检验的方法学验证资料ꎬ 其中应包括 ＡＰＩ 检验的

实验分析数据ꎮ
ＰＤ中应提供产品分析方法以及 ＦＰＰ 生产商所采用的 ＡＰＩ 的

常规检验方法的验证报告ꎮ ＱＯＳ－ＰＤ 的 ２� ３� Ｒ 区域性信息部分中
(如 ２� ３� Ｒ� ２) 的表格概述了一些不同的分析测试方法及验证资
料 (如 ＨＰＬＣ或 ＧＣ测定含量 /杂质)ꎮ ＱＯＳ－ＰＤ ２� ３� Ｓ� ４� ２ 表格中
概述了检测 ＦＰＰ中 ＡＰＩ残留溶剂、 含量测定和纯度分析方法的验
证资料ꎮ ＱＯＳ－ＰＤ 中 ２� ３� Ｓ� ４� ４ (ｃ) 或 ２� ３� Ｓ� ７� ３ (ｂ) 项下概
述了其他可用于测定含量和纯度方法的验证资料ꎮ

作为药检和药典部门ꎬ 对药典方法也有必要进行验证ꎮ 药
典方法的方法学验证通常是基于某一特定生产厂家的 ＡＰＩ 或
ＦＰＰꎮ 随着药典版本的更替ꎬ 同一品种的 ＡＰＩ 或 ＦＰＰ 可能含有
一些当时未被检测到的杂质或降解产物ꎮ 因此ꎬ 药典中的方法
应通过方法学验证ꎬ 从而可以更好地控制不同来源的 ＡＰＩ 中的
杂质ꎮ

药典中的 ＡＰＩ含量测定方法一般不需要验证ꎮ 但是ꎬ 对于药
典中未知杂质的检查方法则需要进行方法学验证ꎬ 从而证明方法
的可行性ꎮ 虽然药典已收载了某一 ＡＰＩ 有关物质检查法ꎬ 但药典
中未明确其杂质谱ꎬ 则应对该方法进行完整的方法学验证ꎮ

当已有官方认可的对照品时ꎬ 且有内控标准代替药典标准时
(例如ꎬ 含量测定和特殊杂质)ꎬ 需证明内控标准和药典标准具有
等效性ꎮ 这可以通过对同一样品同时进行两种方法的检测ꎬ 依据
试验结果ꎬ 来证明两种方法具有等效性ꎮ 在验证有关物质方法
时ꎬ 需同时检验 ＡＰＩ和相应浓度的杂质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２[１６]ꎮ
３� ２� Ｓ� ４� ４　 批分析 (名称ꎬ 生产商)
应记录所使用样品的批号及批检验的分析结果ꎮ
应提供以下信息: 用于生物利用度或生物等效性研究的、 临

床前和临床数据的 (如相关)、 稳定性试验的以及小试、 中试甚
至大生产的 ＡＰＩ批次的批号、 批量、 生产日期和产地ꎬ 以此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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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ＡＰＩ的质量标准及一致性评价ꎮ
所提供的分析结果需来源于所涉及 ＡＰＩ 生产厂 ２ 批以上中试

规模的用于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研究的样品ꎮ 该样品必须与
大生产样品保持一致ꎮ

原料和制剂生产企业所提供的分析结果副本必须包括所涉及

的所有的生产批次和公司的一致性ꎮ ＦＰＰ 生产厂的检验数据应在
ＱＯＳ－ＰＤ进行汇总ꎮ

所有的检验结果都应详尽记录各个检查项下观察到实际实验

现象ꎬ 而不是仅仅报告: “所有检查均符合规定”ꎮ 对于定量检验
(如单杂、 总杂质检查和含量测定)ꎬ 结论应以实际数值结果表
示ꎬ 而不是笼统地说: “在限度范围内” 或 “符合规定”ꎮ

任何未进行全部检验项目的分析报告都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

(如未根据拟定标准进行检验)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６Ａꎬ Ｑ３Ａꎬ Ｑ３Ｃ[６ꎬ１０ꎬ１２]ꎮ
３� ２� Ｓ� ４� ５　 质量标准合理性 (名称ꎬ 生产商)
应证明 ＡＰＩ质量标准的合理性ꎮ
应对质量标准进行阐述ꎬ 如拟采用某些检验项目的目的ꎬ 改

动某些检验项目的原因ꎬ 分析方法的选择和检验结果判定标准ꎬ
以及与已有药典标准不同之处等ꎮ 如果药典的法定方法已被修改
或替换ꎬ 请出示修改或替换的理由ꎮ

某些检验项目的设定ꎬ 所用分析方法和结果判定标准的合理
性可能已经在 ＰＤ中的其他部分进行了讨论 (例如ꎬ 杂质或粒度
分布)ꎬ 在此不再赘述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６Ａ、 Ｑ３Ａ、 Ｑ３Ｃ[６ꎬ１０ꎬ１２]和各国药典ꎮ
３� ２� Ｓ� ５　 对照品或标准物质 (名称ꎬ 生产商)
应提供 ＡＰＩ检验所用标准物质的相关信息ꎮ
在 ＰＤ中应溯源 ＡＰＩ生产厂家使用的对照品及 ＦＰＰ 生产厂家

在 ＡＰＩ和 ＦＰＰ的日常检查中使用的对照品信息ꎮ
ＡＰＩ测试中使用的对照品均应溯源 (例如用于鉴别ꎬ 有关物

质和含量测定的对照品)ꎮ 对照品可以分为一级对照品和二级对
照品ꎮ

对照品最好由各国药典 (像 «英国药典» «日本药局方»
«欧洲药典» «国际药典» «美国药典») 提供ꎬ 如购自以上任何
一家ꎬ 请注明生产批号ꎮ 如 ＡＰＩ 和 (或) ＦＰＰ 已被某一药典收
录ꎬ 则在检验 ＡＰＩ和 (或) ＦＰＰ时应尽量使用该药典提供的一级
对照品ꎮ 各国药典提供的对照品ꎬ 无须再进行结构确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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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买不到相应的对照品ꎬ 则可使用已标化的 ＡＰＩ 作为一级对
照品 (如采用红外光谱图、 紫外光谱图、 磁共振谱和质谱 (ＭＳ)
进行标化)ꎮ ＡＰＩ可能需要进一步纯化ꎬ 才能作为对照品使用ꎮ 化
学对照品的纯度要求取决于其预期用途ꎬ 像鉴别试验所需的对照
品对纯度要求不高ꎬ 因为少量杂质并不会对鉴别试验产生明显的
影响ꎮ 但与此相反ꎬ 含量测定中使用的化学对照品则要求很高的
纯度 (以无水物或者干燥品计ꎬ 纯度达到 ９９� ５％ )ꎮ 一级对照品
必须明确绝对含量ꎬ 计算公式如下: １００％ ꎬ 减去有机杂质 (如
使用 ＨＰＬＣ或 ＤＳＣ 等手段进行定量)ꎬ 减去无机杂质ꎬ 减去干燥
失重扣除挥发性杂质 (或水分扣除残留溶剂)ꎮ

二级 (或内控) 对照品ꎬ 可根据一级对照品标化后使用ꎬ
比如通过对比红外图谱证明结构一致ꎬ 利用一级对照品对二级
对照品进行定量等ꎮ 二级对照品通常是采用特殊手段分离纯化
得到的ꎬ 而非常规手段 (如会使用不常用的溶剂进行提取纯
化)ꎮ

对照品通常会建立相应的杂质谱ꎮ 具体内容参见 ３� ２� Ｓ� ４� ２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６Ａ[６]ꎬ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９４３ 号ꎬ 附

件 ３[１７]ꎮ
３� ２� Ｓ� ６　 包装容器和密闭系统 (名称ꎬ 生产商)
应提供包装容器和密闭系统的具体描述ꎬ 其中包括每个初级

包装所用到材料的特性和质量标准ꎮ 质量标准中应包括包装材料
的具体描述和鉴定 (需要时附关键部分的图)ꎮ 使用非药典方法
时ꎬ 如需要应提供相应的验证资料ꎮ

对于非功能性二级包装组件 (例如那些不提供额外的保护包
装)ꎬ 只简要说明即可ꎮ 但对于功能性二次包装组件ꎬ 则要提供
更为详尽的信息ꎮ

用包装材料需要考虑到: 包装材料种类的选择、 包装材料防
潮避光性、 包装材料与 ＡＰＩ 的相容性 (包装材料对 ＡＰＩ 的吸附
性、 包装材料的浸出、 包装材料的自身安全性) 等方面ꎮ

ＡＰＩ的包装过程应遵循 ＷＨＯ 关于药品包装的指导意见和药
典上的规定ꎮ

与 ＡＰＩ或 ＦＰＰ直接接触的包装称之为内包装材料ꎮ 生产商应
提供内包装材料特性及相关的特定鉴别方法 (比如红外)ꎮ

应提供适用于 ＡＰＩ的二次包装上标签的副本ꎬ 并包括储存条
件ꎮ 此外ꎬ 不管 ＡＰＩ的分发过程是否重新标记过ꎬ 该 ＡＰＩ 生产商
的厂名和厂址都应在外包装上注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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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Ｓ� ７　 稳定性试验 (名称ꎬ 生产商)
３� ２� Ｓ� ７� １　 稳定性试验的概论 (名称ꎬ 生产商)
稳定性试验所采用的研究类型、 使用的操作规程、 研究的结

果均应进行概括总结ꎮ 概论既要合理地记录像强制降解研究的试
验结果及其条件ꎬ 也要合理地记录储存条件、 复验期、 货架期的
检验结论ꎮ

ＷＨＯ关于 ＡＰＩ 及 ＦＰＰ 稳定性试验指导原则[１９]要求的内容ꎬ
是 ＡＰＩ和 ＦＰＰ申报新药资格预审中要求报告的稳定性数据的核心
内容ꎮ

如在 ＷＨＯ稳定性准则中所述ꎬ 稳定性试验的目的是: 说明
ＡＰＩ和 ＦＰＰ在温度、 湿度、 光照等不同环境条件影响下随时间不
断变化的情况ꎮ

稳定性研究的试验结果和相关信息 (例如试验条件ꎬ 试验参
数ꎬ 结论和承诺) 应使用 ＱＯＳ－ＰＤ中的表格模板加以汇总ꎮ

影响因素研究 (破坏试验)
正如 ＩＣＨ Ｑ１Ａ指导文件[２０]所述ꎬ ＡＰＩ的强制降解试验可检定

出可能存在的降解产物ꎬ 从而推断可能的降解途径ꎬ 进而分析
ＡＰＩ分子自身的稳定性ꎬ 验证所用的稳定性试验分析程序的有效
性ꎮ 强制降解试验的性质取决于 ＡＰＩ自身和所涉及 ＦＰＰ的类别ꎮ

可只使用单批次的 ＡＰＩ进行强制降解试验ꎮ 比如 “典型的强
制降解条件”ꎬ 可参见 ＷＨＯ 系列技术报告第 ２� １� ２ 章ꎬ ９５３ 号ꎬ
附件 ２[１９]ꎬ “典型的 ＡＰＩ降解途径的研究方法”ꎬ 参见 ＷＨＯ 系列
技术报告ꎬ ９２９ 号ꎬ 附件 ５ꎬ 表 Ａ１[２１]ꎮ

强制降解试验的目的是使 ＡＰＩ 进行不完全降解ꎬ 将降解控制
在一个比较小的程度ꎬ 通常将降解的 ＡＰＩ 的量控制在 １０％ ~
３０％ ꎮ 这是为使得一级降解发生ꎬ 还不产生二级降解产品ꎮ 当
ＡＰＩ对某一降解因素较敏感时ꎬ 需对降解条件和降解持续时间
加以调节ꎬ 以达到上述预期的降解效果ꎮ 通常强制降解试验持
续 １０ 天后ꎬ ＡＰＩ仍未产生降解产物ꎬ 则认为 ＡＰＩ 在该条件下是
稳定的ꎮ

可用 ＱＯＳ－ＰＤ的模板表格来总结强制降解试验的结果ꎬ 要记
录降解试验的具体条件 (如温度ꎬ 相对湿度ꎬ 溶液浓度和持续时
间)ꎬ 并同时记录各种试验数据 (如含量ꎬ 降解产物)ꎬ 并对结果
进行分析ꎬ 重点观察整个降解试验过程中 ＡＰＩ的质量平衡ꎮ

强光照射试验是强制降解试验重要的组成部分ꎬ ＩＣＨ Ｑ１Ｂ[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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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相应的降解条件ꎮ 如果药典表明某一 ＡＰＩ 需要 “避光”ꎬ
那么该 ＡＰＩ的包装上必须注明 “避光”ꎬ 若证明该 ＡＰＩ 所用包装
材料可以避光ꎬ 则该品种可以不进行强光照射试验ꎮ

相关科学文献的数据也可以被用来推导降解产物和降解途

径ꎬ 可来自 ＷＨＯ公共评估报告 (ＷＨＯ ＰＡＲｓ)ꎬ 欧洲公开评估报
告 (ＥＰＡＲｓ)ꎬ 也可来自其他文献ꎬ 并不仅限于此ꎮ

加速试验和长期试验

应提供在加速试验和长期试验条件下 ＡＰＩ 稳定性数据ꎬ 这也
包括流通领域收集到的信息及相关的科学文献ꎬ 但需对这些信息
来源的真实性进行考察ꎮ

ＷＨＯ药品资格预审规划要求的 ＡＰＩ 长期储存的条件是温度
３０℃±２℃和相对湿度 ６５％ ±５％ ꎬ 或温度 ３０℃ ±２℃和相对湿度
７５％ ±５％ ꎮ 通过研究ꎬ 保证 ＡＰＩ在复验期内ꎬ 并在上述长期储存
条件下可以保持稳定ꎬ 从而能保证 ＡＰＩ 在 ＷＨＯ 药物资格预审方
案拟定的流通环节中保持稳定ꎮ 如想改变试验条件应进行合理解
释ꎬ 比如说有参考文献或者试验数据表明该 ＡＰＩ在 ３０℃保存是不
稳定的ꎮ 对于那些应放置在冰箱或冷库的 ＡＰＩꎬ 应参考 ＷＨＯ 技
术报告系列中 ＷＨＯ稳定性指导原则ꎬ ９５３ 号ꎬ 附录 ２[１９]ꎮ 若 ＡＰＩ
需在－２０℃储存ꎬ 则根据不同药品ꎬ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ꎮ

如要建立复验期ꎬ 必须提供至少三批中试规模 ＡＰＩ 的试验数
据ꎮ 进行试验的批次应与实际生产的批次采用相同的合成路线ꎬ
生产过程和采用的包装也应与实际生产一致ꎮ 稳定性试验结束ꎬ
应对试验进行总结ꎬ 并按照 ＱＯＳ－ＰＤ的文件和图表对试验结果进
行记录ꎮ

稳定性研究报告应包含存储条件ꎬ 批号ꎬ 批次大小ꎬ 包装容
器和封装系统ꎬ 已完成的 (或将拟定的) 试验间隔ꎮ 报告中对于
结果的讨论应着重于具体观察到的各项试验结果ꎬ 而不是仅仅报
告 “各项检查均符合规定”ꎮ 分析试验结果及变化趋势也需一一
记录下来ꎮ 对于定量检查 (如有关物质项下的单杂和总杂的检查
和含量测定)ꎬ 都应记录实际数值结果ꎬ 而非笼统地说 “未超过
限度” 或 “符合规定”ꎮ 如果稳定性研究中使用的检测方法与
Ｓ� ４� ２ 项下规定的有所不同ꎬ 应附相应的方法学验证资料ꎮ

一般情况下ꎬ 提交的研究报告中最低实验条件ꎬ 如表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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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提交的研究报告中最低实验条件

存储温度 (℃) 相对湿度 (％ ) 最小的时间段 (月)
加速 ４０±２ ７５±５ ６
中间条件 ａ －ａ －ａ
长期 ３０±２ ６５±５ 或 ７５±５ ６

　 　 注: ａ表示长期条件是 ３０℃ ±２℃ / 相对湿度 ６５％ ±５％或 ３０℃ ±２℃ / 相
对湿度 ７５％ ±５％环境下ꎬ 无中间条件ꎮ

请参考 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 ９５３ 号－附录 ２[１９]ꎬ 进一步了解有
关贮存条件ꎬ 包装容器和封装系统ꎬ 测试项目和测试频率的具体
要求ꎮ

拟定储存条件和复验期

基于对 ＡＰＩ的稳定性试验评价ꎬ 拟定药品的存储条件ꎬ 并在
药品标签上注明ꎮ 通过稳定性试验研究ꎬ 将储存条件用 ＷＨＯ 稳
定性指导原则所推荐的术语准确描述出来ꎮ

复验期的拟定基于对 ＡＰＩ稳定性试验数据的考察ꎬ 并在包装
标签上标注出来ꎮ

超出复验期的 ＡＰＩꎬ 可再进行复验ꎬ 若复验合格ꎬ 可立即用
于药品生产 (例如在 ３０ 天内)ꎮ 如果复检时ꎬ 发现部分 ＡＰＩ 合
格ꎬ 部分 ＡＰＩ不合格ꎬ 则该批次 ＡＰＩ 不能在复验期之外使用ꎮ 但
是ꎬ 一个批次 ＡＰＩ可复检多次ꎬ 只要它仍符合规定ꎬ 就可在每次
复测后分次使用ꎮ 对于已知的不稳定的 ＡＰＩ (像某些抗生素) 更
适合建立货架期ꎬ 而非复验期[２０]ꎮ

在做 ＰＤ评估时ꎬ 在有合理的长期存储实验数据支持ꎬ 表明
ＡＰＩ在超出拟定的复验期仍能符合规定ꎬ 则可以申请适当延长复
验期ꎮ 申请人应参考 ＩＣＨ 指导原则 Ｑ１Ｅ[２３]中更详细的评估和稳
定性数据结果进行合理推测 (例如ꎬ 如果在加速条件 ６ 个月内未
观察到显著变化ꎬ 试验数据显示很少或根本没有变化ꎬ 重新拟定
的复验期可在长期试验的范围内延长至之前复验期的 ２ 倍ꎬ 但不
应超出长期试验数据范围ꎬ 即 １２ 个月)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１Ａ[２０]、 Ｑ１Ｂ[２２]、 Ｑ１Ｄ[２４]、 Ｑ１Ｅ[２３]、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９５３ 号ꎬ 附录 ２[１９]ꎮ
３� ２� Ｓ� ７� ２　 批准后稳定性方案和稳定性承诺
应提供批准后稳定性方案和稳定性承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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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稳定性研究的承诺

当 ＰＤ的评估报告中初始批次提供的长期稳定性数据没有涵
盖复验期时ꎬ 应给予承诺继续进行稳定性研究ꎬ 以确定复验期时
间ꎮ 在复验期内ꎬ 对于继续长期稳定性试验必须做出书面承诺ꎬ
签名、 注明日期ꎬ 并归档ꎮ

承诺的稳定性研究

承诺批次的长期稳定性研究必须通过监测复验期内至少 ３ 个
生产批次样品来完成ꎮ 凡没有提供 ３ 个生产批次的稳定性数据ꎬ
必须做出书面承诺ꎬ 并署名、 注明日期、 归档ꎮ 承诺批次的稳定
性试验方案必须包括如下试验数据ꎬ 但不仅限于以下参数:

• 如若可以ꎬ 提供稳定性试验样品的批次数和批次大小ꎻ
• 提供相关的物理、 化学、 微生物学和生物学检测方法ꎻ
• 提供相关的结果判定标准ꎻ
• 提供可参考的检测方法ꎻ
• 描述所用的包装容器和封装系统ꎻ
• 测试频率ꎻ
• 描述储存条件 (长期稳定性试验的储存条件必须与 ＡＰＩ标
注的储存条件相同)ꎻ

• 其他适用于 ＡＰＩ的特定参数ꎮ

持续稳定性研究

ＡＰＩ的稳定性研究应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持续监测ꎬ 包括稳
定性试验的所有检测 (如降解产物的变化)ꎮ 进行持续稳定性试
验的目的是监测 ＡＰＩꎬ 确保在未来生产的 ＡＰＩ 在复验期中保持
稳定ꎮ

除未生产的年份外ꎬ 每年至少选择一批次药品进行稳定性监
测ꎬ 而进行稳定性监测的药品至少每年监测一次ꎬ 来确定 ＡＰＩ 的
稳定性ꎮ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ꎬ 应适当增加稳定性考察的药品批
次ꎮ 持续稳定性研究的书面承诺ꎬ 应署名、 注明时间ꎬ 并归档ꎮ

对持续稳定性研究更详尽的内容请参见 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ꎬ
９５３ 号ꎬ 附录 ２[１９]第 ２� １� １１ꎮ

无论对于初始批次还是后续规定批次药品ꎬ 稳定性试验计划
的任何改动都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１Ａ[２０]、 Ｑ１Ｂ[２２]、 Ｑ１Ｄ[２４]、 Ｑ１Ｅ[２３]ꎻ ＷＨＯ
技术报告系列ꎬ ９５３ 号ꎬ 附录 ２[１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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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Ｓ� ７� ３　 稳定性数据
稳定性研究的结果 (如强制降解研究及条件) 应以适当的格

