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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20181231 

序号 名称 颁布时间 原文网址 

1  
总局关于公布 169 家企业撤回 261 个医疗器械注册申请

项目的公告（2017 年第 174 号） 
2018-1-2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1243.html       

2  
总局关于发布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的

通告（2017 年第 223 号） 
2018-1-3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1406.html  

3  
总局关于发布动物源性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2017 年修订版）的通告（2017 年第 224 号） 
2018-1-5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1700.html     

4  
总局关于发布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指南的通告（2018

年第 7 号） 
2018-1-9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2088.html 

5  关于总局药审中心办公地点搬迁有关事宜的通知 2018-1-15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295     

6  
总局关于公布允许发布处方药广告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

名单的通告（2018 年第 14 号） 
2018-1-15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2702.html    

7  
关于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核查中心办公地址搬迁有关事宜

的通告 
 

2018-1-19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3050.html   

8  
总局关于发布新药 I 期临床试验申请技术指南的通告

（2018 年第 16 号） 
2018-1-25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3338.html   

9  
总局关于适用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二级指导原

则的公告（2018 年第 10 号） 
2018-1-25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223345.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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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1 类、5.1 类以及治疗用生物制品

1类和预防用生物制品 1类上市注册申请资料受理事宜的

通知 

2018-1-26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321 

11  
总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情况的公

告（2018 年第 9 号） 
2018-1-26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3453.html 

12  
关于发布《首批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

的药品清单》的通知 
2018-1-29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310    

13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二十六批） 2018-1-29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325 

14  
总局关于发布第三批过度重复药品提示信息的公告

（2018 年第 16 号） 
2018-2-8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4431.html  

15  
总局关于发布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

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28 号） 
2018-2-9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4587.html  

16  
总局关于发布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

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29 号） 
2018-2-9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4588.html  

17  

总局关于发布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基因检

测试剂等 4 项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36 号） 

2018-2-24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5343.html  

18  
总局关于恢复进口瑞士 OM Pharma SA 细菌溶解产物胶

囊的公告（2018 年第 29 号） 
2018-2-27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5537.html  

19  
总局关于发布药物遗传毒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18 年第 50 号） 
2018-3-15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6424.html  

20  
总局关于发布创新药（化学药）Ⅲ期临床试验药学研究信

息指南的通告（2018 年第 48 号） 
2018-3-16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6493.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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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局关于发布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

则的通告（2018 年第 56 号） 
2018-3-21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6783.html 

22  
总局关于发布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

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57 号） 
2018-3-21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6784.html  

23  
总局关于注销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公告（2018 年第 34

号） 
2018-3-22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6877.html  

24  2017 年度药品审评报告  2018-3-23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02  

25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二十七批）  2018-3-28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09   

26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三期） 2018-4-2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0817.html  

27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四期） 2018-4-2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0817.html  

28  关于药用辅料滑石粉标准修订的公示(第二次) 2018-4-2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284da49fb12fa?a=BZFULI

AO  

29  关于我院调整国家药品标准物质税率的通知 2018-4-4 http://aoc.nifdc.org.cn/sell/home/notice20180404.html  

30  关于对白陶土等 27 个药用辅料标准征集意见的通知 2018-4-8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2a4603ec33a4e?a=BZFU

LIAO  

31  关于原辅包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更新功能的说明 2018-4-10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30  

32  
药审中心就药用辅料药包材与药品关联审评审批政策与

企业进行交流 
2018-4-10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33  

33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二十八批） 2018-4-23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43 

34  
关于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安全性数据快速 

报告的标准和程序》的通知 
2018-4-2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49  

35  关于对甘露醇等 12 个药用辅料标准征集意见的通知 2018-4-27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04929a993768?a=BZFU

LIAO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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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四期） 2018-5-4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0994.html  

37  2018 年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汇总） 2018-5-4 http://aoc.nifdc.org.cn/sell/home/notice20180509.html  

38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化学仿制药注射剂注册申

请现场检查工作的公告（2018 年第 20 号） 
2018-5-14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028.html  

39  
关于协助提供药用辅料标准研究用样品的单位名单的公

告（2018 年第一批） 
2018-5-17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6d33763a2ddb?a=tz 

4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关于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信

息保密管理的实施细则》的通告（2018 年第 27 号） 
2018-5-17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059.html  

4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阿托伐他汀钙片等 12 个品种规

格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第四批）

（2018 年第 24 号） 

2018-5-22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115.html  

4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优化药

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2018 年第 23 号） 
2018-5-23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140.html   

4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柴胡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2018-5-29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214.html 

44  
国家药典委公开征求《中国药用辅料通用名称命名原则》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18-5-30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b014c61878de?a=BZFU

LIAO  

45  关于原辅包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更新功能的说明（二） 2018-5-31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01  

4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

效性（BE）试验品种的通告(2018 年第 32 号) 
2018-5-31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233.html 

47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六期） 2018-6-1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1091.html 

48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18 年国家药品跟踪检查

有关事宜的通告（2018 年第 35 号） 
2018-6-4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269.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0994.html
http://aoc.nifdc.org.cn/sell/home/notice20180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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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关于公开征求《药用辅料登记资料要求（征求意见稿）》

和《药包材登记资料要求（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2018-6-5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04 

50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二十九批） 2018-6-5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20 

5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

册申请情况的公告（2018 年第 30 号） 
2018-6-6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294.html 

5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2017 年度药品检查报告》

的公告（2018 年第 32 号） 
2018-6-8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316.html 

53  关于伽马环糊精等 24 个药用辅料标准的公示 2018-6-12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f2fab54f4372?a=BZFULI

AO 

54  关于 2018 年度拟立项国家药品标准提高项目的公示 2018-6-14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3fbccbdf10362?a=tz 

5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关于增设长沙航空口岸为

药品进口口岸的公告（2018 年第 37 号） 
2018-6-15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369.html 

5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关于增设济南航空口岸为

药品进口口岸的公告（2018 年第 36 号） 
2018-6-15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368.html  

57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性要求（试

行）》的通知 
2018-6-22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48 

58  
药审中心关于征求“含可待因类感冒药说明书修订要求”

意见的通知 
2018-6-2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63 

5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

五批）的通告（2018 年第 49 号） 
2018-6-28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9609.html  

60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七期） 2018-07-02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1221.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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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清开灵注射剂和注射用益

气复脉（冻干）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42 号） 
2018-07-03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229649.html 

6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15 年版第一增补本的公告（2018 年第 41 号） 
2018-07-05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229673.html   

6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31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53 号） 
2018-07-0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50/229691.html 

64  《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解读 2018-07-1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200/325801.html 

6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

据的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52 号） 
2018-07-1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25800.html 

66  
关于对药品生产企业和检验机构优先供应国家药品标准

物质的通知 
2018-07-12 http://aoc.nifdc.org.cn/sell/home/files/notice20180712.html 

67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呋喃唑酮片说明书的公告

（2018 年第 43 号） 
20180712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29573.html 

68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剂说

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44 号） 
2018-07-12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29574.html 

6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42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58 号） 
2018-07-13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50/329582.html 

70  关于勘误阿昔洛韦分散片标准的函 2018-07-16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4a1c0370f5c72?a=KWHXYP 

71  
图解政策：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 
2018-07-1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29604.html 

72  关于上线新版原辅包登记系统的通知 2018-07-1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619 

7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试点工作

药品生产流通有关事宜的批复 
2018-07-1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29612.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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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三十批） 2018-07-1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620 

75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检查公告（第 1 号）（2018

年第 47 号） 
2018-07-1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1/329621.html 

7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血塞通注射剂和血栓通注

射剂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46 号） 
2018-07-1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29637.html 

77  关于磷酸二氢钠系列 3 个药用辅料标准的公示（第二次） 2018-07-20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4b52dd3347428?a=BZFULIAO 

78  
关于发布生物制品国家标准起草与复核工作规范（试行）

的通知 
2018-07-20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4b614207c751a?a=tz 

7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4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63 号） 
2018-07-2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50/329645.html 

8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

六批）的通告（2018 年第 66 号） 
2018-07-2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29692.html 

8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蒙脱石散等 16 个品种通过仿制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第五批）（2018 年第

49 号） 

2018-07-2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29691.html 

82  关于勘误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素标准的函 2018-07-27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4d9521b5d26be?a=KWHXYP 

8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0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67 号） 
2018-07-2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29719.html 

8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

序的公告（2018 年第 50 号） 
2018-07-2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1/329716.html 

85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协作标定实验室名单》 2018-07-31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353.html 

86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八期） 2018-08-02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356.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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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1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69 号） 
2018-08-03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29795.html 

88  关于进一步做好一般性技术问题沟通的通知 2018-08-06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3989 

8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注射用唑来膦酸等 8 个药

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公告（2018 年第 51 号） 
2018-08-0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29848.html 

90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三十一批） 2018-08-09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656 

9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9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72 号） 
2018-08-1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29878.html 

92  关于复方铝酸铋颗粒质量标准勘误的函 2018-08-13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4eede7e0165327a77cb5177?a=KWHXYP 

93  
关于勘误《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品种“奥沙利铂”

标准的函 
2018-08-16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4eede7e016540887818656f?a=KWHXYP 

9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2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73 号） 
2018-08-1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29931.html 

95  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08-17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404.html 

96  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08-20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406.html 

97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公告（第2号）（2018

年第 55 号） 
2018-08-22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1/329967.html 

98  
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检查公告（第 2 号）（2018

年第 54 号） 
2018-08-22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1/329966.html 

9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0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77 号） 
2018-08-2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0004.html 

100  图解政策：关于药用原辅料进口通关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8-08-2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0048.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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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关于发布《注册分类 4、5.2 类化学仿制药（口服固体制

剂）生物等效性研究批次样品批量的一般要求（试行）》

的通知 

2018-08-30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672 

10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中药饮片标签标识有关

问题的复函 
2018-08-31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0075.html 

10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质量集中整治工

作方案的通知 
2018-08-31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0076.html 

10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启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进口药品注册专用章等 3 枚业务用章的通知 
2018-09-03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0105.html 

10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化学仿制药长期稳定性研

究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18 年第 82 号） 
2018-09-0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117.html 

106  
图解政策：关于加强化学仿制药注射剂注册申请现场检查

工作的公告 
2018-09-0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0118.html 

107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万通筋骨片说明书的公告

（2018 年第 58 号） 
2018-09-05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125.html 

108  图解政策：关于进口化学药品通关检验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8-09-05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0122.html 

109  中药保护品种公告（第 1 号）（2018 年第 57 号） 2018-09-05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0124.html 

110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九期） 2018-09-06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478.html 

11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谷胱甘肽注射剂说明书的

公告（2018 年第 59 号） 
2018-09-0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139.html 

11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的

公告（2018 年第 63 号） 
2018-09-0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140.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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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5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86 号） 
2018-09-0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0160.html 

11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的公

告（2018 年第 62 号） 
2018-09-0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157.html 

11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暂停销售使用瑞迪博士实验室

有限公司富马酸喹硫平的公告（2018 年第 61 号） 
2018-09-0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156.html 

11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注射用达托霉素等 6 个药

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公告（2018 年第 65 号） 
2018-09-0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155.html 

117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

册申请情况的公告（2018 年第 64 号） 
2018-09-1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181.html 

118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三十二批） 2018-09-11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696 

11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都梁软胶囊非处方药说明

书范本的公告（2018 年第 60 号） 
2018-09-12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200.html 

12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

七批）的通告（2018 年第 84 号） 
2018-09-13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220.html 

121  图解政策：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 2018-09-1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0235.html 

12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3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89 号） 
2018-09-1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0270.html 

12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恢复进口库比斯特制药有限公

司注射用达托霉素的公告（2018 年第 70 号） 
2018-09-2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374.html 

12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黄瑞香注射液（国药准字

Z14021011）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公告（2018 年第 71

号） 

2018-09-2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393.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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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09-28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572.html 

126  
关于进一步做好 289 基药品种一致性评价申报与技术审

评相关工作的通知 
2018-09-29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21 

127  
《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宜的公

告》政策解读 
2018-09-3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200/331215.html 

128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7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95 号） 
2018-09-3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1213.html 

12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

不良反应事宜的公告（2018 年第 66 号） 
2018-09-3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214.html 

13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

交流管理办法的公告（2018 年第 74 号） 
2018-10-0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245.html 

131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十期） 2018-10-10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590.html 

132  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10-10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589.html 

133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三十三批） 2018-10-1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31 

13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9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102 号） 
2018-10-1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1369.html 

135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

指导原则和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

通告（2018 年第 103 号） 

2018-10-2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454.html 

13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追风透骨制剂和蒲地蓝消

炎制剂处方药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77 号） 
2018-10-2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1453.html 

137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临床急需

境外新药审评审批相关事宜的公告（2018 年第 79 号） 
2018-10-3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475.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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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关于发布第一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的通知 2018-11-01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3990 

139  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8-11-01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1501.html 

14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乳酸钠林格注射液（国药准

字 H20023404）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公告（2018 年第

80 号） 

2018-11-01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500.html 

141  

海关总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 2018年第 148号（关

于《进口药品通关单》等 7 种监管证件实施联网核查的公

告） 

2018-11-01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504.html 

142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47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第 110 号） 
2018-11-02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1519.html 

14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撤销磺胺索嘧啶片药品批准证

明文件的公告（2018 年第 84 号） 
2018-11-02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525.html 

144  
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八批）的通告（2018

年第 111 号） 
2018-11-0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789.html 

145  
关于发布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18 年第 109 号） 
2018-11-0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783.html 

146  
关于修订蒲地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的公

告（2018 年第 82 号） 
2018-11-0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1790.html 

147  化药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11-06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25.html 

148  关于优化优先审评申请审核工作程序的通知 2018-11-07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54 

149  对照药材停用通知 2018-11-08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32.html 

150  
关于发布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18 年第 114 号） 
2018-11-0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864.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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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关于发布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

通告（2018 年第 115 号） 
2018-11-0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865.html 

152  关于修订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85 号） 2018-11-0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1889.html 

153  
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情况的公告

（2018 年第 86 号） 
2018-11-0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862.html 

154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十一期） 2018-11-08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31.html 

155  
图解政策：关于修订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63 号） 
2018-11-0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1917.html 

156  关于印发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的通知 2018-11-13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2114.html 

157  
图解政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

评审批程序的公告之 
2018-11-13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2112.html 

158  《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解读 2018-11-1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200/332138.html 

159  图解政策：关于优化优先审评申请审核工作程序的通知 2018-11-1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2140.html 

160  
图解政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

评审批程序的公告之二 
2018-11-1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2139.html 

161  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11-16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55.html 

162  
关于修订拨云锭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的公告（2018 年第

90 号） 
2018-11-1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2295.html 

163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要求做好药品监管

相关审批工作的通知 
2018-11-2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2328.html 

164  
关于修订盐酸溴己新注射剂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89

号） 
2018-11-2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2324.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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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关于印发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 
2018-11-20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6ed5beb01672fed2f606c1d?a=tz 

166  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11-22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69.html 

167  
图解政策：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之二 
2018-11-23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3441.html 

168  
图解政策：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之一 
2018-11-23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3440.html 

169  
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沟通交流讨论会会议视频与

PPT 资料向行业公开 
2018-11-23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56 

170  
20181129 关于国家药品标准物质说明书电子版加盖国家

药品标准物质专用章的通知 
2018-11-29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89.html 

171  关于 15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117 号） 2018-11-3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3519.html 

172  
关于临床试验用生物制品参照药品一次性进口有关事宜

的公告（2018 年第 94 号） 
2018-11-3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3516.html 

173  
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的公

告（2018 年第 92 号） 
2018-11-3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3518.html 

174  
关于勘误维E三油胶丸国家标准（WS-10001-（HD-0378）

-2002）的函 
2018-12-03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6ed5beb01677266dd554c4b?a=KWHXYP 

175  
关于对因科瑞斯药业（营口）有限公司等药品生产企业开

展药品 GMP 跟踪检查有关情况的通报（2018 年第 2 号） 
2018-12-0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0/333813.html 

176  图解政策：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之一 2018-12-0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3551.html 

177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十二期） 2018-12-05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803.html 

178  图解政策：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之二 2018-12-05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3552.ht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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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关于注销盐酸米多君片等 2 个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公告

（2018 年第 95 号） 
2018-12-12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3825.html 

180  
关于对海城市天亿康制药有限公司等药品生产企业开展

药品 GMP 跟踪检查有关情况的通报 
2018-12-14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0/333908.html 

181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十三期） 2018-12-17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870.html 

182  
关于发布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等 2 项注册技术

审查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126 号） 
2018-12-1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3946.html 

183  
关于广西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停产整改的通告（2018

年第 129 号） 
2018-12-1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3966.html 

184  
关于对大连万福制药有限公司等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 跟踪检查有关情况的通报 
2018-12-20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0/334000.html 

185  
关于发布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的通告

（2018 年第 131 号） 
2018-12-21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4011.html 

186  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12-21 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884.html 

187  药品审评中心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管理规范（试行） 2018-12-21 http://www.cde.org.cn/regulat.do?method=largePage&id=102 

188  药品注册审评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管理管理规范 2018-12-21 http://www.cde.org.cn/regulat.do?method=largePage&id=101 

189  
关于发布《第二批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

请的药品清单》的通知 
2018-12-24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81 

190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

九批）的通告（2018 年第 135 号） 
2018-12-25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4183.html 

191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吡硫醇注射

剂的公告（2018 年第 99 号） 
2018-12-26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4186.html 

192  关于阿莫西林胶囊质量标准有关事宜的函 2018-12-27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7ca11690167edab51323447?a=HXYP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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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国家药监局关于加强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期间药品

监管工作的通知 
2018-12-2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4097.html 

194  
图解政策：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

宜的公告 
2018-12-27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4094.html 

195  
《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关事项的公告》政

策解读 
2018-12-2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200/334162.html 

196  
关于对辽宁澎健药业有限公司等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 跟踪检查有关情况的通报（2018 年第 5 号） 
2018-12-2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0/334176.html 

197  
关于发布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管理规定的公告（2018

年第 101 号） 
2018-12-2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4163.html 

198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8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

（2018 年 134 号） 
2018-12-2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4096.html 

199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有关事项的公告（2018 年第 102 号） 
2018-12-2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4161.html 

200  图解政策：关于印发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的通知 2018-12-2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4155.html 

201  图解政策：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之二 2018-12-2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4157.html 

202  图解政策：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之一 2018-12-28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4156.html 

203  国家药监局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吡硫醇注射剂的通知 2018-12-2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4185.html 

20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

效性（BE）试验品种（第二批）的通告（2018 年第 136

号） 

2018-12-29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41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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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公布 169 家企业撤回 261 个医疗器械注册申请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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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6 年 12月 13日—2017 年 12月 15日，共有 169家企业撤回了 261个医疗器械注

册申请项目。其中 42家企业撤回 105个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请项目（附件 1），127家企业

撤回 156个其他医疗器械注册申请项目（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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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撤回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请项目清单 

序号 受理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人 

1 进 15-4466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检测试剂盒（电化学

发光法） 
Roche Diagnostics GmbH 

2 更 20151502 脂肪酶检测试剂盒（比色法） Roche Diagnostics GmbH 

3 进 15-4050 
对乙酰氨基酚检测试剂盒（均相酶免疫测

定法 
Roche Diagnostics GmbH 

4 JSZ1600061 
卡马西平检测试剂盒（均相酶免疫测定

法） 
Roche Diagnostics GmbH 

5 更 20151928 
胎盘生长因子检测试剂盒（电化学发光

法） 
Roche Diagnostics GmbH 

6 更 20151926 
可溶性 fms 样酪氨酸激酶-1 检测试剂盒

（电化学发光法） 
Roche Diagnostics GmbH 

7 JSY1600951 无机磷检测试剂盒（紫外线法） Randox Laboratories Ltd. 

8 JSY1601147 甘油三酯检测试剂盒（GPO-PAP） Randox Laboratories Ltd 
9 JSY1601151 直接胆红素检测试剂盒（比色法） Randox Laboratories Ltd. 

10 准 15-2585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 型)抗体检测

试剂盒(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 
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 准 15-2572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抗体（HIV Ag/Ab）
检测试剂盒（时间分辨免疫荧光法） 

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 准 15-0556 
单纯疱疹病毒（HSV）1+2 型核酸检测试

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广州华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3 准 14-5230 
人类 RET基因融合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4 JSZ1600019 西罗莫司检测试剂盒(电化学发光法) Roche Diagnostics GmbH 

15 准 14-5244 
百日咳杆菌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

疫法） 
北京贝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6 准 15-3078 
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检测试剂盒（PCR-
荧光探针法）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17 JSZ1600038 组织多肽抗原测定试剂盒（酶联免疫法） IDL Biotech AB（publ） 

18 进 15-3909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检测试剂盒（电化

学发光法） 
Roche Diagnostics GmbH 

19 进 15-4464 
 
EBER 探针（原位杂交法） 

 

Roche Diagnostics GmbH 

20 JSZ1600020 
抗磷脂酰丝氨酸抗体 IgA 检测试剂盒（酶

联免疫吸附法） 

EUROIMMUN 
MedizinischeLabordiagnostika 

AG 

21 JSZ1600021 
抗磷酯酰丝氨酸抗体 IgA/G/M 检测试剂

盒(酶联免疫吸附法) 
EUROIMMUN 

MedizinischeLabordiagnostika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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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人 

22 JSZ1600022 
抗磷酯酰丝氨酸抗体 IgG 检测试剂盒(酶
联免疫吸附法) 

EUROIMMUN 
MedizinischeLabordiagnostika AG 

23 JSZ1600023 
抗磷酯酰丝氨酸抗体 IgM 检测试剂盒(酶
联免疫吸附法) 

EUROIMMUN 
MedizinischeLabordiagnostika AG 

24 准 15-3091 
人CYP2C19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引物特

异延伸法) 
泰普生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25 JSZ1600081 
造血干细胞抗原 CD34 检测试剂盒（流式

细胞仪法） 
Becton, Dickinson and 

Company, BD Biosciences; 
26 JSY1700197 α-1酸性糖蛋白检测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Randox Laboratories Ltd. 

27 CSY1600577 
癌胚抗原（CEA）定量测定试剂盒（酶联

免疫吸附法） 
北京正旦国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8 CSY1600579 
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定量测定试

剂盒（酶联免疫吸附法） 
北京正旦国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9 CSY1600578 
甲胎蛋白（AFP）定量测定试剂盒（酶联

免疫吸附法） 
北京正旦国际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0 准 15-1904 
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PCR-
荧光探针法) 

湖南圣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1 JSX1600053 人附睾蛋白 4 定标液 Roche Diagnostics GmbH 

32 CSY1600047 
乙型肝炎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PCR-
荧光探针法） 

正元盛邦（天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33 准 15-2217 
泌尿生殖系统感染 6 项联合检测试剂盒

（基因芯片法） 
昆明寰基生物芯片产业有限公司 

34 准 15-2219 
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基因

芯片法） 
昆明寰基生物芯片产业有限公司 

35 JSX1700094 铁蛋白检测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Randox Laboratories Ltd. 

36 JSX1700046 
类风湿因子检测试剂盒（乳胶增强免疫比

浊法） 
Randox Laboratories Ltd. 

37 准 15-3109 
MTRR A66G 基因检测试剂盒（PCR-金磁

微粒层析法） 
西安金磁纳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8 JSZ1600093 
皮质醇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DiaSorin S.p.A. 

39 CSZ1600180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及抗体(HIV 
Ag/Ab)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江苏泽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0 CSZ1600198 
肿瘤相关抗原 CA125 测定试剂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北京同生时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1 CSZ1600088 
人类 CYP2C19 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

（荧光 PCR-熔解曲线法） 
广州好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2 CSZ1600087 
人类 MTHFR 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荧

光 PCR-熔解曲线法） 
广州好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3 进 15-4145 
上呼吸道感染性病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

(巢式多重 PCR 熔解曲线法) 
BioFire Diagnostics,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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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受理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人 

44 准 15-2660 BRAF 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PCR-测序法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45 准 15-3092 
MTHFR A1298C 基因检测试剂盒（PCR-
金磁微粒层析法） 

西安金磁纳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46 准 15-2609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联合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47 准 15-2621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美沙酮联合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48 准 15-2613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二亚甲基

双氧安非他明、美沙酮联合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49 准 15-2624 四氢大麻酚酸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50 准 15-2611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二亚甲基

双氧安非他明、四氢大麻酚酸联合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51 准 15-2607 丁丙诺啡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52 准 15-2608 美沙酮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53 准 15-2610 苯二氮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54 准 15-2615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可卡因、

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唾液联合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55 准 15-2622 安非他明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56 CSZ1600187 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7 准 15-3211 
丙型肝炎病毒（HCV）基因分型检测试剂

盒（PCR-荧光探针法） 
上海普洛麦格生物产品有限公司 

58 CSZ1600048 
乙型肝炎病毒（HBV）基因分型检测试剂

盒（PCR－荧光探针法） 
上海普洛麦格生物产品有限公司 

59 准 15-2628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唾液联合检

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60 准 15-2627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可卡因、

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四氢大麻酚酸联

合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61 准 15-2625 可卡因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62 准 15-2623 
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检测试剂盒（胶体

金法） 
杭州安旭科技有限公司 

63 JSY1600393 
弓形虫 IgG/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

疫荧光法) 
bioMerieux,SA 

64 准 15-3172 
大便隐血-幽门螺杆菌抗原联合检测试剂

（免疫层析法）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5 CSY1700265 
单纯疱疹病毒 I 型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

（化学发光法）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66 CSY1700271 风疹病毒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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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法） 公司 

67 CSY1700270 
弓形虫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

法）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68 CSY1700269 
弓形虫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

法）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69 CSY1700264 
巨细胞病毒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

光法）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70 CSY1700263 
巨细胞病毒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

发光法）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71 CSY1700272 
风疹病毒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

法）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72 CSY1700268 
单纯疱疹病毒Ⅱ型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

（化学发光法）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73 CSY1700267 
单纯疱疹病毒Ⅱ型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

（化学发光法）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74 CSY1700266 
单纯疱疹病毒 I 型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

（化学发光法）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75 CSY1700375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HBsAb）定量测

定试剂盒（化学发光法） 
北京大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76 CSY1700376 
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体（HBcAb）测定试

剂盒（化学发光法） 
北京大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77 CSZ1600132 氯胺酮唾液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8 CSZ1600134 
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联合唾液检测试剂

盒（胶体金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9 CSZ1600130 
甲基安非他明唾液检测试剂盒（胶体金

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0 CSZ1600128 吗啡唾液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1 CSZ1600126 可卡因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2 CSZ1600125 
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检测试剂盒（胶体

金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3 CSZ1600123 四氢大麻酚酸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4 CSZ1600133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联合唾液检

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5 CSZ1600135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二亚甲基双氧安非

他明/氯胺酮/四氢大麻酚酸联合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6 CSZ1600124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氯胺酮联合检测试

剂盒（胶体金法）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87 JSX1600333 多项生化校准品 Beckman Coulter, Inc. 

88 CSZ1600113 
弓形虫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微柱凝胶

法） 
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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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CSY1600536 恶性疟原虫抗原检测试剂（胶体金法） 艾博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 

90 CSY1600535 
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抗原检测试剂

（胶体金法） 
艾博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 

91 CSZ1600136 
吗啡/甲基安非他明/二亚甲基双氧安非

他明/氯胺酮/四氢大麻酚酸/可卡因联合

检测试剂 
厦门中生朗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2 CSY1700046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1/2）抗体检测

试剂盒（胶体金法） 
北京健乃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3 CSZ1600140 
α-L-岩藻糖苷酶测定试剂盒（连续监测

法） 
宁波赛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4 CSX1700077 
糖类抗原 50 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江苏福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5 CSX1700075 
人附睾上皮分泌蛋白 4 测定试剂盒（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江苏福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6 CSX1700074 
铁蛋白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江苏福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97 JSY1700339 人降钙素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 BIOMERICA,INC. 

98 JSY1700340 
人全段甲状旁腺激素检测试剂盒（酶联免

疫法） 
BIOMERICA,INC. 

99 CSY1700395 
二亚甲基双氧安非他明检测试剂盒（胶体

金法） 
正元盛邦（天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00 CSZ1600079 
丙型肝炎病毒核酸定量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 CSZ1700159 
念珠菌通用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 

杭州缔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02 CSZ1600040 
叶酸相关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PCR 荧

光探针法） 
上海源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3 CSZ1600038 
氯吡格雷相关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

（PCR 荧光探针法） 
上海源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4 进 15-4169 
抗弓形体抗体 IgG 亲合力检测试剂盒（酶

联免疫吸附法） 
Medizinische Labordiagnostika 

AG 

105 准 15-2423 
MTHFR 和 MTRR 基因多态性检测试剂盒

（荧光 PCR 熔解曲线法） 
厦门致善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2   撤回其他医疗器械注册申请项目清单 

序号 受理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人 

1 进 15-2384 
中空纤维透析器（商品

名:TORAYLIGHT) 
东丽株式会社 

2 进 15-2678 多波长激光治疗仪 ASA s.r.l. 

3 进 15-2671 多波长激光治疗仪 ASA s.r.l. 
4 CQX1600321 负压封闭引流敷料管路套装 成都吉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 进 15-3078 药瓶适配器 Medimop Medical Projects Ltd. 

6 CQY1600027 雷帕霉素药物洗脱分支支架系统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 

7 CQZ1600254 细菌纤维素抗菌材料 
北京鼎瀚恒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8 CQZ1600051 高电位治疗仪 广州易和医疗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9 准 15-2259 一次性有创压力传感器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 
10 更 20151185 牙科用数字印模仪 Ormco Corporation 

11 进 15-0109 喷雾罐组及组件 崇仁科技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更 20151930 人工晶状体折叠夹 ABBOTT MEDICAL OPTICS INC. 

13 进 15-3007 便携式近红外线快速颅内出血检测仪 Infrascan,Inc. 

14 CQZ1600258 
血液透析浓缩物（商品名：浓缩透析

液、透析粉） 
瑞鹏医疗器械成都有限公司 

15 更 20151682 病人监护仪 太空医疗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16 准 15-1039 栓塞胶 北京康派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7 准 15-1031 耳脑胶 北京康派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8 准 15-1059 止血封闭胶 北京康派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9 JQX1600556 植入式心电事件监测器 Medtronic Inc. 

20 准 15-1432 吸入镇静镇痛注射系统 深圳市安保科技有限公司 

21 CQX1700009 室间隔缺损封堵器 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2 更 20151834 补片 
Johnson & Johnson International, 

c/o European Logistics Centre 
23 JQX1600008 高压注射系统 Bayer Medical Care Inc. 

24 JQZ1600532 血脂分析仪 SD Biosensor, Inc. 
25 进 15-2741 翻修股骨柄系统 Smith & Nephew, Inc. 

26 准 15-2555 一次性使用导管鞘组 浙江海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7 准 15-2534 一次性使用环柄注射器 浙江海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8 进 14-3797 骨水泥 Heraeus Medical GmbH 

29 CQX1600173 聚乙烯醇栓塞微球 
苏州恒瑞迦俐生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30 JQX1600229 硬膜补片 Codman &Shurtleff, Inc. 