式如表格、 图形或文字陈述等形式被记录下来ꎮ 用于产生数据的
分析方法的信息以及这些方法的验证均应包含在内ꎮ 规定复验期
内的稳定性试验数据也应记录在案ꎬ 以作为设定有复验期的依
据ꎮ 对于定量检查项ꎬ 如有关物质检查中单个杂质和总杂质量的
检查和含量测定ꎬ 应当提供具体试验数据ꎬ 而不是笼统地说 “未
超限或者符合规定”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１Ａ[２０]ꎬ Ｑ１Ｂ[２２]ꎬ Ｑ１Ｄ[２４]ꎬ Ｑ１Ｅ[２３]ꎬ Ｑ２[１６]ꎻ
ＷＨＯ技术报告系列ꎬ ９５３ 号ꎬ 附录 ２[１９]ꎮ

３� ２� Ｐ　 药品 (药物制剂成品ꎬ ＦＰＰ)

３� ２� Ｐ� １　 ＦＰＰ的概述和处方 (名称ꎬ 剂型)
需要提供所申报 ＦＰＰ的概述和处方ꎮ 包括的内容如下:
• 制剂的概述
内容包括 ＦＰＰ的物理性状ꎬ 规格ꎬ 释放机制 [比如: 普通释

放或缓释 (迟或缓释)] 和其他可供区分的特征ꎮ 例如: “所申报
的规格为 ５０ｍｇ的 ＸＹＺ片剂应为白色椭圆薄膜衣片ꎬ 药片的一面
刻有 ‘５０’ 字样ꎬ 另一面为刻痕ꎮ 所申报的规格为 １００ｍｇ的 ＸＹＺ
片剂应为黄色圆形薄膜衣片ꎬ 药片的一面刻有 ‘１００’ 字样ꎬ 另
一面为光面ꎮ”

• 组成: 如列出制剂的所有组分ꎬ 以及各组分的单位制剂的
用量 (包括可能存在的过量投料情况)、 各组分的功能和
参考的质量标准 (包括药典标准或企业标准)ꎮ

药品的处方组成、 单位剂量中每一组分用量 (比如: ｍｇ /片、
ｍｇ / ｍｌ、 ｍｇ /瓶)、 各组分所占的百分比ꎬ 应使用 ＱＯＳ－ＰＤ 模板中
的表格进行概述ꎮ 若为包衣片ꎬ 则包衣的每种成分也应包括在表
格内ꎮ 同时附一份总重量或单位制剂的数量说明ꎮ

还应列出生产过程中所用到的所有成分ꎬ 包括并非生产中每
批都要添加的 (如酸和碱)、 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去除的 (如溶剂)
和其他任何可能要用到的成分 (如氮气或硅胶塞)ꎮ 如果成品是
以活性成分标示ꎬ 那么活性基团的当量应明确标明 (如 １ｍｇ 的活
性成分＝１� ０７５ｍｇ的活性成分盐酸盐)ꎮ 也应明确标明所有的过量
投料情况 (如 “２％的药物活性成分的过量投料用以补偿生产过
程中的损失”)ꎮ

申报时ꎬ 所有组分的名称应使用正确的名称或通用名ꎬ 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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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应的质量标准 (如 ＢＰ、 ＪＰ、 Ｐｈ� Ｅｕｒ� 、 Ｐｈ� Ｉｎｔ� 、 ＵＳＰ、 内控
标准)ꎬ 如可能ꎬ 标明原辅料的级别 (如 “微晶纤维素 ＮＦ (ＰＨ
１０２)”) 和工艺 (如冻干、 微粉化、 增溶或乳化)ꎮ

应列出所有组分的功能 (如: 稀释剂 (填充剂)、 黏合剂、
崩解剂、 润滑剂、 助流剂、 制粒溶媒、 包衣剂或防腐剂)ꎮ 如果
某一成分有多种功能则应标明其主要功能ꎮ 还应提供一些专用成
分和混合物 (比如: 胶囊壳ꎬ 着色剂或药用印染墨) 以及溶剂的
质量概述ꎮ 以上内容 (包括溶剂) 要在产品信息 (如: 药品说明
书、 标签和包装说明书) 中列出ꎮ

• 关于附带复溶溶剂的概述
所申请的 ＦＰＰ提供的复溶溶剂如果已经上市或者已经在另一

个 ＷＨＯ资格预认证药物提交的申报档案中涉及ꎬ 并已经评估且
得到认可的ꎬ 则可只提供该复溶溶剂的简要概述ꎮ 否则ꎬ 则需要
在 ＦＰＰ部分中对该部分内容单独阐述 ( “３� ２� Ｐ”)ꎮ

• 制剂和复溶溶剂 (如附有) 的包装类型
需要提供 ＦＰＰ和复溶溶剂包装材料信息 (如附有) 的简要描

述ꎬ 详细内容见 ３� ２� Ｐ� ７ 包装材料ꎮ 比如: “产品的包装为 ＨＤＰＥ
瓶与聚丙烯盖 (规格为 １００ｓ、 ５００ｓ 和 １０００ｓ) 和聚氯乙烯 /铝箔
单剂量包装 (规格为 １００ 包) (一板为 ５×２ꎬ １０ 板为一包)”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６Ａ[６]
３� ２� Ｐ� ２　 药物研发 (名称ꎬ 剂型)
产品档案的药物研发部分必须包括剂型、 处方、 生产工艺、

包装材料、 微生物检测和使用说明书等资料ꎮ 这部分的研究应与
根据标准进行的日常检验有所区别ꎮ 另外ꎬ 这一部分的资料必须
描述和指明会影响批次重现性、 产品性能及药物成品质量的处方
和关键生产工艺 (关键参数)ꎮ 来源于具体研究或发表的文章的
支持性数据可以放在药物研发部分或附在后面ꎮ 其他支持性数据
可以参考相关非临床或临床部分研究内容ꎮ

药物研究内容应至少包括:
• 质量、 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关的 ＱＴＰＰ 研究ꎮ 如给药途径、
剂型、 生物利用度、 规格和稳定性ꎮ

• 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质控指标 (ＣＱＡｓ) 研究ꎮ
• ＡＰＩ (ｓ)、 辅料和包装材料的类别、 级别的选择和给药装
置的潜在 ＣＱＡｓ的相关研究ꎮ

• 大批量生产达到 ＱＴＰＰ一致性的生产工艺和控制方案的选
择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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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品货架期风险管理原则对以上这些内容进行讨论ꎮ
(ＩＣＨ Ｑ８) [２５]ꎮ

其他药物的研发ꎬ 特别是固定剂量复方制剂的研究应参考
ＷＨＯ 技术系列报告ꎬ Ｎｏ� ９２９ꎬ 附录 ５[２１]的 ６� ３� ２ 部分ꎮ
３� ２� Ｐ� ２� １　 ＦＰＰ的组分 (名称ꎬ 剂型)
３� ２� Ｐ� ２� １� １　 药物活性成分 (名称ꎬ 剂型)
对在 ３� ２� Ｐ� １ 上列出的原辅料相容性信息进行讨论ꎮ 此外ꎬ

也应对影响 ＦＰＰ性能的 ＡＰＩ 的关键理化特征 (如水分、 溶解性、
粒度分布、 多态或固态形式) 进行讨论ꎮ 对于固定剂量复方制剂
(ＦＤＣｓ)ꎬ 应提供各药物活性成分之间的相容性资料ꎮ

可能会影响 ＦＰＰ产量和功效的 ＡＰＩ的理化特征ꎮ
ＷＨＯ固定剂量组合药物注册指南的附录 ３ 提供了相容性指

导原则 (ＷＨＯ 技术系列报告ꎬ Ｎｏ� ９２９ꎬ 附录 ５ꎬ ２００５) [２１] ꎮ 除
了外观检查ꎬ 还需要附上色谱检测结果 (含量、 纯度) 来说明
主成分之间以及主成分与辅料之间的相容性ꎮ 一般来说ꎬ 如果
能提供 (如在 ＳｍＰＣ或产品黄页能提供信息) 所用辅料在参比制
剂中存在的相关证明ꎬ 则不需要再提供该辅料与 ＡＰＩ 的相容性
资料ꎮ
３� ２� Ｐ� ２� １� ２　 辅料 (名称、 剂型)
根据辅料各自的功能ꎬ 对可以影响到药物成品性能的辅料的

选择 (在 ３� ２� Ｐ� １ 上列出) 和百分比和特性进行讨论ꎮ
在有些地区ꎬ 辅料需首选药典各论已收载的ꎬ 有的地区也

可选择如 ＵＳ－ＦＤＡＩＩＧ[２８]目录和 «药用辅料手册» [２９]中收载的其
他的辅料及浓度ꎬ 但是用的辅料浓度超出规定范围时则通常需
要充分论证 [３０] ꎮ 此外ꎬ 若使用指南里注明尽量避免使用的辅
料时ꎬ 应事先咨询ꎬ 例如: ＥＭＡ 指南 ＣＰＭＰ / ４６３ / ００ [３１]中列出
的偶氮着色剂ꎮ 其他指南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通用性指导原
则ꎮ 例如 ＷＨＯ 关于儿科药物研发的指导原则: 制剂处方
要点 [３２] ꎮ

除非有充分的验证数据的支持ꎬ 否则必须固定辅料的种类和
用量ꎮ 对辅料选择的验证内容应包括相关的相容性研究的结果
(比如: 含伯胺或仲胺活性药物与乳糖的相容性)ꎮ 必要时ꎬ 应提
供其他相关信息 (如土豆或玉米淀粉的使用)ꎮ

如果处方中含有抗氧剂ꎬ 对处方浓度的抗氧剂的有效性应进
行验证和确证研究ꎮ

防腐剂有关内容见 ３� ２� Ｐ� ２�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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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Ｐ� ２� ２　 成品制剂 (名称、 剂型)
３� ２� Ｐ� ２� ２� １　 处方研发 (名称、 剂型)
应提供 ＦＰＰ的研发综述资料ꎬ 包括 ＦＰＰ 的给药途径和用法ꎮ

应对生物利用度研究用或豁免体内研究处方与 ３� ２� Ｐ� １ 所述处方
(组成成分) 间的差异进行论述ꎮ 还应对体外比较研究结果 (如
溶出度) 或体内比较研究结果 (如生物等效性) 进行讨论ꎮ

ＷＨＯ药品预认证机构对已上市的多来源产品要求是: 生产
并上市销售至少 ５ 年ꎬ 或者至少在过去一年生产至少 １０ 批产品ꎬ
或者ꎬ 如果在过去一年内生产少于 １０ 批次ꎬ 但在过去的 ３ 年内生
产不低于 ２５ 批次的多来源产品ꎮ 产品需符合已上市的多来源产
品的标准ꎬ 需完成档案的 Ｐ� ２� ２� １ 节所有部分 [除了 Ｐ� ２� ２� １
(ａ)] 和质量信息摘要 (ＱＯＳ－ＰＤ)ꎮ 此外ꎬ 应提供附件 ２ 中提到
的产品质量回顾的有关内容ꎮ

当研发多规格处方ꎬ 或可作为豁免体内研究的制剂处方时ꎬ
应考虑生物等效性研究的要求ꎬ 这部分内容可以参考文献 (如
ＷＴＯ 技术系列报告ꎬ ＮＯ� ９３７ꎬ 附录 ７) [３３]ꎮ

当ＷＨＯ ＥＯＩｓ中明确指出为刻痕片ꎬ 或者产品被列入参比制
剂目录ꎬ 或者产品的用药剂量根据需要被分成更小的剂量等这些
情况时ꎬ 应提供刻痕片ꎮ

如果申报的 ＦＰＰ为刻痕片ꎬ 那么需要进行分割后药片的均匀
度试验ꎬ 以确保等分后片剂的均一性ꎮ 产品档案中的这部分数据
中应包括测试的方法ꎬ 单个测定值ꎬ 平均值ꎬ 相对标准偏差
(ＲＳＤ) 的结果ꎮ 随机选择至少 １０ 片ꎬ 对等分后的片剂进行均匀
度测定 (即等分部分的剂量小于 ５ｍｇ 或小于 ５％单位制剂重量的
含量均匀度ꎬ 或其他情况下的片重差异检查)ꎮ 比如一分为二的
刻痕片ꎬ 那么测定的数量为 １０ 个半片 (每整片的一个半片作为
测定用供试品)ꎬ 如果是一分为四的刻痕片ꎬ 就是测定 １０ 个 １ / ４
片 (每整片的 １ / ４ 片为测定用供试品)ꎮ 产品的每个规格至少测
定一个批次ꎮ 理论上ꎬ 该研究应涵盖硬度值的所有范围ꎮ 刻痕片
的方式应该是消费者通常使用的方式 (例如: 用手掰的方式)ꎮ
应该提供数据证明半片制剂的均匀度ꎬ 但是这个项目不需要添加
到 ＦＰＰ (ｓ) 标准中ꎮ 在 ＦＰＰ 标准和产品信息的性状描述中 [如
药品说明书 (ＳｍＰＣ)、 标签和包装说明书] 应该能反映产品的等
分情况ꎮ

如果刻痕片是为儿科用药ꎬ 那么需要证明药片等分后的含量
均匀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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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刻痕线只是为了方便吞咽ꎬ 而不是为了能把药片分成相
等的剂量ꎬ 应在说明书中标明ꎮ

体外溶出或药物释放

应对处方研发过程中的溶出方法和溶出特性的研究进行

讨论ꎮ
应提供体外溶出或药物释放条件选择的研究验证结果 (如装

置、 转速和溶出介质)ꎮ 相关数据应能证明出所选的方法能有效
地体现出片剂的工艺和 (或) 关键辅料用量和 (或) 级别以及粒
径的变化ꎮ 溶出方法的选择应该能有效地体现出产品随一个或几
个药代动力学参数的变化而发生的改变ꎮ 单点测试时应依据 ＡＰＩ
溶解性和 (或) 生物药剂学分类确定溶出范围ꎮ

对难溶的普通释放制剂 (例如: Ｑ ＝ ８０％ ꎬ 在 ９０ 分钟)ꎬ 需
要有第二个时间点对其进行控制 (例如 Ｑ ＝ ６０％ ꎬ 在 ４５ 分钟)ꎮ

ＦＰＰｓ的常规质量控制应该包括有效的体外释放 (溶出) 速
率测试ꎮ 该测试要能体现体内－体外的相关性ꎮ 为了确认该 ｐＨ是
否适合该剂型ꎬ 应该提交 ｐＨ对溶出行为影响的相关证明材料ꎮ

对于缓释 ＦＰＰｓꎬ 测试条件的设置应涵盖预期释放的整个时间
(如 １２ 小时的释放度测定ꎬ 至少设置三个测试时间间隔ꎬ 更长时
间的释放度测定需要设置更多的时间间隔)ꎮ 应在药物释放的早
期阶段设定测试点 (如在第一小时内) 来说明没有突释现象的发
生ꎮ 每个测试点都应设定上限和下限ꎮ 一般每个中间测试点限度
的可接受范围不应该超过目标值的 ２５％或±１２� ５％ ꎮ 应提交多批
次的溶出数据ꎬ 这些批次应包括进行药代动力学和生物利用度或
豁免体内研究用的批次ꎮ

比较溶出曲线考察和评估内容见附件 １ꎮ
３� ２� Ｐ� ２� ２� ２　 过量投料 (名称ꎬ 剂型)
在 ３� ２� Ｐ� １ 应对处方中的过量投料情况进行验证ꎮ
应对在生产过程中用于补偿损失的过量投料情况进行验证ꎬ

包括损失发生的环节、 原因和相关批次的分析数据 (含量测定结
果)ꎮ

禁止仅仅为了延长 ＦＰＰｓ有效期采取过量投料的措施ꎮ
３� ２� Ｐ� ２� ２� ３　 理化和生物特性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与 ＦＰＰ性能相关的参数ꎬ 如 ｐＨ、 离子强度、 溶出度、

再分散性、 复溶、 粒径分布、 聚集性、 晶型、 流变学特性、 生物
学活性或效价和 (或) 免疫活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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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Ｐ� ２� ３　 生产工艺研发 (名称ꎬ 剂型)
对在 ３� ２� Ｐ� ３� ３ 提出生产工艺的选择和优化进行解释ꎬ 尤

其是其中的关键环节ꎮ 如有必要ꎬ 需对灭菌方法的选择进行
验证ꎮ

如有必要ꎬ 应提供无菌操作部分或其他的灭菌方式和终端灭
菌的选择验证资料ꎮ

对于影响产品体内行为的生物利用度比较研究或豁免体内研

究用批次的生产工艺与 ３� ２� Ｐ� ３� ３ 所述工艺间的差异应进行
讨论ꎮ

如果产品要符合已上市的多来源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ꎬ 为了
达到 Ｐ� ２� ３ 中的要求ꎬ 必须完成档案的 Ｐ� ２� ３ (ｂ) 部分和 ＱＯＳ－
ＰＤꎬ 并上报附件 ２ 中的产品质量回顾ꎮ 对于适用指导原则的其他
产品ꎬ 也应完整填报 Ｐ� ２� ３ 内容ꎮ

应提供特殊药物选择 (如剂型、 给药系统) 的相关原理ꎮ 对
影响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生产、 填充和包装工艺选择的基本原理也
应该进行解释 (如湿法制粒选择使用高剪切制粒机)ꎮ 该部分内
容还应包括对原料药的破坏试验内容的解释和避免 ＦＰＰ变质的相
关研究内容ꎮ (如避光或防潮保存)

应对 ３� ２� Ｐ� ３� ３ 描述的生产工艺的选择、 优化或规模扩大的
原理给予解释ꎬ 特别要针对其中的关键环节 (如制粒液添加的速
率制粒时间和制粒终点的选择)ꎬ 同时ꎬ 应对关键工艺参数
(ＣＰＰ)、 ＱＴＰＰ和 ＣＱＡ中的对产品的控制和质量一致性进行讨论
(ＩＣＨＱ８[２５])ꎮ
３� ２� Ｐ� ２� ４　 包装材料 (名称ꎬ 剂型)
需要讨论制剂在储存、 运输和使用过程中的包装材料适用

性ꎮ 包括材料选择、 湿度控制和避光性、 包装材料安全性、 包装
材料与制剂材料的兼容性 (包括容器的吸附和滤过作用) 及其性
能 (比如制剂从容器中多次转移的重现性) 的内容ꎮ

实验要求根据不同剂型不同给药途径对包装材料中接触材料

的适用性进行确证实验ꎮ 药典包括包装材料标准ꎬ 如:
— 玻璃容器[３４ꎬ３５]ꎻ
— 塑料容器[３６ꎬ３７]ꎻ
— 胶塞[３８ꎬ３９]ꎮ
表 ２ 概括了不同剂型包装材料接触材料适用性试验的基本

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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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包装材料接触材料适用性的一次性试验研究

口服固体制剂
口服液体和

局部作用制剂

无菌制剂

(包括眼用制剂)
其他处理的描述ａ Ｘ Ｘ Ｘ (灭菌和去热原)
提取研究 — Ｘ Ｘ

相互作用研究

(转移和吸附)
— Ｘ Ｘ

透湿性 Ｘ (吸水) Ｘ (通常为失水) Ｘ (通常为失水)
透光性 Ｘｂ Ｘ Ｘ

　 　 注: Ｘ需要提供的信息ꎻ — 不需要提供的信息ꎻ ａ 比如管材的涂布ꎬ 胶塞的硅
化ꎬ 安瓿和小瓶的硫化处理ꎻ ｂ如果产品对光稳定则不需要提供ꎮ

口服固体制剂和固体原料可以遵从食品塑料包装材料的相关

规定 (如 (ＥＵ) Ｎｏ� １０ / ２０１１[４０])ꎮ
中间体和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 (如预混物料) 的储存、 运输

和使用的包装材料适用性需要进行讨论ꎮ
对于多剂量的口服液体和固体制剂 (如溶液、 乳液、 混悬

液、 粉末或颗粒)ꎬ 在其包装系统中需要提供给药装置ꎮ
根据 «国际药典» 的通则中口服液体制剂的内容: “从多剂

量容器中量取每个单剂量需要使用可以量取处方体积的装置ꎮ 这
个装置一般是 ５ｍｌ或者多剂量的勺子或者杯子ꎬ 或者其他体积的
口腔针管ꎬ 或者用于口服滴剂的滴管ꎮ”

对于多剂量容器配套的装置ꎬ 必须对其最低剂量的重现性进
行验证 (如指定体积重现性的测定)

在模块 １ 中必须提供该装置的样品ꎮ
３� ２� Ｐ� ２� ５　 微生物测定
一般情况ꎬ 需要对剂型的微生物测定实验进行讨论ꎬ 例如对

于非无菌产品不需要做微生物限度检查的原因的阐述ꎬ 对有防腐
剂样品的防腐剂的选择和防腐效力的测定ꎬ 防止微生物进入的包
装材料的完整性试验等ꎮ

在制剂中如果需要添加防腐剂则需对防腐剂的量进行验证ꎬ
需要提供通过不同浓度实验证明的防腐剂最小有效剂量的相关资

料ꎮ 必须通过相应的实验 (例如 «美国药典» 或者 «欧洲药典»
附录中防腐剂的章节) 用一批样品对防腐效力进行验证和确证ꎮ
如果防腐剂含量标准的低限低于 ９０� ０％ ꎬ 则需要根据标准中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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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含量的低限用一批样品建立防腐剂效力试验ꎮ
为了对货架期进行验证ꎬ 根据 ＷＨＯ 稳定性指导原则 (ＷＨＯ

技术系列报告ꎬ Ｎｏ� ９５３ꎬ 附录 ２ꎬ ２００９[１９] )ꎬ 不管货架期和出厂
的防腐剂含量标准是否一致ꎬ 都应运用一个独立的初始稳定性批
次测定防腐剂的效力 (包括防腐剂的含量)ꎮ
３� ２� Ｐ� ２� ６　 相容性 (名称ꎬ 剂型)
在标签中应明确指出制剂的复溶溶剂或者给药装置与制剂的

相容性 (比如 ＡＰＩ在溶液中产生沉淀、 注射装置的吸附作用、 稳
定性) 的有关信息ꎮ

口服液体或者固体制剂需要用给药装置 (如乳剂、 混悬剂和
需要复溶的粉剂或颗粒剂)ꎬ 但要求倒入后马上服用时ꎬ 则不需
要进行下面提到的相容性实验ꎮ

对于需要复溶的无菌药品ꎬ 要对超过标签中规定范围的所有
复溶溶剂的相容性进行研究ꎮ 建议该研究使用放置较久的样品来
进行ꎮ 当标签中没有规定具体容器ꎬ 则必须对玻璃、 ＰＶＣ 和聚烯
烃材料容器的相容性实验 (相关检验项目ꎬ 包括外观、 ｐＨ、 含
量、 单一杂质和总降解杂质的量、 粒度、 包装材料中提取物的
量) 进行研究ꎮ 如果标签中规定了一种或多种容器ꎬ 则只需要对
指定的容器类别的相容性进行研究ꎮ

该研究必须涵盖标签中提到的整个储存周期 (比如室温保存
２４ 小时ꎬ 低温保存 ７２ 小时)ꎮ 如果标签中提到需要和其他制剂联
合使用ꎬ 则必须同时分别对主要制剂和联合使用的制剂进行相容
性研究ꎮ (比如ꎬ 除了上面提到的检验项目ꎬ 还应该研究每种联
合使用的制剂的含量和降解程度)ꎮ
３� ２� Ｐ� ３　 生产 (名称ꎬ 剂型)
３� ２� Ｐ� ３� １　 生产企业 (名称ꎬ 剂型)
必须提供每个生产企业的名称、 地址以及职责ꎬ 包括法人和

每个生产和检验的场所和设施ꎮ
生产、 包装、 标签和检验过程中的设施都必须列出ꎮ 如果特

定的公司只负责一个特定的部分 (比如仅生产中间体)ꎬ 应明确
指出 (ＷＨＯ药品分销规范[４１])ꎮ

生产企业和公司的列表都必须明确提供实际的生产地址或生

产区域 (包括街区和单元)ꎬ 而不是管理办公地址ꎮ
当将 ＡＰＩ和辅料的混合作为终产品生产的第一步时ꎬ 则超出

了 ＡＰＩ 的定义范围ꎬ 只有当 ＡＰＩ 不能独立存在时才允许ꎮ 同样ꎬ
当将多种 ＡＰＩ互相混合作为终产品生产的第一步时ꎬ 这些步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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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场所都应该在此部分列表中明确指出ꎮ
必须提供药品生产许可和销售许可的有效证件ꎬ 确认所生产

的产品符合国家法律规定 (模块 １ꎬ １� ２� ２)ꎮ
尽可能提供药品主要生产步骤中的每个场所依据 ＷＨＯ 认证

计划中的国际贸易药品质量部分有关内容而发布的 ＷＨＯ ＧＭＰ 证
书 (模块 １ꎬ １� ２� ２)ꎮ

当生产国产品与获得 ＷＨＯ认证国家的产品存在任何差异时ꎬ
应该进行验证ꎮ

提交申请的地区和销售国家与提供 ＷＨＯ 认证的国家之间的
产品有差异时ꎬ 需提供相应的数据以支持该证明的适用性ꎮ 这种
情况下要对不同的生产场所ꎬ 不同的规格和处方提供验证数据ꎮ
值得注意的是只能允许存在非常小的差异ꎮ 产品容器和标签的差
异不需要进行验证ꎮ

在其他国家的管理情况

需要提供产品在其他国家有关情况列表ꎬ 包括该产品的销售
许可证信息ꎬ 该药品退市信息和 (或) 者销售申请驳回信息、 延
期或者撤销信息等ꎮ

参考资料: ＷＨＯ 技术报告ꎬ Ｎｏ� ９６１ꎬ 附录 ３[４２]以及 Ｎｏ� ９５７ꎬ
附录 ５[４１]ꎮ
３� ２� Ｐ� ３� ２　 批处方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包含生产工艺中该剂型的所有成分、 每批次用量 (包

括过量投料) 以及参考的质量标准的列表ꎮ
应使用 ＱＯＳ－ＰＤ模板中的表格对商业生产批量的批处方进行

总结ꎬ 包括对每批次中每种成分的含量、 该批样品的总重和总
批量ꎮ

应列出生产过程中用到的所有成分ꎬ 包括不是生产中每批
均要添加的 (如酸和碱)、 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去除的 (如溶剂)
以及其他任何用到的成分 (如氮气或硅胶塞)ꎮ 如果成品是以
活性基团标示ꎬ 则应明确标明活性基团的当量 (如 １ｋｇ 的活性
成分 ＝ １� ０７５ｋｇ的活性成分盐酸盐)ꎮ 还应明确标明过量投料状
况 (如 ２％的药物活性成分的过量投料用以补偿生产过程中的
损失)ꎮ

申报时ꎬ 所有组分的名称应使用正确的名称或通用名ꎬ 提供
相应的质量标准 (如 ＢＰ、 ＪＰ、 Ｐｈ� Ｅｕｒ� 、 Ｐｈ� Ｉｎｔ� 、 ＵＳＰ、 内控标
准)ꎬ 有些情况下还应标明其级别 [如 “微晶纤维素 ＮＦ ( ＰＨ

�１３１�



１０２)”] 和工艺 (如冻干、 微粉化、 增溶或乳化)ꎮ
３� ２� Ｐ� ３� ３　 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的描述 (名称ꎬ 剂型)
需要提供一份能够涵盖所有工艺环节的流程图ꎬ 并在流程图

中指出投料的环节ꎮ 所有过程控制ꎬ 中间体检测或终产品控制有
关的关键步骤和关键点都应在图中明确指出ꎮ

需要提供一份有关生产流程和生产规模的生产工艺 (包括包
装工艺) 的描述性文件ꎮ 对会直接影响产品质量的新工艺技术和
包装操作都应详细说明ꎮ 应根据设备类型 (如滚筒搅拌机、 在线
混匀器) 和工作能力对仪器进行检定ꎮ

工艺中的每个环节都应设置适当的工艺参数ꎬ 如时间、 温
度、 或 ｐＨꎮ 相关的数值也可以使用特定范围来表示ꎮ 关键步骤
的数值范围应在 ３� ２� Ｐ� ３� ４ 中进行验证ꎮ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ꎬ 应
标明环境条件 (如泡腾制剂的低湿度条件)ꎮ

应标明 ＦＰＰ在最终包装前所能放置的最长时间ꎮ 放置时间如
果超过 ３０ 天ꎬ 则应该通过提交稳定性实验结果作为支持数据ꎮ
对于无菌生产的 ＦＰＰꎬ 大量样品的无菌过滤和灌装应尽量使用持
续性工艺ꎬ 任何放置时间都需验证ꎮ

对物料再加工的相关提议应进行验证ꎮ 该验证内容的所有支
持性数据都应在本节 (３� ２� Ｐ� ３� ３) 列出ꎬ 也可用参考文献ꎮ

上述信息都应使用 ＱＯＳ－ＰＤ 模板中的表格总结ꎬ 要能够反
映出商业批次的生产情况ꎮ 中试规模和大生产的定义见术语
(章节 ２)ꎮ

应明确指出无菌产品每个生产环节 (如混合、 灌装和密封)
的环境级别 (如 Ａ、 Ｂ或者 Ｃ)、 灭菌参数、 灭菌设备、 包装材料
和终端灭菌等内容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８[２５]ꎬ Ｑ９[２６]ꎬ Ｑ１０[２７]ꎮ
３� ２� Ｐ� ３� ４　 关键步骤和中间体的控制 (名称ꎬ 剂型)
关键步骤: 为了确保生产过程得到有效的控制ꎬ 应提供在

３� ２� Ｐ� ３� ３ 认定的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步骤的检验内容和标准 (包
括验证内容及其实验数据)ꎮ

中间体: 应提供过程中相关中间体的质量控制信息ꎮ
生产过程中的控制实例:
• 制粒: 水分 (限度用范围表示)、 混合均匀度 (例如: 低
剂量片剂)、 体积、 堆密度和粒度ꎻ

• 口服固体制剂: 平均重量、 重量差异、 硬度、 厚度、 脆
性、 压片过程中崩解时限的定期检查ꎬ 以及包衣过程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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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增加ꎻ
• 半固体制剂: 黏度、 均匀性、 ｐＨꎻ
• 透皮剂型: ＡＰＩ－黏合剂混合物、 涂层块的单位面积重量ꎻ
• 定量吸入剂: 装量或体积、 检漏实验、 阀外喷出量ꎻ
• 粉雾剂: ＡＰＩ混合物的含量测定、 水分、 单剂型包装的装
量差异 (胶囊型或泡囊型粉雾剂)ꎻ

• 液体制剂: ｐＨ、 比重、 溶液的澄清度ꎻ
• 注射剂: 性状、 澄清度、 装 (重) 量差异、 ｐＨ、 过滤器
完整性测试、 不溶性微粒、 安瓿瓶的检漏、 预过滤和
(或) 预灭菌后的生物负载试验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２[１６]ꎬ Ｑ６Ａ[６]ꎬ Ｑ８[２５]ꎬ Ｑ９[２６]ꎬ Ｑ１０[２７]ꎻ
ＷＨＯ系列报告ꎬ ９２９ 号ꎬ 附录 ５[２１]ꎮ
３� ２� Ｐ� ３� ５　 工艺验证和 (或) 评估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 (如灭菌过程、 无菌处理或无菌

灌装) 和关键测定信息的说明、 文件和验证 /评估结果ꎮ 如有必
要ꎬ 还应在 ３� ２Ａ� ２ 中提供病毒的安全性评价ꎮ

对于符合已有标准的多来源产品ꎬ 附录 ２ 中列出的产品质量
回顾概述可由以下信息替代ꎮ

除符合已有标准的多来源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均应提供下列

信息:
(１) 一份工艺验证方案的副本ꎬ 具体到本 ＦＰＰꎮ
(２) 一份承诺书ꎬ 即三个连续批量生产的制剂将按照上述方

案接受预期验证ꎮ 申请人应提交该承诺书ꎬ 这些研究信息可用于
ＷＨＯ的预认证工作ꎮ

(３) 如果已经进行了工艺验证研究 (如: 无菌产品)ꎬ 应在
ＰＤ里提供工艺验证报告ꎬ 代替上述的 １ 和 ２ꎮ

针对非无菌类产品ꎬ 最终产品检测是工艺验证的、 最实际的
形式之一ꎬ 其程度大于常规质量控制的要求ꎮ 其抽样更加广泛ꎬ
远远超出了日常质量控制和普通样品检测ꎬ 通常后者只进行一
些特定的参数分析ꎮ 例如ꎬ 可以称重每批次的数百片片剂ꎬ 检
测其单位剂量的均匀性ꎮ 然后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ꎬ 以验证是
否呈正态分布ꎬ 并确定平均片重的标准方差ꎮ 同时ꎬ 也应对独
立结果的可信限和批次间的均匀性进行评估ꎮ 如果置信区间能
很好地符合药典规定ꎬ 那么可以保证这些随机抽取的样本满足
监管的要求ꎮ

通常ꎬ 大量的取样和检测可以满足任何质量要求ꎮ 另外ꎬ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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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阶段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进行验证ꎬ 例如可以分别检测大量样品
的含量ꎬ 采用含量均匀度的方法对低剂量片剂生产中混合或制粒
阶段的均一性进行考察和验证ꎮ 在一些情况下ꎬ 某些的产品特性
可能不需要检测ꎮ 如果没有对每批次进行这样的检测ꎬ 那么ꎬ 可
通过电子仪器检测注射剂的可见异物ꎬ 或者测定片剂或胶囊的溶
出曲线ꎮ

当批量大小的范围已设立ꎬ 那么在该范围内的批量变化不能
改变最终产品的特性ꎮ 一旦在预认证后提出进一步扩大规模ꎬ 那
么在下面验证方案中所列的参数将需要重新验证ꎮ

该工艺验证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现行主要生产管理文件的参考文件ꎻ
— 对关键设备的讨论ꎻ
— 影响 ＦＰＰ质量的工艺参数 [关键工艺参数 (ＣＰＰｓ)]ꎬ 包
括挑战实验和故障模式操作ꎻ

— 取样的细节: 取样点ꎬ 取样阶段ꎬ 取样方法和取样计划
(包括搅拌器的原理示意图或用来进行终混合均匀度检测
的储物罐)ꎻ

— 试验参数、 生产和放行的验收标准、 生物等效性研究和生
物豁免研究中的批次与验证批次的溶出曲线比较研究ꎻ

— 分析方法或参考文献ꎻ
— 记录和评价结果的方法ꎻ
— 完成方案的时间表ꎮ
无菌 ＦＰＰｓ的生产需要对生产区域进行严格控制 (如使用高

度可靠的程序严格控制下的生产环境和适当的生产控制)ꎮ 应详
细描述环境的条件、 相关步骤和控制的方法ꎬ 同时ꎬ 还应提供下
列标准操作步骤:

— 容器、 盖子和设备的清洗、 处理、 灭菌以及去除热原ꎻ
— 过滤ꎻ
— 冻干ꎻ
— 填充和密封安瓿的检漏试验ꎻ
— 产品的最终检验ꎻ
— 灭菌周期ꎮ
灭菌过程是注射剂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过程ꎮ 可以使用湿热

(如蒸汽)、 干热、 过滤、 气态灭菌 (例如环氧乙烷) 或辐射等方
法进行灭菌操作ꎮ 应当指出的是ꎬ 在实际操作中ꎬ 终端蒸汽灭菌
被认为是确保最终的 ＦＰＰ无菌的最佳方法选择ꎮ 因此ꎬ 选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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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灭菌方法都应提供科学验证ꎮ
为了保障生产出的无菌产品的可靠性ꎬ 同时ꎬ 也为了确保其

理化性质和安全性不会受到影响ꎬ 应提供灭菌过程的详细细节描
述及依据ꎮ 如应提供 Ｆ０值的范围、 温度范围、 ＦＰＰ 的峰值、 停留
时间和包装材料的等详细信息ꎮ 虽然不需要对标准的高压灭菌周
期为 １２１℃、 １５ 分钟或其他的方法进行详细阐述ꎬ 但是如果通过
降低循环温度或提高循环温度以缩短暴露时间则必须提供正当理

由ꎮ 如果使用环氧乙烷ꎬ 则需要通过研究和标准的控制来考察残
留的环氧乙烷和相关化合物的水平ꎮ

所使用的任何过滤器应当对孔径、 与产品的相容性、 不存在
残留物和对 ＡＰＩ或任何成分有无吸附作用进行验证ꎮ

对不能被最终灭菌的注射产品的无菌验证ꎬ 应进行模拟过程
试验ꎮ 该模拟试验涉及在常规条件下向容器内灌装培养基并进行
培养ꎮ 具体细节请参考 ＷＨＯ的 ＧＭＰ指南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８[２５]ꎬ Ｑ９[２６]ꎬ Ｑ１０[２７]ꎻ ＷＨＯ 技术系列报
告ꎬ ９６１ 号ꎬ 附录 ３[４２]ꎮ
３� ２� Ｐ� ４　 辅料的控制 (名称ꎬ 剂型)
３� ２� Ｐ� ４� １　 标准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辅料的质量标准ꎮ
申请人或 ＦＰＰ制造商应提供所有使用辅料的标准ꎬ 包括那

些不是每批次都添加的成分 (如酸和碱)ꎬ 可能已经去除的成
分 (如溶剂) 以及制造过程中可能使用的成分 (如氮气或硅
胶塞)ꎮ

如果某种辅料的检测标准是官方药典标准ꎬ 依据这一标准对
该辅料进行检测就足够了ꎬ 无须重新制定标准ꎮ

如果辅料的检测标准是非药典标准 (如内控标准)ꎬ 或者其
收录在官方药典补充说明中ꎬ 那么应提供该辅料标准的副本ꎮ

用于 ＷＨＯ药品项目预认证的产品ꎬ 只能使用官方药典收载
的辅料ꎬ 其他的则需要进行验证ꎮ

天然来源辅料的标准中应包含微生物限度检查ꎮ 如果提交的
５ 个生产批次的结果是合格的ꎬ 可以不用再测试ꎮ

植物油 (如大豆油或花生油)ꎬ 需要证明其不含黄曲霉素或
杀虫剂ꎮ

只允许使用收载在 “日本药用辅料”、 欧盟 “允许的食品色
素目录” 以及 ＦＤＡ “非活性成分指南” 中的着色剂ꎮ 对于有专利
的混合着色剂ꎬ 需要提供质量配方、 ＦＰＰ 制造商的产品标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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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测定方法ꎮ
应提供矫味剂的主要成分ꎬ 和符合食品法规 (如美国或欧盟

的规定) 的声明ꎮ
如果该信息需要保密ꎬ 由供应商应直接提交到 ＷＨＯ 药品项

目预认证管理部门ꎬ 并在封面上做好保密标示ꎮ
每一种风险成分都要提交相关认证ꎮ
如果供应商对市售的辅料进行了纯化ꎬ 则应说明纯化和修饰

的过程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６Ａ[６]ꎮ
３� ２� Ｐ� ４� ２　 分析方法 (名称ꎬ 剂型)
必要时应提供辅料的分析方法ꎮ
如果分析方法来源于官方药典则不需要提交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２[１６]ꎮ
３� ２� Ｐ� ４� ３　 分析方法的验证 (名称ꎬ 剂型)
必要时应提供用于辅料检测的分析方法的验证信息ꎬ 包括实

验数据ꎮ
辅料检测的验证信息一般不用提交ꎬ 除非使用的是内控方法

进行的验证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２[１６]ꎮ
３� ２� Ｐ� ４� ４　 标准的验证 (名称ꎬ 剂型)
必要时应提供所推荐的辅料标准的验证ꎮ
应提供对官方药典方法的补充检测的讨论ꎮ
３� ２� Ｐ� ４� ５　 来源于人或动物的辅料 (名称ꎬ 剂型)
来源于人或动物的辅料ꎬ 应提供相关信息 (如来源、 标准、

检测方法的描述、 病毒安全性数据)ꎮ 详情见 ３� ２� Ａ� ２ꎮ
以下辅料应在本节标出: 如明胶、 磷酸盐、 硬脂酸、 硬脂酸

镁和其他硬脂酸盐ꎮ 植物来源的辅料ꎬ 仅需说明来源ꎮ
对于动物来源的辅料ꎬ 则需要提供无传播动物海绵状脑病风

险的证明ꎮ
尽可能避免使用动物来源的辅料ꎮ
应提供能展示遵守 ＴＳＥ的 ＣＥＰꎬ 并在模块 １ 中提供一份完整

的 ＣＥＰ副本 (包含附件)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５Ａ[４３]ꎬ Ｑ５Ｄ[４４]ꎬ Ｑ６Ｂ[４５]ꎬ ＷＨＯ 技术系列

报告ꎬ ９０８ 号ꎬ 附录 １[４６]ꎮ
３� ２� Ｐ� ４� ６　 新型辅料 (名称ꎬ 剂型)
对于 ＦＰＰ中首次使用的或改变了给药途径的辅料ꎬ 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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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Ｉ和 (或) ＦＰＰ格式 (详情见 ３� ２� Ａ� ３) 提供关于其生产过程、
产品特性和质量控制的全部细节ꎬ 以及支持安全性的数据 (临床
或非临床)ꎮ

ＷＨＯ药品项目预认证不接受新型辅料ꎮ 新型辅料被定义为
没有被 ＳＲＡ或 ＷＨＯ批准用于产品中 (在同一水平和相同的管理
程序下) 的辅料ꎮ
３� ２� Ｐ� ５　 ＦＰＰ的控制 (名称ꎬ 剂型)
３� ２� Ｐ� ５� １　 标准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 ＦＰＰ的相关标准ꎮ
正如 ＩＣＨ的 Ｑ６Ａ准则所定义的ꎬ 标准是由一系列项目、 分析

方法和认可指标组成ꎬ 其认可指标用限度值、 范围或其他描述来
表述ꎮ 是一套 ＡＰＩ或 ＦＰＰ都必须遵循的、 与其用途相适用的认可
标准ꎮ “符合标准” 是指 ＡＰＩ 或 ＦＰＰ 按照给定的方法试验ꎬ 结果
满足所建立的认可标准ꎮ 标准是生产商提出和验证ꎬ 由管理机构
批准ꎬ 并作为批准产品的重要质量控制依据ꎮ

申请者应在 ＰＤ提供 ＦＰＰ的标准 (如果负责 ＦＰＰ 放行的公司
与申请人不同ꎬ 也需要被提供)ꎮ 标准应有授权人签字 (如质量
控制或质量保证部门的负责人)ꎬ 并注明日期ꎮ 可能会产生两套
单独的标准: 在 ＦＰＰ (上市) 包装后的标准和在货架期结束前的
标准ꎮ

标准应按照 ＱＯＳ－ＰＤ 模板中的表格书写ꎬ 内容包括检测方
法、 检验标准和分析步骤 (列出方法的类型、 来源和版本)ꎮ

• 申请人申报的标准可以是官方药典标准 (如 «英国药典»
«日本药局方» «欧洲药典» «国际药典» «美国药典»)
或内控标准 (生产商)ꎮ

• 应提供该标准的参考文献和版本信息 (如修订号或日
期)ꎮ

• 应提交分析方法的类型 (如可见光、 红外、 紫外或高效液
相色谱法)ꎻ 分析步骤的来源 (如 «英国药典» «日本药
局方» «欧洲药典» «国际药典» «美国药典» 以及内控
标准) 和版本 (如代码编号 /版本 /日期)ꎮ