31 进 15-2040 伽玛射线探测系统 DILON TECHNOLOGIES INC. 
32 准 15-2366 一次性使用外周神经丛刺激包 浙江苏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受理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人 

33 进 15-2675 Nd:YAG 激光治疗仪 DEKA M.E.L.A.Srl 
34 更 20151683 呼吸机 纽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5 CQZ1600399 脑涨落图仪 广州可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6 JQX1600394 扫描激光检眼镜 EasyScan B.V. 

37 更 20151622 一步法穿刺引流套件 Merit Medical Systems, Inc. 

38 JQX160014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Life Technologies Holdings Pte 

Ltd 
39 CQY1600764 金属接骨板（角度接骨板） 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0 JQX1600830 矫治器 Align Technology, Inc. 

41 JQY1601850 一次性使用脐血处理袋 
CESCA THERAPEUTICS INC dba 

THERMOGENESIS CORP. 

42 CQZ1700113 足踝系统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准 15-3191 血液透析 A 干粉 血液透析 B 干粉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44 准 15-3182 
血液透析 A 浓缩液 血液透析 B 浓缩

液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45 JQX1600306 人工膝关节系统 DePuy Orthopaedics, Inc. 
46 JQZ1600209 球囊扩张导管 NuMED, Inc. 

47 JQZ1500002 阻塞球囊导管 Stryker Neurovascular 
48 JQZ1600251 紫外照射器 Cerus Europe B.V. 

49 更 20151875 超声诊断系统 ESAOTE S.p.A. 
50 更 20151876 超声诊断系统 ESAOTE S.p.A. 

51 更 20151869 超声诊断系统 ESAOTE S.p.A. 
52 准 15-3162 有晶体眼后房屈光晶体 杭州爱晶伦科技有限公司 

53 JQX1600425 金属托槽 TP Orthodontics,Inc. 
54 CQZ1600170 聚氨酯泡沫敷料 江苏诺瓦立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55 CQX1600126 纳米银医用抗菌敷料 深圳市爱杰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6 CQX1600127 纳米银医用抗菌自粘贴 深圳市爱杰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7 进 14-3535 ARES TM 抗生素浸渍脑室和腹腔导管 Medtronic Inc. 
58 CQX1700053 高压电位治疗仪 南京唐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9 JQY1600893 指引导管 Invatec S.p.A 
60 CQX1700071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带针 北京伏尔特技术有限公司 

61 进 15-3685 脊柱内固定系统 脊柱内固定系统 

62 CQZ1600193 一次性使用静脉营养输液袋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

份有限公司 
63 CQZ1600327 合成树脂牙 山八齿材工业（常熟）有限公司 

64 QF2015000013 口腔用一次性注射针头 
NOVOCOL PHARMACEUTICAL OF 

CANADA INC. 
65 CQZ1600032 巡航胶囊内窥镜控制系统 上海安翰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66 准 15-2657 软性高压氧舱 
氧沐国际高新技术(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67 CQX1600304 植入式给药装置 石家庄市诺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受理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人 

68 CQZ1600383 呼吸机 淄博科创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69 CQZ1600384 呼吸机 淄博科创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70 CQZ1700162 一次性使用造影导管 
 

浙江海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1 JQY1700146 射频电极 inomed Medizntechnik GmbH 

72 JQY1700145 
 

刺激记录电极 
 

inomed Medizintechnik GmbH 

73 CQZ1600495 X 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 奥泰医疗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74 CQZ1700149 耐高压球囊扩张导管 浙江海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5 CQZ1700148 PTCA 球囊扩张导管 
 

浙江海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6 JQX1700330 钛基台 
DENTSPLY Implants 
Manufacturing GmbH 

77 JQX1700331 牙种植体 
DENTSPLY Implants 
Manufacturing GmbH 

78 JQX1700328 金合金基台与配件 
DENTSPLY Implants 
Manufacturing GmbH 

79 JQX1700329 种植体系统配件 
DENTSPLY Implants 
Manufacturing GmbH 

80 JQX1600922 伤口清洁液体敷料 NovaBay Pharmaceuticals, Inc. 
81 CQX1600050 一次性使用精密过滤输液器 宣城市江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2 JQZ1600025 弹簧圈 Medos International SARL 
83 JQX1600058 一次性使用注射射频电极 Cosman Medical, Inc. 

84 JQZ1600148 高性能导丝 NeoMetrics，Inc. 

85 JQY1600847 
超声洁牙设备（商品名：中文：巴丽

奥斯 970 原文：Varios970) 
株式会社 ナカニシ 

86 准 15-1865 卵圆孔未闭封堵器 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87 JQZ1600111 结石取出器 ENDO-FLEX GmbH 

88 CQX1700116 高压电位治疗仪 南京唐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9 JQX1600593 
动力系统（商品名：EMax 2 Plus 

System） 
The Anspach Effort, Inc. 

90 JQZ1600018 氧化锌丁香酚水门汀 Produits Dentaires SA 

91 JQZ1700061 预充式注射器连接器 Transcoject GmbH 
92 CQZ1700091 一次性使用造影导管留置针 泰尔茂医疗产品(杭州)有限公司 

93 准 15-2123 无针注射器 江苏丞宇米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4 CQZ1600276 羊膜泪道修复支架 
江西瑞济生物工程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95 CQZ1600324 氢氧气雾化机 上海潓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96 JQX1600666 颅内压监测系统附件 Codman &Shurtleff, Inc 
97 JQZ1600201 一次性冲洗管 TAVTECH Ltd. 

98 CQZ1700230 透析干粉 四川肾友达科技有限公司 
99 CQZ1700218 透析浓缩液 四川肾友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 CQZ1700105 一次性使用输液器 带针 江苏治宇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受理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人 

101 JQZ1500007 椎间融合器 
捷迈（上海）医疗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102 准 15-3047 血管腔内支架释放器 北京裕恒佳科技有限公司 
103 准 15-2831 血管腔内支架 北京裕恒佳科技有限公司 

104 JQZ1600243 胶囊内窥镜记录仪和图像处理系统 Given Imaging Inc. 

105 JQX1600841 
一次性使用封闭式吸痰装置（成人涡

轮清洁型导管） 
Halyard Health, Inc. 

106 JQX1600842 一次性使用封闭式吸痰装置 Halyard Health, Inc. 
107 CQZ1700231 氩气高频电刀 山东玉华电气有限公司 

108 CQZ1600376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09 进 15-3954 笔式注射器 
BD Medical - Pharmaceutical 

Systems 
110 CQZ1700163 等离子手术系统 拓普能量（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11 进 14-3037 种植体 BICON, LLC. 
112 JQY1600712 心电图机 Welch Allyn Limited 

113 CQZ1700296 一次性超声切割止血刀 天津瑞奇外科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14 JQX1700028 高频电刀系统 CooperSurgical, Inc. 

115 CQZ1700037 碘液保护帽 芜湖道润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16 JQZ1600316 电子十二指肠内窥镜 富士胶片株式会社 

117 更 20150236 
医用防粘连改性壳聚糖（膜）（商品

名：百菲米） 
北京百利康生化有限公司 

118 CQX1700156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 卡尤迪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19 更 20151872 角膜板层刀 Med-Logics, Inc. 

120 CQX1700088 麻醉机 北京谊安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121 JQZ1600457 全吸收式生物血管支架系统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122 JQY1701304 支持导管 Bard Peripheral Vascular, Inc. 
123 JQY1700104 高压造影防刺伤输液针套件 Smiths Medical ASD, Inc. 

124 JQZ1600278 子宫定位手柄 CooperSurgical, Inc. 
125 JQZ1600219 骨填充材料 Collagen Matrix, Inc. 

126 CQX1700261 近距离治疗后装设备 北京科霖众医学技术研究所 
127 JQX1700470 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超声刀头 Ethicon Endo-Surgery, LLC 

128 JQZ1700375 关节镜手术器械 Inion Oy 

129 JQY1601631 
生物可吸收组织修补材料（商品名：

GORE® BIO-A®） 
W. L. Gore & Associates, Inc. 

130 CQZ1600389 脑硬膜防渗医用涂敷系统 北京赛奇科科技有限公司 

131 CQZ1700500 轴流辅助循环血泵 北京阜外医心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32 CQZ1600257 医用凡士林纱布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3 CQZ1600459 
一次性使用带去白细胞滤器塑料血

袋 
重庆三大伟业制药有限公司 

134 CQX1600102 血浆分离机 重庆三大伟业制药有限公司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受理号 产品名称 申请人 

135 CQZ1600180 灌注泵管系统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136 JQY1601505 一次性使用输血器 
费森尤斯卡比（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137 JQZ1600125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仪 WON TECH Co., Ltd. 

138 CQZ1700206 一次性使用精密过滤输液器 四川双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9 JQZ1600473 眼底黄斑色素密度测量仪 Elektron Technology UK Limited 

140 JQZ1600599 数字化口腔全景 X 射线机 Soredex, PaloDEx Group Oy 
141 JQZ1700014 牙科全景 X 射线机 PaloDEx Group Oy 

142 进 15-2752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 ETHICON LLC 
143 JQZ1600397 高压发生器 美国希比埃亚洲公司北京代表处 

144 JQZ1600398 高压发生器 美国希比埃亚洲公司北京代表处 

145 CQZ1700506 自动采血机 
北京迈纳士手术机器人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146 准 15-2894 抗菌可吸收缝线 上海睿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47 CQZ1600060 一次性使用静脉留置针 苏州市金盛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148 CQZ1600288 医用磁共振成像系统 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149 CQZ1600340 全膝关节置换智能辅助系统 山东易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50 JQZ1600107 注射泵 Eunsung Global Corp. 

151 CQZ1600056 血液透析导管 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52 JQX1700740 组织固定系统 Medtronic Inc. 

153 CQZ1600214 血液透析干粉 辽宁三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4 准 15-2535 空心纤维透析器 旭化成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 

155 准 15-2536 空心纤维透析器 旭化成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 
156 准 15-2530 空心纤维透析器 旭化成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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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的通告

（2017 年第 223 号） 

   
 

原文：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1406.html         2018 年 01 月 03 日 发布 

 

  为指导和规范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临床试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

织制定了《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年 12月 25日 

2017年第 223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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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膀胱过度活动症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 

 

一、概述 

本指导原则遵循药物临床试验的一般要求，阐明了膀胱过度活动症（Overactive 

Bladder，OAB）药物临床试验前提和基本技术要求，但并不能完全覆盖 OAB临床

试验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具体情况。本指导原则为药品注册申请人和临床试验研究

者在规划、设计、实施和监督临床试验以及收集和分析试验数据方面提供技术指

导，使安全有效的 OAB药物得以更好、更早地用于临床治疗。 

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 OAB治疗用化学新药的临床试验。OAB治疗用生物制品等

的临床试验也可参照本指导原则。 

二、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临床特征及药物临床试验疗效评价 

（一）定义 

OAB是一种以尿急为特征的症候群，常伴有尿频和夜尿症状，伴或不伴有急迫性

尿失禁，没有尿路感染或其他明确的病理改变。OAB在尿动力学上可表现为逼尿肌

过度活动（Detrusor Overactivity），也可为其他形式的尿道-膀胱功能障碍。OAB

无明确的病因，不包括由尿路感染或其他膀胱尿道病变所致的症状。 

（二）发病机制 

OAB可能包含且不限于以下发病机制：①神经源性学说：中枢神经、外周神经尤

其是膀胱传入神经的异常都可以导致 OAB症状；②肌源性学说：逼尿肌平滑肌细

胞的自发性收缩和肌细胞间冲动传递增强均可以诱发逼尿肌不自主收缩，产生

OAB症状。 

（三）药物临床试验疗效评价 

疗效评价方法包括症状、生命质量及尿动力学检查的评价。 

1.症状及其相关评价指标 

由于 OAB是按照症状定义的，所以症状评价很重要。症状及相关评价指标必须与

OAB具有高度相关性且其变化对患者非常重要。同时应确认观察症状及症状变化

的方法是否合理。 

（1）评价指标 

与 OAB高度相关的症状和评价指标包括：尿急次数、排尿次数、单次排尿量、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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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禁次数和尿失禁量（尿片使用数量）等。根据以上症状，以排尿日记为主，可

以结合其他经确证的症状相关评分量表作为综合性观察指标。也可以单独观察其

中排尿相关指标。 

（2）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主要是排尿日记。排尿日记是指患者在至少 24 小时期间内针对自身的

排尿情况进行的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排尿次数、排尿时间、单次排尿量、尿失禁

次数、尿失禁量、尿片使用情况、尿急次数和水分摄取量等指标。记录排尿日记

的天数，应根据其观察对应的症状和患者群体的特点作出恰当的设置。如果仅观

察排尿次数应至少记录 3天，如果还需观察尿失禁次数，则应观察 1周左右。在

临床试验评价中，推荐以排尿日记为基础记录的排尿次数、尿急次数、尿失禁次

数或将其同时作为观察指标。 

2.生命质量的评价 

OAB疗效评价包括经过验证的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QoL）评价。评价 QoL

时，需要受试者针对一定期间内的状态自行填写调查问卷。 

鉴于 QoL可以反映出包括排尿状态在内的受试者的整体状况，因此，QoL评价可

作为症状评价的补充和再确认方法。 

3.尿动力学检查的评价 

尿动力学检查是一种下尿路生理机能检查。尿动力学检查中与 OAB治疗药物评价

高度相关内容包括尿流率测定、残余尿量测定、膀胱压力测定等。上述尿动力学

检查的优势在于，与症状和 QoL相比，其安慰剂效应小，在短时间内即可观察到

变化。其劣势在于，与症状和 QoL的相关性不确定，且部分属于有创性检查。因

此，尿动力学检查可以在临床药理学评价中使用。 

（1）残余尿量和尿流率测定 

部分 OAB治疗药物的药理作用是抑制逼尿肌收缩。可以通过残余尿量测定和尿流

率测定计算残余尿量和尿流率的变化，从而推算发现此类药物不良反应（尿潴留

等）用量。推荐采用经腹超声波检查进行残余尿测定。 

（2）膀胱压力测定 

针对 OAB实施的膀胱压力测定的主要目的是观察逼尿肌过度活动。观察指标包括

逼尿肌不自主收缩的频率和幅值、膀胱顺应性、初始尿意膀胱容量、最大尿意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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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容量等。其中，最大尿意膀胱容量变化的敏感性较高。如果用药后上述指标发

生变化，可推测药物的药理作用。 

为了保证对膀胱压力测定检查结果解读的客观性和统一性，最好由中心实验室或

相当的机构作出集中判断。 

4.注意事项 

（1）排尿相关行为受到受试者饮食、社会活动状况、排尿相关环境（例如附近

是否有卫生间）等因素影响，无法通过短期（例如数小时）观察而作出评价。因

此，应采用一段时间内的评价。 

（2）症状相关指标的取值应该为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值，（如 1天、1 周等时间内

的平均值），将用药前后的变化值作为疗效指标。数值变化可以通过前后差、前

后比、变化率（前后差/前值）等方法计算，分析时应按照指标特征采用相应的

统计学分析方法。 

（3）用药时间应根据该药物的特性决定。 

（4）由于下尿路存在性别差异，建议设计和分析时将性别作为分层因素。 

（5）药物对 OAB 的治疗效果是根据症状的变化确定的，而症状的评价是由受试

者主观评判的，安慰剂效应较为明显。因此，在确证性临床试验中，评价药物有

效性应采用安慰剂或标准对照的双盲试验。此外，在探索性研究中最好也包括安

慰剂对照。 

（6）应遵守《药物临床试验的生物统计学指导原则》，选择全分析集（FAS）和

符合方案集（PPS）等进行分析，并比较二者结论的一致性。 

三、临床试验 

在进行临床试验前，应全面了解拟进行临床试验的 OAB药物的药学研究数据（包

括结构、制备工艺、稳定性和质量控制等）和非临床研究数据（包括作用机理、

药理毒理学、动物药代动力学、动物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等），熟悉其药学特点、

药理学特征、可能的毒性靶器官等信息，并在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和结果的分

析中予以充分考虑。 

在开展临床试验前，申请人要紧密结合立题目的，制定详细的临床试验计划和方

案，并依据对阶段性研究结果的评估情况及时修订。 

为保证临床试验结果科学可靠，过程规范，保护受试者权益并保障其安全，在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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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试验过程中应严格执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在临床试验期间应同时参考相关临床指南。 

（一）临床药理学研究 

临床药理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包括首次人体试验，通常是以相对限定人数的成年

健康志愿者或者患者等为对象，重点确认受试者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同时应进行

药代动力学研究、饮食影响研究等；如果条件允许，应一并进行有效成分的药效

学特性相关的初步研究，最好加入安慰剂用药组。 

除健康成年人之外，如有必要，还可将正常老年人作为对象进行研究，或根据试

验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在肝功能损害、肾功能损害等患者中进行研究。此外，

为预测药物相互作用，可能需要采用指定药物实施联合疗法进行研究。实施过程

中可参考《肝功能损害患者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肾功能损害患者

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和《药物相互作用研究指导原则》。 

1.用法和用量 

需要开展单次给药和多次给药的临床研究。通常，通过单次给药试验确认了安全

性和耐受性后再实施多次给药试验。 

单次给药试验的首剂量通常以两种以上动物种属的非临床试验推算的最大起始

剂量为依据，进行选择。其后，在确认安全性和耐受性的同时逐渐增加剂量，直

至达到或超过预计的最大临床剂量。 

多次给药试验的剂量应以单次给药试验的结果和预测临床剂量为基础加以设定。

原则上应进行多次给药，直至可推测受试者的血药浓度达到稳态。 

2.观察和检查指标 

（1）为评价药物安全性，应实施以下观察和检查指标。 

主观症状 

客观观察（体重、血压、脉搏、体温、心电图、视力、眼底等） 

一般临床实验室检查（血液学检查、血液生化学检查、尿液检查等） 

其他评价各类试验用药安全性所需的观察和检查项目 

（2）药代动力学 

（3）如有必要，应实施无创性尿动力学检查（尿流率测定、残余尿测定等）。 

3.临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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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性评价 

不良事件是指临床试验受试者接受试验用药物后出现的所有不良医学事件，可以

表现为症状体征、疾病或实验室检查异常，但不一定能推论出与试验用药品有明

确的因果关系。应将其内容、程度、发生时间/缓解时间、试验用药的服药情况、

是否采取措施、经过等一一记入病例报告中，同时判断其与试验用药的因果关系。

将无法排除其与试验用药之间因果关系的不良事件视为“药物不良反应”处理。 

如果出现严重的和非预期的不良事件，临床试验责任医师应立即采取最恰当的处

理，同时按《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报告参与药物临床试验的有关

各方。如果发现不良事件，应由临床试验责任医师判断中止/继续对该受试者使

用试验用药，并记录不良事件的详细内容（症状、发生时间、程度、处理、持续

时间、过程、结果）及其与试验用药之间的因果关系。观察严重不良事件或不良

反应经过，原则上应持续至症状或临床检查异常变化消退为止。如果发现安全性

存在问题，应研究其是否可以通过试验用药的毒性试验或药效药理试验预测。 

（2）药代动力学等评价 

通过获得的药代动力学试验数据，评价试验用药的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特征。 

根据试验用药的药代动力学及药效学特性，推算合适的用法和用量，进入探索性

临床试验。 

4.采用尿动力学检查进行的临床药理学研究 

临床药理学研究一般在早期临床试验阶段进行，也可以根据药物研发需要在其他

阶段进行。 

如有必要，可以少数 OAB患者为对象，通过尿动力学检查探索试验用药的药理学

效果，推算安全有效的用量。除了单独试验之外，还可以其他试验的部分患者为

对象实施联合试验。 

（1）试验对象 

OAB患者（重大并发症患者和难以评价有效性的患者除外）。 

（2）试验方法 

试验药物用药前、用药期间、用药结束后（或中止时）实施尿动力学检查。尿动

力学检查的内容应根据试验用药的特性决定。 

（3）临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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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试验期间，最好由同一位检查者使用同一检查器械对受试者进行检查。 

通过膀胱压力测定，以不自主收缩的消失或压力降低、膀胱最大容量增加等为目

标，确认试验用药的药效，推算有效的临床用量。 

同时开展安全性评价。另外，通过尿流率测定或残余尿测定可发现过强的药理作

用所导致的尿潴留等不良反应，并用于调整用药剂量。 

（二）探索性临床试验 

探索性临床试验以 OAB患者为对象进行探索性研究、概念验证等，推算安全有效

的用药剂量，明确临床疗效和不良事件的剂量反应关系，进而确定最佳的确证性

临床试验的用法用量和适应证人群。 

1.试验对象 

OAB患者。 

考虑到该阶段可获取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用药相关信息极为有限，应排除重大并发

症患者。此外，还应排除难以评价有效性的患者。 

2.试验方法 

随机分成不同剂量组，进行组间比较试验。此时，最好采用含有安慰剂的至少 3

个剂量组进行双盲试验；必要时，还可增加阳性对照。 

试验用药的用药期、用法用量是由评价方法和试验用药的性质决定的，应分别按

照不同试验用药的特征科学合理设定。一般推荐探索性临床试验的持续时间应足

够长，以便于涵盖达到最大效果的时间：对于新化合物，一般研究持续时间为

12 周；当已有同类别药物达到最大疗效所需时间的信息时，如果提供了充分的

依据，可以采用较短的研究时间。 

在试验药物用药前、用药期间和用药结束后（或中止时）实施一般临床实验室检

查（血液学检查、血液生化学检查、尿液检查等）。如有必要，应根据试验用药

的特性实施心电图检查。如果在试验药物用药期间实施心电图检查，应同时考虑

试验用药的特性和受试者的负担，设定最佳间隔期。此外，根据试验用药的特性，

有时需要在用药结束后一段时期内继续观察。 

3.临床评价 

（1）有效性评价 

确定主要评价指标（排尿次数、尿失禁次数、尿急次数等）。同时观察次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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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安全性评价 

参考临床药理学研究结果，并遵照相关指导原则。 

（3）其他评价 

如有必要，应进行稀疏点血样采集，测量药物浓度，进行群体药代动力学或群体

药代动力学/药效学研究。 

（三）确证性临床试验 

确证性临床试验采用已完成的临床试验中设定的推荐剂量，与对照药比较，确证

试验用药对 OAB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1.试验对象 

OAB患者。 

最好避免选择重大并发症患者，同时根据试验用药的特性加以判断，对药物有效

性评价可能产生显著影响的症状引发的 OAB患者也应排除在外。 

建议考虑入组一定数量的老年患者，以评估在该人群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应注

意年龄对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影响。 

2.试验方法 

一般采用平行对照双盲试验设计进行比较评价。此外，如果上一阶段试验对推荐

剂量的验证并不充分，也可以设定多个剂量组同时检验推荐剂量。应根据试验用

药特性设定最佳用药期（为合理评价研究用药的有效性，预期的研究持续时间至

少为 12周）。样本量的确定应满足统计学要求。 

3.临床评价 

（1）有效性评价 

与探索性临床试验相同。 

（2）安全性评价 

参照临床药理学研究结果，并遵照相关指导原则。 

因为 OAB 是慢性疾病，需要至少覆盖 12 个月的安全性数据，并确立新的治疗干

预的长期安全性。按照 ICH E1 指导原则的要求，通常应包括大样本量、具有代

表性的患者人群数据，这些数据应符合指导原则关于人群暴露量的要求。根据特

定的药代动力学特征，还应记录有临床意义的潜在药物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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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用药试验的受试者与确证性临床试验相同的 OAB患者，也可以直接将确证性

临床试验受试者转入长期用药试验中。 

出于安全性评价的考虑，在临床试验中应尽可能入选足够人数的 65 岁以上受试

者。 

长期用药安全性数据的提交时间建议与主管当局进行沟通。 

（3）其他评价 

与探索性临床试验相同。 

（四）上市后研究 

参考《药物临床试验的一般考虑指导原则》实施上市后研究。 

（五）儿童膀胱过度活动症临床试验 

儿童 OAB患者在膀胱测压评价时通常逼尿肌会过度活动。因此，儿童 OAB与成人

OAB不同。在下文中，简要描述了用于治疗儿童 OAB药物的探索性临床试验和确

证性临床试验的部分内容。儿童 OAB药物药代动力学研究参照《儿科人群药代动

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1.病因和诊断 

许多儿童 OAB的病因未知，被称为特发性 OAB。部分存在神经病理改变（最常见

的是神经管发育不全），与神经源性逼尿肌过度活动症（Neurogenic Detrusor 

Overactivity，NDO）有关。NDO 的潜在后果更加严重，且影响上尿路：膀胱输

尿管反流、肾积水、复发性肾盂肾炎和潜在的肾损害。下尿路症状（尿急症状）

则没那么常见。 

儿童膀胱控制的正常发育水平因人而异，在 5 岁以前，无法诊断为特发性 OAB。

儿童中特发性 OAB的一线治疗为行为治疗，包括提供信息和行为建议。在仅靠行

为治疗无法控制症状时，可考虑药物治疗。 

儿童特发性 OAB的诊断主要基于症状，通过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和膀胱排尿日记

获得。 

2.受试者的选择 

特发性 OAB和 NDO应在单独的试验中分别进行研究。 

OAB儿童入组探索性临床试验和确证性临床试验不需要进行尿动力学检查。应入

组 5岁以上的特发性 OAB儿童，该年龄以下可能无法确诊。尽管尿急通常是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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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OAB最突出的症状，在年幼儿童（<11岁）的临床试验中，因为无法明确表述

不同的膀胱感觉（例如：尿急、充盈），尿失禁、尿频可能是观察到的症状。 

应保证入组的受试者在年龄和/或体重亚组的分布具有代表性。 

3.研究目的和临床疗效指标 

开发用于儿童特发性 OAB 新药的首要目的是在治疗过程中获得改善和/或在完成

治疗后治愈。受试者报告的结果应为主要终点，应通过日记进行记录（尿频和尿

失禁事件），应完成 3-7天记录。 

在特发性 OAB 儿童的探索性临床试验-确证性临床试验研究中，包括如下疗效指

标： 

平均单次尿量（推荐的主要疗效指标） 

最大单次尿量 

平均日间尿失禁次数/24小时 

平均夜间尿失禁次数/24小时 

干燥（未失禁）天数/7天 

平均日间排尿次数/24小时 

平均尿急次数/24小时 

残余尿量 

评价以上指标相对于基线的变化。 

此外，研究应包括经过验证的生命质量问卷作为次要疗效指标。 

4.研究设计 

特发性 OAB的儿童临床试验中，建议使用安慰剂对照。 

5.剂量选择和有效性研究 

通常需要在儿童人群中进行剂量探索性研究。如果已经建立了成人的剂量范围，

可以将获得与成人中相似的暴露水平作为合理的起始点。剂量（范围）的选择可

以建立在年长的儿童/成人中获得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数据，再结合已知的体

格和身体成熟程度的影响所建立模型的预测值基础上。也可以使用模型优化的其

他方法，例如采样时间点或不同分层中的受试者人数。因为在儿童受试者中进行

频繁采样，伦理上不可行，以及出于现实原因的考虑，群体药代动力学建模是首

选的数据分析方式。为了建立儿童中的最终剂量方案，需要进行剂量探索性临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研究。的持续时间应足够长，以涵盖达到最大效果的时间，研究持续时间最少六

周。 

为了在儿童中对研究用药的有效性进行合理评价，对特发性 OAB的确证性临床试

验的持续时间预期为 3个月。预计在全部治疗效果已经明确时和 3个月研究期结束

时，进行主要终点评价。 

6.安全性 

因为 OAB 治疗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对儿童的随访应持续 12 个月，以证明长期用

药安全性。在研究最初的 3个月后，如果能够提供合理的理由，可以按照开放性

研究实施扩展研究。治疗儿童 OAB新药的安全性评价取决于在成人中的安全性特

征。应特别关注对尿潴留以及成长和发育的影响。 

四、名词解释 

1.尿急：指一种突发、强烈，且很难被延迟的排尿欲望； 

2.急迫性尿失禁：指与尿急相伴随、或尿急后立即出现的尿失禁现象； 

3.尿频：患者主观感觉排尿次数过于频繁，诊断标准为日间排尿 8次及以上； 

4.夜尿：夜间（睡后到起床时间）因尿意而觉醒排尿次数 1次及以上，其原因可

能为夜间多尿、睡眠障碍或 OAB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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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动物源性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2017 年修

订版）的通告（2017 年第 224 号） 

   
 

原文：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1700.html       2018年 01月 05日 发布 
 

  为加强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进一步提高注册审查质量，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了《动物源性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2017年修订版）》（见附件），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动物源性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2017年修订版）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7年 12月 25日 

2017年第 224号通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1700.html�
http://www.s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N8TqtdoyMjS6xc2ouOa4vbz+LmRvYw==.doc�


 

附件   动物源性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2017 年

修订版）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动物源性医疗器械的注册申报资料进行准备。

某些医疗器械可能含有动物来源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构成该器

械的主要部件（例如牛/猪源心脏瓣膜、羊肠缝合线、止血材料等）、涂层或者

浸渗剂（例如肝素、明胶、胶原等），也可成为生产过程中所用的辅助材料（例

如牛脂等）。动物组织及其衍生物的使用可能会比非生物来源的材料（例如金属、

塑料以及织物等）使医疗器械具有更好的性能，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应用到

人体则又会增加病毒传播和免疫原性等方面的安全风险，且存在材料表征上的

困难，因此对于动物源性医疗器械安全性的评价，需要考虑比常规医疗器械更

多方面的内容。如果注册申请人在准备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资料时有上述考虑，

将有助于更加充分、科学地评价医疗器械产品的风险受益比。 

本指导原则是在注册申报资料中有关的技术性文件（研究资料、风险分析资料、

产品技术要求及产品说明书）满足一般性要求的基础上，针对动物源性医疗器械

产品的特点提出的需特别关注和增加论述的内容要求。此外，注册申请人还应按

照《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 号）、《医疗器

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 号）、《关于公布

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43 号）以及总局发布的其他相关文件要求并参考 YY/T 

0771/ISO 22442 系列标准等技术性文件提交注册申报资料。注册申请人应当依

据具体产品的特性确定其中的具体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应详细阐述其理由

及相应的科学依据。注册申请人还应依据具体产品的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

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是对注册申请人和医疗器械相关管理部门技术审评人员的指导性文

件，不限制相关管理部门对该类产品的技术审评以及注册申请人对注册申报资料

的准备工作。本指导原则不包括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

执行。如果有能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可以采用，但是应提供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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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订的，随着法规和标

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进行适时的

调整。 

本指导原则为 2009 年发布的《动物源性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申报资料指导原则》