ＩＣＨ的 Ｑ６Ａ指南推荐了许多关于 ＦＰＰｓ 通用的和专用的方法
和标准ꎮ 标准中应包括最低限度、 性状、 鉴别、 含量测定、 纯
度、 性能试验 (如溶解度)ꎬ 物理检测 (如干燥失重、 硬度、 脆
性和粒径)、 含量均匀度ꎬ 同时还包括抑菌剂或化学防腐剂 (如
抗氧化剂) 的鉴别、 含量测定以及微生物限度检查ꎮ

�７３１�



ＩＣＨ的 Ｑ６Ａ中未涉及的特殊测定项目的指导原则主要包括以
下内容:

• 固定剂量复方 ＦＰＰｓ (ＦＤＣ－的 ＦＰＰｓ)ꎮ
— 应研发和验证能在其他 ＡＰＩ (多个) 存在下区分每个 ＡＰＩ
的分析方法ꎮ

— 应当根据 ＡＰＩ建立其相应降解产物的可接受的标准ꎮ 如果
杂质是两个或多 ＡＰＩ之间化学反应的产物ꎬ 杂质的可接受
限度一般以最坏的情况进行计算 (图谱中面积较小的
ＡＰＩ)ꎮ 任意杂质的含量ꎬ 可以根据标准计算得出ꎮ

— 当 ＦＰＰ中每个 ＡＰＩ的规格小于 ５ｍｇ或小于 ５％的单位制剂
重量时ꎬ 应进行含量均匀度检测ꎮ

— 当 ＡＰＩ (多个) 不小于 ５ｍｇ或不小于 ５％的单位制剂重量
时ꎬ 可以用重量差异来替代含量均匀度测试ꎮ

• 缓释制剂: 能有效控制 ＡＰＩ释放的方法ꎮ
• 鼻用制剂: 每喷喷量 (包含产品的整个使用过程)ꎬ 雾滴
(粒) 分布 (与体内研究中使用的产品相比)ꎬ 如果剂型
需要ꎬ 还需检测水分、 泄漏率、 微生物限度、 防腐剂含
量、 无菌和干燥失重ꎮ

• 栓剂: 单位剂量的含量均匀性ꎬ 熔点ꎮ
• 透皮剂型: 剥离或剪切力ꎬ 单位面积的平均重量和溶
解性ꎮ

除另有规定外ꎬ 一般现行标准里ꎬ ＦＰＰ 中 ＡＰＩ 含量的限度是
标示量的±５％ ꎬ 即 ９５％ ~１０５％ ꎮ

对于片剂、 胶囊和栓剂等产品ꎬ 通常在单剂量时需要测试其
均匀度ꎮ 在 ＦＰＰ中当 ＡＰＩ的规格小于 ５ｍｇ 或小于 ５％的单位制剂
重量时ꎬ 要求测定其含量均匀度ꎮ 否则ꎬ 应检查重 (装) 量
差异ꎮ

若提交的 ５ 个批次的产品通过了验证ꎬ 那么某些参数如着色
剂的鉴别和微生物限度ꎬ 可以免于检测ꎮ 当免于检测时ꎬ 标准里
应在脚标中进行注释说明ꎬ 要求至少每十批和每年至少一个批次
进行测试ꎮ 此外ꎬ 有关稳定性相关参数ꎬ 如微生物限度ꎬ 应在放
行时和货架期结束时的稳定性研究中进行检测ꎮ

在放行和货架期结束时的检测方法和标准之间有任何差异ꎬ
都应明确指出并验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有一些相关参数不能改
变ꎬ 比如溶解性ꎮ

参考文件: ＩＣＨ Ｑ３Ｂ[１１]ꎬ Ｑ３Ｃ[１２]ꎬ Ｑ６Ａ[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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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Ｐ� ５� ２　 分析步骤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检测 ＦＰＰ的分析步骤ꎮ
应提供药物研发和日常检验所使用的内控分析步骤的副本

(如用于常规检测ꎬ 在 ＰＤ 中提供测试结果)ꎮ 当没有对分析步骤
进行改变时ꎬ 一般无须提供官方药典中收载的分析步骤副本ꎮ

在 ＱＯＳ－ＰＤ的 ２� ３� Ｒ部分 (即 ２� ３� Ｒ� ２) 可以找到总结了许
多不同的分析方法和验证信息的表格 (如 ＨＰＬＣ 法含量测定和有
关物质)ꎮ 运用这些表格对各种分析方法ꎬ 包括测定 ＦＰＰ的含量、
有关物质和溶出度进行总结ꎮ

分析方法的其他指导原则参见 ３� ２� Ｓ� ４� ２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２[１６]ꎮ
３� ２� Ｐ� ５� ３　 分析步骤的验证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检测 ＦＰＰ分析验证的步骤信息ꎬ 包括实验数据ꎮ
需要提供在药物研发和日常检验中的内控检验步骤的验证报

告的副本ꎮ
在 ＱＯＳ－ＰＤ的 ２� ３� Ｒ部分 (即 ２� ３� Ｒ� ２) 可以找到总结了许

多不同的分析方法和验证信息 (如 ＨＰＬＣ 法含量测定和有关物
质ꎬ 以及 ＧＣ法) 的表格ꎮ 运用这些表格对各种分析方法ꎬ 包括
测定 ＦＰＰ的含量、 有关物质和溶出度进行总结ꎮ

像监管部门和官方药典所认可的那样ꎬ 需要对药典方法进行
确证实验ꎮ 已出版的法定方法通常由源自特定生产商的 ＡＰＩ 或
ＦＰＰ来验证ꎮ 从不同来源得到的相同的 ＡＰＩ 或 ＦＰＰ 可能含有在过
去的标准研发过程中未曾发现的不同杂质、 降解产物和辅料ꎮ 因
此ꎬ 应证明标准和药典方法 (多个) 所提出的 ＦＰＰ 方法的适
用性ꎮ

官方药典中 ＦＰＰ含量测定的确证实验应包括方法的专属性、
准确性和重复性 (方法的精密度) 的有关内容ꎮ 如果用药典方法
控制标准中的未知杂质ꎬ 那么需要进行完整的验证ꎮ

如果用内控标准来代替已出版的药典方法 (如含量测定或有
关物质)ꎬ 应证明两者的等价性ꎮ 通过使用这两种方法对同一样
品进行重复分析ꎬ 并研究比较其结果而得出ꎮ 在相关化合物的测
定方法中ꎬ 样品分析应在其限度范围内扣除与规格浓度相同的
辅料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２[１６]ꎮ
３� ２� Ｐ� ５� ４　 批次分析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批次和批次分析结果的说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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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供用于建立标准和生产中一致性评价的 ＦＰＰ 批次信息ꎬ
同时包括规格及批号、 批量、 日期、 生产地以及使用情况 (如生
物利用度或生物豁免等效研究、 临床前和临床研究 (如果相关)、
稳定性、 试验情况、 规模扩大ꎬ 还包括生产规模批次)ꎮ

应由负责 ＦＰＰ (一般为申请人或 ＦＰＰ生产商ꎬ 如果申请人不
同ꎬ 也需要提供) 放行的公司提供不少于两批且至少是中试规模
的分析结果ꎬ 或者如果是一个非复杂２ 的 ＦＰＰ (如普通释放的固
体 ＦＰＰｓ (除特殊情况注明以外)ꎬ 或非无菌溶液)ꎬ 应提供至少
一个中试规模的一个批次和第二个相对于其他 ＦＰＰ规模较小批次
(如固体口服剂型、 片剂或胶囊)ꎮ 这些批次的制造过程应充分代
表和模拟大批量生产的过程ꎮ

这些结果应包括相对生物利用度或生物豁免等效研究中的批

次测试数据ꎮ 在 ＰＤ 中应提供这些批次的分析认证的证书副本ꎬ
和负责测试结果的相关公司信息ꎮ

相关结果的讨论应侧重于测试结果的变化ꎬ 而不是诸如 “符
合规定” 的报告结论ꎮ 讨论应包含相关分析结果的范围ꎮ 对于定
量检测 (如单个杂质及总杂质的计算和含量测定)ꎬ 应确保提供
真实的数值ꎬ 而不是模糊的语句ꎬ 如 “在限度范围内” 或 “符合
规定” (如 “降解产物 Ａ 的水平范围是 ０� ２％到 ０� ４％ ”)ꎮ 溶出
度结果应被至少给出平均值和单个测定结果的范围ꎮ 关于开展和
评估比较溶出曲线的建议见附件 １ꎮ

对不完整的分析都应当进行讨论和验证 (比如未按照指定标
准进行检测的参数)ꎮ

参考文件: ＩＣＨ Ｑ３Ｂ[１１]ꎬ Ｑ３Ｃ[１２]ꎬ Ｑ６Ａ[６]ꎮ
３� ２� Ｐ� ５� ５　 杂质的特征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未在 “３� ２� Ｓ� ３� ２ 杂质” 提到的杂质特性信息ꎮ
应对所有可能产生的降解杂质 (包括 ３� ２� Ｓ� ３� ２ 中的已提到

的杂质ꎬ 以及由 ＡＰＩ 与其他 ＡＰＩ (ＦＤＣｓ)、 辅料或包装材料之间
的相互作用产生的降解杂质) 以及工艺杂质 (例如生产过程中残
留溶剂) 进行讨论ꎮ

参考文件: ＩＣＨ Ｑ３Ｂ[１１]ꎬ Ｑ３Ｃ[１２]ꎬ Ｑ６Ａ[６]ꎮ

２　 术语 “复杂 ＦＰＰ” 包括无菌制剂、 定量吸入制剂、 粉雾剂和透皮吸收制剂ꎮ “复杂
ＦＰＰ” 等制剂包括利托那韦 /洛匹那韦 ＦＤＣ片剂和含有利福平或青蒿素的 ＦＤＣｓꎮ 尽管 ＥＯＩ的推
荐目录随着时间变化ꎬ 列入单个 “复杂的 ＦＰＰｓ” 是没有意义的ꎬ 如果对 ＷＨＯ 药品预认证项
目有疑问ꎬ 申请人应联系评估负责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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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Ｐ� ５� ６　 标准的验证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对 ＦＰＰ标准的验证资料ꎮ
应对检查项目的删除或列入ꎬ 检测方法的改进、 分析步骤和

可接受的限度以及上述与官方药典标准的差异进行讨论ꎮ 如果官
方药典方法已被修改或更新ꎬ 也应进行讨论ꎮ

关于检测方法、 分析步骤和可接受限度 (例如降解产物或溶
出度方法的研发) 的验证已经在 ＰＤ 的其他部分进行了讨论ꎬ 这
里不需要再重复讨论ꎬ 仅提供参考链接ꎮ

ＦＰＰｓ标准研发可参考 ＩＣＨ Ｑ６Ａ[６]有关内容ꎮ
３� ２� Ｐ� ６　 标准物质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未列入 “３� ２� Ｓ� ５ 标准物质” 的用于 ＦＰＰ 检测的参考

标准或标准物质的信息ꎮ
应参考 ３� ２� Ｓ� ５ 章节提供标准物质信息ꎬ 还应提供没有包括

在 ３� ２� Ｓ� ５ 章节的 ＦＰＰ降解产物的标准物质信息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６Ａ[６]ꎬ 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系列ꎬ 第

９４３ꎬ 附件 ３[１７]ꎮ
３� ２� Ｐ� ７　 包装材料 (名称ꎬ 剂型)
应提供包装材料的描述ꎬ 包括每个内包装材料的鉴别及检验

标准ꎮ 该标准应包括性状和鉴别、 关键尺寸ꎬ 必要时还需提供图
纸检测ꎮ 在适当情况下ꎬ 还应包括非药典方法及验证信息等
内容ꎮ

对于非功能性的外包装 (如那些既不提供额外的保护也没有
用于产品的转移)ꎬ 只需做简要说明ꎬ 而关于功能性的外包装ꎬ
应提供附加信息ꎮ

适用性信息参见 ３� ２� Ｐ� ２ꎮ
ＦＰＰｓ包装信息相关内容的要求应遵循 ＷＨＯ 指南药品包装指

导原则和官方药典ꎮ
对于以下用途的包装材料ꎬ 应提供包装的性状描述、 构造材

料和相关标准 (负责 ＦＰＰ 包装的公司ꎬ 一般是 ＦＰＰ 制造商) 等
信息:

• 与药物直接接触 (如容器、 密封盖、 衬垫、 干燥剂和填充
剂)ꎻ

• 用于药物传递 (包括多剂量溶液、 乳液、 悬浮液和用于复
溶成溶液、 乳液或悬浮液的粉末或颗粒的装置)ꎻ

• 作为稳定性和无菌状态的保护屏障ꎻ
• 用于保障储存和运输过程中 ＦＰＰ的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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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包装是与 ＡＰＩ或 ＦＰＰ直接接触的包装ꎮ
内包装材料的标准应包括特定的鉴别项目 (例如 ＩＲ)ꎮ 薄膜

和金属箔包装材料的标准还应包括对其厚度及单位面积重量的

控制ꎮ
应当在 ３� ２� Ｐ� ２ 章节对包装材料的适用性信息进行讨论 (例

如资格认证)ꎮ 比较研究可以体现出包装材料成分中的某些特定
成分的变化 [如不同滴剂制造商的药品转移的比较研究 (液滴大
小)]ꎮ
３� ２� Ｐ� ８　 稳定性 (名称ꎬ 剂型)
３� ２� Ｐ� ８� １　 稳定性的总结和结论 (名称ꎬ 剂型)
应对稳定性的研究类型、 研究方案和研究结果进行总结ꎮ 总

结内容应包含储存条件和货架期的稳定性研究结论ꎬ 如果可以ꎬ
还应包括使用过程中的储存条件和货架期的稳定性研究结论ꎮ

ＡＰＩｓ和 ＦＰＰｓ预认证中所需的核心稳定性数据ꎬ 应遵循 ＷＨＯ
稳定性指导原则－药物活性成分和制剂成品的稳定性测试要求ꎮ

正如 ＷＨＯ稳定性指导原则中的概述ꎬ 稳定性试验的目的是
为ꎬ 在温湿度和光照等环境因素影响下ꎬ ＡＰＩ 和 ＦＰＰ 的质量情况
随时间如何改变的考察提供了理论依据ꎮ 稳定性研究同样包括了
能影响 ＡＰＩ或 ＦＰＰ质量的相关因素研究ꎬ 如 ＡＰＩ 与辅料和包装材
料间的相互反应ꎮ

影响因素研究 (破坏试验)
正如 ＷＨＯ稳定性指南中的概述ꎬ 必要时ꎬ 应至少在一个主

批次中进行光稳定性测试ꎮ 如果官方药典关于 ＡＰＩ或 ＦＰＰ的内容
中有 “避光” 的陈述ꎬ 则 ＡＰＩ 或 ＦＰＰ 的标签上必须标注 “避
光”ꎬ 如果包装材料有避光功能ꎬ 那么不用进行光稳定性研究ꎮ
特定类型的剂型应进行附加的影响因素研究 (如半固体制剂的循
环研究或液体制剂的冻融研究)ꎮ

加速试验ꎬ 中间试验 (必要时) 和长期试验
稳定性数据必须证明药品在目标市场的气候条件下ꎬ 整个设

定的货架期期间的稳定性ꎮ 当稳定性研究是在气候带Ⅰ/ Ⅱ的储
存条件下进行的ꎬ 而药品在气候带Ⅲ和Ⅳ的市场供应ꎬ 那么如果
使用与过去相同的药品标准ꎬ 可能会导致出现药品在该销售市场
不合格的情况ꎮ 关于气候区的信息可以参考 ＷＨＯ技术系列报告ꎬ
９５３ 号ꎬ 附录 １[７]、 附录 ２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以前ꎬ ＷＨＯ药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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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认证中所要求的长期储存条件是 ３０℃ ±２℃ / (７５％ ±５％ ＲＨ)ꎬ
在该日期后ꎬ ＰＤ中所需要提交的长期试验数据要求见表 ３ꎮ 长期
试验的条件需要进行验证ꎬ 并提供验证信息ꎮ

表 ３　 在提交的档案里应至少包含的数据 (一般情况下)

储存温度 (℃) 湿度 (％ ) 最少时间 (月)
加速试验 ４０ ± ２ ７５ ± ５ ６
中间试验ａ Ｎ / Ａ Ｎ / Ａ
长期试验 ３０ ± ２ ７５ ± ５ ６
　 　 注: ａ为长期条件为 (３０±２℃) / (７５±５％ＲＨ) 环境下ꎬ 没有中间试验ꎮ

对于储存在不可渗透的或半渗透的容器里ꎬ 或者储藏在冰箱
或冷库里的制剂ꎬ ＷＨＯ稳定性指导原则给出了明确的储存条件ꎮ
对于储存温度低于－２０℃的 ＦＰＰｓꎬ 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处理ꎮ

更多储存条件的相关信息可参考 ＷＨＯ 技术系列报告ꎬ ９５３
号ꎬ 附件 ２ [１９] ꎮ 还应参考 ＷＨＯ 药品项目预认证网站的补充
信息ꎮ

货架期的建立应使用包括至少两批中试规模的分析数据ꎬ
如果是一个非复杂的 ＦＰＰ [如普通释放的固体 ＦＰＰｓ (特殊情况
除外)ꎬ 或非无菌溶液] ꎬ 至少是一个中试规模的一个批次和
相对于其他 ＦＰＰ 规模较小批次 (如固体口服剂型、 片剂或胶
囊) 的分析数据ꎮ 这些批次的生产工艺应能够代表大规模生
产工艺ꎮ

应对稳定性实验项目进行总结ꎬ 并在档案中上报稳定性实验
的结果报告ꎬ 实验数据以 ＱＯＳ－ＰＤ 模板中的表格形式进行汇总ꎮ
如果经科学验证ꎬ 可以使用交叉设计和矩阵设计ꎮ

对于无菌制剂ꎬ 应在货架期的开始和结束时对其无菌状态进
行报告ꎮ 注射剂ꎬ 应多次对可见异物进行报告ꎬ 但不需要每次实
验都进行检测ꎮ 细菌内毒素只需要在初始测试时进行报告ꎮ 应该
对整个货架期的塑料容器的重量损失进行报告ꎮ

任何使用期限及相关的储存条件都应用实验数据来进行验

证ꎬ 例如ꎬ 产品开封后、 无菌或者多剂量产品的复溶或稀释或者
大容量制剂的第一次打开 (１０００ 片 /瓶)ꎮ 如果可以ꎬ 在产品信息
中说明并指出使用期限和使用时的储存条件ꎮ

稳定性研究的有关信息应包括以下细节:
— 储存条件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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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ꎻ
— 批号ꎬ 包含 ＡＰＩ的批号和生产商ꎻ
— 批量ꎻ
— 包装材料ꎬ 必要时包括放置方向 (如竖立、 倒置和侧
放)ꎻ

— 完整的 (和规定的) 稳定性实验间隔ꎮ
相关结果的讨论应侧重于测试结果的变化ꎬ 而不是诸如 “符

合规定” 的报告结论ꎮ 讨论应包含相关分析结果的范围和趋势ꎮ
对于定量检测 (如单个及总降解杂质的计算和含量测定)ꎬ 应该
提供真实的数值ꎬ 而不是模糊的表达ꎬ 如 “在限度范围内” 或
“符合规定”ꎮ 溶出度结果应至少给出平均值和单个测定结果的
范围ꎮ

稳定性实验的结果应遵循 ＩＣＨ Ｑ１Ｅ指导原则[３] (例如在加速
条件下 ６ 个月里没有观察到明显变化ꎬ 数据结果显示仅有很小的
变化ꎬ 那么推荐的货架期可以最多达到长期实验的 ２ 倍ꎬ 但不能
超过长期试验 １２ 个月)ꎮ

推荐的储存条件和货架期

应提供 ＦＰＰ的推荐的储存条件和货架期 (必要时ꎬ 需要提供
使用中的储存条件和使用周期)ꎮ

在ＷＨＯ稳定性指导原则[１９]中提出ꎬ 标签说明应根据稳定性
研究来建立ꎮ

参考文献: ＷＨＯ 技术系列报告ꎬ ＮＯ� ９５３ꎬ 附录 ２[１９]ꎻ ＩＣＨ
Ｑ１Ａ[２０]ꎬ Ｑ１Ｂ[２２]ꎬ Ｑ１Ｃ[４７]ꎬ Ｑ１Ｄ[２４]ꎬ Ｑ１Ｅ[２３]ꎬ Ｑ３Ｂ[１１]ꎬ Ｑ６Ａ[６]ꎮ
３� ２� Ｐ� ８� ２　 批准后的稳定性研究方案和稳定性承诺 (名称、

剂型)
应提供批准后的稳定性研究方案和稳定性承诺ꎮ

初步稳定性研究承诺

药物在获得批准后ꎬ 当其申报批次的长期稳定性数据不能涵
盖整个货架期时ꎬ 应对批准后继续进行稳定性研究以确立货架期
做出承诺ꎮ 应在档案材料中提交涵盖货架期的继续长期稳定性研
究承诺书ꎬ 签名并注明日期ꎮ

承诺的稳定性研究

承诺的长期稳定性研究的批次应该是申报时拟定的货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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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包装每个规格至少 ３ 批ꎮ 如果稳定性试验资料没有提供每
个规格 ３ 个批次的数据ꎬ 材料中应包括一份书面承诺ꎬ 并签名和
注明日期ꎮ