的修订版。主要修订内容包括：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调整

了指导原则的结构、各级标题和相关内容；增加了动物源性医疗器械免疫原性研

究、评价与控制的原则；细化了动物源性医疗器械病毒灭活/去除有效性验证的

原则并将之由正文调整至附录；调整了病毒灭活/去除工艺有效性判断的标准等。 

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全部或部分采用动物组织制成的或取材于动物组织的医疗器

械产品（体外诊断用医疗器械除外）的注册申报。本指导原则同样适用于采用动

物组织衍生物或由动物体自然获取物质（例如：牛奶、羊毛等）制成的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申报。 

二、基本要求 

动物源性医疗器械的产品注册申报资料在满足一般性要求的基础上，还需增加下

述内容： 

（一）研究资料 

对于动物源性医疗器械，研究资料需增加涉及控制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感染以

及免疫原性风险方面有关的技术内容。 

鉴于不同种类和不同数量的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感染人体的概率不尽相同，而

不同动物种类易感染病毒和传染性因子的种类和程度也千差万别，因此动物种类

的确定对于动物源性医疗器械的风险评价起着重要作用。此外，动物的地理来源、

年龄、取材部位、组织类型的不同也直接影响着动物源性材料所具有风险的高低。 

对于感染病毒和传染性因子的风险控制需至少从源头控制和工艺过程控制两方

面着手，仅依靠源头控制或仅依靠工艺过程控制都无法确保风险降至最低。为确

保风险的可控性，企业应按照医疗器械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在生产质量

体系中建立一套专门针对动物源性风险因素的控制和追溯体系。在动物源性材料

或医疗器械的生产工艺中需考虑设置病毒灭活/去除的相关步骤。这些步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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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生产过程中已有的工艺步骤。如果已有的生产工艺不能满足病毒灭活/去除

的要求，则需额外增加适宜的病毒灭活/去除步骤。企业需要充分考虑该步骤对

医疗器械产品性能的影响。 

为降低动物源性材料的免疫原性风险，一般需在生产工艺中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以

降低其免疫原性，如脱细胞处理、提纯，以及采用其他物理或化学方法对具有潜

在免疫原性的物质（如核酸、蛋白、多糖、脂质和其他小分子物质等）进行去除

或对其抗原表位进行消除/隐藏。生产企业需对其降低材料免疫原性的有效性进

行验证。然而，这些处理措施以及灭活和去除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的处理步骤

有可能是以牺牲材料本身的使用性能或增加新的风险为代价的，生产企业需充分

评估其对产品的不利影响，以保证产品最终能够安全有效地使用。 

因此，研究资料至少需增加以下内容： 

1.动物的种属（若风险与品系有关还需明确品系）、地理来源（对于无法确定地

理来源的种属，宜提供来源动物生存期间的识别与追溯信息）、年龄（与风险有

关时适用，例如动物对自然发生的传播性海绵状脑病的易感性）、取材部位和组

织的类型、动物及取材组织健康状况的具体描述； 

2.对生产过程中灭活和去除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工艺过程的描述及有效性验证

数据或相关资料（灭活和去除病毒验证的原则见附录 1）； 

3.对降低动物源性材料免疫原性的方法和/或工艺过程的描述、质量控制指标与

验证性实验数据或相关资料（免疫原性研究、评价与控制的原则见附录 2）。 

（二）风险分析资料 

对于动物源性医疗器械，这一部分的资料需要增加对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感

染以及免疫原性风险的分析、控制以及残余风险的分析。 

鉴于使用动物源性材料所带来的潜在风险，注册申请人需具体说明在所申报的医

疗器械中使用动物源性材料同使用非动物源性材料相比具有哪些优势，以便充分

评价使用动物源性材料的风险/受益比。 

对于不同的动物源性医疗器械，其免疫原性风险也会因取材动物的种类、取材部

位的不同而不同，因此需在充分分析免疫原性风险的基础上再对其进行有效的控

制。 

对感染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的风险分析需包括动物的饲养、运输、屠宰，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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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材料的取材、加工处理，以及动物源性医疗器械在人体的使用等各个环节。 

因此，产品风险分析报告需至少增加以下内容： 

1.使用动物源性材料的依据以及动物源性材料与其他材料的比较分析，对于所用

动物源性材料未使用其他材料进行替代的风险/受益分析； 

2.对动物在饲养过程中可能感染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的风险分析（包括饲养方

式、饲养条件、动物源性蛋白质饲料的使用情况、防疫情况、运输等方面）和相

应的控制措施； 

3.对取材和加工处理等过程中产品可能感染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的风险分析和

相应的控制措施； 

4.对产品使用过程中人体可能由动物源性医疗器械感染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的

风险分析和相应的控制措施； 

5.对产品使用过程中人体可能因为接触动物源性材料而产生的免疫原性方面的

风险分析和相应的控制措施。  

注：该项内容可按照 YY/T 0771/ISO 22442提供。 

（三）产品技术要求 

注册申请人需在产品技术要求中制定出终产品免疫原性相关性能的控制指标，这

些控制指标一般是通过体外试验测定的能够间接地反映产品免疫原性得到有效

控制的终产品的性能指标，例如残留 DNA含量、残留抗原含量、残留杂蛋白含量

等（基于风险分析，根据不同情况选择适宜的指标）。若产品的免疫原性风险主

要取决于生产过程控制，且用于控制免疫原性的性能指标所涉及的体外试验无法

针对终产品进行操作，则需在研究资料中提供中间品的相关控制资料。 

产品性能研究资料中需提供制定上述控制指标具体限值及检测方法的科学依据

以证明产品的免疫原性可以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可以依据相关标准、文献数据、

与已上市产品的对比和/或免疫毒理学试验结果进行提供）。 

（四）产品说明书 

出于对患者知情权的考虑，需在产品说明书中明示出产品取材于何种动物的何种

组织。 

三、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 

1.对于由动物组织的衍生物或天然获取的物质（如壳聚糖、蚕丝、蜂蜡等）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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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器械，也需参照此指导原则。对于一些可能不直接适用的条款，注册申请

人需进行相应说明，阐述不适用的理由。 

2.对于某些组成成分中不含动物组织或其衍生物，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或接触了

本指导原则所包括的动物源性材料的医疗器械（如在采用微生物发酵法制备透明

质酸钠的过程中使用了含动物源成分的培养基），原则上也需提交相应的风险分

析和控制措施，以及相关的验证数据或资料。 

3.对于通常情况下不用于医疗器械方面的动物种类需提供该物种适合用于人体

使用的相关研究资料。 

4.对于 YY/T 0771.1 / ISO 22442-1《动物源医疗器械 第 1 部分：风险管理应

用》附录中提到的动物脂衍生物、动物炭和氨基酸，若证明其处理过程符合 YY/T 

0771.1 / ISO 22442-1 附录中的相关要求，则可不再提交其处理过程的病毒去

除/灭活有效性验证研究资料。 

四、名词解释 

动物：除人类以外的脊椎动物或无脊椎动物［包括两栖动物、节肢动物（如甲壳

纲动物）、鸟类、珊瑚虫、鱼类、爬行动物、软体动物和哺乳动物等］。 

衍生物：通过制造工艺从动物材料中获得的物质。例如：透明质酸、胶原、明胶、

单克隆抗体、壳聚糖、白蛋白。 

传染性因子：细菌、霉菌、酵母菌、寄生虫、病毒、TSE因子以及未被分类的病

原体。 

去除：使病毒和传染性因子的数量减少的过程。 

灭活：降低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引起感染或者致病反应能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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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动物源性医疗器械病毒灭活/去除 

有效性验证的原则 

 

为了提高动物源性医疗器械的安全性，生产过程中需存在特定的灭活/去除病毒

工艺步骤。为确认这些工艺步骤对于灭活/去除病毒的有效性，需进行相应的验

证工作。 

注：关于进行灭活和去除病毒和/或传染性因子工艺有效性验证的验证机构的资

质要求需遵循相应的法规。考虑到某些病毒可能会对从事验证研究的人员造成健

康危害，宜考虑采取适宜的保护措施。 

对这些工艺的灭活/去除病毒有效性的验证，需至少遵循以下原则： 

一、验证研究的设计 

1.病毒灭活/去除有效性验证研究通常是将已知量的指示用活病毒，加入到待验

证的工艺步骤处理前的模拟原材料或中间品中，然后定量测定经工艺步骤处理后

指示病毒数量下降的幅度，由此评价生产工艺的去除/灭活病毒效果。需合理设

计与实际生产工艺相关的病毒去除/灭活研究试验方案。一般只对可能或预期具

有病毒去除/灭活效果的工艺步骤进行验证，不必对每个生产工艺步骤都进行验

证。 

为达到有效地去除/灭活效果，生产工艺中通常会联合使用灭活与去除步骤，甚

至多个从机制上能够互补的去除和/或灭活步骤。如果产品的生产工艺中包含了

采用不同病毒去除/灭活方法（这里指不同机制的方法）的灭活/去除工艺步骤，

需对这些步骤分别进行病毒去除/灭活效果验证。每一灭活/去除工艺步骤的病毒

降低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降低系数 R = log10 [（V1×T1）/（V2×T2）] 

其中，V1为步骤开始前材料的体积，V2为步骤完成后的材料的体积，T1为步骤开

始前材料中的指示病毒滴度，T2为步骤完成后材料中的指示病毒滴度。 

注意：降低系数计算时要基于样品中可检测的指示病毒量，而不是基于所加入的

指示病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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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避免将任何病毒人为的引入实际生产设施，验证工作应在单独的实验室中进

行，因此通常采用缩小规模的生产工艺来模拟实际生产工艺。采用缩小规模生产

工艺的方法，需尽可能模拟真实生产过程，按照能代表去除和/或灭活病毒能力

最差情况的条件进行设计。需分析生产工艺中各种参数的偏差对病毒去除/灭活

效果的影响。 

3.病毒灭活/去除的有效性同材料的结构、尺寸和形状以及病毒在材料中的分布

有关，在研究设计中宜对此予以考虑。当验证样品为固体材料时，需尽量模拟

生物材料的病毒负载方式，使负载指示病毒充分而且均匀地浸入到材料的内部。

若此法不可行，则需尽可能采用对于去除/灭活效果更为不利的指示病毒负载方

式。 

4.要获得对每个灭活/去除工艺步骤的准确评价，必须保证每个步骤在起始时加

入了足够多的指示病毒负载量。然而，所加入的指示病毒悬液的体积不宜超过试

验样品总体积的 10%，以使试验样品在成分方面与生产材料保持相近。 

5.如果可能，含有指示病毒的试验样品除所验证的病毒灭活/去除步骤之外不

宜再经过进一步的处理（如超速离心、透析）或储存而直接进行检测。在进

一步处理或储存无法避免时，宜采用适当的对照，以确定这些处理和储存过

程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需详细说明样本制备及验证试验的过程并论证其合理

性。 

6.所采用的病毒定量检测分析方法需具有充分的灵敏度和可重复性，需设计适宜

的重复样本试验和对照，以确保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上足够的精确性（同一检测

方法内样本组内和组间差异的 95%可信限宜达到±0.5log以内，否则需对检测结

果的可信度进行充分的论证）。需考虑研究材料中的某些特殊成分可能会对检测

的准确度造成干扰，尽量设计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这些干扰。若无法避免，必要时

需对干扰进行定量评估。若采用感染性病毒检测以外的其他方法进行病毒测定，

需提供充分的论证依据和理由。 

7.灭活研究宜设计为在不同的时间点（包括零时）采样，从而建立灭活动力学曲

线。 

8.在进行去除研究时，如生产工艺中去除病毒的原理是通过将病毒分离为沉淀物

或去除某些组分来降低病毒的感染性，则需对被除去的样品也进行研究。宜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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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出病毒在不同部分间的对比分布。 

二、指示病毒的选择 

首先，需要选择与实际生产用的动物源性材料中可能含有的病毒种类相关的指示

病毒，不能用相关病毒的，要选择与其理化性质尽可能相似的指示病毒；第二，

所选择的指示病毒理化性质需有代表性（病毒大小、核酸类型以及有无包膜），

其中至少需包括一种对生产工艺所涉及的物理和/或化学处理有明显抗性的病毒；

第三，指示病毒初始滴度需要尽可能高（一般需≥106/mL）。 

表 1 列举了已用于病毒灭活/去除研究的指示病毒。病毒的耐受性与特定的处理

方式有关，只有在了解病毒生物特性和生产工艺特定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些病毒，

而且实际结果会随着处理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表 1  已用于病毒灭活/去除研究的指示病毒举例 

病毒 科 属 
天然 

宿主 

基 因

组 
囊膜 大小 （nm） 形状 耐受性 

水泡性口炎病毒

（VSV） 
弹状病毒 

水 泡 性

病毒 
马、牛 RNA 有 70×175 子弹状 低 

副流感病毒（PIV） 
副粘液 

病毒 

副 粘 液

病毒 
多种 RNA 有 100—200 

多面体/

球形 
低 

鼠 白 血 病 病 毒

（MuLV） 

逆转录 

病毒 

C 型肿瘤

病毒 
小鼠 RNA 有 80—110 球形 低 

辛 德 比 斯 病 毒

（SbV） 
披盖病毒 

阿 尔 发

病毒 
人 RNA 有 60—70 球形 低 

牛病毒性腹泻病毒

（BVDV） 
披盖病毒 瘟病毒 牛 RNA 有 50—70 

多面体/

球形 
低 

伪狂犬病毒（PRV） 疱疹病毒 
水痘 

病毒 
猪 DNA 有 120—200 球形 中 

脊髓灰质炎萨宾 1

型病毒（PV1）  

微小 RNA 病

毒 

肠道 

病毒 
人 RNA 无 25—30 

二十 

面体 
中 

脑 心 肌 炎 病 毒

（EMCV） 

微小 RNA 病

毒 
心病毒 小鼠 RNA 无 25—30 

二十 

面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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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科 属 
天然 

宿主 

基 因

组 
囊膜 大小 （nm） 形状 耐受性 

呼肠孤病毒 3 型

（Reo-3） 

呼肠孤 

病毒 

正 呼 肠

孤病毒 
各种 RNA 无 60—80 球形 中 

猿猴空泡病毒 40

（SV40） 
多瘤病毒 

多瘤 

病毒 
猴 DNA 无 40—50 

二十 

面体 
很高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逆转录 

病毒 
慢病毒 人 RNA 有 80—100 球形 低 

甲 型 肝 炎 病 毒

（HAV） 

微小 RNA 病

毒 

肝炎 

病毒 
人 RNA 无 25—30 

二十 

面体 
高 

细小病毒（犬、猪）

（CPV、PPV） 
细小病毒 

细小 

病毒 
犬、猪 DNA 无 18—24 

二十 

面体 
很高 

三、效果的判定 

对于病毒去除/灭活效果的判断，应考虑同时达到以下两个要求： 

（一）去除/灭活降低系数的要求 

病毒去除/灭活有效性验证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生产工艺去除/灭活病毒的能力，因

此需获得生产全过程中估计去除/灭活病毒的总降低系数。一般每种指示病毒的

总降低系数为各步骤降低系数的总和。但是由于验证方法的局限性，如分步骤中

指示病毒降低系数≤1 log，则不宜将其计算在总量中。在分析试验结果时需注

意，如果将多步骤的去除/灭活病毒降低系数相加（特别是将去除/灭活效果不明

显的步骤相加）或者将工艺过程中重复采用的同样或者类似去除/灭活机制形成

的去除/灭活效果累加，可能会高估工艺实际能达到的效能。需考虑有效步骤对

指示病毒的去除/灭活效果可能与实际生产工艺中使用的效果有一定偏差。 

一般来说，医疗器械的生产过程中去除/灭活病毒的总降低系数宜达到 6 logs

以上（即病毒数量下降到进行去除/灭活前数量的百万分之一以下），并且原则上

需至少有一个病毒去除/灭活步骤的降低系数达到 4 logs以上（如因检测方法的

灵敏度造成检测出的病毒降低系数接近但小于 4 logs 时，应盲传三代，如无病

毒检出，亦可认为是有效地去除/灭活病毒步骤）。如果采用总降低系数达 6 logs

的病毒灭活/去除工艺将导致医疗器械产生不可接受的性能改变，则需要根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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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源性材料的来源、采集及处理过程控制情况以及对患者的风险/受益分析来判

断其可接受性，但其单一去除/灭活病毒步骤的降低系数仍需达到 4 logs 以上。 

即使验证研究证明了去除/灭活病毒工艺的有效性，这仅说明动物源性材料中残

留病毒的感染性大幅度降低，但其数值永远不可能降至零。 

（二）病毒灭活动力学要求 

评价验证结果不能仅考虑病毒降低量，同时也要考虑病毒灭活动力学。需以作图

的形式报告灭活动力学验证结果。如果指示病毒残留量很快降到最低检出限度值，

则说明此方法灭活病毒效果较好；如果指示病毒灭活速率缓慢，在灭活结束时才

达到最低检出限度值，则不能认为是一个有效的病毒灭活方法。 

四、关于朊蛋白 

由于目前尚难以采用致病性朊蛋白（如传染性海绵状脑病因子）的指示因子对去

除朊蛋白的工艺进行验证，因此对牛、羊源性材料制品的传染性海绵状脑病安全

性还主要是对源头进行控制。基于目前对朊蛋白去除/灭活工艺验证的认知程度，

对于牛、羊源性医疗器械，可以接受按照本附录第一、二、三条阐述的原则所进

行的病毒去除/灭活有效性验证。随着对朊蛋白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相应的要

求也将随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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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动物源性医疗器械免疫原性研究、 

评价与控制的原则 

 

关于对动物源性医疗器械免疫原性的研究、评价与控制是建立在对产品免疫原性

风险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动物源性医疗器械风险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动物

源性医疗器械免疫原性的研究、评价与控制资料主要包括：免疫原性毒理学/临

床相关文献数据资料、免疫毒理学试验资料、免疫原性风险相关的质量控制资料

以及免疫原性相关不良事件资料等。免疫原性研究、评价与控制的流程见图 1。 

一、免疫原性毒理学/临床相关文献数据 

免疫原性毒理学/临床相关文献数据主要包括类似产品或材料作用于人体引发免

疫应答的途径、发生免疫反应的种类、程度和可能性以及已报道的免疫毒理学数

据等。引用文献时需注意文献数据的可靠性和与申报产品的相关性，并提供文献

文本。 

二、免疫毒理学试验 

注册申请人可根据申报产品与已在境内上市产品在免疫原性影响因素（包括动

物种类、取材组织、处理工艺原理、与人体接触方式等）上的可比性和免疫原

性风险评价相关文献数据的充分性决定是否进行免疫毒理学试验。如申报产品

免疫原性风险与已上市产品无可比性，且无充分的文献数据评价其免疫原性，

则需进行免疫毒理学试验。免疫毒理学试验可按照 YY/T 16886.20/ISO 10993-20

进行。 

注：在按照 ISO 10993-20 进行动物试验的免疫毒理学评价时宜充分考虑到动物

种属对动物源性生物材料/医疗器械免疫反应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三、免疫原性风险相关的质量控制 

即使申报产品与已上市产品免疫原性风险具有可比性或免疫原性评价的文献数

据充分，甚至已通过免疫毒理学试验进行了免疫原性的评价，注册申请人也仍需

进行免疫原性风险相关的质量控制。免疫原性风险相关的质量控制用于保证产品

免疫原性降低工艺的稳定性，进而保证产品在批量生产后免疫原性风险持续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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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免疫原性风险相关的质量控制，首先需建立能够反映免疫原性降低工艺稳定

性的产品或中间品的性能指标（因体内试验不易操作且不易建立定量指标，故一

般为通过体外试验建立的性能指标，如物理、化学指标），然后通过对这些性能

指标进行验证和控制来实现对免疫原性降低工艺的稳定性以及批量生产产品免

疫原性的控制。 

注册申请人需结合动物取材组织中所含免疫原性物质的种类和数量、生产工艺中

对免疫原性物质的处理方式、材料与人体接触方式等情况具体选择合适的控制方

式。例如：对于通过提纯去除免疫原性物质的胶原产品，可通过杂蛋白的含量指

标进行控制；对于通过脱细胞工艺去除免疫原性物质的产品，可通过残留细胞数

量、残留 DNA数量和/或残留α-Gal抗原的数量等指标进行控制；对于通过交联

/固化方式使免疫原性物质失活或使抗原表位隐藏的产品，可通过表征交联/固化

程度的指标进行控制。相关试验所涉及方法的国家/行业标准部分已发布（如

YY/T 0606.25），部分正在研究和制定中。无论是否有相关标准，申请人均应按

照已经过验证的方法进行试验。 

四、免疫原性相关不良事件 

经过了免疫原性的非临床评价及相关的质量控制之后，申请人还需在动物源性医

疗器械的临床试验和/或上市后的临床应用中进一步关注与免疫反应相关的不良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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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免疫原性研究、评价与控制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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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指南的通告（2018 年第 7 号） 

   
 

原文：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2088.html       2018年 01月 09日 发布 

 

  为规范和指导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工作，强化检验检测技术对药品监管的

支撑作用，根据监管工作需要，现发布《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指南》。 

  特此通告。 

  附件：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指南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1月 5日 

2018年第 7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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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指南 

 

为规范和指导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工作，进一步提高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的

科学性、实用性和适用性，依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制定

本指南。 

一、研制范围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针对有掺杂、掺假嫌疑的药品。在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检

验方法和检验项目不能检验时，药品检验机构可以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进行

药品检验；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后，使用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

所得出的检验结果，可以作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定药品质量的依据。属于药品

标准提高工作的，或针对仿冒产品以及未获得批准文号产品的方法原则上不纳入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范畴。 

二、主要研制内容 

（一）药品中非法添加化学物质的； 

（二）化学增重、染色、掺杂掺假的； 

（三）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 

（四）未按批准的生产工艺生产从而影响药品质量的； 

（五）存在其他风险物质的。 

三、方法确立 

药品检验机构在药品检验中发现有掺杂掺假嫌疑，且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检

验方法和检验项目不能检验的，可以起草药品补充检验方法。起草检验方法前，

应深入调查研究，并通过市级及以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拟建立方法的必要性和

执法适用性审核，还应避免与在研或已批准方法的重复。市级及以上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可以根据监管需要，委托药品检验机构组织起草补充检验方法。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应首先选择建立通用方法，避免同一检查项分别针对不同

药品建立多个相同或类似方法。 

四、方法研制 

药品检验机构应按照《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技术要求》（见附 1）开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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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起草和研制工作。起草药品补充检验方法时，同时还应编制起草说明，包括研

究背景、检测指标的选择、实验设计、拟定方法、方法学验证、样品测定结果分

析等内容。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第三方机构或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开展方法

研制。方法研制过程中应征求技术机构、监管部门等各方面意见，保证方法的科

学性、操作性和执法适用性。 

五、方法复核 

方法起草单位应在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单位为中国食

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推荐的复核单位名单中选择1至3家药品检验机构进行复核，

其中至少 1家为省级或省级以上药品检验机构。选择复核单位应遵循利益回避原

则。 

复核单位应按照《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复核技术要求》（见附 2）对方法在实

验室间的重现性、方法对被测目标物的适用性等进行验证，原则上应在 20 个工

作日内完成复核，并按要求出具书面意见。起草单位应根据复核意见，对方法进

行修改完善。 

六、方法申报 

起草单位通过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管理系统（http://211.160.15.105/bcjyf

f）直接向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委员会秘书处申报电子化材料，包括起草背景

及依据、拟定的方法草案、方法学验证数据、按拟定方法草案检验的结果、复核

情况等，并同时报送内容一致的纸质材料。各级药品检验机构在申报药品补充检

验方法时应抄报同级及上一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附：1.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技术要求 

2.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复核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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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技术要求 

 

一、检测目标物的确定 

方法起草研制单位应根据在实际检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对

拟测定目标物的特性、来源以及风险危害有充分的认识。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一般为定性检查，不得检出掺杂掺假的目标物；在考虑到

可能存在原料污染、目标物风险可控等特殊情况下，可设定为限量检查；当需要

评估样品中添加物的风险程度、危害性或毒性时，则需测定含量或在方法草案中

设定含量测定项。 

二、样品要求 

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包括阳性样品和阴性样品）按照起草确证方法进

行检测分析。为科学反映分析方法的重现性，应注意提供的重现性研究样品的一

致性，避免样品在传递过程中的变化而影响重现性。 

特定方法应根据监督检验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代表性阳性样品和阴性样品；

通用方法一般应至少检测 10批代表性阳性样品和 10批代表性阴性样品。 

三、标准物质要求 

鉴于药品补充检验方法主要用于检测药品中掺假的非药品成分，以及打击制

假售假等违法犯罪的实效性，药品补充检验方法所需标准物质不局限于国家药品

标准物质或计量院所供应的标准物质，可适当扩大范围，对于来源明确，资料信

息完整的标准试剂、标准参比物等阳性对照物都可涵盖。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起草单位在申报方法的同时应提供所用标准物质（或阳性

对照物）的完整资料，包括来源、标化、赋值等信息。由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

委员会秘书处组织标准物质专家审核资料，判断所用标准物质（或阳性对照物）

的适用性。 

四、分析方法选择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应选择专属性强、重现性好、灵敏度高、快速简便、适合

基层使用的方法。如药品检验常规使用的显微鉴别法、理化检查法、薄层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毛细管电泳法等检测方法。同时，应根据检测目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标物的特性，建立有效的验证方法。如 HPLC-MS/MS或 GC-MS/MS对样品中目标物

的验证方法。一般常规方法列入补充检验方法草案，HPLC-MS/MS或 GC-MS/MS方

法作为实验室检测验证方法，必要时使用 (生物制品可采用相关的生物分析方法，

如免疫印迹法、酶联免疫吸附法及生物活性鉴别法等），相关的方法操作和技术

指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有关通则。尽量避免使用毒性、

腐蚀性较大的试剂和特殊试剂，选择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方案。 

五、方法学参数 

方法起草单位应按照方法的用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

通则进行全面的方法学验证，保证方法对被测目标物的适用性和样品的质量可控

性。 

六、样品检测 

应至少测定 3批样品，在重复条件下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在相

应的精密度接受范围内。 

对于通用方法，需要对同一品种不同来源、不同规格、不同生产企业的产品

进行检验，以获得较大范围的样本检测结果，为方法的批准提供数据支持。 

七、检验结果 

（一）检测结果的表述 

定性检查：检出掺杂掺假目标物，“检出 XXX”；未检出时，“未检出（检

测限为 xx.xmg/g）”。 

限量检查： 

（1）检出掺杂掺假目标物，并高于限量值，“检出，高于限量值”； 

（2）可检出，但低于限量值，“检出，低于限量值”； 

（3）未检出，“未检出（检测限为 xx.xmg/g）” 。 

含量测定：“检出 XXX，含量为 xx.x mg/制剂单位（或 xx.x%）” 

（二）检测结果分析 

1.分析样品总体检测结果，阳性批次或检出率；检出阳性样品的含量情况；

检出阳性样本的趋势分析等。 

2.检出目标物的安全风险分析。目标物的化学成分信息资料、主要用途、毒

性或安全评价资料（如 LD50数据）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分析。 

3.补充检验方法的可行性、适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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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法编写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的编写要求，项目顺序和文字描

述等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致。 

附 2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复核技术要求 

 

一、复核内容 

复核单位应对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实用性、

可行性等通过资料审核进行初步评价，再结合实验复核结果进行综合评价。根据

方法的特点和用途，有针对性地选择关键性参数进行验证，保证方法在不同实验

室之间的重现性。定性检查方法主要验证方法的专属性和检测限，限量检查和含

量测定方法主要验证方法的专属性、准确度和线性等。 

二、技术要求 

（一）定性检查方法的复核  

1．按草案方法进行试验，考察方法的重现性。   

2．利用阴性或空白样品考察方法的专属性。 

（二）限量检查和含量测定方法的复核 

除按草案方法进行试验，考察方法的重现性外，需进行线性、重复性、回收

率的验证。起草与复核测定值的偏差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

通则 9101重现性的数据要求。 

三、复核意见出具 

复核单位应撰写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的复核意见，包括资料审核和实验

复核两部分，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申请的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是否符合本指南； 

（二）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可行，方法学验证结果是否满足评价指

标的相关技术要求； 

（三）比较复核单位与起草单位的测定结果，评价两个实验室测定结果的重

现性是否相符； 

（四）方法如需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指南 

 

为规范和指导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工作，进一步提高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的科学

性、实用性和适用性，依据《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制定本指南。 

一、研制范围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针对有掺杂、掺假嫌疑的药品。在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检验方

法和检验项目不能检验时，药品检验机构可以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进行药品检验；

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后，使用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所得出的检验结

果，可以作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定药品质量的依据。属于药品标准提高工作的，或

针对仿冒产品以及未获得批准文号产品的方法原则上不纳入药品补充检验方法范畴。 

二、主要研制内容 

（一）药品中非法添加化学物质的； 

（二）化学增重、染色、掺杂掺假的； 

（三）擅自添加着色剂、防腐剂、香料、矫味剂及辅料的； 

（四）未按批准的生产工艺生产从而影响药品质量的； 

（五）存在其他风险物质的。 

三、方法确立 

药品检验机构在药品检验中发现有掺杂掺假嫌疑，且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检验方

法和检验项目不能检验的，可以起草药品补充检验方法。起草检验方法前，应深入调

查研究，并通过市级及以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拟建立方法的必要性和执法适用性审

核，还应避免与在研或已批准方法的重复。市级及以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监

管需要，委托药品检验机构组织起草补充检验方法。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应首先选择建立通用方法，避免同一检查项分别针对不同药品

建立多个相同或类似方法。 

四、方法研制 

药品检验机构应按照《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技术要求》（见附 1）开展方法起草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和研制工作。起草药品补充检验方法时，同时还应编制起草说明，包括研究背景、检

测指标的选择、实验设计、拟定方法、方法学验证、样品测定结果分析等内容。鼓励

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第三方机构或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开展方法研制。方法研制过程

中应征求技术机构、监管部门等各方面意见，保证方法的科学性、操作性和执法适用

性。 

五、方法复核 

方法起草单位应在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单位为中国食品药

品检定研究院）推荐的复核单位名单中选择 1至 3家药品检验机构进行复核，其中至

少 1家为省级或省级以上药品检验机构。选择复核单位应遵循利益回避原则。 

复核单位应按照《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复核技术要求》（见附 2）对方法在实验室间

的重现性、方法对被测目标物的适用性等进行验证，原则上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复核，并按要求出具书面意见。起草单位应根据复核意见，对方法进行修改完善。 

六、方法申报 

起草单位通过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管理系统（http://211.160.15.105/bcjyff）直

接向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委员会秘书处申报电子化材料，包括起草背景及依据、拟

定的方法草案、方法学验证数据、按拟定方法草案检验的结果、复核情况等，并同时

报送内容一致的纸质材料。各级药品检验机构在申报药品补充检验方法时应抄报同级

及上一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附：1.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技术要求 

2.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复核技术要求 

 

 

附 1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研制技术要求 

 