正在进行的稳定性研究

按照 ＷＨＯ稳定性指导原则[１９]ꎬ 对已销售产品进行持续稳定
性考察的目的是为了对货架期内产品质量进行监测ꎬ 并确定产品
在标示的储存条件下是否可以保证其质量符合质量标准ꎮ 除另有
规定ꎬ 可采用交叉设计和矩阵设计的方法对每个规格每个包装的
产品每年至少一批进行持续稳定性研究 (除非这一年没有生产)ꎮ
材料中应提交相关承诺书ꎬ 签名并注明日期ꎮ

对稳定性试验方案中的初始批次和承诺批次或持续研究批次

之间的差异应进行科学验证ꎮ
参考文献: ＩＣＨ Ｑ１Ａ[２０]ꎮ
３� ２� Ｐ� ８� ２　 稳定性试验数据 (名称ꎬ 剂型)
稳定性试验研究的结果应该采用合适的格式 (如表格、 图、

文字描述) 呈现ꎬ 应包括得到相关数据所使用的分析步骤及相应
的验证信息等内容ꎮ

杂质的特性信息见 ３� ２� Ｐ� ５� ５ꎮ
应该在档案材料中提出支持拟定的货架期的实际稳定性研究

结果和报告ꎮ 对于定量检测 (例如单个和总的降解杂质的计算和
含量测定)ꎬ 应提供真实的数值ꎬ 而不是模糊的描述如 “在限度
范围内” 或 “符合规定”ꎮ

溶出结果应至少给出平均值和单个测定结果的范围ꎮ
参 考 文 献: ＩＣＨ Ｑ１Ａ[２０]ꎬ Ｑ１Ｂ[２２]ꎬ Ｑ１Ｃ[４７]ꎬ Ｑ１Ｄ[２４]ꎬ

Ｑ１Ｅ[２３]ꎬ Ｑ２[１６]ꎮ
３� ２� Ａ　 附件

３� ２� Ａ� １　 设施和设备
不适用 (例如: 非生物技术产品)ꎮ
３� ２� Ａ� ２　 添加剂的安全性评价
３� ２� Ａ� ３　 新型药用辅料
ＷＨＯ药品项目预认证中不允许使用新型药用辅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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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Ｒ　 区域性信息

３� ２� Ｒ� １　 生产文件
３� ２� Ｒ� １� １　 执行生产文件
应生产两批中试规模及以上的产品ꎻ 或如果是一个简单制剂

[如普通释放固体制剂 (除特殊情况标注以外) 或无菌溶液]ꎬ 至
少一批中试及以上规模生产的产品 (用于相对生物利用度或生物
等效性研究) 和一批较小规模的产品 (如对于口服固体制剂ꎬ 是
２５０００ 或 ５００００ 片剂 /胶囊) 的产品ꎬ 且每个规格都应该生产ꎮ 这
些批次的制造过程应充分代表和模拟大批量生产的过程ꎮ

对于口服固体制剂ꎬ 中试规模一般至少是大生产的 １ / １０
或 １００００ꎮ

片剂 /胶囊ꎬ 选较大者ꎮ
应提供用于相对生物利用度或豁免生物等效性研究批次的执

行生产文件的副本ꎮ 操作人员在执行生产文件中书写的任何注释
应该清晰可辨ꎮ

如果在过程检测的批处理记录中没有执行生产文件ꎬ 应提供
相应的数据来证明用于相对生物利用度和豁免生物等效性研究的

中批次的均匀性ꎮ 该均匀性试验批次的资料应比常规质量控制要
求更严格ꎮ

应提供相关的执行记录的英文翻译ꎮ
３� ２� Ｒ� １� ２　 主生产文件
应提供每一个申报制剂规格、 批生产量、 生产场所的主生产

文件的副本ꎮ
主生产文件应至少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详细信息:
• 工艺规程ꎮ
• 分发、 加工和包装部分相关材料和操作细节ꎮ
• 相关计算 (如药物活性成分的量是否根据含量结果或按无
水物来调整)ꎮ

• 根据仪器类型和生产能力对所有设备进行检定 (尽可能包
括生产商、 型号和设备编号)ꎮ

• 工艺参数 [如混合时间、 混合速度、 筛网尺寸、 加工温度
范围、 制粒终点、 压片机速度 (表示为目标值和仪器范
围值)]ꎮ

• 在线测试列表 (如性状、 ｐＨ、 含量、 混合均匀性、 黏度、
粒度分布、 干燥失重、 重量差异、 脆碎度、 崩解时间、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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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过程中的增重情况、 包衣完整性试验、 最低装量、 澄清
度和过滤完整性检测) 和质量标准ꎮ

• 取样方案应注意:
— 取样的时间点 (比如在干燥、 润滑与压片时)ꎻ
— 应检测的样品数 (比如低剂量制剂的混合均匀性
检测、 用管式抽样器从混合器的不同位置取样)ꎻ

— 检测频率 (如在压片及胶囊灌装过程中每隔一定
时间检测片重差异或胶囊剂的装量差异)ꎮ

• 保证产品质量的必要措施 (如温度、 湿度的控制和最大保
持时间)ꎮ

• 对于无菌产品ꎬ 参照相应章节的标准操作规范 ( ＳＯＰｓ)
和文档末尾列出的相关 ＳＯＰｓꎮ

• 理论和实际的收率ꎮ
• 符合 ＧＭＰ的相关要求ꎮ
参考文献: ＷＨＯ系列技术报告ꎬ Ｎｏ� ９６１ (４８)ꎮ
３� ２� Ｒ� ２　 分析程序和验证信息
应采用 ＱＯＳ模板中 ２� ３� Ｒ� ２ 部分的表格对分析程序和验证信

息进行总结ꎬ 详细信息参见 ３� ２� Ｓ� ４� ２ꎬ ３� ２� Ｓ� ４� ３ꎬ ２� ３� Ｓ� 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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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ｐａｃｋａｇ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ｔｙ￣ ｓｉｘ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２ꎬ Ａｎｎｅｘ ９ (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０２).

[１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ｉｓｈ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ｙ￣ｔｈｉ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９ꎬ Ａｎｎｅｘ
２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５３).

[２０] ＩＣＨ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ｄｒｕ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Ｑ１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ꎬ ２００３�

[２１]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ｄｏｓ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ｏｒ ｐ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ａｂｌｅ Ａ１: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ｒｔｙ￣ ｎｉｎ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Ａｎｎｅｘ ５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２９).

[２２] ＩＣＨ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ｄｒｕ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１Ｂ�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ꎬ １９９６�

[２３] ＩＣＨ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Ｑ１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ꎬ ２００３�

[２４] ＩＣＨ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ｂｒａｃ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ｗ ｄｒｕ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Ｑ１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ｒ￣
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ꎬ ２００２.

[２５] ＩＣＨ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ꎬ ２００９�

[２６ ] ＩＣＨ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Ｑ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９４１�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ꎬ ２００５�

[２７] ＩＣＨ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Ｑ１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ꎬ ２００８�

[２８]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 ＵＳ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ｃｃｅｓｓ￣
ｄａｔａ� ｆｄａ� ｇｏｖ / ｓｃｒｉｐｔｓ / ｃｄｅｒ / ｉｉｇ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２９] Ｒｏｗｅ ＲＣꎬ Ｓｈｅｓｋｅｙ ＰＪꎬ Ｑｕｉｎｎ ＭＥꎬ 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ｓꎬ
６ｔｈ 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

[３０] Ｅｘ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ａｎｄ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ｌｅａｆｌｅ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ｕｓｅ�
[３１] ２００３ (ＣＰＭＰ / ４６３ / ０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ｍａ�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ｓ / ｅｎ＿ Ｇ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２００９ / ０９ / ＷＣ５００００３４１２� ｐｄｆ.
[３２] ＷＨ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ｎ ｆｏｒ￣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ｙ￣ｓｉｘ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２ꎬ Ａｎｎｅｘ
５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７０).

[３３]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 ｇｅｎｅｒｉｃ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ｉｅ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Ａｎｎｅｘ ７ (ＷＨ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９３７).

[３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ｇｌａｓｓ�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ꎬ ２ｎｄ ｓｕｐｐｌ� 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ꎬ
ＭＤꎬ ２００７�

[３５] Ｇｌａｓ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２０１０: ３０３￣３０７�

[３６]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２０１０: ３０８￣３０９�

[３７]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ꎬ ２ｎｄ ｓｕｐｐｌ� 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ꎬ
ＭＤꎬ ２００７�

[ ３８ ] 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ｉｃ 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ｅｉａꎬ ２ｎｄ
ｓｕｐｐｌ� Ｒｏｃｋｖｉｌｌｅꎬ ＭＤꎬ ２００７: １４４￣１４５�

[３９] Ｒｕｂｂｅｒ ｃｌｏ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ꎬ ２０１０: ３１６￣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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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对开展溶出曲线比较研究的建议

两种制剂 (如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或不同规格的制剂) 的溶
出度测定方法应该采用相同测试条件ꎮ 至少应包含 ３ 个时间点
(零点除外)ꎬ 参比制剂和受试制剂的取样时间点相同ꎮ 取样的时
间间隔不易太长ꎬ 以便于对溶出曲线做出科学合理的比较分析
(如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６０、 ９０、 １２０ 分钟)ꎮ １５ 分钟的时
间点对于决定产品是否速溶和是否必须计算 ｆ２因子至关重要ꎮ 对
于缓释制剂ꎬ 取样时间点必须涵盖整个预期释放过程ꎬ 比如对于
１２ 小时内释放的制剂ꎬ 取样时间点为 １、 ２、 ３、 ５ 和 ８ 小时ꎻ 如
果释放时间延长ꎬ 则取样时间点也应延长ꎮ

研究应至少在涵盖生理范围的三种介质中进行ꎬ 包括 ｐＨ １� ２
的盐酸、 ｐＨ ４� ５ 的缓冲液和 ｐＨ ６� ８ 的缓冲液ꎮ 推荐 «国际药典»
中使用的缓冲液ꎻ 也可以使用其他药典中具有相同 ｐＨ 和缓冲能
力的缓冲液ꎮ 当主药成分在缓冲液中不稳定使得试验数据无法使
用时ꎬ 可用水作为溶出介质ꎮ

如果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在 １５ 分钟内均溶出 ８５％以上ꎬ 可
认为溶出曲线相似 (不需要计算)ꎮ 否则ꎬ 采用如下方式进行
比较:

• 采用下列方程计算相似因子 (ｆ２) 来进行溶出曲线的比较
ｆ２ ＝ ５０ＬＯＧ{[１ ＋ １ / ｎ∑(Ｒ ｔ － Ｔｔ) ２] －０� ５ × １００}

式中ꎬ Ｒ ｔ和 Ｔｔ分别是参比制剂和受试制剂中活性成分在每
个时间点的平均溶出百分率ꎮ ｆ２因子在 ５０ 和 １００ 之间表明
两种制剂具有相似性ꎮ

• 最大的一个时间点的选择应在参比制剂溶出达到 ８５％以
上ꎮ 当由于活性成分难溶导致难以达到 ８５％时ꎬ 溶出试
验应进行至溶出曲线达到平台ꎮ

• 每条溶出曲线应至少有 １２ 个样品单元ꎬ 可用平均溶出度
的值来估算相似因子 ｆ２ꎮ 使用的平均值ꎬ 在第一个时间点
的溶出百分率的变异系数不得过 ２０％ ꎬ 在其他时间点的
变异系数不得过 １０％ ꎮ

• 当比较迟释制剂 (如肠溶制剂) 时ꎬ 推荐的溶出介质为
酸 (ｐＨ １� ２) 中为 ２ 小时ꎬ 然后是 ｐＨ ６� ８ 的缓冲液ꎮ

• 当比较缓释微丸胶囊时ꎬ 如果不同的规格仅仅是含活性成
�２５１�



分的微丸数量不同ꎬ 一种测试条件 (通常为药物的释放
条件) 就够了ꎮ

• 在比较溶出行为的试验中应避免使用表面活性剂ꎮ 如必须
使用ꎬ 需说明样品的活性成分在所有介质中均不溶ꎬ 并提
供样品在不含表面活性剂的介质中的溶出曲线ꎬ 还需提供
表面活性剂和浓度选择的依据ꎮ 表面活性剂浓度的选择应
不影响测试的区分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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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已上市的多来源产品的质量回顾要求

已上市的多来源产品质量回顾应该满足产品资料要求和 ＯＤＳ
－ＰＤ 中 ３� ２� Ｐ� ２� ２� １ ( ａ )ꎬ ３� ２� Ｐ� ２� ３ ( ａ ) 和 ３� ２� Ｐ� ３� ５ 的
要求ꎮ

应提交产品质量回顾来验证制剂质量和生产工艺的一致性ꎮ
分析中应不包含舍弃的批次ꎬ 但必须在失败事故调查报告中

单独阐述ꎬ 如下所述ꎮ
进行回顾的批次应是过去 １２ 个月连续生产的不少于 １０ 批的

产品ꎬ 如果过去 １２ 个月连续生产的产品不足 １０ 批ꎬ 应取过去 ３６
个月连续生产的 ２５ 批样品ꎬ 并且至少应包含如下内容:

• 起始物料和内包装材料的质量回顾ꎬ 尤其是当其来源于新
供应商ꎻ

• 质量控制及过程控制结果统计分析的回顾列表ꎻ
• 所有不符合既定标准批次的回顾ꎻ
• 重大偏差或不达标产品和相关原因调查的回顾ꎻ
• 工艺或分析方法变更的回顾ꎻ
• 稳定性考察结果的回顾ꎻ
• 质量原因退货、 投诉、 产品召回ꎬ 包括仅供出口的医药产
品的回顾ꎻ

• 以前整改措施合理性的回顾ꎻ
• 分析方法和生产过程验证及再验证日期列表ꎮ
备注:
• 回顾必须包含回顾期内生产的所有批次的数据资料ꎻ
• 必要时ꎬ 数据应该以表格或图的形式呈现ꎻ
• 上述清单的要求是特定于档案评估流程的要求ꎬ 不应降低
对申请人相关的 ＧＭＰ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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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５　 儿科药物的研发: 制剂处方要点

一般说明

“处方要点” 这份文件不提供药物研发的具体指导ꎬ 而是提
供相关的文献ꎮ 因此ꎬ 删除了草稿中关于多来源药品研发的一些
事项ꎮ

１　 绪论
２　 术语
３　 儿科药物剂型
　 ３� １　 便捷可靠的给药途径
　 ３� ２　 依从性和适口性
　 ３� ３　 最小给药频次
　 ３� ４　 最终用户需求
４　 应关注的特殊剂型
　 ４� １　 灵活的固体剂型
　 ４� ２　 口服药物
　 ４� ３　 重症患者用药
　 ４� ４　 直肠给药制剂
５　 处方设计
　 ５� １　 质量
　 ５� ２　 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
　 ５� ３　 辅料
　 ５� ４　 着色剂
　 ５� ５　 抗菌防腐剂
　 ５� ６　 甜味剂
　 ５� ７　 矫味剂
　 ５� ８　 增溶剂
６　 口服给药
　 ６� １　 口服液体制剂
　 ６� ２　 喂食管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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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３　 口服固体制剂
７　 直肠给药
　 ７� １　 栓剂
　 ７� ２　 直肠液体制剂 (灌肠剂)

８　 非肠道给药制剂
　 ８� １　 处方
　 ８� ２　 非肠道给药制剂需要考虑的其他要点
９　 皮肤和透皮给药
　 ９� １　 透皮贴剂
１０　 吸入制剂
１１　 包装和标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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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绪论

为了给儿科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药物治疗ꎬ 要求及时研发药
物并根据儿童的年龄、 身体状况和体型大小提供适当的信息ꎮ 经
常需要研制儿童专用的制剂处方ꎬ 但未获许可以及和不按适应证
使用的儿科药物随处可见ꎮ 这些药物的疗效没有经过研究ꎬ 一般
也没有针对不同年龄儿童的制剂处方ꎬ 并且未经批准就给儿童
使用ꎮ

药剂师ꎬ 家长或者护理者经常需要在没有说明书的情况下给
儿童使用成人药物ꎮ 可以简单地用分割器将没有刻痕的药片分
开ꎬ 有时操作会复杂些ꎬ 比如将片剂作为活性药物成分制成混悬
液ꎮ 药剂师有时还要使用活性药物成分配药ꎮ

配药过程本身会增强剂量的不准确性ꎬ 并且也能增加药物的
变异性ꎮ 这种做法对患者可能有潜在危害ꎬ 因为ꎬ 可能会影响药
物制剂成品ꎬ 特别是控释药物的稳定性、 生物利用度和剂量准确
性ꎮ 这样可能造成儿童用药过量以及未知的副作用ꎬ 或者用药不
足和药效降低ꎮ 此外ꎬ 成人可以安全使用的辅料对于儿童来说就
不一定了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ＷＨＯ启动了 “让药物适用于儿童” 的倡议ꎬ

提高对儿科药物可及性的关注并加快行动ꎮ 根据 ＷＨＯ 的儿童基
本药物目录ꎬ ＷＨＯ儿科用药处方模板 (２０１０ 年) 提供了独立的
处方信息和治疗指南信息ꎬ ＷＨＯ 基本药物目录于 ２００７ 年首次制
定ꎬ 每隔两年审查并更新ꎮ 在支持 “让药物适用于儿童” 这个倡
议的诸多行动中ꎬ 有关儿科药物制剂的 “处方要点” 文件便是其
中之一ꎬ 目的是提示监管部门和生产商需要对药物制剂特别关注
的事项ꎮ 关注的焦点是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和需求ꎬ 这份指南没有
提供详尽的信息ꎬ 也不排除可能与儿科药物研发相关的其他
内容ꎮ

这份文件不对临用配制的制剂进行专门的论述ꎮ 另一个名称
为 “患者专用制剂 (非授权药品) 的健康护理专家规范———要
点” [１]的文件对这类制剂进行了论述ꎮ

２　 术语

以下定义适用于指导原则中的术语ꎮ 它们可能在其他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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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意思ꎮ

防儿童开启容器

一种儿童难以开启而不会造成成人难以开启的包装ꎮ

灵活剂型

一种能被患者以多种方法服用的固体剂型ꎬ 如可以分散服用
或者整体口服ꎮ

标签信息

在包装标签上或者患者使用说明书中的信息ꎮ

迷你药片

直径小于 ４ｍｍ的片剂ꎮ

超适应证用药

在监管部门批准的范围外应用ꎮ

平台技术

该技术包括处方及相关过程ꎬ 可用来获得不同的剂型ꎬ 不同
的规格且能适用于不同的活性成分ꎮ

３　 儿科药物剂型

儿童是个多年龄段的群体ꎬ 从新生儿到青春期的少年ꎬ 在
药物动力学上有着广泛的生理和发育差异ꎮ 器官成熟ꎬ 代谢能
力ꎬ 皮肤成熟和其他因素可随着年龄ꎬ 特别是在婴儿早期ꎬ 产
生变化[２] ꎮ

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议 ( ＩＣＨ) 对不同年
龄组的规定主要是根据从出生到成年的生理和药物动力学的

特点[３] ꎮ
• 早产新生婴儿ꎻ
• 足月新生婴儿 (０ ~ ２７ 天)ꎻ
• 婴幼儿 (２８ 天 ~２３ 个月)ꎻ
• 儿童 (２ ~ １１ 岁)ꎻ
• 青少年 (１２ ~ １８ 岁ꎬ 依不同地区而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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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种适用于所有年龄组的制剂是一项挑战ꎮ 目标应该是
尽可能用一种简单、 安全的制剂覆盖尽可能广的年龄范围ꎮ 选择
儿科药物剂型的指导原则和成人一样ꎬ 应该是风险和利益的平
衡ꎬ 要考虑这个易受伤害人群的特殊需求[４]ꎮ

药物研发过程中ꎬ 在资源允许的范围内ꎬ 通过加强各方参与
的行动效率ꎬ 基于特定药品、 起始物料、 生产或分销环节的风险
识别和风险评估ꎬ 可进一步加强日常质量保证机制ꎬ 如 ＧＭＰ 的
执行ꎮ 对于选择了更系统的途径进行研发药品的生产商ꎬ 需要在
研发过程中遵守相关的质量保证原则ꎬ 包括实施质量风险管理和
药物质量系统[４ꎬ５]ꎮ

目前使用的儿童药物的剂型和给药途径与成人药物一致ꎮ 通
常ꎬ 儿科病人给药途径包括口服、 非肠道、 皮肤、 肺、 鼻、 直肠
和眼等ꎮ 然而ꎬ 有两个方面的信息是不充分的ꎬ 第一个是与年龄
和临床需求相关的不同儿科剂型的接受能力ꎬ 第二个是辅料的安
全性ꎮ 一份欧洲药品管理局 (ＥＭＡ) 关于儿科药物制剂的文章提
供了这些议题的背景信息ꎮ Ｅｒｎｅｓｔ 等[７]和 Ｋｒａｕｓｅ、 Ｂｒｅｉｔｋｒｅｕｔｚ[８]探
讨了研发儿科药物的需求和挑战ꎮ

不同剂型的高质量儿科药物应具有下列的特征ꎮ 更多有关特
定剂型的信息在下文进行阐述ꎮ

３� １　 便捷可靠的给药途径
给药剂量应含适合儿童年龄及治疗所需的、 一定量的活性药

物成分 (ＡＰＩ)ꎬ 即不同年龄组的儿童需要含有同一活性药物成分
的多种剂型或同一剂型不同规格的制剂ꎮ 用药体积或型号应该适
用于目标年龄组ꎮ

儿科药物应该优先设计成可以直接服用的剂型ꎬ 应尽量减少
专业医护人员ꎬ 父母或护理者的配药操作难度ꎮ 但是ꎬ 由于制剂
的性质和剂型的原因ꎬ 在有些情况下无法避免必要的操作ꎮ

另外ꎬ 为了更精确地给药ꎬ 应该设计成可以分为更小剂量的
剂型ꎬ 具有统一的适当的药物剂量ꎬ 对于液体药物ꎬ 剂量应可精
确量取ꎮ

３� ２　 依从性和适口性
依从性是指在不考虑药物的给药方式下ꎬ 对一个剂型的总体

接受度ꎮ 对一个制剂的依从性取决于多种因素ꎬ 如:
• 特定年龄组的剂型适用性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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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药物的用药容器ꎻ
• 口服药物的适口性ꎻ
• 药物体积或大小ꎻ
• 合适的包装ꎻ
• 标签信息的清晰度和准确度ꎻ
• 使用说明ꎮ
父母和护理者的接受度也是一个应当关注的问题ꎬ 文化传统

可能影响对治疗的理解和期望ꎮ
适口性是对口服或吞咽的药物的味道、 香味、 气味、 剂型或

型号和材质的总接受度ꎮ 适口性对药物的依从性十分重要ꎮ 活性
药物成分的适口性可能影响剂型的选择和设计ꎬ 可能包括矫味
剂ꎮ 剂型不应该对儿童形成过分的吸引力 (例如不应该像有甜味
或糖果的糖衣片)ꎬ 以免增加中毒的风险ꎮ

不需任何修饰就能够适口的剂型是十分可取的ꎮ 然而ꎬ 护理
者为了改善给药的舒适度和病人的接受程度而把药物与食物或饮

料混合一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ꎬ 除非只服用少量的药物且能保证
被全部吸收ꎬ 另外还需注意食物和药物之间没有任何理化反应ꎮ
如果允许将药物与食物或饮料 (包括母乳) 的混合ꎬ 那么应该通
过合适的相容性研究评价ꎮ 生产企业应在患者使用说明书中标明
有研究结论支持的相关信息ꎮ

３� ３　 最小给药频次
父母和护理者负责照顾儿童的用药ꎬ 而学龄儿童和青少年通

常能自己服药ꎮ 这些情况下都要考虑最小用药频率ꎮ 用药频率的
指南是建立在药物活性成分的药物动力学和药效学基础上ꎬ 可能
会受到剂型设计的影响ꎮ

经常服药ꎬ 例如一天超过 ２ 次ꎬ 可能会对护理者和大龄儿童
的坚持用药产生负面影响ꎬ 特别是在受训练的护理者不在的时
候ꎬ 例如在学校ꎮ 此外ꎬ 经常服药可能会与大龄儿童的生活方式
产生冲突ꎮ

３� ４　 最终用户需求
除了尽量优化儿科药物的可接受性和适口性之外ꎬ 生产的便

利性和价格的可接受也很重要ꎮ 同时ꎬ 便利运输和储藏要求等供
应链方面的因素也十分重要ꎮ 使用者通常不会把药品放进冰箱
储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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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儿童的年龄和临床状况ꎬ 对给药剂量的体积或大小都有
限制ꎮ 通常在研发产品时ꎬ 目标应当是研发出最小的给药剂量和
体积ꎮ

在药物发展过程中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关注洁净饮用

水来源的缺乏ꎬ 洁净饮用水是在服用药物前用来溶解ꎬ 稀释或者
分散药物ꎮ 水的纯净程度可能降低药物制剂 (ＦＰＰ) 的质量ꎮ 有
必要教会病人如何获取符合要求的水ꎬ 例如提供煮沸或过滤水的
指南ꎮ 也可以提供液体溶媒ꎬ 或者将药物在服用前用合适的食物
或饮料进行分散或溶解ꎮ 有关此类使用的说明应该在标签或包装
说明书上标明ꎮ 还应考虑不同地区和文化差异造成的口味差别ꎮ

４　 应关注的特殊剂型

４� １　 灵活的固体剂型
如果能够证明所用剂型在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范围内都是

最适用的ꎬ 就应该优先考虑ꎮ 对于能在口腔中分散的片剂ꎬ 和
(或) 能用来制备口服溶液制剂供更小年龄组儿童使用的分散片
和可溶片就是灵活的固体剂型ꎮ 灵活的剂型设计可以适用不同的
活性药物成分ꎬ 但是不适于需要进行精确剂量滴定的药物ꎮ

如果药物能在母乳中分散ꎬ 可适用于非常小的儿童 (小于 ６
个月)ꎮ 当推荐用乳汁混合药物时ꎬ 应该考虑味道所起的作用ꎬ
因为具有不良味道的药物可能让母乳喂养的儿童对该药物产生厌

恶感ꎮ 此外ꎬ 必须关注活性药物成分与乳汁的相容性ꎮ 当药物与
其他食物相混合时也应予以相同的关注ꎮ

必须确定合理的药品规格以及每种活性药物成分的比例ꎬ 同
时也要确保包装规格能够在不同的健康条件下发挥最佳作用ꎮ

４� ２　 口服药物
对于需要精确称量或滴定剂量的口服药物ꎬ 应采用可生产多

微粒固体 [如迷你片剂或球状颗粒 (丸)] 的技术平台ꎬ 生产适
宜的剂型ꎬ 该平台技术能生产不同规格的剂型以及不同的剂型
(如片剂和胶囊)ꎬ 还可以生产可分散形成液体制剂或喷洒在食物
上面的剂型ꎮ 平台技术具有生产适当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ＦＤＣｓ) 的潜在灵活性ꎮ 经过特别设计可以提供适当剂量的可分
散固体制剂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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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重症患者用药
在严重的疾病情况下ꎬ 如新生儿败血症ꎬ 应该慎重使用替代

剂型ꎮ 一些替代剂型对没有接受训练的护理者来说可能更方便使
用ꎬ 如直肠剂或舌下喷雾剂ꎮ 有些情况下ꎬ 肠道外给药制剂可能
是最佳选择ꎬ 但是这需要受过训练的护理者ꎮ

４� ４　 直肠给药制剂
作为病重儿童和不能吞咽的儿童的非肠道剂的替代药物ꎬ 直

肠给药制剂可能适用于严重的疟疾、 疼痛、 感染、 腹泻和呕吐ꎮ
但是ꎬ 文化习俗可能会妨碍直肠给药制剂的使用ꎮ

５　 处方设计

当设计儿童药物时ꎬ 给药途径ꎬ 剂型和活性药物成分的剂量
取决于疾病的状况、 活性药物成分的味道、 水溶性、 药物动力学
和药效学性质以及生产 /储藏 /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ꎮ 必须关注
儿童的年龄、 体型、 状态 (如病危、 合并用药、 无法吞咽等情
况) 以及预期的疗程ꎮ 因此ꎬ 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最合适的
剂型ꎮ

大多数药物是由单一成分形成ꎮ 选择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ＦＤＣｓ) 须证明合并用药优于单独使用不同的单一化合物ꎬ 如在
治疗艾滋病和结核病中采用多种药物组合ꎮ ＦＤＣｓ 的研发可能比
单一化合物更复杂ꎻ ＷＨＯ指导原则中提供了相应的指南[１１]ꎮ

５� １　 质量
在研发儿科药物时ꎬ 应关注现行的质量指导原则ꎬ 特别是由

ＷＨＯ提供的指导原则[１]ꎮ
活性药物成分中的杂质和制剂成品中降解产物的限度ꎬ 应按

照 ＩＣＨ指导原则[１２ ~ １４]进行毒理学研究并进行控制ꎮ 在针对活性
药物成分和制剂成品的毒理学研究中建立的安全界限通常适用于

成人的最差情况下ꎮ 尽管儿童服用的剂量更少ꎬ 但是这些限度仍
适用于成人和儿童ꎬ 因为每千克体重的暴露程度基本上相似ꎮ 对
于足月和早产新生儿必须特别关注ꎬ 在建立安全限度时可能需要
用未成年动物进行安全性研究ꎮ 可在 ＥＭＡ 网站上查找其他的指
导原则[１５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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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成品必须符合相关药典的药品质量标准ꎬ 最好能符合
«国际药典» １ 的规定ꎮ 在溶出试验中ꎬ 由于儿童的胃酸 ｐＨ 与成
人不同ꎬ 应认真考虑溶出介质的选择ꎮ 有些情况下应在其他 ｐＨ
条件下进行溶出试验ꎮ 对于咀嚼片、 混悬剂和贴剂等特殊剂型的
溶出试验ꎬ 可参见见国际药学联盟 /美国药学科学家联合会
(ＦＩＰ / ＡＡＰＳ) 关于特殊剂型的溶出试验指导原则[１８]ꎮ

５� ２　 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
生物药剂学分类系统 (ＢＣＳ) 是关于口服制剂中活性药物成

分 (ＡＰＩ) 分类的科学框架ꎮ ＢＣＳ 分类就是根据药物的水溶性和
小肠渗透性ꎮ ｐＨ在 １� ２ ~ ６� ８ 的范围ꎬ 温度为 ３７℃ꎬ 当高剂量的
药物能在 ２５０ｍｌ 或更少体积的液体介质中溶解时ꎬ 就认为该 ＡＰＩ
是高溶解性的药物ꎮ ２５０ｍｌ 来自典型的生物等效性研究方案ꎬ 该
方案要求禁食的志愿者用一杯水将药物送服ꎮ 根据质量平衡测定
或与静脉给药剂量的比较ꎬ 高渗透性 ＡＰＩ 的口服吸收可达到服用
剂量的 ８５％或更高[１９]ꎮ

因此ꎬ 活性药物成分可以分成以下四类:
• 第一类 (高溶解性ꎬ 高渗透性)ꎻ
• 第二类 (低溶解性ꎬ 高渗透性)ꎻ
• 第三类 (高溶解性ꎬ 低渗透性)ꎻ
• 第四类 (低溶解性ꎬ 低渗透性)ꎮ
ＷＨＯ基本药物目录中收载的 ＡＰＩ的分类参见 ＷＨＯ系列技术

报告[２０]ꎮ
由于 ＢＣＳ将 ＡＰＩ的溶解性与单位剂量联系起来ꎬ 因此ꎬ ＢＣＳ

可能对评估水溶性的重要性特别有帮助ꎮ 对于第一类和第三类药
物的普通制剂ꎬ 药物的水溶性不是关注点ꎮ

对于第二类药物ꎬ 由于这些药物可能因溶解速度而影响吸
收ꎬ 因此ꎬ 应当考虑粒径大小、 多晶型和增溶剂的作用ꎮ 尽管除
溶解度以外的因素也可能决定药物的口服吸收ꎬ 但是对于第四类
药物来说也需要考虑溶解度的因素ꎮ 总之ꎬ 当成人药物的剂型和
(或) 辅料与儿科药物不同时ꎬ 在评估儿科药物吸收度的相似性
时ꎬ ＢＳＣ分类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原则ꎮ

１　 «国际药典» 第 ４ 版ꎬ 包含第一和第二增补内容 (有在线版和光盘版两种方式)ꎬ 日
内瓦ꎬ 世 界 卫 生 组 织ꎬ ２０１１ 年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 ＋ / ｍｅｄｅｃｉｎ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ｈａｒｐａｃｏｐｏｅｉａ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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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对于 ＢＣＳ第三类和第四类药物ꎬ 在吸收过程和 (或)
肠道中的首过效应也会影响其生物利用度ꎬ 应当考虑辅料影响转
运时间 (外排)、 运输功能和代谢酶 (特别是 ＣＹＰ３Ａ４) 的可
能性ꎮ

５� ３　 辅料
儿科药物中使用的辅料取决于功能方面的需求ꎬ 应考虑儿童

年龄组、 用药频率和疗程等因素ꎬ 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确定辅料
的使用ꎮ

与成人药物不同ꎬ 对成人不产生或者产生不严重不良反应的
辅料ꎬ 可能对儿童造成严重的不良反应ꎮ 由辅料造成的不良反应
文献综述显示ꎬ 与辅料安全相关的数据是有限的而且与其质量
有关ꎮ

有关儿科药物中辅料的主要问题ꎬ 特别用于治疗婴儿和新生
儿时ꎬ 已经有过报道ꎬ 如采用苯甲醇、 偶氮染料、 丙二醇、 乙醇
和对羟基苯甲酸丙酯作为辅料ꎮ 一项有关新生儿接受非肠道药物
时采用辅料苯甲醇和丙二醇的研究表明具有潜在的毒性风险ꎬ 特
别对接受持续输液治疗的新生儿的伤害更大[２２]ꎮ 辅料对新生儿和
婴儿的毒性可以通过与生理和代谢发育相关的因素来解释[２]ꎮ 可
以查阅到一些辅料安全性的信息ꎬ 如美国儿科学会出版的综
述[２３]ꎮ 其他信息也可以通过咨询得到ꎬ 如 ＷＨＯ 关于某些食品添
加剂的评价的系列技术报告[２４]ꎮ

在儿科药物的研发过程中ꎬ 辅料的种类和用量应该控制在最
小ꎬ 并能保证其药效、 稳定性、 适口性、 微生物控制、 剂量均匀
性和其他产品必需的因素ꎮ 不良反应的风险与液体制剂使用的辅
料最为相关ꎮ

辅料的使用应考虑以下几点:
• 目标年龄组儿童药物所用辅料的安全参数ꎻ
• 给药途径ꎻ
• 辅料的单次和日用剂量ꎻ
• 治疗时长ꎻ
• 儿科患者群体的接受程度ꎻ
• 潜在的替代物ꎻ
• 市场监管情况ꎮ
应关注辅料潜在替代物的危害性ꎬ 更换剂型或采用不同的给

药途径可避免严重的危害ꎮ 公认的辅料已经有全面的安全参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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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辅料不能例外ꎮ 只有当新辅料对于儿童的安全性、 质量和适
用性已经得到证实ꎬ 这些新的辅料才能够得到使用ꎮ 由于不同的
文化差异或宗教原因ꎬ 可能需要寻找辅料的替代物ꎬ 如并不是所
有的患者都能接受明胶的使用ꎮ

５� ４　 着色剂
通常不允许在儿科药物中使用着色剂ꎬ 特别是婴儿和年幼儿

童使用的药物ꎮ 着色剂的使用在具体情况下需证明是正当的ꎬ 例
如用来避免使用具有不同规格的药物而造成的错误给药剂量ꎮ 这
种情况下ꎬ 第三章节中提到的一种固体剂型可能比较合适ꎬ 因为
通过大小、 形状和压纹能区分不同规格的制剂ꎮ 有些儿科药物使
用的着色剂与过敏有关[２５]ꎮ 药物中允许使用的着色剂数量是有限
的ꎮ 儿童药物中不应含偶氮染料ꎬ 并且必须关注由天然着色剂引
起的过敏反应所产生的危害[２６]ꎮ

５� ５　 抗菌防腐剂
药物制剂成品可能需要添加抗菌防腐剂ꎬ 以避免储藏过程中

微生物的繁殖ꎬ 尤其在使用条件下ꎮ 多剂量水溶液制剂和半固体
制剂特别需要添加防腐剂ꎬ 而且其他水溶性制剂也可能需要防腐
剂ꎮ 通常固体剂型不需要防腐剂ꎮ

防腐剂可能会产生不良反应ꎬ 尤其对婴儿ꎬ 有些情况下应该
避免使用防腐剂ꎮ 此外ꎬ 应该避免采用复杂的防腐剂体系ꎮ

强烈建议儿童用的眼科制剂中不添加防腐剂ꎬ 尤其是婴儿用
药ꎮ 因此ꎬ 应该尽可能地发展不添加防腐剂的制剂以满足不同患
者的需要ꎮ 当制剂中必须添加防腐剂时ꎬ 防腐剂的浓度应该保持
在能够满足抗菌功能最低水平ꎬ 同时ꎬ 防腐剂的选择应该证明得
当ꎮ 眼科制剂应考虑不含汞的防腐剂ꎬ 含汞防腐剂例如邻乙汞硫
基苯酸钠ꎮ 有关这个话题的更多具体信息可以查阅出版在 ＥＭＡ
网站上的公众声明中[２７]ꎮ

５� ６　 甜味剂
口服的儿科药物经常使用甜味剂使之适口ꎬ 这些甜味剂有些

会导致龋齿有些不会导致龋齿ꎮ 除了 ４� ３ 章节中提到需关注的方
面以外ꎬ 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 特定条件下儿童使用甜味剂的安全性ꎬ 如糖尿病患者、 果
糖不耐受者和避免让患有苯丙酮酸的患者食用天冬甜素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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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浓度下ꎬ 不容易吸收或不能被消化的甜味剂导致的
腹泻ꎻ

• 需处理的严重条件ꎬ 如甜味剂潜在的副作用对患者坚持服
药的影响是次要的吗ꎮ

５� ７　 矫味剂
对于口服或口腔用药物ꎬ 为了改进药物的适口性ꎬ 经常需要

添加矫味剂ꎮ 儿童具有发育良好的感官系统ꎬ 能够感知味道ꎬ 气
味和化学刺激物ꎮ 他们在较小时就能够尝出甜和咸的味道ꎬ 并且
能够在口服液体中尝出甜味和甜度[２８]ꎮ 儿童看起来比成人喜欢更
甜的味道ꎮ ＡＰＩ中令人不悦的味道ꎬ 如苦味或金属味ꎬ 通常是通
过使用甜味剂和矫味剂来掩盖ꎮ 不允许使用其他与矫味剂一样的
着色剂ꎬ 除非这样能掩盖 ＡＰＩ 令人不悦的颜色 (见章节 ４� ４)ꎮ
Ｅｒｎｅｓｔ等讨论了一些成功的矫味方法[７]ꎮ

儿童对特殊味道的喜好与其经历和文化有关ꎮ 矫味的目的不
是为了让药物可口ꎬ 应该是一种考虑到文化差异ꎬ 能被尽可能多
的国家所接受的一种简单的味道ꎮ

一个有关锌制剂的 “由矫味小组作出的口味质量评估” 的例
子可查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ＣＥＦ) / ＷＨＯ 有关锌制剂生产
的出版物[２９ꎬ３０]ꎮ

在章节 ４� ３ 和 ４� ６ 中提到的事项应该给予关注ꎮ
原则上口崩片和咀嚼片的矫味剂与口服液体制剂类似ꎮ 提倡

非致龋的甜味剂和矫味剂ꎮ
５� ８　 增溶剂

ＡＰＩ的水溶性可能会限制其在溶液制剂中的浓度以及给药剂
量的体积ꎮ 许多情况下ꎬ 可接受的液体制剂都采用增溶方法ꎬ 比
如使用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和助溶剂 (如甘油、 聚乙二醇液体和乙
醇)ꎮ 如果使用了增溶剂就必须关注增溶剂和处方的安全性ꎬ 例
如ꎬ 高渗透性或其他局部毒性造成婴儿肠道组织刺激和损伤的风
险ꎮ 非肠道制剂中增溶剂的风险要比口服制剂高ꎮ

如果没有确切的疗效ꎬ 不能给儿童 (０ ~ １７ 岁) 服用大量的
乙醇ꎮ 尽管乙醇常常不能从制剂成品 (ＦＰＰｓ) 中去除ꎬ 而且乙醇
的取代会引发其他的问题ꎬ 因此乙醇使用量应尽可能小ꎮ 一旦使
用乙醇ꎬ 应有关于使用最少量乙醇的充分支持数据ꎮ
６ 岁以下的儿童更容易受到乙醇的伤害ꎮ 儿童血液中乙醇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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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达到 １０ｍｇ / １００ｍｌ 时对中央神经系统的副作用已经得到证实ꎮ
摄入相同量的乙醇ꎬ 儿童的血液中乙醇峰值浓度比成人的更高ꎮ
原则上慢性接触含乙醇的 ＦＰＰｓ (大于 １ 周)ꎬ 甚至是少量的ꎬ 对
小于 ６ 岁的儿童也是不恰当的ꎮ 如果没有阐明风险与功效之间的
利害关系ꎬ 大于 ６ 岁的儿童服用含乙醇药物制剂的时间应限制在
２ 周内ꎮ 很可能对儿童大脑成熟造成毒性伤害并有非临床数据证
实这一点ꎮ 此外ꎬ 慢性接触与成人和青少年的乙醇依赖性有关ꎮ

６　 口服给药

对儿科患者来说ꎬ 口服是最合适的服药途径ꎮ 如果药物剂型
是合适的ꎬ 通常口服对所有的年龄段都是可接受的ꎬ 例如ꎬ 对有
吞咽固体剂型麻烦的最小年龄组的儿童使用液体制剂ꎮ 严格来
说ꎬ 口服剂型的选择与内脏的功能有关ꎬ 还与年龄和临床条件
有关ꎮ

应该关注刚出生和早期婴儿升高的胃酸 ｐＨ 和肠道蠕动所起
的作用[２]ꎮ 此外ꎬ 患病婴儿的胃排空是最不稳定的ꎬ 且胃排空会
延迟ꎮ 更多的信息可以查阅 ＥＭＡ 针对足月和早产婴儿的药物指
导规范[３１]ꎮ

不推荐将口服制剂与食物或者饮料混合使用ꎬ 但是可能会提
高药物的依从性 (见章节 ２� ２)ꎮ 应该关注食物对生物利用度的潜
在作用ꎮ 当推荐药物与食物混合时ꎬ 应该关注味道的作用ꎬ 因为
令人不悦的药物味道会导致儿童产生厌恶感ꎮ