一、检测目标物的确定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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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起草研制单位应根据在实际检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对拟测

定目标物的特性、来源以及风险危害有充分的认识。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一般为定性检查，不得检出掺杂掺假的目标物；在考虑到可能

存在原料污染、目标物风险可控等特殊情况下，可设定为限量检查；当需要评估样品

中添加物的风险程度、危害性或毒性时，则需测定含量或在方法草案中设定含量测定

项。 

二、样品要求 

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品（包括阳性样品和阴性样品）按照起草确证方法进行检

测分析。为科学反映分析方法的重现性，应注意提供的重现性研究样品的一致性，避

免样品在传递过程中的变化而影响重现性。 

特定方法应根据监督检验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代表性阳性样品和阴性样品；通用

方法一般应至少检测 10批代表性阳性样品和 10批代表性阴性样品。 

三、标准物质要求 

鉴于药品补充检验方法主要用于检测药品中掺假的非药品成分，以及打击制假售

假等违法犯罪的实效性，药品补充检验方法所需标准物质不局限于国家药品标准物质

或计量院所供应的标准物质，可适当扩大范围，对于来源明确，资料信息完整的标准

试剂、标准参比物等阳性对照物都可涵盖。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起草单位在申报方法的同时应提供所用标准物质（或阳性对照

物）的完整资料，包括来源、标化、赋值等信息。由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委员会秘

书处组织标准物质专家审核资料，判断所用标准物质（或阳性对照物）的适用性。 

四、分析方法选择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应选择专属性强、重现性好、灵敏度高、快速简便、适合基层

使用的方法。如药品检验常规使用的显微鉴别法、理化检查法、薄层色谱法、高效液

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毛细管电泳法等检测方法。同时，应根据检测目标物的特性，

建立有效的验证方法。如 HPLC-MS/MS或 GC-MS/MS对样品中目标物的验证方法。一般

常规方法列入补充检验方法草案，HPLC-MS/MS 或 GC-MS/MS 方法作为实验室检测验证

方法，必要时使用 (生物制品可采用相关的生物分析方法，如免疫印迹法、酶联免疫

吸附法及生物活性鉴别法等），相关的方法操作和技术指标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典》（2015 年版）有关通则。尽量避免使用毒性、腐蚀性较大的试剂和特殊试剂，选

择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的技术方案。 

五、方法学参数 

方法起草单位应按照方法的用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通

则进行全面的方法学验证，保证方法对被测目标物的适用性和样品的质量可控性。 

六、样品检测 

应至少测定 3批样品，在重复条件下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相对标准偏差在相应的

精密度接受范围内。 

对于通用方法，需要对同一品种不同来源、不同规格、不同生产企业的产品进行

检验，以获得较大范围的样本检测结果，为方法的批准提供数据支持。 

七、检验结果 

（一）检测结果的表述 

定性检查：检出掺杂掺假目标物，“检出 XXX”；未检出时，“未检出（检测限

为 xx.xmg/g）”。 

限量检查： 

（1）检出掺杂掺假目标物，并高于限量值，“检出，高于限量值”； 

（2）可检出，但低于限量值，“检出，低于限量值”； 

（3）未检出，“未检出（检测限为 xx.xmg/g）” 。 

含量测定：“检出 XXX，含量为 xx.x mg/制剂单位（或 xx.x%）” 

（二）检测结果分析 

1.分析样品总体检测结果，阳性批次或检出率；检出阳性样品的含量情况；检出

阳性样本的趋势分析等。 

2.检出目标物的安全风险分析。目标物的化学成分信息资料、主要用途、毒性或

安全评价资料（如 LD50数据）等方面的信息资料分析。 

3.补充检验方法的可行性、适用性分析。 

八、方法编写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的编写要求，项目顺序和文字描述等

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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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复核技术要求 

 

一、复核内容 

复核单位应对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实用性、可

行性等通过资料审核进行初步评价，再结合实验复核结果进行综合评价。根据方法的

特点和用途，有针对性地选择关键性参数进行验证，保证方法在不同实验室之间的重

现性。定性检查方法主要验证方法的专属性和检测限，限量检查和含量测定方法主要

验证方法的专属性、准确度和线性等。 

二、技术要求 

（一）定性检查方法的复核  

1．按草案方法进行试验，考察方法的重现性。   

2．利用阴性或空白样品考察方法的专属性。 

（二）限量检查和含量测定方法的复核 

除按草案方法进行试验，考察方法的重现性外，需进行线性、重复性、回收率的

验证。起草与复核测定值的偏差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通则 9101

重现性的数据要求。 

三、复核意见出具 

复核单位应撰写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的复核意见，包括资料审核和实验复核

两部分，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申请的药品补充检验方法和检验项目是否符合本指南； 

（二）采用的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可行，方法学验证结果是否满足评价指标的

相关技术要求； 

（三）比较复核单位与起草单位的测定结果，评价两个实验室测定结果的重现性

是否相符； 

（四）方法如需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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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局药审中心办公地点搬迁有关事宜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295             发布日期：20180115 

因工作需要，自 2018 年 1 月 22 日起。我中心办公地点由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1 号迁移至北京市朝阳区建

国路 128 号。为保证各项工作正常进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关于现场提交资料/公文 

       自 2018 年 1 月 22 日起，申请人现场提交资料/公文调整至：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28 号，接受资料/公

文的时间及安排不变。 

       二、关于邮寄提交资料/公文 

       自 2018 年 1 月 19 日起，申请人请将资料/公文邮寄至：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128 号，邮编：100022， 

       资料接收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业务管理处 

       公文接收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三、关于中心网站 

       中心网站将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停止运行，2018 年 1 月 27 日恢复运行。 

       四、其他事宜 

       未尽事宜，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杜海如    刘元昌 

       联系电话：010—68921112（旧址） 

                        010—85242306（新址） 

       由此带来的不便，请大家谅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2018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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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公布允许发布处方药广告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名单的通告

（2018 年第 14 号） 

   
 

原文：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2702.html     2018年 01月 15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经审核，认定《神经

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等 5 个医学、药学专业刊物（见附件）可以发布处方药

广告，现将名单予以公布。 

  特此通告。 

  附件：允许发布处方药广告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名单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1月 5日 

2018年第 14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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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允许发布处方药广告的医学、药学专业刊物名单 

 

序号 刊物中文名称 CN刊号 登记地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 《神经病学与神经康复学杂志》 CN31-1927/R 上海 3100120130063 

2 《骨科临床与研究杂志》 CN10-1396/R 北京 
京西工商广字 

第 8084号 

3 《中国药物评价》 CN10-1056/R 北京 
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4号 

4 《中华临床营养杂志》 CN11-5822/R 北京 
京东工商广字 

第 0342号（1-1） 

5 《中国合理用药探索》 CN10-1462/R 北京 
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1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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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核查中心办公地址搬迁有关事宜的通告 

   
 

原文：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3050.html      2018年 01月 19日 发布 
 

  根据工作需要，我中心将于 2018年 1月 25日-26日正式搬迁办公地址。2018年 1月

24日中午至 1月 26日暂停对外办公，1月 29日恢复对外办公。搬迁后的地址、联系方式和

网站信息如下： 

  一、搬迁后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文兴街 1号院 3号楼北矿金融大厦 6层（详见附件），邮编：100044。 

  北矿金融大厦紧邻动物园、西直门两大交通枢纽，30多条公交路线汇集，3分钟即可步

行至地铁 4号线动物园站（D口）；还有 2号线（西直门站 D口）、6号线（车公庄西站 A

口）、9号线（白石桥南站 C1口）、13号线（西直门站 F1口）近在咫尺，交通便捷；附近

有国谊宾馆、西苑饭店、新大都饭店、国二招宾馆等酒店；周边银行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等多家银行，充分满足各项金融业务需求。 

  二、搬迁后联系方式 

  1.新址电话总机 010-68441000、68442000，传真号码 010-68441300。 

  2.旧址电话总机 010-87559000，传真号码 010-67152467将于 2018年 2月 2日停止使

用。 

  三、关于中心网站 

  核查中心网站将于 2018年 1月 26日上午 8:30停止运行，2018年 1月 27日上午 8:30

恢复运行。 

  因搬迁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核查中心 

2018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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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新药 I 期临床试验申请技术指南的通告          

（2018 年第 16 号） 

   
 

原文：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3338.html       2018年 01月 25日 发布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

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为帮助新药注册申请人规范申

请Ⅰ期临床试验，提高新药研发与审评效率，提高Ⅰ期临床试验申报资料的质量，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组织制定了《新药Ⅰ期临床试验申请技术指南》，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新药 I期临床试验申请技术指南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1月 11日 

 

 

2018年第 16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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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药 I 期临床试验申请技术指南 

 

一、前言 

为帮助新药注册申请人（药品企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申请 I 期临床试验，

提高新药研发与审评效率，保护受试者安全与权益，保证临床试验质量，特发布

本技术指南。  

本指南阐述了新药在我国开展首次临床试验时需要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提供的信息。  

本指南的目的是：明确新药 I期临床试验的技术要求，提高 I期临床试验申报资

料的质量；通过规范 I期临床试验资料的数据要求，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加快新

药上市进程。  

本指南适用于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包括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细胞和基

因治疗产品除外）。    

二、咨询与沟通交流 

如果申请人在研发及申请临床试验过程中有疑问，可通过药审中心网站查询相关

指导原则，也可以按照相关规范通过药审中心网站“申请人之窗”就相关问题进

行咨询。 

递交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前，申请人可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

法》所规定的方法与工作程序，申请与药审中心召开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 

申请人与药审中心间的沟通有助于提高临床试验申请的质量，加快后续研究与审

评的进程。 

三、I期临床试验申请的技术要求 

（一）资料格式及内容 

I期临床试验申请的申报资料应以纸质资料和电子资料方式提交，电子资料可以

CD的形式送交。格式和内容可参照研究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要求国际协调会（ICH）

通用技术文件（CTD）的要求整理提交。  

（二）介绍性说明和总体研究计划 

介绍性说明应包括新药的名称、所有的活性成分、药理作用类别、结构式（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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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剂型、制剂处方、给药途径、临床试验目的等。如果有所研究药物用于

临床的经验，应提供简短概述，包括在其他国家的研究和上市的经验；若没有，

标题下写“无”。 

总体研究计划应总结申请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依据，主要为拟定的适应症、受试

者人群、受试者数量、给药方案（剂量、给药间隔、给药持续时间等）、药物安

全性评价方法、风险控制计划等，根据已有信息预期的任何安全性（重要的已确

定风险、重要的潜在风险、重要的缺失的资料等）的风险论证。  

（三）研究者手册 

研究者手册是有关试验药物在进行人体研究时已有的药学、非临床与临床研究

（如有）资料总结 ，旨在为临床研究者提供所研究药物的信息，以保证受试者

安全。 

当有新的重要信息时，申请人应及时更新研究者手册，使其包括对研究药物的所

有重要研究信息的总结。更新的研究者手册应及时报送药审中心。研究者手册的

格式和内容可参照 ICH E6有关章节撰写。 

研究者手册应包括如下内容： 

1.封面页：包括药物名称，注册申请人名称，完稿或更新日期以及版本号； 

2.目录：列出所有的一级标题、二级标题以及相应的页码； 

3.保密声明； 

4.概述：介绍药物种类，拟定适应症及药理特征； 

5.新药名称与理化性质：简要说明药物的名称、化学名（如有）、分子量、分子

式、结构式（如有）、理化特性、剂型、根据已有的稳定性数据拟定的临时效期、

保存条件、使用注意事项等； 

6.非临床研究结果 

6.1药理作用：应包括已完成的用于提示药效的非临床试验结果。 

6.2毒理研究：分项列出安全药理学试验、单次给药毒性试验、重复给药毒性试

验、遗传毒性试验、生殖毒性试验、致癌试验以及其他毒性试验。如果有些研究

还没有进行或不需要进行，需要说明理由和依据。 

6.3 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应包括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及排泄（ADME）。

如果有些研究还没有进行或不需要进行，需要说明理由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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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已有临床研究或使用资料（如有）：应包括国内或国外现有的所有临床试验信

息及文献资料。 

7.1人体药物代谢动力学 

7.2有效性 

7.3安全性 

7.4上市情况 

8.其他 

若尚未有新药使用信息，应基于对已有的非临床和临床研究结果的总结，提供申

请人认为相关的信息：可能包括特殊人群、安全性信息、警告及注意事项、风险

控制计划、药物相互作用、药物过量等。 

9.参考文献 

（四）临床试验方案 

临床试验方案应包含下列信息： 

1.研究背景，简述药物的适应症情况，简述药物已有的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资料

（如有）； 

2.试验目的； 

3.预计参加的受试者数量； 

4.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描述； 

5.给药计划描述，包括持续时间、起始剂量、剂量递增方案和终止条件、给药方

案并描述首剂量确定依据和方法； 

6.检测指标、对受试者安全性评价至关重要的相关试验详细信息，如受试者生命

体征和必要的血液生化监测； 

7.中止研究的毒性判定原则和试验暂停标准。 

（五）药学研究信息 

新药的药学研究随着药物研究进展不断深入，在不同研究阶段有不同的研究目的。

对于新药申请Ⅰ期临床研究的药学研究资料，应遵循药物研发的规律，重点关注

对计划研究的受试者安全性相关的药学研究信息（如基于现有知识对杂质谱的解

析，有关物质检查专属性、灵敏度的方法学验证，潜在遗传毒性杂质分析和控制，

生物新药的免疫原性和免疫毒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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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药学部分所提供的信息，当对安全性问题产生担忧或数据不足以进行安全性

评价时，应暂缓临床试验。产生担忧的原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1）新药化学结构或制剂辅料具有已知毒性或极可能具有毒性； 

（2）在计划实施的整个 I期临床试验项目期间，新药不能保持稳定性； 

（3）新药的杂质特征显示具有潜在毒性，或者新药中含量在鉴定限以上的杂质

未进行充分鉴定且未对其潜在的毒性进行评估； 

（4）存在动物源性成分的生物安全性问题； 

（5）主细胞库或工作细胞库未经过充分鉴定。 

申请人应分析已有药学研究信息是否显示潜在的人体风险，并对这些潜在的风险

进行讨论，阐述为控制或监测该风险所计划采取的措施。 

对于具有生物毒性、带有放射性核素等的新药，或涉及生物安全性风险的新药，

应按照国际通用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提供相关研究资料、研究计划及风险控制措

施。 

1.化学药品药学研究信息 

新药申请人应对动物研究用样品及拟进行人体试验用样品进行分析比较（可列表说

明），如有差异需讨论差异可能对临床安全性造成的影响，从而为后续的人体试验

提供安全性方面的支持。 

对申请Ⅰ期临床研究的化学药品需要提供下列药学研究资料，同时，按照附件表

格总结整理和提供化学药品Ⅰ期临床试验申请药学研究信息汇总表并电子提交。 

1.1原料药信息  

1.1.1生产厂商 

应递交原料药生产厂商（包括生产、检验）的完整地址。 

1.1.2制备工艺 

应提供原料药制备工艺资料，包括反应流程图，注明工艺中使用的试剂、溶剂和

催化剂等。对于采用发酵工艺、提取工艺制备以及多肽、小分子核酸药物等，需

要提供更多的制备工艺信息。对于无菌原料药需提供灭菌/除菌工艺和无菌保证

措施。 

1.1.3结构确证 

应提供结构确证使用的方法、图谱及简要的结构解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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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理化性质 

应列出已研究的可能与制剂性能相关的原料药的晶型、溶解度、渗透性、粒度等

关键理化特性。 

如可能，列明不同介质（如不同 pH）中的具体溶解度数据。 

1.1.5质量控制 

应提供初步的质量标准，说明检查项目、可接受的限度、分析方法，提供代表性

图谱。在药品开发初期，不需要提交全面完整的分析方法验证资料，但至少应提

供方法的专属性、灵敏度等关键验证信息。  

应提供样品检验报告书。提供关键研究批次（如用于安全性研究、稳定性研究、

临床研究等）的批分析数据。 

应提供初步的杂质谱分析结果、潜在遗传毒性杂质控制策略和分析信息。可参照

ICH M7指南研究并提交报告。 

1.1.6稳定性 

应提供原料药稳定性研究资料，列明采用的分析方法，可用列表形式递交代表性

样品的初步数据及其他支持性稳定性研究数据，应提供关键项目的代表性图谱。

稳定性数据应能支持新药的理化参数在计划的临床研究期间符合要求，如果计划

的试验周期极短，可提供有限的支持性稳定性数据。在确保临床试验期间药物的

稳定性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稳定性数据，支持进一步的临床开发。 

1.1.7包装及贮存 

应列明的直接接触包装材料及贮存条件。 

1.2 制剂信息 

1.2.1剂型及产品组成 

应列表说明制剂的处方组成及用量，对于制剂工艺中使用但最终去除的组分也应

列出。制剂中的辅料应符合药用要求；对于国内外制剂中尚未使用过的全新辅料，

应进行关联申报。 

1.2.2生产厂商名称与地址 

应递交临床试验用制剂生产厂商（包括生产、包装、检验）的完整地址。 

1.2.3生产工艺和工艺控制 

应提供生产工艺信息，包括工艺流程图。对于无菌制剂应提供灭菌工艺和无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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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措施；非常规工艺制剂应提供较详细的工艺描述。 

1.2.4质量控制 

应提供初步的质量标准。说明检查项目可接受的限度、分析方法、代表性图谱。

杂质报告方式可参照 ICH Q3A和 Q3B。应根据剂型、产品特点等设置适宜的质控

项目和分析方法。对于以积累数据为目的，但不作为制剂放行条件的检测项目，

应予以注明。 

在药品开发初期，不需要提交全面完整的分析方法验证资料，但至少应提供方法

的专属性、灵敏度等关键项目的验证信息。 

提供关键研究批次（如用于安全性研究、稳定性研究、临床研究等）的检验报告

书。应提供制剂降解途径、降解产物的初步研究结果。可参照 ICH Q3B。 

1.2.5稳定性 

应提供制剂稳定性研究资料，列明采用的分析方法，可用列表形式提交代表性样

品（如动物药理毒理学研究样品、拟用于临床试验的样品）的初步数据及其他支

持性稳定性研究资料，应提供关键项目的代表性图谱。稳定性数据应能支持制剂

的理化参数在计划的临床研究期间符合要求，如果计划的试验周期极短，可提供

有限的支持性稳定性数据。  

1.2.6包装和贮存条件 

应列明直接接触包装材料的信息和贮存条件。 

对于新材料、新结构、新用途的药包材，需提供信息并按照要求进行关联申报。 

1.2.7其他 

对于临床需要进行配伍使用及有特殊使用要求的制剂应提供相关稳定性实验结

果。 

1.3安慰剂信息 

如临床试验方案中需使用安慰剂，应提供安慰剂的处方、生产工艺及生产厂的相

关信息、质量控制和检验结果等研究资料。   

2.生物制品药学研究信息 

提供药学研究结果的摘要性小结资料，对于拟定质量标准中低于药典控制基本要

求，或者低于通用的技术指导原则要求的质控项目给予阐释说明；对于药学研究

中发现并需要提请审评特别关注的疑难问题给予重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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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生产用原材料 

2.1.1应提供生产用起始材料的名称、来源、质量标准、安全性等信息，生产用

起始材料应符合现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标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三部“生物制品生产用原材料及辅料质量控制规程”的相关要求，按照风险等级

分级，提供相应的证明性文件和/或质控检测报告等。 

2.1.2工程细胞（菌）建立和鉴定 

采用基因重组技术表达的蛋白，应提供氨基酸序列，如对目的基因进行改构或突

变，申请人可结合对产品结构和功能的影响进行初步说明。提供表达载体的名称、

来源、结构和遗传特性，应对重组表达载体进行结构确定。提供宿主细胞（菌）

及构建的工程细胞（菌）的名称、来源、安全性、培养特性、生物学特性（基因

型和表型）、传代历史（包括驯化过程）、检定结果等，说明是否曾进行基因操

作引入外源基因序列。 

2.1.3种子库的建立、检定、保存及传代稳定性 

应提供种子库的建立、检定、保存及传代稳定性的研究资料。 

应参照中国药典、欧洲药典、美国药典等国际通用药典、国际通用的相关要求或

其他国际通用标准对种子库进行检定，并提供种子库的检定报告，确保无内外源

因子污染的风险。建立的种子库应能支持后续研发。 

2.1.4生产用其他原材料的来源及质量标准 

应按照工艺流程，以表格形式列明生产中使用的其他原材料的名称、来源、质量

标准、使用步骤等。生产用其他原材料也应符合现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标准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三部“生物制品生产用原材料及辅料质量控制规

程”的相关要求，按照风险等级分级，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性文件和/或质控检测

报告等。 

2.2原液 

2.2.1生产商 

应提供原液生产厂商（包括生产、检验）的完整地址。 

2.2.2原液制备工艺和过程控制 

应按工艺步骤提供流程图，标明工艺参数、生产规模、重要生产设备，应提供关

键工艺步骤的技术条件与参数。对于纯化工艺、偶联工艺及其他特殊处理步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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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明确采用的技术条件与参数；对病毒灭活/去除关键工艺步骤进行验证。应提

供关键工艺参数优化的研究资料。 

2.2.3原液制备工艺开发总结 

应列表说明工艺开发中各批次原液的批量、生产时间、生产地点，以及对应的生

产工艺、生产规模和样品用途（如质量研究、药理毒理研究、工艺稳定性、稳定

性研究、对照品/参考品等），并提供检定结果。对动物药理毒理研究样品、拟

进行 I期临床试验用样品进行质量可比性分析，从而为后续的人体试验提供安全

性方面的支持。 

2.3制剂 

2.3.1生产商 

应提供临床试验用样品制剂生产厂商的名称及地址。 

2.3.2剂型及制剂处方 

应说明具体的剂型，并列表说明单位剂量产品的处方组成，阐述各成分在处方中

的作用，执行的标准。如有过量加入的情况需给予说明。如附带专用溶剂，参照

以上表格方式列出专用溶剂的处方。对于国内外制剂中尚未使用过的全新辅料，

应进行关联申报。 

2.3.3制剂制备工艺和过程控制 

2.3.3.1批处方：以表格的方式列出临床试验用样品的批处方组成。 

2.3.3.2工艺流程图：应按工艺步骤提供流程图，标明工艺参数及生产设备。 

2.3.4制剂制备工艺开发总结 

应列表说明工艺开发中各批次制剂的批量、生产时间、生产地点，以及对应的生

产工艺、生产规模和样品用途（如质量研究、毒理研究、工艺稳定性、稳定性研

究、对照品/参考品批等），并提供检定结果。列表说明还应包括动物毒理研究

样品与拟进行 I期临床试验用样品之间的药学可比性分析，从而为后续的人体试

验提供安全性方面的支持。  

2.4质量研究和质量控制 

2.4.1质量研究 

2.4.1.1结构确证 

在研发早期，应对样品进行初步结构确证，提交研究数据。完整的结构确证数据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可在申报新药上市时提交，包括一级结构、二级结构和高级结构等。 

应提供结构确证用样品的批号，如用到对照品，应说明对照品来源、批号、数量。 

2.4.1.2理化性质 

参照相关指导原则提供产品明确的理化性质信息。 

2.4.1.3生物学活性 

提供生物学活性测定方法及标准。 

2.4.1.4有关物质/杂质分析 

包括起始原材料、产品相关物质与工艺相关物质，应有相应分析研究。对于涉及

生物毒性、免疫原性的杂质，应提供敏感、特异的检测方法，拟定严格的控制要

求。 

2.4.2质量控制 

2.4.2.1质量标准 

应结合多批试制产品的检定数据分析确定原液及制剂的初步质量标准，以列表形

式提供该阶段的质量标准，应包括检查项目、检查方法、限度标准。 

至少应提供关键质量属性检测方法的专属性、灵敏度等关键项目的验证信息。 

2.4.2.2批检验报告 

应提供代表性工艺的批分析数据及代表性批次样品的检验合格报告，如非临床试

验用样品和临床试验用样品等。 

2.5.稳定性 

参照生物制品稳定性研究的有关指导原则开展研究。稳定性研究结果应能支持 I

期临床试验。 

2.6.包装材料/容器和其他直接接触材料 

应列明拟定的包装和贮存条件。列明拟定的包装材料/容器和其他直接接触材料。 

（六）药理毒理信息 

药理毒理信息应包括非临床研究综述、药理作用总结报告、毒理研究总结报告、

药代动力学总结报告以及各项研究报告。申请人应该提交所有已完成的非临床试

验，包括对药物的探索性非临床药理与毒理研究，以使审评部门可以做出此阶段

整体评价。研究相关的参考文献和方案修正也可作为本信息的一部分。 

1.非临床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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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临床研究综述应提供已完成的非临床研究的概要信息，各项试验可采用列表形

式列出，在内容上应包括以下方面的描述。可参照 ICH CTD 2.4的格式和内容列

出。 

1.1概述非临床试验研究的试验策略，试验实施日期。 

1.2非临床研究设计的依从性信息及偏离设计的情况。 

1.3受试物与药学研究和临床试验样品的质量可比性分析结果。 

1.4列表说明非临床试验的总体研究项目与编号、研究机构、研究地点，非临床

研究综述应有签字和日期。 

1.5系统呈现动物毒理研究及毒代动力学结果，应特别关注可能危害人体安全的

信息。 

1.6非临床研究结果对临床试验具有支持性的依据。 

1.7 遵循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的声明。对于未完全遵循上述法

规的情况，应说明原因，并提供可能对试验结果造成影响的解释。 

2.药理学研究的总结 

概述体内外药理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以及次要药效学信息。新药的药效学研究应

采用公认的体内外试验系统和指标来开展，尽量采用更新的体内模型来开展作用

机理相关的有效性研究，并提供药效与暴露关系的研究信息。药效学研究应提示

新药与临床疾病治疗的相关性和有效性潜能。有效性信息通常不会成为延迟进行

临床试验的主要原因。 

但应在 I期临床试验申请时提交。 

3.毒理学研究的总结 

应提供毒理研究的总结报告。应阐述毒性反应的程度、严重性和持续时间、剂量

相关性、可逆性、种属及性别差异。特别关注重复给药毒性反应信息、动物死亡、

病理学检查、局部耐受性、其他需特别说明问题。根据药物特性和人体研究分期，

可能需要特殊研究信息，如大分子药物需增加免疫原性和免疫毒性的深入研究。 

毒理研究结果评价应关注毒性反应相关性的逻辑评价，并说明外推人体的风险预

测。评价因素包括动物种属、动物数量、给药剂量、给药周期、暴露量及其与人

体最大暴露量的相关性，毒性试验结果应明确说明 NOAEL、MTD和/或 STD10、HNSTD

剂量及其暴露量信息。建议以表格形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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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支持拟定临床试验安全性的各毒理学研究，鼓励申请人递交一份全部

数据列表，以适合进行详细审评。为了能够说明这些列表清单内容，还应与列表

清单一起提供以下文件： 

（1）对研究的简单介绍（如技术报告或摘要，包括方法介绍部分）； 

（2）该产品毒理研究开发总体规划方案及规划修订说明。 

支持拟定的临床试验方案的重复给药毒性试验周期应参考相关指导原则。 

4.药代动力学的总结 

应阐述分析方法的可行性、药代动力学/毒代动力学参数、吸收与组织分布、代

谢、排泄，以及药效和毒性问题引起的生理变化，如疾病状态的影响、抗体生成、

交叉反应性等。如已有人体研究还应比较非临床研究中动物和人体的代谢和暴露

量，阐述非临床研究结果对人体潜在不良反应的预测作用。具体参见非临床药代

动力学技术研究指导原则。 

5.各项研究报告 

应提供已经获得的药理作用、毒理研究和药代动力学的各项研究报告。 

6.其他 

总结报告是对全部试验结果的全面总结性报告，应准确并与试验结果保持一致，

应完整反映试验情况和数据结果，并能基于此做出全面的技术评价。 

如果 I期临床试验申请递交时未获得各研究的最终毒理学报告，那么可递交稽核

过的报告草案以及基于报告草案形成的总结报告。应在首次递交临床试验申请后

120天内提交各毒理研究最终报告。最终报告中应包括所有更改的说明以及必要

的分析，说明是否会影响原有的安全性评价。 

（七）既往临床使用经验说明 

如果有既往的临床使用经验，申请人应提供相关信息概述。 

如果研究药物曾经在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开展了临床研究或者已经上市，应提供与

拟开展试验的安全性或者拟开展试验依据有关的详细信息。 

应提供与拟开展试验的安全性有关的所有已发表文献资料或者对研究药物拟开

展适应症研究的有效性评价数据，包括与研究药物既往临床使用经验有关的参考

文献列表或者重要的支持性文献。除此之外，还应根据已有信息综合评估拟开展

的临床研究，这将有助于支持临床研究的剂量、用药持续时间、药物组合、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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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选择。 

（八）境外研究资料 

对于所申报产品在境外已开展或正在开展的相关研究，应提供原文及中文译文材

料。中文译文应当与原文内容一致。 

四、参考文献 

1.化学药物（原料药和制剂）稳定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0150205） 

2.化学药物原料药制备和结构确证研究技术指导原则（20070823） 

3.化药药品研究资料及图谱真实性问题判定标准（20100510） 

4.药物单次给药毒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20140513） 

5.药物重复给药毒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20140513） 

6.非临床安全性评价供试品检测要求的 Q&A（20140513） 

7.药物非临床药代动力学研究技术指导原则（20140513） 

8.新药用辅料非临床安全性评价指导原则（20120515） 

9.药物非临床依赖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20071121） 

10.生物制品稳定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20150415） 

11.生物制品生产工艺过程变更管理技术指导原则 （20080904） 

12.生物制品质量控制分析方法验证技术一般原则（20080904） 

13.治疗用生物制品非临床安全性技术审评一般原则（20100506） 

14.药物Ⅰ期临床试验管理指导原则（试行）（20111207） 

15.ICH Q3A（R2）-Impurities in new drug substances  

16.ICH Q3B（R2）- Impurities in new drug Products  

17.ICH E6（R1）-Guideline for good clinical practice  

18.ICH E6（R2）-Integrated addendum to ICH E6（R1）  

19.ICH M3（R2）-Guidance on nonclinical safety studies for the conduct 

of human clinical trails and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20.ICH M4- The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21.ICH M7（R1）-Assessment and control of DNA reactive（mutagenic）

impurities in pharmaceuticals to limit potential carcinogenic risk     

22.ICH S6-Preclinical safety evaluation of biotechnology- der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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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s  

23.ICH S9 -Nonclinacal evaluation for anticancer pharmaceuticals  

24.Content and format of INDs for phase I studies of drugs, including 

well-characterized, therapeutic, biotechnology-derived products. 

25.Guidance for Industry Q&A on Content and format of INDs for phase I 

studies of drugs, including well-characterized, therapeutic, 

biotechnology-derived products. 