６� １　 口服液体制剂
口服液体制剂包括水溶液、 混悬液、 乳剂和糖浆ꎬ 这些制剂

最适用于年龄最小且无法吞咽固体制剂的儿童群体ꎮ 口服液体制
剂的优点在于可以称量并服用不同的剂量ꎮ 由于口服液体制剂具
有潜在的化学不稳定性ꎬ 在分发和使用时需要一定的储藏条件ꎬ
所以它的主要缺陷是需要添加稳定剂ꎬ 例如抗菌防腐剂ꎮ 由于体
积大的愿意ꎬ 口服液体制剂比固体制剂更难运输ꎮ

剂量对制剂的接受度有重要作用ꎮ 高剂量会引起消化不完全
的风险进而造成给药剂量不足ꎮ 因此ꎬ 在药物发展过程中应该使
剂量最小化ꎬ 同时要认识应该确认精确的药量而不是预期的一个
范围ꎮ 年龄小于 ５ 岁的儿童的典型目标剂量是 ５ｍｌ 或更少ꎬ ５ 岁
及以上儿童是 １０ｍｌ 或更少[３２]ꎮ 这些限制并不是确定的ꎬ 因为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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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越适口ꎬ 儿童所能接受的剂量就越高ꎮ 目标剂量和电解质含量
对婴儿来说是关键的ꎬ 特别对肾功能不成熟的婴儿ꎮ

口服液体制剂可以装在多剂量或单剂量容器中ꎮ 通常两种方
式都需要抗菌防腐剂ꎮ 在微生物和生理化学方面应该特别关注多
剂量制剂的使用稳定性ꎮ

在多剂量制剂的包装中应该配有适当的给药装置ꎮ 生产商应
该确认给药装置的准确刻度和体积的精确度ꎮ 通常口服用注射器
更适用ꎬ 与带刻度的移液管或塑料汤匙等装置相比ꎬ 它在剂量度
量中更灵活、 精确度更好ꎮ 液体的物理性质ꎬ 特别是黏度会影响
度量和转移一定体积液体的精确度ꎮ

应该关注用药量不准确带来的风险ꎮ 如果用药量准确是关键
的ꎬ 应该考虑使用单剂量制剂ꎬ 例如预装填的口服注射器ꎮ

滴剂

有些液体使用时呈液滴状ꎬ 且用量小ꎬ 在吞服前利用滴管或
带刻度的移液管量取一定体积药物制剂ꎬ 溶解或分散在水或另一
种稀释液中ꎮ 使用这种剂型时ꎬ 应采用风险分析的方法进行评
估ꎬ 掌握药效、 副作用及可能的剂量差错等情况ꎮ 药物量取装置
的性能是这种剂型的关键ꎮ

口服混悬剂

口服混悬液制剂有时取决于 ＡＰＩ 的水溶性以及 ＡＰＩ 用量与给
药体积间的平衡ꎮ 有些情况下ꎬ 选择混悬剂可以减少 ＡＰＩ 令人不
悦的味道ꎮ

为了保证用药剂量的准确ꎬ 口服混悬液用前必须振摇使均
匀ꎮ 在储藏过程中ꎬ 有时由于混悬液沉淀和结块ꎬ 可能有给药剂
量错误的严重风险ꎻ 因此ꎬ 重悬能力应该作为稳定性参数ꎮ 除另
有规定外ꎬ 口服混悬液的质量控制项目应包括溶出度试验[１８]ꎮ

重悬用粉末和颗粒

应考虑可重悬为混悬液或复溶为溶液的固体制剂ꎬ 特别是当
液体制剂由于稳定性 (化学的、 物理的或微生物方面的因素) 差
导致货架期较短时ꎮ 重悬用的粉末和颗粒有单剂量包装或多剂量
制剂ꎬ 通常装在能容下重悬的多剂量制剂的容器内ꎮ 液体溶媒可
以和干燥的粉末或颗粒一起包装ꎬ 特别是当药品销售的地方缺乏
干净饮用水时ꎮ 生产商也可以在产品标签和说明书 (ＳｍＰＣ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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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如何重悬ꎬ 如用沸水或冷水ꎮ
为确保正确使用ꎬ 固体制剂必须易于润湿并分散或者加入溶

媒时就能在短时间内溶解ꎮ
这种制剂的主要缺陷就是体积大ꎬ 会造成运输不便ꎬ 而且在

使用时ꎬ 为了保证多剂量制剂的微生物稳定性需要添加抗菌剂ꎮ
由于上述原因ꎬ 章节 ３� １ 中提到的灵活的单剂量制剂更适用ꎮ

６� ２　 喂食管给药
针对婴儿和重症幼儿ꎬ 可以用喂食管进行液体制剂的经肠给

药ꎮ 这样制剂就不会受唾液和胃液作用的影响ꎬ 可能会影响药物
的生物利用度ꎮ

应该关注剂量的准确度ꎬ 喂食管中递送的难易程度 (包括黏
度、 颗粒大小和混悬组分的量)、 管材料对 ＡＰＩ 的潜在吸附、 冲
洗喂食管都会影响给药剂量的准确度ꎮ 冲洗体积应该适合目标年
龄组ꎬ 冲洗液体也应该是可吸收的ꎮ

应该在 ＳｍＰＣｓ中得到强调上述因素ꎮ
６� ３　 口服固体制剂

口服固体制剂包括从粉末到包衣片等多种剂型ꎬ 可以直接吞
服或在口腔中经过处置 (咀嚼片、 口溶片或口腔分散片)ꎮ 有些
固体制剂需要在水或其他合适液体中溶解ꎬ 分散后吞服ꎮ 优点是
比口服液体制剂更稳定ꎬ 剂量均匀度好且便于给药不同的剂量ꎮ
服药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儿童和剂型的特点ꎬ 这些剂型便于包装和
运输ꎮ

当 ６ 个月大的婴儿能食用固体食物时ꎬ 将食物和饮料与粉末
和多颗粒制剂混合给药也可接受ꎬ 但是什么年龄的儿童能够服用
完整的片剂和胶囊ꎬ 尚未有定论ꎮ 通常认为年龄小于 ６ 岁的儿童
不能服用整个小的片剂和胶囊ꎮ 但是ꎬ 没有准确的科学依据支持
这种说法ꎮ 最近的初步证据表明迷你片剂 (直径小于 ４ｍｍ) 可能
是可以被大多数儿童 (２ ~ ４ 岁) 服用的[３３]ꎮ

散剂和多元微丸制剂

散剂和多元微丸装在小囊或硬胶囊中ꎬ 可以直接或处理后
服用ꎬ 例如ꎬ 按照口服液体制剂的处理方法或撒在食物或液
体上ꎮ

多原微丸制剂是圆形、 大小均匀的颗粒 (常称为丸剂) 和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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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片剂ꎮ 丸剂经常由挤出或滚圆技术制成ꎬ 制成的颗粒大小范围
为 ０� ５ ~ ２ ｍｍꎮ 迷你片剂的制造是靠挤压形成直径小于 ４ｍｍ的个
体ꎮ ＡＰＩ颗粒大小的分布可能对剂量的准确度是关键的ꎬ 特别是
当服用的药物只有一部分剂量时ꎮ 应该在能反映目标年龄组用药
的水平上进行药剂均匀度控制ꎮ

与普通的片剂和胶囊剂相比ꎬ 多元微粒制剂在采用辅料进行
矫味 (如包衣)、 提高稳定性和改变药物释放特性等方面有着同
样的优势ꎮ 此外ꎬ 微丸制剂有更好的灵活性ꎮ 与年龄相关的剂量
可以服用适量的丸剂或迷你片剂ꎮ

当需要大量的丸剂或迷你片剂时ꎬ 可能需要一个计数装置ꎮ
另外ꎬ 章节 ３� ２ 中提到的平台技术适用于丸剂和迷你片剂ꎮ

普通片

一般的片剂有素片、 薄膜片或糖衣片的ꎬ 吞服后应立即崩
解、 释放和吸收ꎮ 包衣可覆盖了令人不悦的味道、 气味ꎬ 通常会
改善适口性ꎮ 因为糖衣片像甜品或糖果ꎬ 因此ꎬ 包衣片更受欢
迎ꎬ 当然这样可能对儿童有过分的吸引力ꎮ 将片剂的外表与糖果
区分开来是很关键的ꎮ

刻痕能实现片剂的精确分割ꎬ 制成少于一片的剂量ꎮ 经过适
当的处理ꎬ 刻痕片应使所形成的各部分药片均能满足药品的质量
并保证成分的均匀性ꎮ 是否提供刻痕药片ꎬ 取决于基于 ＡＰＩ 的安
全性和剂量的风险分析结果ꎮ 在 «国际药典» 的片剂通则中已经
列出了一项相应的检测项目[３４]ꎮ 经过分割的药片的每一部分中
ＡＰＩ含量都应满足最小年龄组的需要ꎮ 刻痕片可能需要专门设计
的片剂和压片用的冲头ꎮ

护理者经常将药片压碎增加用药者的依从性ꎮ 这种做法可能
影响某些药物的生物利用度ꎮ 生产商应该考察压碎药片的影响ꎬ
相关信息应该在患者使用说明书中标明ꎮ

不能将药片压碎ꎬ 除非生产商提供的标签允许这样做ꎮ 通常
更倾向于把一种多元微粒剂制成小囊、 硬胶囊或罩泡板包装ꎮ

咀嚼片

咀嚼片可以咀嚼并吞咽ꎮ 咀嚼片应该有良好的器官感觉ꎬ 包
括好的口感ꎬ 口感受 ＡＰＩ的溶解性、 颗粒大小和性状的影响ꎮ 在
服用后不应该产生苦的或令人不悦的味道ꎮ 咀嚼片通常含有大量
的提供甜味及清凉口感的甘露醇等水溶性甜味剂ꎬ 微晶纤维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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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好的口感并降低沙砾感ꎮ 山梨醇和木糖醇等甜味剂ꎬ 因其适
合直接压片也得到使用ꎮ

咀嚼片的一个潜在问题是可能在未被患者合理咀嚼前或根本

没有咀嚼就吞咽下去ꎮ 因此ꎬ 强烈建议咀嚼片制成可以允许整片
吞咽ꎬ 并且在标签上写明 “可以咀嚼或整片吞服的药片”ꎬ 或
“本品可以咀嚼ꎬ 吞咽或压碎ꎬ 也可以与食物和液体混合”ꎮ

上述可以咀嚼或整片吞服的药片应该满足常规药片的质量要

求ꎬ 包括溶出度试验ꎮ 如果适用的话ꎬ 溶出度试验的条件应该与
含相同 ＡＰＩ的普通片一致ꎬ 但是由于咀嚼片的非崩解特性ꎬ 溶出
条件可能需要改变[１８]ꎮ

泡腾制剂

泡腾制剂有片剂、 颗粒剂和散剂ꎬ 服用前溶解于水中ꎮ 服用
这些剂型时ꎬ 通常需要相对较多体积的水ꎬ 对儿童而言ꎬ 可能会
有服用方面的困难ꎮ 在标签上指明最小用水体积是有帮助的ꎮ 另
外ꎬ 标签上应标明泡腾片应该在气泡消退之后饮用ꎬ 这样能使碳
酸氢盐的摄入最少ꎮ 泡腾片在生产、 包装和储藏过程中需要持续
监控水分和湿度ꎮ

泡腾制剂的缺陷是需要干净的水来溶解和摄取钾或钠ꎬ 这些
可能使泡腾制剂不适用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ꎮ

分散片和可溶片

分散片和可溶片与泡腾制剂的使用方法相同ꎮ 这种制剂的优
点是可以避免碳酸氢盐ꎬ 钾和钠的影响ꎮ 为方便使用ꎬ 制剂应该
在添加到水中后短时间内崩解或溶解ꎮ 标签上指明最小用水量是
有帮助的ꎮ

分散片和可溶片是灵活的剂型ꎬ 适用于一些可水溶的 ＡＰＩ
(见章节 ３� １)ꎮ

缓释制剂

缓释制剂是为了减缓 ＡＰＩ在肠胃液中的释放速度ꎮ 它们有不
同的剂型ꎬ 例如含有带包衣的多元微粒的颗粒剂、 硬胶囊或快速
崩解的药片以及包衣片和骨架片ꎮ 与具有同样 ＡＰＩ 的普通剂型相
比ꎬ 在缓释设计的诸多优点中ꎬ 有一个特性是可以改善患者用药
的依从性 (见章节 ２� ３)ꎮ 不是所有的 ＡＰＩ 都可以制成成缓释制
剂ꎮ 还需要考虑水溶性、 肠道的渗透性和血浆消除半衰期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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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ꎬ 这些在儿童和成人当中是不同的ꎮ
在儿科使用的缓释制剂的研发过程中ꎬ 必须特别关注儿童的

生理条件ꎬ 如胃酸的 ｐＨ和排空速率及肠道蠕动特点ꎮ
大多数缓释药剂ꎬ 特别是包衣片和骨架片ꎬ 不能分割或咀

嚼ꎬ 有些不能与食物或饮料混合ꎮ 因此ꎬ 在标签中规定药品的正
确使用方法是至关重要的ꎮ

胶囊

胶囊剂有软胶囊 (通常含有一种液体或半液体成分) 和硬胶
囊 (包含散剂或多元微粒制剂)ꎮ

胶囊可以整体服用ꎮ 片剂的缺点是儿童不易吞服 (见章节
５� ３ 的说明)ꎮ 对于硬胶囊ꎬ 可以打开囊壳将内容物吞服ꎬ 或者与
食物混合或者撒在食物上后服用ꎬ 但这种给药方式并不总是
正确ꎮ

关于正确使用胶囊的说明应该在标签中标明ꎬ 比如胶囊是否
应该整体服用ꎬ 或胶囊内容物是否可以与食物混合后服用且能改
善适口性ꎮ

口崩制剂

口崩制剂包括口腔分散片、 口服冻干片和膜制剂ꎬ 置于在舌
下后可快速分散成小颗粒或通过 “溶解” 在唾液中熔化后再
吞咽ꎮ

口崩片

口崩片可快速崩解ꎬ 是将含有甘露醇、 超级崩解剂、 矫味剂
等的组分压制而成ꎮ ＡＰＩ 的量可以依其生理性质加入ꎮ 产品可能
对水分敏感ꎮ 口崩片是灵活的剂型 (见章节 ３� １)ꎬ 特别适合高水
溶性的 ＡＰＩꎮ

口服冻干片由冻干的水溶液制成的形状类似片剂的多孔性

物ꎮ 典型的辅料有凝胶和海藻酸盐等结构成型剂、 能促进形成多
孔结构并改善适口性的辅料甘露醇ꎮ 与甘露醇不同的是ꎬ 山梨醇
可以作为结晶抑制剂ꎮ 水溶性 ＡＰＩ的加入量是受限制的[３５]ꎮ 口服
冻干片对水分敏感且需要密封包装ꎮ

口腔用薄而平的膜剂 (薄膜剂) 是将 ＡＰＩ 溶解或分散在水溶
性的聚合物中ꎬ 然后采用流延法制成ꎮ 溶解态 ＡＰＩ 的加入量是受
限制的ꎮ 膜剂的释放特性取决于高聚物的性质、 薄膜厚度及 ＡＰ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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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溶解度ꎮ 所谓的闪释膜剂可以在不到 ３０ｓ的时间内完全溶出ꎮ
口崩片和口溶片如此受关注是有原因的ꎮ 上述制剂可以作为

液体制剂被相同年龄组儿童接受ꎬ 对于无法吞咽整片药物的儿
童ꎬ 可以服用口崩剂型ꎮ 有些情况下ꎬ 特别是低龄儿童ꎬ 服用口
崩片前需要用一点液体溶解ꎮ 虽然设计口崩片是在给药后会产生
全身作用ꎬ 但也会在口腔和咽喉部发生药物的吸收ꎮ 上述制剂可
能需要使用水溶性甜味剂和矫味剂ꎮ

７　 直肠给药

直肠给药对所有年龄组来说是一种重要的给药方式ꎬ 可以产
生局部 (如通便和抗炎作用) 和全身作用 (如退热和抗惊厥作
用)ꎮ 当由于儿童的条件和适口性等问题ꎬ 无法进行口服给药时ꎬ
这种给药方式就特别有价值ꎮ 某些情况下ꎬ 在直肠中输入液体药
物后可立即产生全身作用ꎮ 但是ꎬ 很多 ＡＰＩ 的吸收和生物利用度
是有限的ꎮ 由于直肠中排泄物的影响ꎬ 会发生不规则的吸收ꎬ 可
能引起不可预期的吸收延迟ꎮ

直肠给药剂型主要是栓剂、 直肠胶囊和直肠液 (灌肠剂)ꎮ
还有装在压力容器内的直肠泡沫等其他剂型ꎮ

当儿科病人使用栓剂和直肠胶囊时会有排出的风险ꎬ 特别是
当药剂成分有刺激作用时ꎮ 不足月的婴儿使用直肠剂时应该特别
谨慎ꎬ 因为直肠剂会划伤非常纤弱的组织ꎬ 进而导致感染ꎮ

直肠剂与口服剂相比ꎬ 更不容易坚持服药ꎮ 在有些地区和文
化中ꎬ 护理者和病人使用直肠给药存在障碍ꎮ 通常ꎬ 对任何年龄
的儿童ꎬ 直肠给药的接受度都比较差ꎮ

７� １　 栓剂
儿科病人使用的栓剂必须符合儿童的年龄或特点ꎮ 除非专门

设计ꎬ 否则应避免将栓剂切割成两半ꎮ 大多数栓剂中的 ＡＰＩ 都以
固体颗粒形式存在ꎬ 由于采用模具及熔融生产技术ꎬ 栓剂基质中
的 ＡＰＩ可能分布不均匀ꎮ 不过ꎬ 可以生产可以切成更小段的栓
剂ꎬ 以确保将合适剂量的药物传送ꎮ 应该提供关于可切割栓剂的
批准信息ꎮ 当栓剂设计成可切割型时ꎬ 应在患者使用说明书中标
明有关技术信息ꎮ

有两种栓剂类型: 一种不溶于水 (如固体脂肪)ꎬ 在体温下
可熔化ꎮ 对熔化型栓剂要特别关注储藏温度ꎮ 第二种类型栓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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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于或易混于水 (如聚乙二醇)ꎬ 可以溶于或混溶于直肠液ꎮ 两
种类型都可能对肠道产生刺激ꎮ

７� ２　 直肠液体制剂 (灌肠剂)
直肠液是基于水或植物油的溶液ꎬ 混悬液或乳化液ꎮ 任何服

用的体积应该适于儿童的身材ꎮ 在系统治疗中ꎬ 服用的体积应该
在达到精确传递前提下尽量小的ꎮ １ ~ ５ｍｌ可能是可接受的ꎮ

直肠管的长度应该适合儿童的身材ꎬ 且不应该造成伤害ꎮ 使
用带有直肠管的预填装注射器可以实现个人用药而且可以降低药

剂的些规格的需求ꎮ
关于稳定剂包括表面活性剂和抗菌剂的使用ꎬ 水溶性直肠液

体制剂与其他水溶性液体类似于其他水溶性液体制剂ꎮ 非离子型
表面活性剂更受欢迎ꎬ 因为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经常会刺激直肠黏
膜ꎮ 由于直肠片剂在服药前可以立刻分散或溶解于水中ꎬ 所以稳
定剂特别是抗菌剂的需求可能会减少ꎮ

８　 非肠道给药制剂

由静脉给药的非肠道制剂更适合重症儿童和临床不稳定的足

月和早产儿 (发达国家)ꎮ 一些非肠道制剂可通过皮下和肌内途
径给药ꎮ 新生儿ꎬ 特别是早产儿肌肉组织的含量有限ꎬ 这限制了
肌内注射液的使用ꎮ 在紧急情况下ꎬ 也可使用骨内注射等给药
方法ꎮ

大多数儿童对注射针头有恐惧感ꎮ 无针注射装置 (射流
泵) 可利用高压使小液滴穿过皮肤ꎬ 这类装置特别适于频繁用
药或需要长期治疗的儿童ꎬ 可考虑使用皮下注射等给药方式ꎮ
但是ꎬ 这些方法在儿童群体ꎬ 特别是在低龄儿童中的使用经验
不多ꎮ

应避免对儿童反复注射给药ꎬ 除非能通过导管或注射孔静脉
内给药ꎬ 导管和注射孔在治疗过程中应能保留ꎮ 采用缓释制剂降
低注射次数时ꎬ 应考虑儿童血液灌流量的增加ꎬ 通常会从组织处
增加水分的吸收ꎮ 临床上需要限制液体的摄入量ꎬ 特别是非常小
的儿童ꎬ 因此必须予以考虑ꎮ

与年龄和体重相关的制剂 (注射体积和规格) 更适用ꎬ 因为
能够提供可接受的注射体积ꎬ 避免使用多剂量制剂时由于使用不
当或计算所需体积的稀释倍数不正确导致的给药剂量错误ꎮ 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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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中规定注射器的规格有助于减少给药剂量的差错ꎬ 注射器可以
保证精确用药ꎮ

如果剂量或体积易被误算ꎬ 就不能允许制剂的装量显著高于
规定剂量ꎮ 通常小瓶中制剂的体积不得超过最小剂量的 １０ 倍ꎮ

８� １　 处方
水溶性制剂 (溶液或混悬液) 必须与用药处的生理条件一

致ꎮ ｐＨ和渗透压的偏差限度取决于给药方式ꎮ 皮下给药对 ｐＨ 和
渗透压非常敏感ꎬ 因为注射后注射液体积的稀释和药物吸收过程
缓慢ꎮ 高渗注射剂和极端 ｐＨ 的注射剂可引起疼痛并刺激外周
静脉ꎮ