五、附表 

化学药品Ⅰ期临床试验申请药学研究信息汇总表 

 

1.基本信息 

受理号 原料药受理号： 

制剂受理号: 

申请人  

化合物名称 申请名称（中、英文）或实验室代号 

现名称是否经药典委员会核定：是□  否□ 

结构式 明晰化合物的立体构型 

分子式  

分子量  

剂型及给药途径 备注：用于 I期临床研究的暂定剂型 

规格 备注：用于 I期临床研究的暂定规格 

临床研究信息 拟定的适应症。拟开展的临床研究项目，受试者人数和研究

周期等。 

 

2.原料药信息 

原料药合成化

学反应式、精制

方法及现有试

制规模 

化学反应式中需标明反应条件、所用溶剂、试剂、催化剂等。 

提供关键物料的生产商、合成工艺和质量控制信息等。 

说明拟定的临床批次制备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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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结构确

证 
列出结构确证使用的方法及简要的结构解析总结。 

原料药关键理

化特性 

列出可能与制剂性能相关的原料药的晶型、溶解性、渗透性、

粒度等理化特性。 

如可能，请列明不同介质（如不同 pH）中的具体溶解度数据。 

原料药 

质量控制 

项目 方法 限度 

 

简述方法，如 HPLC 

 

  

  

  

  

对于涉及安全性的关键项目需列出具体的检查方法和方法学验

证总结，例如有关物质、残留溶剂、Ⅰ类重金属检查等。 

关键批 

分析数据 

以附件 1-1 形式提交关键研究批次（包括用于安全性研究、稳

定性研究、临床研究等）的批分析数据。 

另结合制剂的相关研究信息，以附件 1-3 形式提交杂质谱分析

结果。 

原料药 

稳定性总结 

提供稳定性研究概述，列明稳定性研究的批次、批号、考察条

件、（已完成）考察时间、考察项目变化趋势以及初步结论。列

明初步的包装贮存条件。 

3.制剂信息 

制剂处方组成、

工艺描述及现

有试制规模 

列明制剂的处方组成，提供简要的工艺描述，对于无菌制剂需

提供详细的灭菌/除菌工艺条件，非常规工艺制剂需要提供较

详细的工艺描述。 

说明拟定的临床批次制备地点。 

制剂质量控制 

项目 方法 限度 

 
简述分析方法，例如

HP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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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涉及安全性以及制剂学特性的关键项目需列出具体的检

查方法和方法学验证总结，比如有关物质检查、溶出度/释放

度检查等。 

关键批 

分析数据 

需以附件 1-2形式提交关键研究批次（包括用于安全性研究、

稳定性研究、临床研究等）的批分析数据。 

另结合原料药的相关研究信息，以附件 1-3形式提交杂质谱分

析结果。 

制剂 

稳定性总结 

提供稳定性研究概述，列明稳定性研究的批次、批号、考察条

件、（已完成）考察时间、考察项目变化趋势以及初步结论。 

临床需要进行配伍使用及有特殊使用要求的制剂需提供相关

稳定性实验结果。 

列明拟定的包装和贮存条件。 

 

附 1-1   原料药批分析数据 

 

批号 
试制 

时间 

试制 

地点 

试制 

规模 

采用 

工艺* 

主要 

设备 
用途 

关键质量数据

（比如有关物

质*、含量、粒

度、晶型等） 

        

        

        

        

 

 

附 1-2    制剂批分析数据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批号 
试制 

时间 

试制 

地点 

试制 

规模 

采用处

方、工艺

* 

主要 

设备 
用途 

关键质量数据

（比如有关物

质*、含量、溶

出度等） 

        

        

        

 

*如研究进程中，处方工艺发生变更，请依次编号，表格中填写编号，表格下方

列明各编号代表的具体处方工艺 

*对于有关物质数据的提供，已鉴定结构的杂质按单个已知杂质分别列出检测结

果，未鉴定结构但固定出现的杂质按相对保留时间分别列出检测结果。 

请对临床批样品予以标注。 

 

附 1-3  杂质谱分析 

 

以表格形式列出已鉴定的杂质结构，说明其来源及相对保留时间，并结合工艺说

明是否存在潜在的遗传毒性杂质。 

杂质名称或代号 杂质结构 杂质来源 相对保留时间 

    

    

    

如有潜在的遗传毒性杂质，应提供初步的控制策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总局关于适用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二级指导原则的公告

（2018 年第 10 号） 

   
 

原文：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223345.html      2018年 01月 25日 发布 
 

  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

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号）精神，鼓励药品创新，推动药

品注册技术标准国际接轨，加快药品审评审批，加强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决定适用《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E2A：

临床安全数据的管理：快速报告的定义和标准》《E2D：上市后安全数据的管理：

快速报告的定义和标准》《M1：监管活动医学词典（MedDRA）》和《E2B（R3）：

临床安全数据的管理：个例安全报告传输的数据元素》五个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

术协调会（ICH）二级指导原则。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 2018年 2月 1日起，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1类、5.1类以及治疗用生

物制品 1类和预防用生物制品 1类注册申请适用《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

术文档（CTD）》。其中，《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包括

《M4（R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的组织》《人用药物注册通用技术

文档：行政管理信息》《M4Q（R1）：人用药物注册通用技术文档：药学部分》

《M4S（R2）：人用药物注册通用技术文档：安全性部分》和《M4E（R2）：人用

药物注册通用技术文档：有效性部分》。 

  二、自 2018年 5月 1日起，药物临床研究期间报告严重且非预期的药品不

良反应适用《E2A：临床安全数据的管理：快速报告的定义和标准》《M1：监管

活动医学词典（MedDRA）》和《E2B（R3）：临床安全数据的管理：个例安全报

告传输的数据元素》。 

  三、自 2018年 7月 1日起，报告上市后药品不良反应适用《E2D：上市后安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0/223345.html�


全数据的管理：快速报告的定义和标准》。 

  四、自 2019年 7月 1日起，报告上市后药品不良反应可适用《M1：监管活

动医学词典（MedDRA）》和《E2B（R3）：临床安全数据的管理：个例安全报告

传输的数据元素》的要求。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报告上市后药品不良反应适

用以上技术指导原则。 

  五、相关技术指导原则可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查

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做好本公告实施过程中的相关技术

指导工作。 

特此公告。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1月 25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1 类、5.1 类以及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和预防用生物制品 1 类上市注册申请资料受理 

事宜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321            发布日期：20180126 

       总局 2018 年 1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适用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二级指导原则的公

告》（2018 年第 10 号）（下称公告）。按照公告要求，现就化学药品注册分类 1 类、5.1 类以

及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和预防用生物制品 1 类上市注册申请资料受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2018 年 2 月 1 日前现场签收和邮寄签收（以邮戳时间为准）的申报资料，按照现行要

求进行形式审查。 

       二、2018 年 2 月 1 日后（含 2 月 1 日）现场签收和邮寄签收（以邮戳时间为准）的申报资

料，应适用《M4：人用药物注册申请通用技术文档（CTD）》的要求。 

       特此通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2018 年 1 月 26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321�


 

 

总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情况的公告（2018 年

第 9 号） 

   
 

原文：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3453.html      2018年 01月 26日 发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新收到 35个已完成临床试验申报生产或

进口的药品注册申请（见附件）进行临床试验数据核查。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核查前，药品注册申请人自查发现药

物临床试验数据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应主动撤回注册申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公布其名单，不追究其责任。 

  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将在其网站公示现场

核查计划，并告知药品注册申请人及其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示 10

个工作日后该中心将通知现场核查日期，不再接受药品注册申请人的撤回申请。 

  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将对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现场核查中发现数据

造假的申请人、药物临床试验责任人和管理人、合同研究组织责任人从重处理，

并追究未能有效履职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查人员的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35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清单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1月 25日 

2018年第 9号公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223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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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 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清单 

 

序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1 / JXHS1700035 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 

Merck Sharp & Dohme Australia Pty 

Ltd; MSD International GmbH; 

Schering-Plough Labo NV; 默沙东研

发（中国）有限公司 

进口 

2 / JXHS1700040 注射用头孢罗膦 
AstraZeneca AB; Facta Farmaceutici 

S.p.A;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进口 

3 / JXHS1700042 甲磺酸仑伐替尼胶囊 

Eisai Europe Ltd.; Patheon Inc.; 

Eisai Manufacturing Limited;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进口 

4 / JXSS1700015 Nivolumab注射液 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进口 

5 / JXSS1700016 Nivolumab注射液 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进口 

6 / JXSS1700017 注射用 A型肉毒毒素 
Allergan Pharmaceuticals Ireland; 

艾尔建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进口 

7 / JXHL1500266 Palbociclib胶囊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进口 

8 / JXHL1500267 Palbociclib胶囊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进口 

9 / JXHL1500268 Palbociclib胶囊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进口 

10 / JXHL1700151 Palbociclib胶囊 

Pfizer Limited;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 

Betriebsstatte Freiburg; 辉瑞制药

有限公司 

进口 

11 / JXHL1700152 Palbociclib胶囊 
Pfizer Limited;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 
进口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Betriebsstatte Freiburg;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 

12 / JXHL1700153 Palbociclib胶囊 

Pfizer Limited;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 

Betriebsstatte Freiburg;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 

进口 

13 / JXHS1700046 奥拉帕利片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AbbVie Deutschland GmbH & Co. KG; 阿

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进口 

14 / JXHS1700047 奥拉帕利片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AbbVie Deutschland GmbH & Co. KG; 阿

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进口 

15 / JYHB1701401 沙格列汀片 

AstraZeneca AB;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16 / JYHB1701402 沙格列汀片 

AstraZeneca AB; AstraZeneca 

Pharmaceuticals LP;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17 / JYHB1700670 依维莫司片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18 / JYHB1700671 依维莫司片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19 / JYHB1700672 依维莫司片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20 / JYHB1701463 普瑞巴林胶囊 

Pfizer Limited;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 

Betriebsstatte Freiburg; 辉瑞制药

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21 / JYHB1701464 普瑞巴林胶囊 

Pfizer Limited;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 

Betriebsstatte Freiburg; 辉瑞制药

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22 / JYHB1701465 普瑞巴林胶囊 

Pfizer Limited;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 

Betriebsstatte Freiburg; 辉瑞制药

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23 / JYHB1701466 普瑞巴林胶囊 

Pfizer Limited;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 

Betriebsstatte Freiburg; 辉瑞制药

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24 北京 CXHS1700019 罗沙司他胶囊 珐博进（中国）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新药 

25 北京 CXHS1700020 罗沙司他胶囊 珐博进（中国）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新药 

26 北京 CXHS1700022 苯环喹溴铵鼻用喷雾剂 
银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固安世桥制药

有限公司 
新药 

27 吉林 CXSS1700021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28 吉林 CXSS1700022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29 上海 CXSS1700026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30 江苏 CXHS1700025 聚乙二醇洛塞那肽注射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 新药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液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31 江苏 CXHS1700026 
聚乙二醇洛塞那肽注射

液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翰森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药 

32 江苏 CXSS1700023 注射用特立帕肽 
苏州金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成都金凯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新药 

33 江苏 CYHS1700190 利奈唑胺片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仿制 

34 河南 CYSB1700156 
重组乙型肝炎疫苗 

（汉逊酵母） 
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35 广东 CXSB1700014 
重组人 p53腺病毒注射

液 
深圳市赛百诺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发布《首批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的药品清单》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310                发布日期：20180129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

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的要求，引导仿制药研发生产，提高公众用药可及性，我

中心筛选出依鲁司他等 9 个国内化合物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的国外已上市

且具有明确临床价值的药品，现纳入《首批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的药品清单》

并予以公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 

                                                                                                                        2018 年 1 月 29 日 

 

           附       首批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的药品清单 

 

序

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

称 

首次

上市

国家 

首次上市

时间 

中国化合

物专利号 

中国化合

物专利到

期日 

原研公司 适应症 

1 IngenolMebutate 

巨大戟

醇甲基

丁烯酸

酯 

美国 2012/1/23 / / Leo 光化角质病 

2 Eliglustat Tartrate 
依鲁司

他 
美国 2014/8/19 / / Genzyme 戈谢病 

3 
LaninamivirOctanoate 

Hydrate 

辛酸拉

尼米韦 
日本 2010/9/10 CN1127494C 2017/7/22 

Daiichi 

Sankyo 

流感病毒感

染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310�


4 
Amifampridine 

Phosphate 

磷酸阿

米吡啶 
欧盟 2009/12/23 / / BioMarin 

肌无力综合

征 

5 OritavancinDiphosphate 

奥利万

星磷酸

盐 

美国 2014/8/6 CN1071334C 2015/1/27 

The 

Medicines 

Company 

细菌性皮肤

和皮肤结构

感染, 软组

织感染, 革

兰氏阳性细

菌感染 

6 LomitapideMesylate 

甲磺酸

洛美他

派 

美国 2012/12/21 CN1108301C 2005/3/30 Aegerion 

纯合子家族

性高胆固醇

血症, 高胆

固醇血症 

7 Tetrabenazine 
四苯喹

嗪 
美国 2008/8/15 / / Valeant 

亨廷顿氏舞

蹈症 

8 
Glycerol 

phenylbutyrate 

苯丁酸

甘油酯 
美国 2013/2/1 / / 

Hyperion 

Therapeutics 

尿素循环代

谢障碍 

9 Uridine Triacetate 
尿苷三

乙酸酯 
美国 2015/9/4 / / Wellstat 

遗传性乳清

酸尿症, 化

疗引起的中

毒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二十六批）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325           发布日期：20180129 

       根据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 号），

我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现将拟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

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 5 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我中心网站“信息公开-->优先审

评公示-->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提出异议。 

 

第二十六批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公示名单如下： 

序

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申请事项 理由 

1 CXZL1700036 苏苏小儿止咳颗粒 

武汉药谷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武汉军谷坊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2 CXSL1700193 
抗人 CD19 T 细胞注射

液 

上海恒润达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使用先进制剂技术、创新治疗手段、

具有明显治疗优势的药品注册申请 

3 CXSL1700122 

抗 CD19 分子嵌合抗原

受体修饰的自体 T 淋

巴细胞注射液 

成都银河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北京马力喏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大学 

新药临床 
使用先进制剂技术、创新治疗手段、

具有明显治疗优势的药品注册申请 

4 CXSL1700203 

靶向磷脂酰肌醇蛋白

多糖-3 嵌合抗原受体

修饰的自体 T 细胞 

科济生物医药（上海）

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使用先进制剂技术、创新治疗手段、

具有明显治疗优势的药品注册申请 

5 CXHS1700024 聚乙二醇洛塞那肽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翰森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6 CXHS1700025 
聚乙二醇洛塞那肽注

射液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翰森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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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XHS1700026 
聚乙二醇洛塞那肽注

射液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翰森生

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8 CXHS1700021 苯环喹溴铵 

固安世桥制药有限公

司；银谷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9 CXHS1700022 
苯环喹溴铵鼻用喷雾

剂 

银谷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固安世桥制药有

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10 CXSS1700026 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上海复

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11 JXHL1700219 Crisaborole 软膏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12 JXSL1700076 Emicizumab 注射液 
罗氏（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罕见病 

13 JXSL1700077 Emicizumab 注射液 
罗氏（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罕见病 

14 JXSL1700078 Emicizumab 注射液 
罗氏（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罕见病 

15 JXSL1700079 Emicizumab 注射液 
罗氏（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罕见病 

16 JXHS1700046 奥拉帕利片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疗

优势 

17 JXHS1700047 奥拉帕利片 
阿斯利康投资（中国）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疗

优势 

18 JYHB1701463 普瑞巴林胶囊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增加新适

应症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疗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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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YHB1701464 普瑞巴林胶囊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增加新适

应症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疗

优势 

20 JYHB1701465 普瑞巴林胶囊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增加新适

应症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疗

优势 

21 JYHB1701466 普瑞巴林胶囊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增加新适

应症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疗

优势 

22 CXHS1700005 
苹果酸奈诺沙星氯化

钠注射液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新昌制药厂；太景

医药研发（北京）有

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专利到期前 1 年的药品生产申请 

23 CYHS1700332 枸橼酸托法替布 
连云港润众制药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

市 

专利到期前 1 年的药品生产申请，

首家申报 

24 CYHS1700333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专利到期前 1 年的药品生产申请，

首家申报 

25 CYHS1700261 拉考沙胺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请 

26 CYHS1700262 拉考沙胺片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请 

27 CYHS1700263 拉考沙胺片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请 

28 CYHS1700234 塞来昔布胶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请 

29 CYHS1700257 多黏菌素 E 甲磺酸钠 
连云港润众制药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

市 
重大专项 

30 CYHS1700258 
注射用多黏菌素 E 甲

磺酸钠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重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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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YHS1700220 注射用美法仑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

市 
儿童用药品，罕见病 

32 CYHS1700221 美法仑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

市 
儿童用药品，罕见病 

33 CXHS1400282 利多卡因凝胶膏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新药上市 首仿品种 

34 CYHS1790008 阿哌沙班片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首仿品种 

35 CYHS1600196 阿哌沙班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首仿品种 

36 CYHS1790009 维格列汀片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首仿品种 

37 CYHS1600173 维格列汀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首仿品种 

38 CYHS1700373 奥氮平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6 年美国上

市 

39 CYHS1700374 奥氮平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6 年美国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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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第三批过度重复药品提示信息的公告（2018 年第 16 号） 

 

原文：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4431.html     2018年 02月 08日发布 

 

  为科学引导企业及研发机构有序研发、优化研发资源配置，促进医药行业良性、

健康发展，按照《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

44号）和《关于药品注册审评审批若干政策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公告 2015年第 230号）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委托中国药学会，对 2017

年市场在售药品情况进行监测分析，按照符合已有批准文号企业数≥20 家的条件进

行通用名品种筛选，共遴选出 298个品种，涉及临床药理学和治疗学分类的 13个大

类、59个亚类，与《关于发布第二批过度重复药品提示信息的公告》（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7年第 70号）发布的药品目录相比，新增 4个品种。现予

以公告。今后，中国药学会将在学会网站动态更新相关提示信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提醒相关药品生产企业和研发机构，要充分了解市

场供需状况，科学评估药品研发风险，慎重进行投资经营决策。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相关药品注册申请的受理审查、研制现场核查

和生产现场检查，对已经公布的过度重复药品品种，主动做好宣传工作，引导企业

理性研发和申报。 

  特此公告。 

  附件：同一药品已获批准文号企业数在 20家以上的过度重复品种目录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2月 5日 

2018年第 16号公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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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同一药品已获批准文号企业数在 20 家以上的过度重复品种目录 

 

序

号 
通用名 

已 有

批 准

文 号

数量 

已有

批准

文号

企业

数量 

CMEI

监测

三年

在销

批文

数 

CMEI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企 业

数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销售金

额占比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使用量

占比 

RDM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数 

RDM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企

业数 

RDM 监

测批文

CR10

销售金

额占比 

RDM 监

测批文

CR10

使用量

占比 

1 甲硝唑 1195 809 262 198 73.36  24.28  152 148 90.49  95.92  

2 葡萄糖 1862 363 796 188 35.40  31.86  0 0 0.00  0.00  

3 维生素 C 1948 835 291 178 42.73  8.34  97 92 89.49  84.52  

4 利巴韦林 764 456 219 171 75.95  34.27  131 130 84.73  92.57  

5 氯化钠 968 283 527 168 44.02  37.06  8 8 100.00  100.00  

6 左氧氟沙星 720 308 298 166 77.13  38.44  219 200 58.65  59.05  

7 阿奇霉素 619 310 281 161 91.03  75.28  227 202 66.82  62.10  

8 维生素 B6 832 556 192 144 41.63  17.79  60 50 88.97  94.46  

9 诺氟沙星 882 768 147 139 63.57  66.85  208 184 61.18  60.79  

10 维生素 B1 945 600 157 127 64.98  58.28  55 46 85.20  93.75  

11 阿昔洛韦 273 205 139 113 68.26  19.13  112 103 67.28  78.24  

12 克林霉素 548 274 231 113 45.71  34.19  92 91 86.69  70.67  

13 氟康唑 273 209 136 108 95.46  68.81  86 80 76.26  81.14  

14 碳酸氢钠 386 244 129 107 86.96  46.43  26 23 99.78  99.85  

15 庆大霉素 749 358 153 106 56.98  49.19  74 74 83.05  86.49  

16 
对乙酰氨基

酚 
1094 631 125 105 86.44  47.15  189 184 79.97  82.51  

17 肌苷 853 558 128 104 86.82  50.75  62 59 91.60  92.01  

18 
葡萄糖氯化

钠 
938 227 302 99 49.29  44.00  0 0 0.00  0.00  

19 雷尼替丁 550 483 106 98 64.92  55.86  85 71 84.07  82.30  

20 
复方对乙酰

氨基酚 
788 713 99 97 98.52  88.87  171 163 68.70  87.50  

21 甘露醇 268 176 111 97 80.47  74.13  0 0 0.00  0.00  

22 氧氟沙星 408 305 110 86 89.72  67.00  106 100 79.10  87.36  

23 西咪替丁 650 471 112 86 79.52  30.53  54 48 89.49  77.40  

24 二甲双胍 191 157 109 84 88.53  59.17  107 98 81.54  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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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通用名 

已 有

批 准

文 号

数量 

已有

批准

文号

企业

数量 

CMEI

监测

三年

在销

批文

数 

CMEI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企 业

数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销售金

额占比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使用量

占比 

RDM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数 

RDM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企

业数 

RDM 监

测批文

CR10

销售金

额占比 

RDM 监

测批文

CR10

使用量

占比 

25 
小儿氨酚黄

那敏 
371 348 83 83 97.44  80.20  165 134 79.83  78.99  

26 替硝唑 245 180 108 83 69.25  25.48  86 84 63.87  81.93  

27 泮托拉唑钠 156 92 127 81 69.86  52.15  39 35 87.69  86.51  

28 维生素 B2 546 370 96 81 93.19  9.53  46 34 88.47  92.71  

29 维生素 B12 526 200 111 81 79.95  46.67  27 23 99.64  99.98  

30 
复方氨酚烷

胺 
281 234 86 80 82.08  68.17  182 181 74.05  69.43  

31 氨溴索 189 106 129 80 82.98  76.15  77 64 85.26  86.75  

32 奥美拉唑钠 138 108 105 80 81.78  65.94  18 17 99.54  99.89  

33 布洛芬 554 381 101 79 85.58  62.94  89 85 83.79  81.68  

34 环丙沙星 391 285 97 78 98.54  65.43  82 81 73.40  81.91  

35 氯苯那敏 411 339 85 78 78.84  72.15  51 48 84.31  94.44  

36 罗红霉素 262 165 91 77 98.28  93.18  141 134 73.87  71.50  

37 克拉霉素 197 135 104 76 94.03  74.16  91 89 76.53  79.34  

38 头孢氨苄 625 296 108 75 93.03  75.88  113 112 68.58  65.05  

39 注射用水 589 244 101 75 83.14  40.09  0 0 0.00  0.00  

40 谷维素 268 261 75 74 78.87  70.20  0 0 0.00  0.00  

41 奥美拉唑 133 114 85 73 92.93  72.80  93 87 73.85  68.47  

42 硝苯地平 318 236 87 73 98.79  82.29  57 57 95.28  69.68  

43 
复方磺胺甲

噁唑 
1297 969 72 72 77.22  79.33  56 49 96.18  97.87  

44 卡托普利 314 245 76 71 96.95  80.00  51 47 87.69  80.23  

45 
单硝酸异山

梨酯 
156 102 107 71 84.19  84.26  46 38 94.68  93.14  

46 头孢拉定 456 234 108 70 93.24  84.21  131 128 82.01  81.68  

47 葡萄糖酸钙 255 189 77 70 88.31  63.06  75 54 98.24  96.38  

48 复方氯化钠 211 165 72 69 77.46  75.68  1 1 100.00  100.00  

49 阿莫西林 423 170 123 68 86.89  65.01  149 117 82.14  75.77  

50 双氯芬酸钠 324 287 82 68 86.59  76.87  109 102 82.82  8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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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通用名 

已 有

批 准

文 号

数量 

已有

批准

文号

企业

数量 

CMEI

监测

三年

在销

批文

数 

CMEI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企 业

数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销售金

额占比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使用量

占比 

RDM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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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小檗碱 924 598 70 68 85.35  84.54  52 39 92.85  92.07  

52 吡拉西坦 643 481 83 65 99.17  63.25  0 0 0.00  0.00  

53 氨茶碱 347 240 77 64 73.82  32.79  25 24 95.99  98.92  

54 阿米卡星 226 155 74 64 75.14  63.70  14 13 99.56  98.71  

55 阿司匹林 575 348 78 63 99.09  89.37  9 9 100.00  100.00  

56 氯霉素 827 592 68 62 96.41  79.94  65 61 96.36  90.67  

57 
地塞米松磷

酸钠 
308 150 86 62 85.97  83.11  4 4 100.00  100.00  

58 更昔洛韦 215 124 94 61 80.84  76.37  19 16 97.42  96.71  

59 辛伐他汀 166 96 95 60 88.50  80.40  79 64 81.48  70.62  

60 去痛片 578 563 60 60 82.24  76.52  53 47 89.05  98.85  

61 利福平 733 549 67 60 95.49  74.40  37 34 95.83  96.00  

62 红霉素 837 550 81 59 92.73  88.56  66 64 81.51  74.84  

63 异烟肼 596 389 68 59 89.78  74.67  28 23 91.60  92.78  

64 氨氯地平 87 76 62 57 97.88  93.15  65 61 92.91  90.53  

65 克霉唑 186 136 68 57 94.93  63.74  60 57 94.99  84.48  

66 
复方氨林巴

比妥 
150 150 57 57 81.47  76.20  0 0 0.00  0.00  

67 氯雷他定 71 63 64 56 89.75  79.73  55 53 80.95  81.22  

68 
头孢哌酮钠

舒巴坦钠 
344 88 147 56 94.52  76.42  44 42 85.35  86.94  

69 
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钾 
145 67 104 56 73.57  63.72  52 41 77.50  80.60  

70 格列齐特 109 98 62 55 98.63  93.38  71 70 93.68  83.56  

71 胞磷胆碱钠 216 135 71 55 98.68  97.89  0 0 0.00  0.00  

72 尼莫地平 164 114 74 54 89.04  48.88  34 31 95.10  90.86  

73 氯化钾 133 110 65 54 88.93  72.98  0 0 0.00  0.00  

74 头孢曲松钠 293 91 89 53 97.98  71.79  44 41 92.30  93.05  

75 尼群地平 183 180 53 53 83.45  67.10  37 31 94.92  96.1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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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利多卡因 215 108 89 53 78.58  61.16  0 0 0.00  0.00  

77 奥扎格雷钠 165 85 100 52 66.77  56.51  32 25 88.50  92.01  

78 头孢他啶 298 86 119 52 95.54  87.97  27 24 99.78  99.55  

79 阿托品 284 140 76 52 95.73  82.38  1 1 100.00  100.00  

80 
三磷酸腺苷

二钠 
175 124 61 52 70.90  61.17  0 0 0.00  0.00  

81 复方甘草 69 61 58 51 77.11  57.41  58 51 57.56  67.13  

82 开塞露 108 78 64 51 74.25  75.80  52 41 90.54  90.77  

83 复合维生素 B 140 129 51 51 81.68  73.32  28 22 91.64  92.41  

84 头孢克肟 116 59 92 48 82.22  68.57  61 60 71.94  70.40  

85 曲克芦丁 501 366 63 48 66.20  60.08  35 34 98.73  99.33  

86 头孢呋辛钠 316 78 151 48 83.76  64.59  31 26 99.77  99.53  

87 呋塞米 116 105 53 47 84.11  88.88  14 11 100.00  100.00  

88 头孢米诺钠 165 62 87 47 80.41  64.36  9 9 100.00  100.00  

89 乙酰谷酰胺 117 81 58 47 84.08  64.95  0 0 0.00  0.00  

90 
复方乳酸钠

林格 
73 60 50 47 93.65  74.70  0 0 0.00  0.00  

91 法莫替丁 117 110 48 46 96.45  93.27  30 27 99.43  98.51  

92 头孢克洛 117 72 76 45 85.06  74.62  70 66 83.47  79.55  

93 替米沙坦 87 63 62 44 90.93  79.40  53 53 85.84  82.22  

94 吲哚美辛 314 249 50 44 99.48  72.28  41 37 99.57  89.49  

95 兰索拉唑 73 56 50 44 93.97  70.33  30 23 93.43  95.15  

96 
复方氨基酸

（18AA） 
213 78 129 44 70.65  52.38  0 0 0.00  0.00  

97 甘油果糖 69 55 51 44 85.27  82.54  0 0 0.00  0.00  

98 林可霉素 656 391 45 43 88.13  70.97  32 31 86.02  89.91  

99 格拉司琼 90 78 48 43 85.66  72.55  0 0 0.00  0.00  

100 地塞米松 167 147 46 42 95.86  96.01  6 6 100.00  100.00  

101 泼尼松 200 194 42 42 91.29  89.84  0 0 0.00  0.00  

102 咪康唑 96 85 51 41 97.64  91.76  64 62 95.11  92.79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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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氟桂利嗪 70 69 42 41 98.70  92.40  40 40 97.85  92.78  

104 炎琥宁 128 59 77 41 86.60  84.10  0 0 0.00  0.00  

105 格列吡嗪 97 85 43 40 97.53  88.01  51 51 96.01  90.88  

106 
硝酸异山梨

酯 
123 95 51 40 93.78  35.35  23 22 93.87  96.78  

107 甲氧氯普胺 118 103 44 40 95.91  84.04  18 16 99.02  98.51  

108 右旋糖酐 40 301 123 58 40 98.01  86.38  0 0 0.00  0.00  

109 
二乙酰氨乙

酸乙二胺 
129 89 49 40 78.19  71.70  0 0 0.00  0.00  

110 甲钴胺 63 46 55 39 91.62  91.07  26 25 94.08  93.26  

111 加替沙星 133 71 47 38 95.92  86.66  53 46 77.48  85.03  

112 吗啉胍 319 291 38 38 80.29  68.06  49 43 83.62  93.46  

113 维生素 E 211 99 61 38 94.05  77.17  38 38 85.19  83.28  

114 倍他司汀 96 79 43 38 98.93  95.22  13 13 99.99  100.00  

115 吲达帕胺 49 44 41 37 96.41  85.77  41 41 95.96  94.72  

116 川芎嗪 164 126 42 37 98.32  72.02  36 33 89.53  99.77  

117 
复方地塞米

松 
112 101 40 36 91.77  77.58  65 54 97.07  95.47  

118 
复方曲安奈

德 
95 89 40 36 90.86  75.75  49 44 92.42  99.83  

119 安乃近 1313 855 42 36 96.20  96.17  31 23 98.43  99.83  

120 山莨菪碱 155 86 45 36 91.64  81.17  17 16 99.45  99.99  

121 紫杉醇 65 40 56 36 86.72  77.01  0 0 0.00  0.00  

122 聚维酮碘 166 80 57 35 82.96  65.25  49 47 95.13  87.50  

123 沙丁胺醇 101 80 45 35 97.38  37.50  27 23 99.69  98.25  

124 环磷腺苷 71 52 43 35 75.35  72.49  0 0 0.00  0.00  

125 葡醛内酯 228 160 43 34 94.17  85.63  19 18 98.48  99.17  

126 头孢西丁钠 101 49 63 34 78.88  80.96  5 5 100.00  100.00  

127 氢化可的松 207 110 47 34 95.23  81.98  2 2 100.00  100.00  

128 西替利嗪 48 44 35 33 94.24  86.71  39 35 94.99  95.27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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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妥布霉素 104 87 39 33 98.36  86.17  32 31 99.71  99.02  