新生儿患者常用的制剂通静脉给药用水溶性溶液ꎮ 对于所有
儿科患者ꎬ 目标用药体积和电解质成分是很重要ꎬ 对婴儿更是至
关重要的参数[１９]ꎮ

考虑每种辅料的安全性和适用性是非常重要的 (见章节 ４� ３)
应该关注塑料容器表面和导管材料对 ＡＰＩ 的潜在吸附作用ꎬ

还应关注从容器和输液装置中脱落的增塑剂ꎮ
有些 ＡＰＩ以粉末或冻干粉的形式存在ꎬ 在给药前需要复溶ꎮ

在标签或产品说明书中ꎬ 明确给出复溶的操作条件、 储藏条件与
使用有效期非常重要ꎮ

８� ２　 非肠道给药制剂需要考虑的其他要点
• 应该关注与处方、 分发、 用药相关的复杂计算的需求 (如处方
以 ｍｇ / (ｋｇ�ｈ) 转换为每小时给药体积ꎻ 处方量的 “ｍｍｏｌ” 与
标签中 “ｍｇ” 之间的转换ꎻ 处方中的 “ｍｇ” 与标签中百分浓度
之间的转换及小数点等)ꎮ

• 应尽量减少制剂给药前的处理步骤ꎬ 比如可研制即用型产品ꎮ
• 不应要求量取小于 ０� １ｍｌ 的体积ꎮ 避免使用给药剂量以 ０� ０１ｍｌ
计ꎮ 药品说明书中应有表格ꎬ 能清楚地说明剂量以及需要量取
的体积ꎬ 并告知如何安全准确地完成整个操作ꎮ

• 计算错误会导致用药过量ꎬ 当药物制剂用年龄最小的儿童时ꎬ
最小包装中 ＡＰＩ的量不应超出临界过量剂量ꎮ

• 若有可能ꎬ 应避免将单次剂量平均分装在多个小瓶或使用一个
大体积的瓶子包含多次用药剂量ꎮ

• 也可考虑采用防止药物超出临界剂量的其他方法ꎬ 如关于体重、
剂量 (质量) 和用药体积 (ｍｌ) 的表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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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建立供中央或外周插管用药的安全性措施和手段ꎬ 包括关于
安全用药的最大和最小稀释度的建议ꎮ

• 根据药物的给药体积和 (或) 电解质含量ꎬ 应关注用药对儿童
体液和电解质平衡的影响ꎮ

• 作为标准护理计划的一部分ꎬ 应考察与其他药物相容性ꎮ
• 应提供关于 ＦＰＰ的 ｐＨ信息ꎮ

９　 皮肤和透皮给药

皮肤用制剂包括液体制剂 (洗剂和护理液)、 半固体制剂
(软膏和乳膏) 和固体制剂 (散剂)ꎮ 这些制剂可以发挥局部
作用ꎮ

早产儿缺乏角质层ꎬ 许多 ＡＰＩ 可通过真皮引起全身吸收ꎬ 这
是皮肤用药的潜在风险ꎮ 儿童皮肤单位面积的分布体积更低ꎮ

根据不同的剂型ꎬ 需要采用不同的辅料ꎮ 必须关注包括皮肤
刺激在内的各种药剂的安全性 (见章节 ４� ３)ꎮ 应避免对年龄非常
小的儿童使用含乙醇的制剂ꎬ 因为乙醇可能使皮肤脱水并产生
疼痛ꎮ

液体混悬剂、 半固体制剂和贴剂应进行溶出度试验[１８]ꎮ
９� １　 透皮贴剂

透皮贴剂用于 ＡＰＩ的全身递送ꎬ ＡＰＩ 能通过角质层扩散以较
低的血浆浓度产生治疗活性ꎮ 透皮贴剂中 “贴剂” 类型的生产现
在已经过充分的研究ꎬ 比早期 “储库” 型制剂的问题更少ꎻ ＡＰＩ
分散在适当的聚合物粘贴剂中并在背膜部形成薄层ꎬ 表面用可去
除的衬垫覆盖ꎮ

透皮贴剂的尺寸和形状应该适合儿童的身体ꎮ 应该紧贴皮
肤ꎬ 且不会难以揭除ꎮ 应选择不易被儿童触到的作用部位ꎬ 避免
儿童揭除贴剂ꎮ 必须关注故意除去贴剂的风险以及由此对治疗结
果的影响ꎮ 透过皮肤形成的全身吸收可能会增加透皮贴剂的全身
作用ꎬ 特别是新生儿和婴幼儿ꎮ

如果需要将贴剂分割后使用ꎬ 应该在患者使用手册中告知分
割的技术以及在有切割线的情况下如何操作并确保平均ꎮ 贮库型
透皮贴剂不可切割ꎮ

黏合剂应该有较低的潜在过敏性ꎬ 避免刺激反应和感染ꎮ 应
进行局部耐受性和接受性测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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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吸入制剂

传统上ꎬ 通过吸入药物进行肺部用药以达到局部疗效ꎮ 这种
给药形式也可作为潜在的系统药物递送方法ꎮ 吸入制剂包括溶液
型喷雾剂、 计量型气雾剂 (ＭＤＩｓ) 和干粉吸入剂 (ＤＰＩｓ)ꎮ

在儿科吸入剂的研发中ꎬ 应该关注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生理特
点以及正确使用装置的能力[８]ꎮ 由于年龄的关系ꎬ 儿童可能或多
或少对某些装置的使用有困难ꎮ ＭＤＩｓ 吸入协调的问题和 ＤＰＩｓ 的
足够吸入力决定了药物进入肺部的有效性ꎮ

肺部的总沉积量是吸入制剂发挥临床功效的重要指标ꎮ 通
常ꎬ 肺部的总沉积量受制剂、 患者疾病状况以及控制雾滴分布的
吸入装置的影响ꎮ 儿童的气道直径比成人小ꎬ 因此ꎬ 由于碰撞而
在儿童上端和中央气道中的沉积比例显著高于成人[３６]ꎮ 在药物研
发中ꎬ 应考察通过吸入装置形成的雾滴粒径ꎮ

水雾剂更适合无法使用 ＭＤＩｓ 和 ＤＰＩｓ 的儿童ꎮ 使用雾化剂需
要雾化装置和电源ꎮ

当 ＭＤＩｓ配一个储雾器时ꎬ 可能适用于刚出生的儿童ꎮ 储雾
器可不需要协调触发ＭＤＩ装置与吸入的动作ꎮ 对于年龄小于 ２ ~ ３
岁的儿童ꎬ 还需要一个面具ꎮ 当儿童能够操作该系统时ꎬ 可用一
个吸嘴替代ꎮ

ＤＰＩｓ可用于大于 ４ 岁以上的儿童ꎬ 对最小吸入流速有要求ꎮ
由于其便携性ꎬ ＤＰＩｓ 和 ＭＤＩｓ更适用于年龄较大的儿童ꎮ

１１　 包装和标签

儿科药物的容器封塞系统按照法规要求设计并由符合标准的

相关材料制成ꎬ 充分考虑了药物在运输ꎬ 储藏和使用中的稳定
性ꎮ 此外ꎬ 密闭系统的设计可确保:

— 给药剂量准确和便于使用ꎻ
— 坚固耐用并便于运输ꎻ
— 为目标年龄组儿童量身定制ꎻ
— 有助于使用时的稳定性ꎻ
— 提供了充分的用药相关信息ꎮ
当儿科药物与相应的成人药物有显著差异时ꎬ 将两种产品分

别使用有显著差别的不同包装是重点ꎮ 应考虑是否将药物包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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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儿童开启的容器内ꎬ 即一种儿童难以打开ꎬ 但成人可正常开
启的包装ꎮ

在下列情况下ꎬ 学龄儿童和青少年可以自己服用药物:
• 药物容易服用ꎻ
• 每日的剂量都独立包装ꎻ 便于患者将其装入包中ꎻ
• 配有清晰的药物使用说明ꎮ
提供足够的药物信息及如何使用很重要ꎮ 应明确给出剂量信

息ꎬ 如毫克 /每千克体重ꎮ 应提供关于量取并服用准确剂量的专
门指导信息ꎮ 强烈建议用图画或图示方法标明给药时间、 方法和
服用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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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６　 青蒿素作为起始物料生产抗疟疾药
活性成分时的推荐质量要求

１　 前言
２　 青蒿素特性
３　 起始物料青蒿素的检验方法和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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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协调后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ＧＭＰ) [１ꎬ２]中规定了对药物
活性成分 (ＡＰＩｓ) 的生产要求ꎬ 这些规定的适用性中首先对起始
物料进行了定义: ＡＰＩ的起始物料是指用于生产该 ＡＰＩ 所需的一
种原料、 中间体或 ＡＰＩꎬ 并且以主要结构片段的形式被结合进
ＡＰＩ的结构中ꎮ ＡＰＩ 的起始物料可在市场上购买、 通过合同或商
业协议从一个或多个供应商处购得ꎬ 也可由生产厂家自制ꎮ ＡＰＩ
的起始物料一般具有特定的化学特性和结构ꎮ

ＧＭＰ中对 ＡＰＩｓ的规定是供现场检查员使用的ꎬ 而不是供上
市许可用ꎮ ＧＭＰ规定了何种物质可以作为起始物料并为 ＧＭＰ 适
用范围提供了指导ꎮ ＧＭＰ 指导原则不适于起始物料引入前的步
骤ꎬ 生产商应指出并证明其 ＡＰＩ 的生产是从哪一步开始的ꎮ 对于
合成工艺而言ꎬ 就是起始物料进入工艺的那一时刻ꎮ

一般来说ꎬ ＡＰＩ起始物料的引入即标示着对生产过程详细描
述的开始ꎮ 上市许可申请人应提出并证明何种物质可以作为 ＡＰＩ
的起始物料ꎬ 如: 以主要结构片段的形式被结合进 ＡＰＩ结构中ꎮ

在实际操作中确定起始物料存在着一定的困难ꎮ 将起始物料
与最终 ＡＰＩ分离的步骤数是一个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的问题ꎬ 须
考虑到生产商的建议和技术顾问的评估ꎮ 如指定的起始物料可以
由多个来源获得ꎬ 则有必要制定一个良好质量要求以保证生产的
ＡＰＩｓ符合标准要求ꎮ 建立这些质量要求可能需要在起始物料纯度
要求与对 ＡＰＩ生产成本的影响之间进行协调ꎮ 如在 ＡＰＩ 生产过程
中能够充分去除ꎬ 可允许起始物料中存在杂质ꎮ 多余的纯化步骤
可能会降低最终 ＡＰＩ的产量ꎬ 从而增加生产成本ꎮ

用于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制剂疗法 (ＡＣＴ) 的青蒿素衍生
物是由青蒿素通过一个或两个合成步骤合成而得ꎮ 青蒿素主要是
从黄花蒿中分离得到ꎮ 青蒿素符合上文及相关国家、 区域和国际
指导原则中关于 “起始物料” 的定义:

• 用于生产一种 ＡＰＩꎬ 并且以主要结构片段的形式被结合进
ＡＰＩ结构中ꎻ

• 有商业来源ꎻ
• 化合物的名称、 化学结构、 化学与物理性质、 特性及杂质
均是明确的ꎻ

• 有公认的生产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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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青蒿素是从植物中提取而得且不能得到其中间体ꎬ 所以
指定其为青蒿素衍生物的起始物料ꎮ

«国际药典» 正文中收录了青蒿素 ＡＰＩꎬ 然而目前青蒿素主
要用作青蒿素衍生物的起始物料ꎬ 而不是 ＡＰＩꎮ

用于生产青蒿素衍生物的起始物料青蒿素应具有可接受的质

量水平ꎬ 下文的质量标准综合考虑了作为起始物料的青蒿素的质
量和用作 ＡＰＩｓ 的青蒿素衍生物质量要求之间的利益与风险的
平衡ꎮ

主管当局亦可根据的生产工艺产能力同意其他的杂质限度水

平ꎬ 以使青蒿素衍生物 ＡＰＩｓ 至少应符合 «国际药典» 相关正文
的规定ꎮ

本文的目的是为作为起始物料生产用于 ＡＣＴ的青蒿素衍生物
的青蒿素提供一个全面的质量标准ꎬ 该标准不适于青蒿素 ＡＰＩｓꎻ
本文推荐的质量标准适用于自不同农业环境生产的黄花蒿中提取

的青蒿素或通过不同提取方法和纯化步骤制得的青蒿素ꎮ 另外ꎬ
为保证青蒿素衍生物 ＡＰＩｓ的质量ꎬ 生厂商可增加其他检测项目ꎬ
如残留溶剂、 重金属和 (或) 其他更为严格的标准ꎮ 通过化学合
成或发酵制备的青蒿素ꎬ 应使用其他的质量标准ꎮ

２　 青蒿素特性

如用作起始物料的青蒿素已经正确鉴别ꎬ 其主要的质量问题
则为可能影响随后的衍生物 ＡＰＩ 纯度的杂质的存在及其水平ꎮ 杂
质可能在植物提取时或纯化过程中产生ꎬ 或由降解形成ꎬ 植物在
不同生长阶段及不同的生长区域和生长环境ꎬ 其生物合成路线亦
有不同ꎬ 尽管不存在单一的合成路线ꎬ 但不同合成路线其可能存
在的杂质是一致的ꎬ 这些杂质包括青蒿素酸、 二氢青蒿素酸、 青
蒿素 Ｂ及青蒿烯ꎬ 这些杂质中ꎬ 仅有在分离出的青蒿素中检出青
蒿烯的报告ꎬ 最近的工作[３ꎬ４]主要致力于对这些存在的杂质的清
晰了解并对其进行分析ꎮ

对不同区域生产的多种青蒿素样品进行检测ꎬ 发现这些青蒿
素中都同时存在两个杂质: 青蒿烯和在 Ｃ９ 位发生立体化学翻转
的青蒿素非对映异构体 (９－ｅｐｉ－青蒿素)ꎮ 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
是ꎬ 青蒿素杂质用大多数测试实验室采用的高效液相色谱法－紫
外检测的方法可能无法检测ꎮ 最近的工作[５]采用了更加灵敏的质
谱检测器进行检测ꎮ 结果表明ꎬ 其他的杂质仅以微量的形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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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ꎮ 分离出的青蒿素非常稳定ꎬ 通过机理研究推断的可能的降解
在温度低于 １００℃时并没有发生ꎬ 在分离出的青蒿素中未检测到
这些降解产物ꎮ

在起始物料青蒿素化学转化为青蒿素衍生物 ＡＰＩｓ过程中ꎬ 青
蒿素非对映异构体异构体亦可能转化为相应在青蒿素衍生物 ＡＰＩｓ
的非对映异构体ꎮ 然而ꎬ 在分离出的 ＡＰＩｓ中并未发现这种非对映
异构体ꎻ 因青蒿烯可以转化为与青蒿素相同的中间体ꎬ 故转化过
程尚不明确ꎮ

在青蒿素衍生物 ＡＰＩｓ中并未发现青蒿烯衍生杂质ꎬ 这些杂质
的推荐限度均是依据历史检测结果制定的ꎬ 在蒿甲醚和青蒿琥酯
实验基础上建立了起始物料青蒿素的质量标准ꎬ 对于一个新的青
蒿素衍生物 ＡＰＩꎬ 需阐明用该标准控制合成该衍生物中产生的潜
在杂质的适用性ꎮ

因青蒿素提取过程中使用了如二氯甲烷、 三氯甲烷、 乙醚这
样的溶剂ꎬ 供应商应在其分析证书上注明残留溶剂ꎮ

３　 起始物料青蒿素的检验方法和质量标准

Ｃ１５Ｈ２２Ｏ５
相对分子量: ２８２� ３
化学名: (３Ｒꎬ ５ａＳꎬ ６Ｒꎬ ８ａＳꎬ ９Ｒꎬ １２Ｓꎬ １２ａＲ) －３ꎬ６ꎬ９－三

甲基八氢－ ３ꎬ１２ －氧桥吡喃 [４ꎬ３ － ｊ] － １ꎬ ２ －苯并二塞平 － １０
(３Ｈ) －酮ꎻ ＣＡＳ号: ６３９６８－６４－９ꎮ

性状: 本品为无色针状或白色至类白色至淡黄色结晶性
粉末ꎮ

类别: 合成青蒿素衍生物 ＡＰＩｓ的起始物料ꎮ
贮藏: 遮光ꎬ 密闭保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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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按干燥品计算ꎬ 本品含 Ｃ１ ５Ｈ２２Ｏ５应为 ９５� ０％ ~１０２� ０％ ꎮ

鉴别

按 «国际药典» [６] １� ７ “红外分光光度法” 操作ꎬ 本品的红
外光吸收图谱应与青蒿素对照品的图谱一致ꎬ 或与 «国际药典»
青蒿素的对照图谱一致ꎮ

比旋度: 取本品ꎬ 用无水乙醇 Ｒ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１ｍｌ 约含
１０ｍｇ的溶液ꎻ [α] ２０ ℃Ｄ ＝７５° ~ ＋７８°ꎮ

干燥失重: 取本品ꎬ ８０℃ 干燥至恒重ꎬ 减失量不得过
１０� ０ｍｇ / ｇꎮ

有关物质

注: 如使用特殊的合成和生产工艺ꎬ 对最终 ＡＰＩ的杂质水平和
限度进行验证后ꎬ 可适当调整起始物料青蒿素的杂质限度ꎮ

按照 «国际药典» [６]１� １４� ４ “高效液相色谱法” 测定ꎮ 照含
量测定项下色谱条件ꎻ 按含量测定项下方法配制溶液 (１) 和溶
液 (２)ꎻ 精密量取溶液 (１) １ｍｌꎬ 至 １００ｍｌ量瓶中ꎬ 用流动相稀
释至刻度ꎬ 作为溶液 (３)ꎮ

精密量取溶液 (１)、 (２)、 (３) 各 ２０μｌꎬ 分别注入液相色谱
仪ꎬ 记录色谱图至青蒿素保留时间的 １� ５ 倍ꎻ 溶液 (２) 色谱图
中ꎬ 青蒿烯 (杂质 Ａ) 对青蒿素 (保留时间约为 １０ 分钟) 的相
对保留时间为 ０� ７９ꎬ 青蒿烯峰与青蒿素峰之间的分离度应不小于
４ꎻ 溶液 (１) 色谱图中可能出现对青蒿素峰的相对保留时间为
０� ８５ 的杂质 Ｂ峰ꎮ

溶液 (１) 色谱图中:
• 如检出杂质 Ａ峰ꎬ 其峰面积乘以校正系数 ０� ０２７ 应不大于
溶液 (３) 色谱图中色谱峰面积的 ０� １５ 倍 (０� ２％ )ꎻ

• 如检出杂质 Ｂ峰ꎬ 其峰面积应不大于溶液 (３) 色谱图中
色谱峰面积 (１� ０％ )ꎻ

• 其他单个杂质峰面积应不大于溶液 (３) 色谱图中色谱峰
面积的 ０� ５ 倍 (０� ５％ )ꎻ

• 杂质 Ａ 校正峰面积与其他杂质峰面积之和应不大于溶液
(３) 色谱图中色谱峰面积的 ３ 倍 (３� ０％ )ꎬ 峰面积小于
溶液 (３) 色谱图中色谱峰面积 ０� １ 倍的杂质峰忽略
不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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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测定

按照 «国际药典» [６]１� １４� ４ “高效液相色谱法” 测定ꎮ 以十
八烷基键合硅胶为填充剂的不锈钢色谱柱 ( １５ｃｍ × ４� ６ｍｍꎬ
５μｍ)ꎻ 流动相为乙腈－水 (５０ ∶ ５０)ꎬ 流速为 １� ０ｍｌ / ｍｉｎꎬ 检出波
长为 ２１０ｎｍꎮ

制备下列溶液: 取本品ꎬ 用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 ５� ０ｍｇ / ｍｌ
的溶液ꎬ 作为溶液 (１)ꎻ 取青蒿素对照品ꎬ 用流动相溶解并稀释
制成 ５� ０ｍｇ / ｍｌ的溶液ꎬ 作为溶液 (２)ꎮ

精密量取溶液 (１)、 (２) 各 ２０μｌꎬ 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ꎬ
记录色谱图至青蒿素保留时间的 １� ５ 倍ꎮ 溶液 (２) 色谱图中ꎬ
青蒿烯 (杂质 Ａ) 对青蒿素 (保留时间约为 １０ｍｉｎ) 的相对保留
时间为 ０� ７９ꎬ 青蒿烯峰与青蒿素峰之间的分离度应不小于 ４ꎻ 溶
液 (１) 色谱图中可能出现对青蒿素的相对保留时间为 ０� ８５ 的杂
质 Ｂ峰ꎮ

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 Ｃ１５Ｈ２２Ｏ５含量 (按干燥品计)ꎮ

杂质

(３Ｒꎬ ５ａＳꎬ ６Ｒꎬ ８ａＳꎬ １２Ｓꎬ １２ａＲ) －３ꎬ６－二甲基－９－甲基乙
烯基八氢－３ꎬ １２ －氧桥吡喃 [４ꎬ３ － ｊ] －１ꎬ ２ －苯并二塞平－１０
(３Ｈ) －酮 (青蒿烯)

(３Ｒꎬ ５ａＳꎬ ６Ｒꎬ ８ａＳꎬ ９Ｓꎬ １２Ｓꎬ １２ａＲ) －３ꎬ ６ꎬ ９－三甲基八
�７８１�



氢－３ꎬ１２－氧桥吡喃 [４ꎬ３－ ｊ] －１ꎬ２－苯并二塞平－１０ (３Ｈ) －酮
(９－ｅｐｉ－青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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