130 喷托维林 235 222 33 33 94.62  89.53  31 30 85.56  90.66  

131 头孢噻肟钠 230 79 62 33 92.99  88.79  22 22 99.50  98.66  

132 硫普罗宁钠 75 56 47 33 81.56  67.29  3 2 100.00  100.00  

133 亚叶酸钙 102 54 54 33 90.25  62.44  1 1 100.00  100.00  

134 胸腺五肽 67 56 44 33 93.17  81.98  0 0 0.00  0.00  

135 甘草酸二铵 87 73 39 32 99.49  99.53  7 4 100.00  100.00  

136 卡马西平 146 116 34 32 99.25  95.97  0 0 0.00  0.00  

137 长春西汀 61 36 57 32 94.99  86.05  0 0 0.00  0.00  

138 非那雄胺 49 42 35 31 99.00  96.85  36 34 97.84  96.27  

139 硫糖铝 105 91 34 31 99.16  81.67  27 23 93.42  95.67  

140 异丙嗪 139 92 42 31 97.19  83.60  13 12 99.99  100.00  

141 多索茶碱 64 42 44 31 72.24  45.67  9 8 100.00  100.00  

142 氯丙嗪 184 113 39 31 87.24  88.01  0 0 0.00  0.00  

143 酚磺乙胺 119 70 43 31 91.14  88.39  0 0 0.00  0.00  

144 
果糖二磷酸

钠 
88 43 61 31 72.23  82.67  0 0 0.00  0.00  

145 牛磺酸 189 152 33 30 91.73  81.59  44 42 72.76  82.90  

146 特比萘芬 80 54 40 30 95.57  98.21  39 38 83.83  92.42  

147 特拉唑嗪 45 36 33 30 97.34  89.41  29 24 98.65  97.57  

148 天麻素 106 71 48 30 94.78  82.59  23 20 96.15  99.06  

149 头孢唑林钠 145 74 52 30 99.00  83.91  12 11 100.00  100.00  

150 左卡尼汀 50 39 41 30 89.28  77.35  4 4 100.00  100.00  

151 双嘧达莫 224 215 30 30 92.33  91.72  0 0 0.00  0.00  

152 木糖醇 130 67 41 30 93.34  92.91  0 0 0.00  0.00  

153 萘普生 555 319 30 29 97.71  93.96  21 19 98.58  99.50  

154 吡嗪酰胺 105 84 30 29 96.40  95.02  15 12 99.97  99.96  

155 
复方甘草酸

单铵 
84 67 39 29 81.01  67.83  10 10 100.00  100.0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通用名 

已 有

批 准

文 号

数量 

已有

批准

文号

企业

数量 

CMEI

监测

三年

在销

批文

数 

CMEI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企 业

数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销售金

额占比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使用量

占比 

RDM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数 

RDM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企

业数 

RDM 监

测批文

CR10

销售金

额占比 

RDM 监

测批文

CR10

使用量

占比 

156 
门冬氨酸钾

镁 
92 70 38 29 99.07  90.25  0 0 0.00  0.00  

157 羟乙基淀粉 95 48 55 29 87.25  78.43  0 0 0.00  0.00  

158 
环磷腺苷葡

胺 
70 42 49 29 65.33  67.22  0 0 0.00  0.00  

159 胶体果胶铋 60 47 36 28 95.86  86.14  33 29 88.36  89.14  

160 苦参碱 156 135 31 28 89.66  87.56  21 20 93.96  96.17  

161 阿魏酸钠 153 100 49 28 78.41  45.29  16 16 96.93  99.78  

162 氨曲南 65 29 58 28 56.97  57.75  10 9 100.00  100.00  

163 
复方氨基酸

（15AA） 
79 43 32 28 98.74  86.07  1 1 100.00  100.00  

164 洛美沙星 181 123 36 27 95.17  83.66  49 45 83.13  83.85  

165 四环素 772 462 30 27 93.18  94.38  24 23 97.11  99.61  

166 尼美舒利 51 37 35 27 91.25  87.10  35 20 97.48  96.96  

167 氢氯噻嗪 95 74 29 27 99.16  97.95  11 9 100.00  100.00  

168 溴己新 57 56 27 27 98.85  51.55  8 8 100.00  100.00  

169 昂丹司琼 88 52 43 27 94.78  93.87  2 2 100.00  100.00  

170 
甲硫氨酸维

B1 
109 57 47 27 86.83  75.98  0 0 0.00  0.00  

171 酚氨咖敏 265 198 28 26 99.09  98.19  31 29 88.46  90.09  

172 多潘立酮 35 32 28 26 98.60  97.49  26 25 97.89  97.37  

173 葛根素 175 106 43 26 89.01  84.76  24 19 98.27  99.75  

174 苦参素 141 105 31 26 92.65  91.43  12 11 99.98  100.00  

175 头孢唑肟钠 87 33 62 26 73.97  62.53  3 3 100.00  100.00  

176 
水溶性维生

素 
34 34 26 26 94.73  93.23  1 1 100.00  100.00  

177 托烷司琼 54 31 36 26 78.30  77.09  1 1 100.00  100.00  

178 普罗帕酮 129 92 30 26 92.58  76.58  0 0 0.00  0.00  

179 氨甲环酸 115 55 48 26 88.40  62.27  0 0 0.00  0.00  

180 
三磷酸胞苷

二钠 
67 41 41 26 79.23  75.39  0 0 0.00  0.0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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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右美沙芬 52 44 27 25 96.64  98.43  34 32 80.48  89.76  

182 
复方阿司匹

林 
332 325 25 25 95.13  95.75  22 21 97.37  99.96  

183 美托洛尔 87 48 39 25 99.22  99.00  21 17 99.91  99.89  

184 
大黄碳酸氢

钠 
129 127 25 25 99.11  99.05  11 10 100.00  100.00  

185 苯海拉明 78 70 27 25 99.73  95.38  10 10 100.00  100.00  

186 
哌拉西林钠

他唑巴坦钠 
85 25 68 25 71.86  54.26  4 4 100.00  100.00  

187 胸腺肽 274 81 68 25 83.17  84.53  0 0 0.00  0.00  

188 过氧化氢 37 37 25 25 95.18  94.50  0 0 0.00  0.00  

189 纳洛酮 103 28 78 25 57.77  46.30  0 0 0.00  0.00  

190 
乙酰螺旋霉

素 
651 477 25 24 94.16  91.76  75 69 90.65  92.63  

191 伐昔洛韦 54 36 36 24 76.86  72.85  31 30 92.47  94.12  

192 蒙脱石 35 32 26 24 96.37  89.73  29 23 97.15  97.78  

193 非诺贝特 97 84 29 24 99.36  88.46  23 20 99.83  98.71  

194 枸橼酸铋钾 86 65 29 24 97.81  94.70  19 18 99.89  99.78  

195 普萘洛尔 85 81 24 24 99.45  98.76  20 16 98.98  98.71  

196 棓丙酯 98 71 28 24 94.01  92.49  5 4 100.00  100.00  

197 普鲁卡因 215 121 30 24 95.58  92.33  0 0 0.00  0.00  

198 
丙氨酰谷氨

酰胺 
48 28 39 24 81.58  81.72  0 0 0.00  0.00  

199 呋喃唑酮 534 371 23 23 99.59  99.24  37 35 90.09  95.26  

200 氨苄西林 183 87 35 23 96.30  63.43  36 35 99.69  99.45  

201 双唑泰 45 42 24 23 99.33  95.47  39 35 86.26  83.76  

202 酮替芬 77 72 24 23 89.26  78.91  23 22 87.92  98.97  

203 美洛昔康 46 33 27 23 94.59  93.13  24 22 98.77  99.16  

204 多西环素 116 90 26 23 99.60  85.04  22 18 98.63  99.27  

205 头孢地嗪钠 84 32 54 23 71.43  65.17  4 4 100.00  100.00  

206 氯氮平 81 60 27 23 94.46  94.63  0 0 0.00  0.00  

207 铝碳酸镁 45 40 27 22 98.86  97.61  28 23 99.23  98.87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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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羧甲司坦 137 123 31 22 98.95  91.66  23 22 93.57  97.25  

209 酚酞 95 71 27 22 97.20  96.10  21 18 96.10  91.93  

210 
复方氢氧化

铝 
99 99 22 22 98.23  96.54  15 14 99.21  98.87  

211 
复方甘草酸

苷 
38 20 36 22 78.63  94.45  16 14 99.64  99.96  

212 头孢吡肟 71 35 41 22 82.84  79.91  11 11 99.54  99.64  

213 头孢替唑钠 106 28 61 22 83.06  80.94  5 5 100.00  100.00  

214 卡络磺钠 99 53 35 22 86.50  64.80  0 0 0.00  0.00  

215 氨甲苯酸 72 46 23 22 95.54  93.80  0 0 0.00  0.00  

216 
吗替麦考酚

酯 
40 29 28 22 97.86  96.48  0 0 0.00  0.00  

217 琥乙红霉素 451 229 27 21 99.15  97.59  77 66 99.73  99.04  

218 联苯苄唑 62 55 24 21 99.70  98.02  39 39 96.10  95.86  

219 复方利血平 79 77 23 21 98.16  95.66  27 27 98.45  97.32  

220 吡格列酮 35 22 26 21 89.32  79.27  20 20 97.38  96.81  

221 依那普利 38 22 32 21 94.04  90.49  25 18 97.40  97.88  

222 乙胺丁醇 240 215 22 21 97.19  96.49  15 14 99.83  99.85  

223 熊去氧胆酸 42 39 24 21 99.75  92.85  15 13 99.98  99.76  

224 藻酸双酯钠 234 219 22 21 98.99  55.28  13 12 99.97  99.99  

225 舒必利 104 80 22 21 97.01  96.83  10 10 100.00  100.00  

226 地尔硫卓 97 69 31 21 97.32  89.12  8 8 100.00  100.00  

227 美洛西林钠 103 25 63 21 83.94  82.98  7 7 100.00  100.00  

228 格列美脲 29 18 26 20 96.04  89.43  22 16 97.68  95.21  

229 复方消化酶 70 65 22 20 99.96  98.46  14 14 99.00  99.35  

230 叶酸 39 31 25 20 92.83  96.43  17 13 99.74  99.13  

231 辅酶 A 60 29 26 20 98.69  93.97  10 10 100.00  100.00  

232 青霉素 G钠 125 31 56 20 74.07  77.19  9 9 100.00  100.00  

233 硝酸甘油 36 30 23 20 97.39  83.95  11 9 100.00  100.00  

234 人乙型肝炎 62 24 36 20 93.85  79.24  4 3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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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球蛋白 

235 赖氨匹林 61 24 40 20 72.66  59.53  1 1 100.00  100.00  

236 细辛脑 46 34 28 20 89.49  57.08  0 0 0.00  0.00  

237 罗哌卡因 52 22 37 20 85.58  79.90  0 0 0.00  0.00  

238 葡萄糖酸锌 62 44 23 19 98.09  92.85  53 51 95.74  96.01  

239 复方酮康唑 61 46 23 19 96.93  91.85  42 38 96.70  96.99  

240 呋喃妥因 83 80 19 19 99.61  99.15  17 16 99.55  99.51  

241 帕珠沙星 72 41 27 19 93.40  95.55  16 14 99.04  99.42  

242 茶碱 52 45 20 19 96.90  95.94  15 12 99.99  99.98  

243 头孢匹胺钠 63 26 36 19 81.99  72.07  5 5 100.00  100.00  

244 
脑蛋白水解

物 
109 50 32 19 91.72  74.45  0 0 0.00  0.00  

245 高乌甲素 66 50 27 19 94.57  78.83  0 0 0.00  0.00  

246 
复方氨基酸

（3AA） 
34 33 20 19 99.56  98.46  0 0 0.00  0.00  

247 奥沙利铂 31 23 29 19 94.64  90.45  0 0 0.00  0.00  

248 乳酸菌素 74 41 27 18 99.80  98.02  36 32 96.49  95.74  

249 胃蛋白酶 137 72 19 18 99.88  97.56  17 16 96.86  96.24  

250 色甘酸钠 37 33 19 18 99.05  99.00  15 15 99.33  99.96  

251 头孢哌酮钠 183 69 28 18 99.70  98.12  14 13 99.78  99.47  

252 罗通定 122 81 21 18 98.51  98.46  8 8 100.00  100.00  

253 碘酊 89 89 18 18 98.90  99.07  0 0 0.00  0.00  

254 苯妥英钠 101 75 25 18 98.25  98.21  0 0 0.00  0.00  

255 转移因子 63 45 26 18 95.30  96.88  0 0 0.00  0.00  

256 
复方氨基酸

（17AA） 
74 38 26 18 97.66  92.91  0 0 0.00  0.00  

257 土霉素 997 697 17 17 98.64  99.11  48 41 92.16  94.50  

258 头孢羟氨苄 130 69 30 17 98.47  96.62  49 41 93.90  97.04  

259 萘甲唑啉 60 40 19 17 96.23  93.38  23 21 92.51  91.35  

260 头孢尼西钠 125 63 25 17 95.52  92.02  3 3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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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辅酶 Q10 97 71 18 17 99.78  98.16  0 0 0.00  0.00  

262 青霉素 V钾 44 39 17 16 96.99  91.79  39 31 93.74  89.17  

263 头孢泊肟酯 28 22 20 16 97.01  95.69  20 19 95.82  97.55  

264 
马来酸噻吗

洛尔 
40 29 19 16 99.44  99.36  14 13 99.98  100.00  

265 
促肝细胞生

长素 
44 24 34 16 96.49  97.23  9 7 100.00  100.00  

266 贝诺酯 180 137 16 15 99.80  98.38  25 21 99.79  99.91  

267 维生素 AD 106 31 54 15 86.21  73.78  49 20 94.45  90.67  

268 头孢他美酯 29 18 22 15 85.98  83.05  16 16 99.61  99.76  

269 奈替米星 140 95 18 15 96.04  95.01  3 3 100.00  100.00  

270 依诺沙星 126 81 23 14 99.12  98.51  45 41 90.47  88.29  

271 酮康唑 44 37 20 14 99.69  98.23  25 23 99.87  99.74  

272 肾上腺色腙 97 58 18 14 99.41  98.41  0 0 0.00  0.00  

273 牡蛎碳酸钙 223 167 17 13 99.85  98.59  39 37 93.63  97.76  

274 
复方庆大霉

素 
44 36 16 13 97.55  94.00  29 28 88.74  85.31  

275 苯丙哌林 244 213 13 12 99.98  99.87  42 37 91.45  85.80  

276 益康唑 77 53 12 12 99.98  99.98  32 29 98.13  93.07  

277 维 U颠茄铝镁 76 71 13 12 99.97  99.53  23 23 96.30  96.75  

278 萘敏维 24 23 12 12 99.99  99.99  21 21 93.75  96.33  

279 
复方倍氯米

松樟脑 
24 24 12 12 99.62  99.51  20 13 99.99  99.98  

280 头孢匹罗 110 58 17 12 98.69  98.13  0 0 0.00  0.00  

281 维 U颠茄铝 111 104 12 11 99.98  99.67  49 48 97.64  94.59  

282 吡罗昔康 179 132 13 11 100.00  99.97  25 25 98.51  97.74  

283 
氨基比林咖

啡因 
111 110 11 11 100.00  100.00  25 19 97.05  99.18  

284 
维 D2 磷酸氢

钙 
45 43 11 11 100.00  100.00  25 19 99.69  98.45  

285 酮洛芬 150 91 13 10 99.99  99.92  25 25 99.62  97.36  

286 尿素维 E 26 25 10 10 100.00  100.00  20 16 99.45  99.64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通用名 

已 有

批 准

文 号

数量 

已有

批准

文号

企业

数量 

CMEI

监测

三年

在销

批文

数 

CMEI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企 业

数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销售金

额占比 

CMEI

监测批

文

CR10

使用量

占比 

RDM

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数 

RDM监

测 三

年 在

销 批

文 企

业数 

RDM 监

测批文

CR10

销售金

额占比 

RDM 监

测批文

CR10

使用量

占比 

287 
二甲双胍格

列本脲 
68 60 9 9 100.00  100.00  21 21 96.45  95.33  

288 依托红霉素 254 204 8 8 100.00  100.00  40 35 94.44  92.45  

289 氟罗沙星 188 116 9 8 100.00  100.00  16 15 99.48  99.28  

290 
小儿四维葡

钙 
20 20 7 7 100.00  100.00  17 15 98.91  98.90  

291 
维生素 E烟酸

酯 
63 62 7 7 100.00  100.00  18 14 99.70  99.76  

292 氯芬黄敏 424 418 6 6 100.00  100.00  29 26 96.16  96.61  

293 布洛伪麻 24 21 6 6 100.00  100.00  16 15 99.08  98.60  

294 
头孢氨苄甲

氧苄啶 
110 70 4 4 100.00  100.00  55 53 82.28  88.22  

295 阿咖酚散 63 59 4 4 100.00  100.00  21 17 98.16  99.50  

296 三合钙 69 64 5 4 100.00  100.00  21 15 99.96  99.88  

297 氨酚伪麻 18 18 3 3 100.00  100.00  19 19 92.89  89.40  

298 度米芬 63 63 2 2 100.00  100.00  21 20 90.97  91.67  

 

注：CMEI为全国医药经济信息网数据库；RDM为中国药品零售监测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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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

通告（2018 年第 28 号） 

原文：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4587.html    2018年 02月 09日 发布 

 

  为指导和规范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药物临床试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组织制定了《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

布。 

  特此通告。 

  附件：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2月 5日 

2018年第 28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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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脑卒中（1989 年 WHO 定义）为：突然发生的神经功能局灶性缺损的临床症

状，症状持续超过 24 小时，无血管原因外的其他原因。按病理分类可分为缺血

性和出血性脑卒中。脑卒中是我国成年人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同时也是单病种致

残率最高的疾病，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国内外对于治疗脑卒中药物的

研发活跃，临床对脑卒中治疗药物的需求较大。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治疗急性脑卒中的化学药物和治疗用生物制品临床试验

的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方法学指导，以期通过规范的临床试验，评价药物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为临床治疗的选择提供证据支持。 

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急性脑梗死）。缺血性卒中是卒

中最常见的类型，其次为出血性脑卒中（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缺血性脑

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是两个不同的病理生理学概念，治疗及预后均有不同，对此

应有考虑。本指导原则也可以作为脑出血药物治疗临床试验的参考，但不讨论蛛

网膜下腔出血的治疗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复发预防。 

对本指导原则的理解首先要基于临床试验的一般要求，包括相关法规的规定

和《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以及业已发布的其他相关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

则。本指导原则属于建议性的，不作为新药上市注册的强制性要求。随着医学科

学和医疗实践的发展，疾病诊断、治疗的手段不断改进，药物临床试验的设计评

价方法也会随之更新。因而，本指导原则的观点为阶段性的，如果随着医学科学

的发展出现了更加科学合理和公认的方法，临床试验中也可以采用，但需要提供

相关依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指导原则的建议不能代替研究者根据具体药物的特点

进行有针对性的、体现药物作用特点的临床试验设计。研究者应根据所研究药物

的理化特点、作用机制和临床定位，在临床前研究结果基础上，结合学科进展以

及临床实际，并遵照《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要求，以科学的精神、严谨

的态度，合理设计临床试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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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疗目标与试验目的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治疗的中心环节是尽早恢复血液循环，尽量减少缺血所致

的神经细胞病变程度及范围；临床达到减少死亡率及残障率、改善生活质量的目

的。然而，已有的临床数据显示，尽管缺血性脑卒中急性期进行溶栓在一定程度

上可达到干预缺血半暗带，减少死亡率及残障率、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但目前

临床可选用的药物品种不多、治疗效果尚不满意、适用范围有限；另外部分药物

的适用范围、适用时间、给药剂量及给药方式仍存在问题，疗效及安全性仍有待

进一步证实。目前，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新药研发仍然主要围绕溶栓和神经保护治

疗等展开，本指导原则也着力于在这些方面如何提供临床有效性证据进行重点讨

论，但也适用于其他作用机制的缺血性脑卒中治疗药物。 

三、试验设计要点 

（一）受试者选择 

应根据研究药物声明的适应症确定目标人群，并反映于入选标准。入选/排

除标准必须与特定的研究药物的假设作用机制相关。应该结合药物作用机制，非

临床试验和前期临床试验的数据，选择合适的受试者，既要接近与实际目标治疗

人群的一致，又要考虑试验条件的限制，要兼顾广泛性和选择性的平衡。依据研

究目的，选择时应考虑人口学特征和疾病特征，重点包括以下因素： 

1.诊断 

应该有明确的疾病诊断标准，选用现行国内外较为公认的标准。诊断试验必

须包括适当的头颅影像学检查（如 CT或 MRI）。 

2.年龄 

18 岁通常作为年龄的低限，年龄的高限应根据药物的可耐受性、药代动力

学和药物代谢情况决定。避免年龄偏倚。年轻脑卒中患者获得良好结局的概率大

于老年患者，因此，年轻受试者人数的失衡可导致结果偏倚。应进行分层和/或

在分析中考虑到这一点。 

3.脑卒中严重程度 

脑卒中严重程度通常采用 NIHSS评分界定。卒中严重程度影响疗效评估，入

选患者严重程度要尽量一致。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入选患者。严重程度差异太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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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药物对卒中受试者治疗效果的体现。研究的纳入标准可限定在基线水平中度

受损的患者。而后循环脑梗死溶栓国际试验中，NIHSS评分上限没有界定。 

4.脑卒中亚型 

脑卒中亚型影响临床试验设计。皮层和皮层下梗死的药物作用机制不同，可

分别设计。缺血性脑卒中常用病因分型为 TOAST分型，共分为 5个类型:（1）大

动脉粥样硬化性脑卒中（LAA）；（2）心源性脑栓塞（CE）；（3）小动脉闭塞性脑

卒中或腔隙性脑卒中（SAA）；（4）其他原因所致的缺血性脑卒中（SOE）；（5）不

明原因的缺血性脑卒中（SUE）。TOAST分型至今仍为国际公认的缺血性脑卒中分

型方法，此外还有多种分型方式均可考虑使用。 

5.发病时间的选择 

发病时间应从患者最后正常的时间开始计算。溶栓及神经保护治疗药物的特

殊性是限制用药时间窗。限制时间窗有利于选择更可能获益的目标患者。缺点是

适用人群有限，研究入组速度较慢。时间窗的选择应尽早，时间段尽量均一。对

于静脉溶栓类药物，推荐选择发病 4.5小时以内的受试者；对于神经保护剂类药

物等，推荐选择发病 72 小时内的受试者。建议参照疾病的特点、既往临床研究

的结论，按时间窗分层随机。可以进行新的时间窗探索，但应提供充分的支持性

依据并明确告知受试者风险。 

6.缺血半暗带 

对脑卒中患者最为积极的治疗方法基于广泛接受的缺血半暗带概念。是否存

在缺血半暗带及其范围，和已经梗死组织的比例关系等是入选标准、排除标准和

剔除标准考虑的要点。多模式 MRI+CT 影像学的技术可大致估计缺血半暗带脑组

织的范围。 

7.合并症 

对受试人群中存在的可能影响脑卒中病情评价的合并疾病应进行慎重鉴别。

应对脑卒中前已存在的疾病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对脑卒中相关的残疾与痴呆、

跛行或骨关节炎等导致的其他重叠残疾进行鉴别。应记录可对脑卒中结局产生影

响的伴随疾病（例如：发热、高血糖症、低血压和房颤等）。在脑卒中发生前不

能独立从事日常生活活动的患者不推荐入选确证性试验。 

（二）试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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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临床试验多采用随机、盲法、平行对照试验设计，如为溶栓药物，可

以进行阳性对照的非劣效性试验设计，但若为神经保护等其他类药物，建议采用

（如安慰剂对照的）优效性试验设计。如进行新复方制剂或者联合用药的评价，

也可以考虑进行析因设计，对每种药物单独治疗及联合治疗均进行研究。加载试

验是在一种已有的治疗（如溶栓治疗）基础上添加新的治疗。 

（三）对照的设置 

试验应选择合适的对照组，包括安慰剂对照、阳性药物对照或受试药物不同

剂量组间的对照。选择非劣效性试验的阳性对照药物要谨慎，其一般选择原则为，

一个合适的阳性对照，应当是普遍应用的，其疗效已经由设计良好的优效性试验

的数据确认并定量，并可以在新的阳性对照试验中保持其原有的疗效。为此，新

的试验必须与对照药的原有效性试验具有同样的重要设计特点（主要指标、阳性

对照的剂量、入选标准等）。试验设计中还应充分考虑到有关的临床和统计实践

的进展。 

溶栓类药物临床试验推荐选择阳性对照，并在批准的治疗时间窗内使用。如

进行拓展治疗时间窗的探索，则应慎重考虑对照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试

验设计的类型选择阳性对照、安慰剂对照或多重对照。目前，其他类药物包括神

经保护剂的疗效尚无充分临床证据证实，其临床试验推荐采用安慰剂作为对照。 

（四）基础治疗 

脑卒中的临床治疗是长期的综合治疗，溶栓或神经保护药物治疗等仅是其治

疗的一部分，药物临床试验可以在适当基础治疗的情况下进行，但应当尽量控制

基础治疗对试验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的影响，并应该注意基础治疗与试验药

物的临床定位和作用特点的相关性，避免使用与试验药物相似作用机制的药物。 

基础治疗的使用不当可能导致偏倚。为避免偏倚，对所有受试者应保证试验

用药前、用药期间以及用药后的访视期间所有基础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康复措

施）的标准化，并做到组间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同时，在多中心临床试验中还应

注意各试验中心基础治疗和措施的一致性。 

（五）有效性终点 

有效性终点指标必须是明确的、可评估的、一致性高、客观的和公认的。改

善血流和神经保护治疗（及其他机制治疗如免疫、抗炎等）临床试验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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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进神经功能恢复，并改善受试者日常生活能力和整体结局。根据不同治疗目

的，分别建立了相应的指标（见表 1），均以各种量表的形式表达。但目前尚未

获得理想的单一脑卒中结局量表。事实上，现有的各种结局量表探索了不同的恢

复指标，并存在各自的缺陷。考虑到脑卒中受试者症状、严重程度和恢复方式的

异质性，建议联合使用不同的评估工具，从而使其在结果上形成互相的支持。通

常确证性试验主要有效性终点使用 90 天的 mRS，在早期探索性试验中也可以考

虑选择 2 周的 NIHSS。次要指标可以使用 BI、SS-QOL 等。可以考虑认知功能的

测量，但测量认知功能的工具需慎重选择并经过验证。临床试验前，对量表要进

行一致性评价，量表的使用需要进行培训。目前尚无经确认的其他替代终点，影

像学终点不能作为主要终点应用于确证性试验。其他特殊目的的研究可以采用特

定的终点。主要的评价量表如下： 

 

表 1  临床评价指标 

评定内容 推荐量表 评定时间 

整体结局 mRS 90天 

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NIHSS 2周 

日常活动能力 BI 90天 

生活质量 
SS-QOL 

EQ-5D 

90天 

90天 

（六）安全性评估 

对临床试验中发现的不良事件应当全面收集信息，并分析其与治疗剂量、用

药持续时间、缓解时间、年龄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还应当根据患者相关特征，

比如基线时的一般情况（如年龄、性别、肝肾功能）和疾病的严重程度，及合并

用药对不良事件/不良反应进行详细分析。脑卒中的治疗药物必须足够安全，在

以下重要安全性问题方面应有充分评估，包括死亡、出血、脑水肿及脑疝，其他

不良事件。 

死亡应根据病因分类统计。出血是安全性终点的重要方面，颅内出血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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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出血并发症导致死亡率上升的风险。评估应包括所有类型的出血，详细分

析每个出血的严重程度、出血部位等。尽可能采用合适的量表进行相应的评价，

如 GUSTO 出血分级标准等。颅内出血又分为 HT1 和 HT2，PH1 和 PH2。也可分为

症状性和无症状性颅内出血。溶栓后症状性颅内出血应明确采用的定义，如

NINDS 标准、SITS-MOST 标准、ECASS-II 标准等。需要仔细记录的其他潜在不

良事件包括：癫痫发作、心脏传导障碍、心律失常、对凝血和纤维蛋白溶解的

影响、低血压/高血压、体温过高、高血糖症、重度感染、深静脉血栓形成、肺

栓塞和静脉血栓栓塞、呕吐、焦虑、幻觉、兴奋和肝肾功能损害等。 

四、试验设计分期 

（一）早期临床试验 

包括人体耐受性试验、药代动力学（PK）和药动学/药效学（PK/PD）研究等，

以进行初步的人体安全耐受性、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评价，为后续研究制定给药

方案提供依据。研究的剂量范围应涵盖后续试验的给药方案，多次给药耐受性试

验中给药的时间应足够长，以使药物及其活性代谢物血浓度达稳态。 

应进行充分的人体药代动力学研究，说明其体内吸收、分布、代谢、排泄过

程及主要活性代谢产物特征，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进行药物脑组织分布

的研究。由于该类药物主要用于老年人群，应考虑进行老年人的药代动力学研究，

并探索影响人体药代动力学特征的内外在因素。应开展充分的药物相互作用研究，

包括试验药物关键代谢酶或转运体相关药物，以及与相应适应症人群常用药物

（如抗高血压药物、乙酰水杨酸、肝素、香豆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 

（二）探索性试验 

探索性试验用以进行适用人群、给药途径、剂量范围、治疗的持续时间、脑

卒中发作到开始治疗的时间、潜在研究终点等的探索，并进行药代动力学、药物

相互作用及安全性观察。 

对于脑卒中治疗的探索性试验，应采用随机、双盲、对照的设计，可以根据

药物的作用特点、目标适应症人群和治疗目标等对设计类型、对照药、疗效指标

进行进一步的选择。因需要进行不同给药方案的探索，故应设置试验药不同给药

方案的同期对照。 

在探索性试验阶段的研究中，应尽可能选择一个灵敏而可靠的终点指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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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通过尽可能少的受试者获得最大的机会发现药物的生物学效应。早期的探索性

试验可以考虑采用 2周时 NIHSS评分作为终点指标；影像学指标包括梗死体积的

变化，例如 DWI；脑血流分级（TICI 分级），TCD 微栓子监测数目等。在使用影

像学终点时，应采取标准操作规范，保证以同样的扫描参数完成影像，应进行校

正，组间校准。尽量采用中心化判读。功能结局的随访期限无需超过 3个月，也

可采用更短的期限。但使用替代终点（如影像学指标）应慎重考虑，需要经过充

分验证，并具有良好的临床相关性。鼓励建立相应的疾病模型、通过仿真和模拟

手段提高早期阶段的探索效率。 

（三）确证性试验 

确证性试验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前期临床试验所积累的原始数据，为新药获得

上市许可提供足够的临床证据。因而，确证性试验应在新药获得一定的临床药理

学、药效学和剂量探索数据，并对目标人群有初步有效性和安全性提示，经评价

足以支持进入相应研究后才确定实施。 

确证性试验设计一般为随机、双盲、安慰剂或阳性对照的优效性/非劣效性

试验。确证性试验中，根据临床试验目的、目标适应症人群、药物的作用特点等

的不同，决定选择安慰剂还是阳性药作为对照。溶栓类药物宜选择阳性对照，并

在批准的治疗时间窗内使用。如进行拓展治疗时间窗的探索，则应慎重考虑对照

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试验设计的类型选择阳性对照、安慰剂对照或多组

对照。在同类药物中，如果无公认确定有效的药物，则应采用优效性设计，推荐

选择安慰剂对照。试验药的治疗时间根据疾病特点、药物作用机制、药物药代特

点和前期探索数据综合分析判断确定。 

选择最合适的终点指标，测量方法和时点是确证性试验设计的关键问题。神

经损伤、残疾和残障是目前临床试验最常用的测量内容。建议选择 mRS作为确证

性试验的主要研究终点，选择脑卒中发作后 90 天作为测量结局的时间节点，对

于危重症患者可以到 6 个月。次要研究终点包括 Bathel 指数、SSQOL 和 EQ-5D，

以及影像学指标等。 

必须确保早期（非药物）标准疗法和康复措施得到标准化，并且在两个治疗

组中的所有患者中均衡，从而避免产生偏倚。在临床研究中，合理规范合并用药，

必须记录第 90 天（或最近一次评估时间点）之前使用的，可能对治疗结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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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所有特定的药物。 

五、统计分析注意事项 

对于确证性试验，统计分析必须遵守相关临床试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的一

般原则和规范，并严格按照临床试验方案中描述的统计分析计划执行。对于脑卒

中治疗药物临床试验并应关注以下几点： 

1.关于样本量计算：重视样本量的计算。既往神经保护药物临床试验失败率

高，可能原因之一为真实绝对效应量低（约为 5%），其所需的样本量大。可根据

文献及既往探索性研究结果，计算样本量。 

2.主要疗效指标分析：对主要疗效评价指标，按确定的有效性判断界值，将

患者治疗后的计分转化成二分类资料，按二分类资料进行统计分析，计算组间率

差、相对危险度（RR）或比数比（OR）及其相应的 95%可信区间以评价药物的有

效性。 

将mRS、BI等主要疗效指标的分值作为连续性资料进行t检验或进行秩和检验，

虽然在大样本情况下有统计学的意义，但据此结果很难做出有临床意义的判断。 

3.亚组分析：在主要终点指标分析未能证明疗效的情况下，不能仅仅根据次

要终点分析（即使在研究方案中预定）结果证明疗效。关于开始治疗时间窗、疾

病严重程度、年龄组等亚组探索性分析结果仅当主要疗效指标达到预期的研究结

果后才有参考意义，否则仅能作为后续进一步临床试验设计的参考依据。建议设

计时，考虑亚组因素进行分层随机。 

4.协变量分析：可考虑选择部分基线指标如基线严重程度、年龄、rtPA 作

为协变量进行分析。 

六、附录 

 

附录 1：英文缩略语表（缩写、英文全文、中文） 

 

BI Bathel Index 
Bathel指数，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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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F Case Report Form 病例报告表 

DSMB Data Safety Monitor Board 数据安全监测委员会 

GCP Good Clinical Practice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ITT Intent-to-treat 意向性分析 

mRS Modify Rankin Scale 改良 Rankin量表 

NIHSS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卒中量

表 

PPS Perprotocol Set 符合方案集 

FAS Full Analysis Set 全分析集 

rt-PA 
Recombinant Tissue Type 

Plasminogen Activator 
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 

SS Safety Set 安全性数据集 

SS-QOL 
Stroke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Scale 
脑卒中专门生存质量量表 

EQ-5D EuroQoL-5D Questionnaire 欧洲五维健康量表 

 

附录 2：改良Rankin量表（Modified Rankin Scale） 

 

患者状况 评分标准 

完全无症状 0 

尽管有症状，但无明显功能障碍，能完成所有日常工

作和生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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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残疾，不能完成病前所有活动，但不需帮助能照

料自己的日常事务 
2 

中度残疾，需部分帮助，但能独立行走 3 

中重度残疾，不能独立行走，日常生活需别人帮助 4 

重度残疾，卧床，二便失禁，日常生活完全依赖他人 5 

附录 3：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 Stroke Scale，NIHSS） 

项目 评分标准 

1a.意识水平： 

即使不能全面评价（如气管插管、语言障

碍、气管创伤及绷带包扎等），检查者也必

须选择 1个反应。只在患者对有害刺激无

反应时（不是反射）才能记录 3分。 

0 清醒，反应灵敏 

1 嗜睡，轻微刺激能唤醒，可回答问题，

执行指令 

2 昏睡或反应迟钝，需反复刺激、强烈或

疼痛刺激才有非刻板的反应 

3 昏迷，仅有反射性活动或自发性反应或

完全无反应、软瘫、无反射 

1b.意识水平提问： 

月份、年龄。仅对初次回答评分。失语和

昏迷者不能理解问题记 2分，因气管插管、

气管创伤、严重构音障碍、语言障碍或其

他任何原因不能完成者（非失语所致）记

1分。可书面回答。 

0 两项均正确 

1 一项正确 

2 两项均不正确 

1c.意识水平指令： 

睁闭眼；非瘫痪侧握拳松开。仅对最初反

应评分，有明确努力但未完成的也给分。

若对指令无反应，用动作示意，然后记录

评分。对创伤、截肢或其他生理缺陷者，

应予适当的指令。 

0 两项均正确 

1 一项正确 

2 两项均不正确 

2.凝视： 0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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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评分标准 

只测试水平眼球运动。对随意或反射性眼

球运动记分。若眼球偏斜能被随意或反射

性活动纠正，记 1 分。若为孤立的周围性

眼肌麻痹记 1 分。对失语者，凝视是可以

测试的。对眼球创伤、绷带包扎、盲人或

有其他视力、视野障碍者，由检查者选择

一种反射性运动来测试，确定眼球的联系，

然后从一侧向另一侧运动，偶尔能发现部

分性凝视麻痹。 

1 部分凝视麻痹（单眼或双眼凝视异常，

但无强迫凝视或完全凝视麻痹） 

2 强迫凝视或完全凝视麻痹（不能被头眼

反射克服） 

3.视野： 

若能看到侧面的手指，记录正常，若单眼

盲或眼球摘除，检查另一只眼。明确的非

对称盲（包括象限盲），记 1 分。若全盲

（任何原因），记 3分。若濒临死亡，记 1

分，结果用于回答问题 11。 

0 无视野缺损 

1 部分偏盲 

2 完全偏盲 

3 双侧偏盲（包括皮质盲） 

4.面瘫： 0 正常 

1 轻微（微笑时鼻唇沟变平、不对称） 

2 部分（下面部完全或几乎完全瘫痪） 

3 完全（单或双侧瘫痪，上下面部缺乏运

动） 

5、6.上下肢运动： 

置肢体于合适的位置：坐位时上肢平举 

90°， 

仰卧时上抬 45° ，掌心向下，下肢卧位

抬高 30°，若上肢在 10 秒内，下肢在 5

秒内下落，记 1～4分。对失语者用语言或

动作鼓励，不用有害刺激。依次检查每个

肢体，从非瘫痪侧上肢开始。 

上肢： 

0 无下落，置肢体于 90° （或 45° ）

坚持 10秒 

1 能抬起但不能坚持 10 秒，下落时不撞

击床或其他支持物 

2 试图抵抗重力，但不能维持坐位 90° 

或仰位 45° 

3 不能抵抗重力，肢体快速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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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评分标准 

4 无运动 

9 截肢或关节融合，解释：5a左上肢；5b

右上肢 

下肢： 

0 无下落，于要求位置坚持 5秒 

1 5秒末下落，不撞击床 

2 5秒内下落到床上，可部分抵抗重力 

3 立即下落到床上，不能抵抗重力 

4 无运动 

9 截肢或关节融合，解释： 

6a左下肢； 6b右下肢 

7．肢体共济失调： 

目的是发现一侧小脑病变。检查时睁眼，

若有视力障碍，应确保检查在无视野缺损

中进行。进行双侧指鼻试验、跟膝径试验，

共济失调与无力明显不呈比例时记分。若

患者不能理解或肢体瘫痪不记分。盲人用

伸展的上肢摸鼻。若为截肢或关节融合记 

9分，并解释。 

0 无共济失调 

1 一个肢体有 

2 两个肢体有，共济失调在： 

右上肢 1=有，2=无 

9 截肢或关节融合，解释： 

左上肢 1=有，2=无 

9 截肢或关节融合，解释： 

右上肢 1=有，2=无 

9 截肢或关节融合，解释： 

左下肢 1=有，2=无 

9 截肢或关节融合，解释： 

右下肢 1=有，2=无 

8．感觉： 

检查对针刺的感觉和表情，或意识障碍及

失语者对有害刺激的躲避。只对与脑卒中

有关的感觉缺失评分。偏身感觉丧失者需

要精确检查，应测试身体多处 [上肢（不

0 正常 

1 轻-中度感觉障碍，（患者感觉针刺不尖

锐或迟钝，或针刺感缺失但有触觉） 

2 重度-完全感觉缺失（面、上肢、下肢

无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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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评分标准 

包括手）、下肢、躯干、面部]确定有无偏

身感觉缺失。严重或完全的感觉缺失记 2

分。昏睡或失语者记 1 或 0 分。脑干卒中

双侧感觉缺失记 2 分。无反应或四肢瘫痪

者记 2分。昏迷患者（1a=3）记 2分。 

9．语言： 

命名、阅读测试。若视觉缺损干扰测试，

可让患者识别放在手上的物品，重复和发

音。气管插管者手写回答。昏迷者记 3分。

给恍惚或不合作者选择一个记分，但 3 分

仅给不能说话且不能执行任何指令者。 

0 正常 

1 轻-中度失语：流利程度和理解能力部

分下降，但表达无明显受限 

2 严重失语，交流是通过患者破碎的语言 

表达，听者须推理、询问、猜测，交流困

难 

3 不能说话或者完全失语，无言语或听力

理解能力 

10．构音障碍： 

读或重复表上的单词。若有严重的失语，

评估自发语言时发音的清晰度。若因气管

插管或其他物理障碍不能讲话，记 9分。

同时注明原因。不要告诉患者为什么做测

试。 

0 正常 

1 轻-中度，至少有些发音不清，虽有困

难但能被理解 

2 言语不清，不能被理解，但无失语或与

失语不成比例，或失音 

9 气管插管或其他物理障碍，解释： 

11．忽视： 

若患者严重视觉缺失影响双侧视觉的同时

检查，皮肤刺激正常，记为正常。若失语，

但确实表现为对双侧的注意，记分正常。

视空间忽视或疾病失认也可认为是异常的

证据。 

0 正常 

1 视、触、听、空间觉或个人的忽视；或

对一种感觉的双侧同时刺激忽视 

2 严重的偏侧忽视或一种以上的偏侧忽

视；不认识自己的手；只能对一侧空间定

位 

 

附录 4：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arthe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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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评 分 标 准 

吃饭 0 依赖 

5 需部分帮助 

10 自理 

洗澡 0 依赖 

5 自理 

修饰（洗脸、梳头、刷牙、剃须） 0 需帮助 

5 自理 

穿衣（解系纽扣、拉链、穿鞋等） 0 依赖 

5 需部分帮助 

10 自理 

大便 0 失禁或需灌肠 

5 偶有失禁 

10 能控制 

小便 0 失禁或插尿管和不能自理 

5 偶有失禁 

10 能控制 

用厕（包括拭净、整理衣裤、冲水） 0 依赖 

5 需部分帮助 

10 自理 

床 ←→ 椅转移 0 完全依赖，不能坐 

5 需大量帮助（2人），能坐 

10 需少量帮助（1人）或指导 

15 自理 

平地移动 0 不能移动，或移动少于 45米 

5 独自操纵轮椅移动超过 45米，包括转弯 

10 需 1人帮助步行超过 45米（体力或言语指导） 

15 独立步行超过 45米（可用辅助器） 

上楼梯 0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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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评 分 标 准 

5 需帮助（体力、言语指导、辅助器） 

10 自理 

 

附录 5：脑卒中专门生存质量量表（SS-QOL） 

1．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精力的影响（3项）： 

您觉得最近1周以来 
完 全 是

这样 

基 本 是

这样 

不能肯

定 

基本不是

这样 

完 全 不

是这样 

1.大多数时间感到疲倦 1 2 3 4 5 

2.白天必须时常休息 1 2 3 4 5 

3.非常疲惫不能从事想干的

工作 

1 2 3 4 5 

2．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在家庭中所担角色的影响（3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全 

是这样 

基本 

是这样 

不能肯

定 

基本 

不是这

样 

完全不

是这样 

1.不与家人一起进行消遣活动 1 2 3 4 5 

2.是家庭的负担 1 2 3 4 5 

3.身体状况影响家庭生活 1 2 3 4 5 

 

3．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语言的影响（5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 全 困 难

（不能做） 

有很大 

困难 

中等困

难 

有 一 点

困难 

完全没有

困难 

1.语言是否有困难？比如，

停顿、结巴、口吃、吐字不

清等 

1 2 3 4 5 

2.是否由于说话不清，打电

话存在困难？ 

1 2 3 4 5 

3.他人是否难于理解你的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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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 

4.是否常常难于找到恰当

的词达意？ 

1 2 3 4 5 

5.是否得重复说才能让他

人明白你的意思？ 

1是这样 2基本是 3 不 肯

定 

4基本不

是 

5不是 

 

4．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活动能力的影响（6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 全 困 难

（不能做） 

有很大

困难 

中等 

困难 

有 一 点

困难 

完全没有

困难 

1.走路是否有困难？（如是，

见问题4） 
1 2 3 4 5 

2.俯身或者取物时是否会失

去平衡？ 
1 2 3 4 5 

3.上楼梯是否困难？ 1 2 3 4 5 

4.走路或者乘轮椅时，是否

不得不时常休息？ 
1 2 3 4 5 

5.站立是否有困难？ 1 2 3 4 5 

6.从椅子上起来是否有困

难？ 
1 2 3 4 5 

 

5.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情绪的影响（5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全是这

样 

基本 

是这样 

不 能

肯定 

基 本 不

是这样 

完全不是

这样 

1.对前途失望 1 2 3 4 5 

2.对他人、对周围活动没兴趣 1 2 3 4 5 

3.不愿与他人交往 1 2 3 4 5 

4.对自己没有信心 1 2 3 4 5 

5.对食物没兴趣（厌食）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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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个性的影响（3项）： 

您觉得最近1周以来 
完 全 是

这样 

基 本 是

这样 

不 能

肯定 

基 本 不

是这样 

完 全 不

是这样 

1.爱发脾气 1 2 3 4 5 

2.对别人没耐心 1 2 3 4 5 

3.性格变了 1 2 3 4 5 

 

7．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自理能力的影响（5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 全 困 难

（不能做） 

有 很 大

困难 

中 等

困难 

有一点 

困难 

完 全 没

有困难 

1.吃饭是否有困难 1 2 3 4 5 

2.做饭，比如在切食品或者准

备特殊食品时，是否有困难？ 
1 2 3 4 5 

4.穿衣，比如在穿袜子、穿鞋、

解衣扣、或者拉拉锁时，是否

有困难 

1 2 3 4 5 

5.洗浴有困难？ 1 2 3 4 5 

6.大小便有困难？ 1 2 3 4 5 

 

8．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社会角色的影响（5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全是 

这样 

基本是这

样 

不 能

肯定 

基 本 不

是这样 

完 全 不

是这样 

1.想出去，但常常不能出去 1 2 3 4 5 

2.想消遣娱乐，但是不能时间

长 

1 2 3 4 5 

3.想见朋友，但是常常不能如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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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去见 

4.性生活不如以前 1 2 3 4 5 

5.身体状况影响了社交 1 2 3 4 5 

9．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思维的影响（3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全是 

这样 

基 本 是

这样 

不 能

肯定 

基本不是

这样 

完全不是

这样 

1.思想很难集中 1 2 3 4 5 

2.记事困难 1 2 3 4 5 

3.把事情写下来才能记住 1 2 3 4 5 

 

10．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上肢功能的影响（5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全困难（不

能做） 

有 很 大

困难 

中 等

困难 

有 一 点

困难 

完 全 没

有困难 

1.书写有困难吗? 1 2 3 4 5 

2.穿袜子有困难吗? 1 2 3 4 5 

3.解衣扣有困难吗? 1 2 3 4 5 

4.拉拉锁有困难吗 1 2 3 4 5 

5.启瓶盖有困难吗? 1 2 3 4 5 

 

11．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视力的影响（3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全困难（不

能做） 

有 很 大

困难 

中 等

困难 

有 一 点

困难 

完 全 没

有困难 

1 是否因看不清而难以有

爱看的电视节目? 
1 2 3 4 5 

2.因视力不好而难以看清

东西吗? 
1 2 3 4 5 

3.从旁边经过的东西难以

看见吗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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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这些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工作或劳动的影响（3项）： 

您觉得最近2周以来 

完 全 困

难（不能

做） 

有很大

困难 

中等困

难 

有一点

困难 

完 全 没

有困难 

1.干户外日常的工作或活计

有困难吗? 
1 2 3 4 5 

2.开始的工作或活计完成它

有困难吗? 
1 2 3 4 5 

3.以前的工作或活计现在干

有困难吗 
1 2 3 4 5 

 

×这个问题是关于脑卒中对您总的健康状况的影响： 

您觉得现在与脑卒中前比较 差多了 差一些 差不多 

您的健康状况 1 2 3 

注：×您对上述作出的评价，自己认为准确可靠吗？ 

1=不准确可靠 2=不十分肯定 3=相当准确可靠 4=绝对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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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EuroQol 健康指数量表 EQ-5D 

通过在以下各组的方框中打勾，请指出最能描述您目前身体状况的语句。 

活动能力 

走路没问题  □ 

走路有些问题  □ 

卧床不起  □ 

自理能力 

可以完全自理  □ 

洗澡或穿衣服有些问题  □ 

无法自己洗澡或穿衣服  □ 

日常活动（如，工作，学习，家务，家庭或闲暇活动） 

进行日常活动没有问题  □ 

进行日常活动有些问题  □ 

无法进行日常活动  □ 

疼痛/不舒适 

没有疼痛/不舒适  □ 

有中度疼痛/不舒适  □ 

极度疼痛/不舒适  □ 

焦虑/抑郁  □ 

不焦虑/抑郁  □ 

轻度焦虑/抑郁   □ 

中度焦虑/抑郁   □ 

为帮助患者描述其健康状态的好坏，我们绘

制了一个比例尺（很像温度计），在这上面您

可以看到最佳健康状态标记为 100 及最坏健

康状态标记为 0。我们希望您按照您的观点

在这个比例尺上标出您目前健康状况的好

坏。请从比例尺上任一点下方的方框开始划

线，来表明您目前健康状况的好坏。 

最佳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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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坏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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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的通告（2018 年第 29 号） 

 

原文：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4588.html    2018年 02月 09日 发布 

 

  为指导和规范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药物临床试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组织制定了《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现

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2月 5日 

2018年第 29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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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慢性乙型肝炎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传染性疾病之一，发病率较高、具有传染性、

预后差、治愈困难，其长期并发症包括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和肝细胞癌等，已成

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我国 2015 年新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慢性乙肝临床治疗目标为：最大限度地长期抑制乙型肝炎病毒（HBV）复制，减

轻肝细胞炎性坏死及肝纤维化，延缓和减少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失代偿、肝细胞

癌（HCC）及其并发症的发生，从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延长存活时间。这也

是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药物新药研发的目标。作为新药，同时还应具备安全

性及依从性良好、耐药屏障高、疗效持久、停药后疾病不复发等特点。目前认为

有效的抗乙肝病毒治疗是控制慢性乙型肝炎及其进展阶段的一项重要干预措施，

但目前可获得的治疗达到临床治愈或临床理想的治疗终点尚有困难，存在未被满

足的临床需求。 

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药物临床试验的目的就是在评价新药的抗病毒疗效基

础上，观察其延缓慢性乙型肝炎疾病进展的有效性及安全性，并判断药物治疗对

疾病转归和结局（如减少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肝细胞癌以及因 HBV相关性肝

病死亡）的影响。由于上市前临床试验的周期、受试人群范围和数量存在局限性，

在临床试验中以疾病的转归和结局作为主要研究终点难以实现。因此应根据慢性

乙型肝炎的临床治疗学原则和新药的机制选择与理想的主要终点最相关的疗效

指标作为临床试验的主要评价指标，并确定足够长的试验疗程，才能对新药的疗

效和安全性做出客观的评价。同时，由于现有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药物的长期疗效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新机制、新靶点药物的临床研究方法也需要进一步探

讨，包括研究人群、应答指标、疗程、研究主要终点、治疗终点、巩固治疗时间、

停药后随访、治疗中的耐药监测和联合治疗的方案等。因此在新药临床试验设计

时应对这些问题重点加以考虑。 

本指导原则对新药临床试验的设计及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旨在为治

疗慢性乙型肝炎新药临床试验的设计、实施和评价提供一般性的技术指导。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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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的理解首先要基于临床试验的一般要求，包括相关法规的规定和《药物

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以及业已发布的其他相关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本指

导原则属于建议性的，不作为新药上市注册的强制性要求。随着医学科学和医疗

实践的发展，疾病诊断、治疗的手段会不断改进，药物临床试验的设计评价方法

也会随之更新。因而，本指导原则的观点为阶段性的，如果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

出现了更加科学合理和公认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但需要提供相关依据。 

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国内外均未上市的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创新性药物，不适用

于乙型肝炎的辅助治疗用药和预防用药。 

二、临床试验的重点考虑 

慢性乙型肝炎发展为肝硬化、肝衰竭、肝细胞癌乃至死亡通常是一个长期缓慢的

过程，这使得该类药物注册临床试验存在诸多困难。例如：疗程和观察周期、受

试人群范围和数量存在局限性，难以使用延长生命这一理想评价标准作为终点。

同时抗病毒治疗并不适用于所有感染 HBV的人群，且多需要长期进行，因此在治

疗慢性乙型肝炎药物临床试验中需要重点考虑试验目标人群的选择、主要疗效指

标的确定及临床试验的疗程这些基本问题。 

（一）受试者 

新药在临床试验中，根据所申报的适应症，应该对临床治疗目标人群进行明确定

义，并以此清晰限定受试人群的选择条件，以保证受试人群尽可能接近目标人群。

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药物临床试验中，其疾病定义、诊断标准应符合当前学

术界共识，治疗目标可参照当前临床治疗指南的设定。治疗目标进行的调整应符

合科学性原则，有充分理论和临床依据。 

具体制定受试者选择标准时，建议综合考虑病毒学、血清学、生化学和组织学等

因素，受试者一般应符合当前临床治疗指南推荐的抗 HBV治疗指征，提出新的目

标治疗人群或者入选标准应有充分理由和科学依据（例如：以 HBsAg 消失为主要

治疗目标的临床试验，可以考虑纳入接受核苷（酸）类似物（NA）巩固治疗的患

者，这些患者 ALT水平正常或仅轻度升高，HBV DNA水平低或无法检测到。）。在

III期疗效确证性试验中，建议依据肝组织学的活动性评分（HAI评分炎症评分）

确定部分入选人群。也可以选择其他非侵入性的方法进行肝纤维化评估，但应提

供方法学验证资料。做基线评价时，应当考虑到 HBV感染过程的波动性，包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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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期间连续测定 ALT、HBV DNA、HBsAg和 HBeAg/抗 HBe所得到的数据。 

由于慢性乙型肝炎的病毒学和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应当根据病毒因素以及疾病分期

设计临床试验，一方面对患者进行正确的疾病分期和归类，以利于对临床试验结果

的评价；另一方面还需考虑不同基因型和病毒变异等病毒学因素对目标人群治疗应

答和疾病进展的影响。对于临床试验中纳入的患者，应当对疾病分期、类型（HBeAg

阳性和 HBeAg 阴性）、病程、活动度以及并发症方面进行充分说明。基线数据应当

包括病毒学、血清学、生化学和组织学参数。建议尽量借助于完善的组织学评分系

统记录疾病的严重程度，包括坏死炎症活动度的评分和纤维化的分期/程度。然而，

应权衡评价更多组织学数据的潜在益处，与多次肝脏组织活检中可引起的小概率

风险。做基线评价时，还应考虑到 HBV感染过程的波动性，必要时进行病毒基因

型的分析。通常认为，HBeAg阴性慢性乙型肝炎是一种需要单独进行分析、有别

于 HBeAg阳性慢性乙型肝炎的独特疾病类型，在临床试验设计中需分别加以考虑。

对耐药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应说明其以往抗病毒治疗情况、病毒变异情况以及

HBV DNA水平。此外需要考虑宿主因素对于新机制药物的应答或安全性影响的评

估。 

在完成肝功能代偿期初治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研究后，在有证据可以预测新

药可能在肝功能失代偿患者、免疫功能抑制患者、肝移植患者以及与其他肝炎病

毒或 HIV合并感染人群中的安全有效性后，才可进行下列适应症人群的临床试验。

此时应根据其不同的疾病特点和研究目的确定适宜的入选标准。  

- 免疫抑制患者 

- 肝功能失代偿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原位肝移植（OLT）患者 

- 合并感染患者（HIV、HCV和 HDV） 

- 核苷类似物和干扰素经治患者和核苷类似物耐药患者 

当已在成人中合理地明确了安全性并可获得疗效数据时，方可以开展在儿童患者

中的临床试验。 

（二）终点指标 

目前在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药物临床试验中所用的终点指标包括：病毒学、血清学、

组织学、生化学，以及综合评估的联合应答指标/临床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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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毒学应答 

病毒学应答是指治疗过程中血清 HBV DNA水平低于检测下限（PCR法）。包括初

始应答、治疗结束时应答、维持应答和持久应答，以及病毒学突破、病毒学复发

和耐药等。 

初始应答（initial response）：在开始治疗的最初 6个月内出现的应答。 

治疗结束时应答（end－of－treatment response ）：所确定的疗程结束时出现

的应答（24或 48周或者更长时间）。 

维持应答（maintained response）：在连续、长疗程（即超过 48周）抗病毒治

疗过程中，达到初始应答之后，继续治疗时最近一次随访时仍存在的应答。 

持续应答（sustained response）：在达到治疗结束时应答、并在停药后随访 24

或 48周时仍存在的应答。 

病毒学突破（Virological breakthrough）：抗病毒治疗依从性良好的患者，达

到了初始应答，但在未更改治疗的情况下，HBV DNA水平重新升高，比治疗最低

点上升 1个 log值，或一度转阴后又转为阳性，并在一个月后以相同试剂重复检

测加以确认。可有或无 ALT升高。 

病毒学复发（Virological relapse）：达到了治疗结束时应答，但停药后 1 个

月两次检测 HBV DNA水平均大于 2000IU/ml。 

耐药（resistance）：直接抗 HBV药物治疗过程中，发生与药物作用部位相关的

HBV基因突变，导致对该药物的敏感性下降，称为耐药。根据检测耐药的方法不

同或出现耐药的表现不同又可分为基因型耐药（genotypic resistance）、表型

耐药（phenotypic resistance）、交叉耐药（cross resistance）和多药耐药

（multidrug resistance）。 

通常在探索性试验和确证性试验中可以选择治疗结束时应答为主要终点。由于慢

性乙型肝炎的病程呈波动性，需要进行连续测定，以明确受试者 HBV的复制状态

（如病毒学突破，病毒学反弹等）。为了监测药物对 HBV DNA的动态影响，建议

在试验中，设定合理的访视时间点，以充分评估不同 HBV DNA水平的下降模式与

持久应答的潜在关系。 

除了量化检测 HBV DNA水平，还建议检测病毒学的其他特征，如基因型和耐药变

异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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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V DNA的检测应采用当前公认的、灵敏的检测方法，在经过充分的方法学验证

的中心实验室统一进行。 

2.血清学应答 

血清学应答是指血清 HBeAg 阴转或 HBeAg 血清学转换；或 HBsAg 消失或 HBsAg

血清学转换。对于新机制的药物，探索和机制相关的探索性应答指标，如对于直

接抑制ＨBsAg 合成或分泌的化合物，在探索性研究中可以用 HBsAg 下降幅度作

为主要终点或次要治疗终点。 

为保证对血清学指标的客观评价，临床试验中 HBV 血清学标志应在中心实验室

采用当前公认的方法统一检测。对于以 HBsAg 消失或 HBsAg 血清学转换为主要

终点的临床试验，采用灵敏度更高并得到验证的 HBsAg检测方法至关重要。应对

相关检测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3.组织学应答 

组织学应答又称组织学评分改善，是指肝脏组织学炎症坏死或纤维化程度改善达

到某一规定值。 

肝脏组织学改变可以用不同分级标准判断肝脏的炎症、坏死以及纤维化的程度。

有许多评分系统可用于病毒性肝炎相关的组织学检查，目前通常使用 Knodell

组织学活动指数（HAI）和 Ishak 评分系统。使用评分系统的基本要求是能够将

坏死性炎症病变活动度与纤维化分期分开，可进行单独评分。对所选择的评分系

统要说明理由。 

建议收集和分析部分组织学数据。现已有证据经表明病毒载量减少与组织学改善

之间的相关性。非侵入性无创评估方法也可以部分替代肝组织学检查。执行相关

操作须权衡从组织学检查中预期获得的信息与实施肝活检时潜在的风险。 

4.生化学应答 

血清肝转氨酶水平升高被视为肝脏损伤的生化标志物。 

生化学应答是指血清 ALT水平降至正常范围内。建议对检测的方法和判断的标准

进行统一的规定。在进行试验总结时，需要统计 ALT恢复正常患者的比例和 ALT

恢复正常所需时间的数据，还要探讨基线 ALT 和病毒学应答之间的相关性。对

ALT水平正常的患者不能进行生化学应答的评价，应当从统计分析中排除。在创

新药研究中要充分鉴别管理治疗过程中 ALT 上升的原因，鉴定区分是治疗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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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失败还是不良反应。如果为治疗应答，应有处理 ALT 升高的方案以避免出

现可能的肝功能恶化或失代偿。 

5．联合应答 

本指导原则中的联合应答是包括病毒学应答、血清学应答、生化学应答和组织学

应答的复合指标。联合应答率是指在病毒学、血清学、生化学和组织学同时出现

应答的患者的百分率。 

联合应答（临床治愈）指持续病毒学应答且 HBsAg消失或伴有抗-HBs阳转、ALT

正常、肝组织病变轻微或无病变。适用于HBeAg阳性和 HBeAg阴性慢性乙型肝炎。

联合应答率可以较全面地评价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受益情况。 

6．临床结局 

由于疾病具有无症状过程，所以在肝功能代偿患者中，难以评价临床疗效。因此，

根据临床事件进行疗效评价适用于特殊人群，比如肝功能失代偿患者。 

（三）试验周期 

基于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特点及抗病毒药物的作用机制，从评价疗效和安全性的

角度共同考虑，目前普遍认为，以持续病毒学应答或组织学应答为主要终点的抗

病毒药物，疗效探索性临床试验应进行至少 12～24 周给药的试验，疗效确证临

床试验至少应进行 48 周连续用药的试验，在申请注册时需提供受试者用药至少

48周的数据及评价结果。而以血清学应答（HBsAg消失或转换）为主要终点的抗

病毒药物，则通常需要更长时间的疗程，如 96 周以上。对于直接作用 HBsAg，

可能单纯 HBsAg消失不足够，需要等待 HbsAb出现才能停药。而间接激活宿主特

异性免疫应答的抗病毒药物，可能出现HBsAg消失，巩固治疗6—12个月就足够。

由于部分受试者需要长期服药，建议继续进行双盲治疗期结束后的观察，提供更

长时间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建议按时间顺序系统地评价抗病毒治疗的应答结

果，设计合理的访视点，进行初始应答、治疗结束时应答和维持应答的评价。 

在研究方案中，建议说明确定治疗过程中访视、治疗结束时访视、治疗结束后其

他访视和整个随访期间访视时间点的依据。研究报告中说明每次访视时所有缺失

数据的原因。建议按时间顺序系统地描述抗病毒治疗应答的特征。 

（四）安全性评价 

安全性评价的内容包括临床不良事件、实验室检查和其他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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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试验中发现的不良事件应当分析其与治疗剂量、用药持续时间、缓解时间、

年龄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还应当根据患者相关特征，比如基线时的一般情况

（如年龄、性别、肝肾功能）和感染的严重程度，及根据最常用的合并用药对不

良事件及不良反应列表总结。 

必需的实验室检查和其他检查的项目和频率决定于化合物的特性。需要根据药物

临床前研究的发现，在早期临床研究中设定相应的实验室检查和/或其他临床检

查项目以及频率，并评估观察临床前发现和临床安全性事件的关联。对于某个效

应，与其相关的实验室检查相比，有时临床观察可能是该效应更早、更可靠的指

标。在实验室检查中，应特别关注 ALT变化的监测和管理。ALT变化可以是对治

疗的应答，也可能是药物性肝损伤或其他原因所致，应严密观察、仔细甄别，并

制定针对性管理措施。 

如果研究药物和已上市的药物间存在着作用机制、化学结构或者药理学的相似性，

可能存在可预测的潜在安全性风险（如：已知核苷类似物有引起线粒体功能障碍

的风险），应在其临床研究计划或项目中有针对性的监测评估。建议分析不良事

件与性别或种族间的关系。 

三、不同开发阶段的试验设计要点 

（一）新药进入临床试验的基本条件 

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前，应进行充分的药效、药代动力学和毒理等非临床研究。 

非临床药代动力学试验和毒理学研究参照相关非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应明确

介导药物代谢的主要代谢酶，及肝脏特异性转运体对药物肝组织分布的贡献，

以及相关转运体或代谢酶种属差异可能导致药物分布差异的特征。非临床毒理

学研究结果除了解药物在临床研究的给药剂量范围，还应指导临床安全性监测计

划，包括安全性监测项目和时间点，以及和体内药物暴露的关系。 

非临床药效学可以开展体外研究如利用原代人肝细胞，树鼩原代肝细胞等模型；

体内研究如树鼩、各类转基因小鼠、小鼠尾静脉高压注射等动物模型，研究新药

作用机制，为确认新药的作用方式和临床试验参考。 

总体而言，非临床研究描述用于临床试验的处方特性，包括任何可获得的生物利

用度数据。处方应与药物开发的周期相适应。较为理想的是，提供的制剂应适用

于进行一定剂量范围内的系列研究。更为重要的是，非临床研究要明确所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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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对人体临床试验方案设计提供参考和支持，如起始剂量、给药间隔、观察指

标、抢救措施制订等。 

（二）早期临床试验 

早期研究应包括人体耐受性研究、人体药代动力学（PK）和药动学/药效学（PK/PD）

研究。其研究目的是评价药物的人体耐受剂量范围、PK特征以及暴露/效应关系，

为推荐后期研究的给药方案提供数据支持。 

1.人体耐受性试验 

包括单次给药和多次给药耐受性试验。试验可以在健康志愿者或者患者中进行，

从伦理学和科学性方面考虑，主要经肝脏消除的药物，可选择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试验可以是开放、基线对照的，也可以采用随机化和盲法以提高观察结果的有效

性，以排除受试者之间的主观症状的相互影响，及研究者判断症状时的主观因素

影响。由于抗 HBV的药物多需要长期给药，因此，除非受药物的毒性或药理作用

所禁忌，在多次给药耐受性试验中给药的时间应足够长，最少应连续给药一周，

若药物及其代谢物血浓度不能达稳态，则应适当延长。 

2.药代动力学和药动学/药效学试验 

应当遵循现行相关的指导原则，在健康志愿者和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进行新药的

药代动力学研究，充分说明其药代动力学特性及主要活性代谢产物特征，如药代

动力学特征个体间变异较大，应分析造成变异的相关原因，如年龄和性别差异、

特异性转运体或代谢酶基因型差异，食物影响、药物相互作用、肝功能和肾功能

损伤程度的影响等。其中的部分研究也可根据药物的特性和研究目的在后续临床

试验中逐步进行。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功能不同程度的损伤可能影响药物体内处

置过程，必要时，应进行肝功能损伤人群药代动力学研究。如果新药计划用于肝

硬化失代偿患者，还应在此类患者中研究其药代动力学特点。 

在药物的早期临床开发阶段，应以病毒载量变化为药效动力学指标，免疫调节剂

的药效学指标可以病毒学指标和相关的免疫性指标结合，进行小样本、短疗程的

药效研究探索，并进行药动学/药效学的评估，更全面了解药物的暴露/效应作用

特点，为后续临床试验和临床应用提供指导。药效动力学效应指标应满足多点采

样要求。对于生物技术药物，还应关注免疫原性相关检测，如抗药物抗体的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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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药物相互作用研究 

早期临床试验中应针对药物体内处置过程关键环节，如关键代谢酶或转运体的底

物、诱导剂或抑制剂等，开展药物相互作用研究。基于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

药物的不断发展，可能需要联合其他药物共同使用，以达到治疗目标，因此还应

研究与其联合应用的药物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探索性和确证性临床研究开展群

体药代动力学分析，也有助于描述已知或新确定相互作用的临床影响，并确定研

究药物作为底物剂量改变的建议。 

（三）探索性试验 

探索性临床试验阶段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新药短期抗 HBV 活性的数据并进行初步

安全性观察，为疗效确证临床试验设计中确定给药剂量和给药方案提供依据，并

可以进行适用人群的探索。该阶段多采用随机、对照的试验设计。建议对受试者

进行严格筛选，以保证受试者的同质性。对照药可采用安慰剂或公认的标准治疗

方案。主要终点的确定决定于药物的作用机制和目标人群。通常对于直接抑制乙

肝病毒复制的药物，主要终点可以选择病毒载量的动态变化或病毒学应答的动态

变化，评价的时间点为治疗的 3—6 个月。并同时观察血清学、生化学等指标，

以及药物的安全性。以 HBsAg消失为主要治疗目标的临床试验，可以考虑纳入接

受 NA 巩固治疗的患者，该类患者 HBV DNA 可能已低于检测下限，因此需要基于

新药的作用机制选择合适的指标。对于作用于 HBsAg合成或者分泌的药物，探索

性研究可以接受以 HBsAg 水平（国际单位/毫升）的改变作为研究终点指标，评

价时间点可为 6个月。但建议在充分临床前和临床数据的支持下，适当延长治疗

时间，以观察 HBsAg 消失和/或血清学转换。同时，需要兼顾患者获益，在适当

时间点，结束研究治疗，让患者即时接受到现有的标准治疗。对于调节宿主免疫

的药物，在探索性研究中也可以选择相关免疫因子作为药效学评估指标，同时结

合对于血清学和病毒学指标的评估。需要特别注意免疫风暴的监测计划和处理。 

基于早期临床试验的相关发现，可采用群体药代动力学研究方法，在探索性试验

中进一步开展药物暴露量效应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四）疗效确证性试验 

疗效确证性试验目的在于在探索性试验基础上进一步确证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临

床获益情况，为研究药物获得上市许可提供足够的证据。通常采用随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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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盲的试验设计。建议 HBeAg阳性和 HBeAg阴性的患者分别进行临床试验。考虑

到 HBV不同基因型和获得感染的方式对治疗的影响，如与成人期获得的感染相比，

围产期获得的 HBV感染病程不同，对治疗的应答也有可能不同。建议在入选的受

试者中可考虑分层，例如按性别、HBV不同基因型和获得感染的方式等分层。并

保证每一亚组足够数量的样本量。按照预先计划执行的确证性亚组分析才能对某

个亚组的疗效进行确定的统计推断，其分析结论才可能作为药物申请注册上市的

依据。反之，事后的分层分析结果只能作为以后研究的线索。 

目前 NA 类药物已经取得较好的抑制病毒效果。在有相同治疗目标药物上市的情

况下，建议首选采用阳性对照的设计。选用任何一个阳性对照药都应说明依据和

理由。一个合适的阳性对照药，应当是当前临床普遍使用，其疗效得到设计良好

的优效性试验确认并定量，并可以在新的阳性对照试验中保持其原有的疗效。为

此，在进行新药的临床试验设计时，既要考虑阳性对照药原有效性试验的重要设

计特点（入选标准、用药方案、主要终点等），还应充分考虑到有关的临床和统

计实践的进展。在已有有效的抗乙肝病毒药物上市的前提下，在长期临床试验中

采用安慰剂对照，以及在晚期肝病患者中使用安慰剂对照是不合乎伦理的。但在

某些特殊目的试验中，使用安慰剂对照确定药物疗效的试验设计是可接受的，仍

然建议在安慰剂对照之外，同时设置阳性药物对照，进行三臂设计的临床试验，

以便合理评价和对比新药的疗效及安全性。以 HBsAg消失为主要治疗目标的临床

试验，目前可以采用安慰剂对照，并根据受试人群的选择情况，考虑联合使用

NA类药物作为基础治疗。 

确证性临床试验中，主要终点的设定决定于新药的治疗目标。对于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地长期抑制 HBV复制，减轻肝细胞炎性坏死及肝纤

维化，延缓和减少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失代偿、HCC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从而

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失代偿和 HCC是慢性乙型肝

炎的重要临床结局，也是首选临床终点。但慢性乙型肝炎的进展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对于常规的临床试验不具有可操作性。组织学应答或包含组织学应答的联合

应答在既往新药的临床试验中已经成为广为使用的替代终点。但应注意到，组织

学评价需要受试者至少经受两次肝活检以评价疗效，需要权衡获益与风险。目前

已经有大量的临床研究数据支持 HBV DNA减少和组织学改善之间的关系，新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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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够成功抑制病毒载量就可以改善其组织学结局。因此，在新分子的确证性临

床试验中，可以选择病毒学应答作为主要替代终点，疗程至少应为 48 周，并进

行持续应答的观察。HBsAg消失对于临床治疗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也可以作为临

床试验的主要终点，但需结合持续病毒载量的抑制考虑，建议采用治疗后 6个月

的评价。已经有证据证明，HBsAg的消失是一个良好的与预后改善相关的替代指

标，例如与减少包括肝硬化、肝功能衰竭和肝癌等乙型肝炎并发症相关，还与治

疗的持续抗病毒应答有关，HBsAg消失的患者在停止治疗后复发风险低。 

在选定主要终点后，仍需要次要终点数据的支持，包括必要的组织学、病毒学、

血清学、生化学及联合指标。需要计算各指标的应答率及经时变化，同时进行事

件及发生时间分析（例如病毒反弹包括耐药及发生时间分析、应答发生时间分析、

疾病缓解发生时间分析等）。 

每个研究都应当有足够把握度以显示试验药物的有效性（非劣效或优效）。要根

据具体情况和统计学原则确定合理的界值，保证足够的样本量，并要详细说明确

定的依据。另外，在确定样本量时，还必须考虑安全性评价的需要。 

对所有人群的研究结果包括意向治疗人群（ITT）、符合方案人群（PPS）和亚组

人群的结果均应进行分析。 

（五）随访评价  

用于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抗病毒新药进行注册时，建议确定可以暂时停止治疗的

时间点，制订终止治疗的明确标准和阐明整个系统性随访持续时间的理由。 

一般情况下，对于达到治疗目的而停药的受试者，应进行治疗结束后 24～48 周

持久应答的随访评价，评价指标仍采用病毒学、血清学、生化学和/或组织学应

答指标。对于核苷类似物，患者用药 48周时达到治疗目的而停药者可能并不多，

因此对患者的随访评价在上市后应继续进行，在申请再注册时提供随访结果，以

得到对药物评价的完整的数据。 

建议在批准上市后继续进行长期抗病毒治疗临床转归的临床实践队列研究，应当

随访和分析肝衰竭、HCC和肝脏相关性死亡的发生率。 

上市后应通过恰当的临床试验进行长期随访，以此评价持久应答的长久性和肝脏

相关性并发症的发生率，对此在进行申请注册时应做出计划并详细说明。 

四、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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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停药后复发 

要特别注意在治疗结束后可能出现的复发，尤其是要评价在停止治疗后至少 6～

12个月的时间里，有症状或无症状肝炎复发和肝功能失代偿发生的危险。 

（二）耐药性的发生 

HBV是高变异的病毒，可以在慢性持续性感染过程中自然变异，也可受人体的免

疫压力导致变异，还可因各种抗病毒药物治疗诱导病毒变异。在治疗慢性乙型肝

炎新药临床试验中，获得性耐药变异株的出现应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安全性问题。

评估抗 HBV 新药发生耐药变异株的可能性是试验期间和研究结束后监测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在治疗期间和第 48 周，以及长期随访阶段，监测耐药性的

发生，病毒学突破时，应对病毒分离株进行测序，进行病毒株基因分析。如果出

现耐药就应当执行事先确定的处理方案，并对这些患者进行监测。 

另外，在继续治疗和长期随访阶段，还需监测出现耐药株患者的转归和肝病恶化

的情况。 

发生耐药性的数据和治疗结束后复发的数据是长期随访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定期

报告。作为监测工作的一部分鼓励研究耐药株传播的可能性。 

五、附录 

附录 1  缩略语表 

ALT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CHB Chronic Hepatitis B （慢性乙型肝炎） 

HCC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肝细胞癌） 

HAI Histology Activity Index （组织学活动评分指数） 

HBeAb Anti-HBe Antibody （抗-HBe）  

HBeAg Hepatitis B e Antigen （乙型肝炎 e抗原） 

HBsAb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body （抗-HBs） 

HBsAg 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V Hepatitis B Virus （乙型肝炎病毒） 

HCV Hepatitis C Virus （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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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V Hepatitis D virus （丁型肝炎病毒）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ITT Intention to-treat （意向性分析） 

NA Nucleos（t）ides Analogs （核苷（酸）类似物） 

OLT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原位肝移植） 

PCR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链式反应） 

PD Pharmacodynamics（药效学） 

PK Pharmacokinetic（药代动力学） 

PPS Per Protocol Set（符合方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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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肝组织学活动指数（HAI）评分系统 

汇管周围

坏死 

评

分 

肝小叶内变性

和灶性坏死 

评

分 
汇管区炎症 

评

分 
肝纤维化 评分 

汇管周围

坏死 

无 0 无 0 无 0 无 0 无 

轻度片状

坏死  

1 轻度（嗜酸小

体、气球样变

性和 /或 <1/3

结节中散在的

肝 细 胞 坏 死

灶）注：PF为

汇 管 区 纤 维

化；P-P汇管-

汇管桥接纤维

化；P-C 为汇

管-中央桥接

纤维化 

1 轻度（ <1/3

汇管区出现

炎症细胞）  

1 汇管区纤

维性扩大  

1 轻度片状

坏死  

中度片状

坏死（累

及<50%汇

管周围）  

3 中 度 （ 累 及

1/3～ 2/3 肝

小叶或结节）  

3 中度（1/3～

2/3 汇管区

炎症细胞增

加）  

3 桥状纤维

连接（汇管

区－汇管

区或汇管

区－中央

静脉连接）  

3 中度片状

坏死（累

及<50%汇

管周围）  

明显片状

坏死（累

及>50%汇

管周围）  

4 明 显 （ 累

及 >2/3 肝小

叶或结节）  

4 明显（ >2/3

汇管区炎症

细胞密度增

加）  

4 肝硬化  4 明显片状

坏死（累

及>50%汇

管周围）  

中度片状

坏死 +桥

状坏死  

5       中度片状

坏死 +桥

状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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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片状

坏死 +桥

状坏死  

6       明显片状

坏死 +桥

状坏死  

多小叶坏

死 

10       多小叶坏

死 

汇管周围

坏死  

评

分  

肝小叶内变性

和灶性坏死 

评

分  

汇管区炎症  评

分 

肝纤维化 评分  汇管周围

坏死  

 

附录 3  肝纤维化分期半定量评估系统 

依据对肝纤维化的分布、纤维化的形式及数量改变参数进行量化评估，组织学分

期按 F0-F4区分。F0和 F1反映轻度纤维化；F2和 F3为中度纤维化；F4为重度纤维

化。  

几种肝纤维化分期半定量评估系统 

评分 Knodell Ishak Scheuer METAVIR 

0 无纤维化 无纤维化 无纤维化 无纤维化 

1 汇管区扩大 有些 PF±短纤维隔 汇管区扩大 PF无纤维隔 

2  多数 PF±短纤维隔 
PF，纤维隔形

成 
PF，少量间隔 

3 

 

桥 接 纤 维 化

P-P/P-C 
多数 PF，偶有 P-P 

纤维隔伴小叶

结构紊乱 
间隔纤维化 

4 

 
肝硬化 PF伴明显 P-P和 P-C 

可能或肯定肝

硬化 
肝硬化 

5  
明显 P-P/P-C，偶有结

节 
  

6  可能或肯定肝硬化   

注：PF为汇管区纤维化；P-P汇管-汇管桥接纤维化；P-C为汇管-中央桥接纤维

化 

以 F0-1 表示无明显纤维化；而以纤维隔或桥接纤维化的出现，即 Scheuer 和

METAVIR≥F2或 Ishak≥F3定为临床明显纤维化（CSF），因此，评估 F2与 F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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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纤维化进展较 F1与 F2之间的进展显得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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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等 4

项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36 号） 

 

原文：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5343.html     2018年 02月 24日 发布 

 

  为加强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进一步提高注册审查质量，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了《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基因检

测试剂（PCR 法）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注

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肠道病

毒核酸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1.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基因检测试剂（PCR法）注册技

术审查指导原则 

     2.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3.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4.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2月 11日 

2018年第 36号通告附件 1.doc 

2018年第 36号通告附件 2.doc 

2018年第 36号通告附件 3.doc 

2018年第 36号通告附件 4.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5343.html�
http://samr.c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OMTqtdozNrrFzai45ri9vP4xLmRvYw==.doc�
http://samr.c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OMTqtdozNrrFzai45ri9vP4yLmRvYw==.doc�
http://samr.c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OMTqtdozNrrFzai45ri9vP4zLmRvYw==.doc�
http://samr.cfda.gov.cn/directory/web/WS01/images/MjAxOMTqtdozNrrFzai45ri9vP40LmRvYw==.doc�


 

附件 1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基因检测试剂（PCR 法）

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以下简称为 EGFR）突变基因检测试剂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及

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对注册申报资料的技术审评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针对 EGFR 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的一般要求，申请人应依据产品的具

体特性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具体阐述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

并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是对申请人和审查人员的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

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

可以采用，但需要详细阐明理由，并对其科学合理性进行验证，提供详细的研究

资料和验证资料，相关人员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

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

整。 

一、范围 

本指导原则所述 EGFR突变基因检测试剂主要是指基于核酸聚合酶链式反应（PCR

法），以 EGFR 突变基因为检测目标，体外定性检测细胞学样本、病理组织学样

本、外周血样本或其他体液样本提取的核酸组分中的目标基因序列。 

EGFR是原癌基因 c-erbB1的表达产物，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家族成员之

一。HER家族由 EGFR/HER1/erbB1、HER2/neu/erbB2、HER3/erbB3及 HER4/erbB4

四个分子构成，在细胞的生长、增殖和分化等生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EGFR 是一种跨膜酪氨酸激酶受体，该受体激酶域激活与癌细胞增殖、转移和凋

亡等多种信号传导通路有关。肺腺癌患者 EGFR 基因敏感突变的亚裔人群阳性率

要高于高加索人群。EGFR 突变主要发生在胞内酪氨酸激酶（TK）区域的前四个

外显子上（18～21），目前发现的 TK区域突变有 30多种。缺失突变主要发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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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显子 19 上，最常见的是 del E746-A750，替代突变最常见的是发生在外显子

21上的 L858R，复制或插入突变发生在外显子 20上。其中外显子 20上的 T790M

替代突变为一代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

的耐药突变。此外，还有许多类型的突变临床意义尚不明确。EGFR 作为癌症治

疗的分子靶标受到普遍关注，并已陆续开发出了吉非替尼（Gefitinib）、厄洛

替尼（Erlotinib）和埃克替尼（Icotinib）等 TKI。 

肿瘤组织样本仍是获取肿瘤基因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但大部分晚期肺癌患者已

失去手术机会或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获取肿瘤组织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实体肿瘤

患者的外周血中存在来源于凋亡、坏死的肿瘤细胞的游离 DNA。对晚期肺癌患者，

在不能获取肺癌组织样本时，可以选择外周血样本进行 EGFR 突变基因检测；如

可以获得病理组织时，建议以病理组织提取检测结果为优先考虑。当肿瘤组织难

以获取时，外周血样本可以是 EGFR突变基因检测方式的重要补充手段之一。 

本指导原则相关技术要求主要基于荧光探针 PCR 方法的 EGFR 突变基因试剂进行

评价，如基于荧光探针 PCR原理的同类试剂不适用本指导原则部分相关技术要求，

申请人应阐述不适用的理由并结合自身产品特性提出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申请

人可根据实际产品特性选择适合的方法或结合本指导原则补充需要的评价和验

证。对于其他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如适用，申请人可参考本指导原则部分相关

技术要求进行性能评价。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进行首次注册申报和相关许可事项变更的产品。本指导原则不

适用于 EGFR 基因拷贝数变化检测、核酸序列测定、免疫组化技术、荧光原位杂

交法。 

EGFR 病理组织学样本和外周血样本检测中存在较大差异，在参考品及质控品设

置、分析性能评估、临床评价要求、产品技术要求、产品说明书等多个方面均存

在不同要求，为便于申请人对指导原则进行理解，故将产品预期用途用于组织学

样本检测和预期用途用于外周血样本检测试剂申报要求进行分开说明。需要说明

的是，申请人申报产品如同时包括外周血样本和组织学样本，对于相同部分，申

请人可合并提交注册申报资料。如原注册产品预期用途中仅为组织样本类型，需

增加外周血样本类型，考虑到外周血样本类型与组织样本类型中 EGFR片段长度，

样本中突变比例等差异，申请人除完成许可事项变更申报资料要求，还应提交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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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反应体系性能评价、外周血分析性能评价、外周血样本保存及处理、临床评价

等研究资料。 

申报试剂作为肿瘤个体化伴随检测试剂，主要用于人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个

体化治疗。如申请人将 EGFR 申报试剂运用于其他癌症类型的研究，申请人可参

照本指导原则适用的研究体系，但应强调的是，肿瘤药物个体化检测试剂与治疗

药物具有关联性，申请人需结合 EGFR 突变基因检测与治疗药物预期用途所限定

的癌症类型进行联合评价研究。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1.产品预期用途。描述产品的预期用途，与预期用途相关的临床背景情况。EGFR

突变基因与不同人群之间的关联，不同药物对不同 EGFR 突变类型的患者治疗效

果描述。如适应症的发生率、易感人群等，相关的临床或实验室诊断方法等。 

2.产品描述。描述产品所采用的技术原理，主要原材料的来源及制备方法，主要

生产工艺过程，质控品、校准品的制备方法情况。 

3.有关生物安全性方面说明。由于体外诊断试剂中的主要原材料可能是由各种动

物、病原体、人源的组织和体液等生物材料经处理或者添加某些物质制备而成，

人源性材料须对有关传染病（HIV、HBV、HCV 等）病原体检测予以说明，并提供

相关的证明文件。其他动物源及微生物来源的材料，应当提供相应的说明文件，

证明其在产品运输、使用过程中对使用者和环境是安全的，并对上述原材料所采

用的灭活等试验方法予以说明。 

4.有关产品主要研究结果的总结和评价。 

5.其他。包括同类产品在国内外批准上市的情况。相关产品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及

临床应用情况，申请注册产品与国内外同类产品的异同等。对于新研制的体外诊

断试剂产品，需要提供被测物与预期适用的临床适应症之间关系的文献资料。 

（二）主要原材料的研究资料 

此类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应包括 EGFR 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的所有主要组成成分，如

引物、探针、酶、反应缓冲液、提取成分（如包含）等。如为申请人自行研制的

主要原材料，申请人应对 EGFR 目的基因序列确定、引物和探针选择、酶的选择

和验证等实验过程予以详述；并提供对各主要原材料的性能研究资料，如：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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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度、蛋白浓度、功能性研究等。制备完成的原料成品应进行质量检验以确认其

符合标准要求，整个生产工艺应稳定可控。如为申请人外购主要原材料，应详述

每一原材料外购方来源，提交外购方出具的原材料性能指标及质量控制资料，并

详述申请人对外购主要原材料的各指标质量要求以及确定该原材料作为本产品

主要原材料的详细依据。 

1.核酸分离/纯化组分（如有）的主要组成、原理介绍及相关的验证资料。 

2.PCR组分的主要原料（包括引物、探针、各种酶及其他主要原料）的选择、制

备、质量标准及实验研究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2.1脱氧三磷酸核苷（dNTP） 

核酸的组成成分，包括：dATP、dUTP、dGTP、dCTP 和 dTTP；应提交对其纯度、

浓度、保存稳定性等的验证资料。 

2.2引物 

应优化每一单一突变基因专用引物的相对浓度，避免多个核酸靶序列同时扩增时

出现相互影响和竞争。引物设计时，应对反应体系中所有引物进行筛选，避免引

物二聚体形成。为保证每一靶序列检测准确性，EGFR 检测试剂中每一突变基因

引物的浓度必须进行优化，应根据靶序列突变性质、C+G含量等确定每一突变基

因引物的长度和浓度，且单一引物最适浓度还应考虑所有引物浓度之间的相互影

响。由一定数量的碱基构成的特定序列，通常采用 DNA合成仪人工合成，合成后

经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PAGE）或其他适宜方法纯化。需提供对引物的分子量、

纯度、稳定性、功能性实验等的验证资料。如为外购，还应提供合成机构出具的

合成产物的质检证明，如 PAGE 结果或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分析图谱。应对

引物结构进行对比，引物扩增区段不应有重复序列。 

2.3探针 

特定的带有示踪物（标记物）的已知核酸片段（寡聚核苷酸片段），能与互补核

酸序列退火杂交，用于特定核酸序列的探测。合成后经 PAGE 或其他适宜方法纯

化，在 5'-端（和/或 3'-端）进行标记，并经 HPLC 或其他适宜方法纯化，纯度

应达到 HPLC 纯。应提供合成机构出具的合成产物质检证明，如 HPLC 分析图谱，

应对探针的分子量、纯度及标记的荧光基团进行核实，并进行功能性试验验证。 

2.4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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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聚合酶，应具有 DNA聚合酶活性，无核酸内切酶活性，具热稳定性，如：94℃

保温 1 小时后仍保持 50%活性。尿嘧啶 DNA 糖基化酶（UDG/UNG），具有水解尿

嘧啶糖苷键的活性，无核酸外切酶及核酸内切酶活性。逆转录酶，具逆转录酶活

性，无核酸内切酶活性。应对酶活性进行合理验证。 

3.核酸类检测试剂的包装材料和耗材应无脱氧核糖核酸酶（DNase）和核糖核酸

酶（RNase）污染。 

4.企业内部参考品 

企业内部参考品是保证产品性能稳定性以及检测值可溯源的重要构成之一。参考

品研究应包括原料选择、制备过程、定值研究、评价指标、统计学分析等。申请

人应对内部参考品的来源、基因序列设置等信息进行精确的实验验证，并提供参

考品溯源过程的测量程序或参考方法的相关信息及详细的验证资料。申请人应根

据产品性能验证实际情况自行设定内部参考品，阳性参考品应着重考虑 EGFR 突

变基因型别要求，阴性参考品则主要涉及对分析特异性（交叉反应）的验证情况。

如该类产品有国家标准品，在不低于国家参考品要求前提下，申请人可以结合实

际情况设置合理的内部参考品。具体要求如下： 

4.1组织样本参考品设置要求 

4.1.1阳性参考品 

阳性参考品中常见基因突变位点建议采用临床样本提取的 DNA 储备液或细胞系

作为原料。其他突变位点可采用 DNA 储备液、细胞系或 EGFR 突变扩增产物模拟

样本作为原料。如采用 EGFR 突变扩增产物作为阳性参考品，应尽可能模拟真实

样本，需要对样本基质进行基质效应研究。 

试剂盒（分型或不分型）所能覆盖的所有突变位点均应设置相应的阳性参考品，

每个突变位点设置不同突变百分率梯度，其中至少应包括高浓度和低浓度阳性参

考品。阳性参考品的突变形式及拷贝数需采用有效方法（如测序方法或数字化

PCR等）进行确认，并明确接受标准。 

4.1.2阴性参考品 

可采用经确认无相应靶突变序列的 DNA 储存液。如野生型人基因组 DNA，HER 家

族 DNA等。 

4.1.3检测限参考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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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限参考品的原料要求参考阳性参考品，需包括所有的突变类型。在进行最低

检测限性能评估时，应设置多个梯度，主要从扩增反应终体系总核酸浓度和突变

序列所占百分率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建议采用 95%（n≥20）的阳性检出率作为

最低检测限确定的标准。 

4.1.4精密度参考品 

精密度参考品原料要求参考阳性参考品，需至少包括弱阳性、中或强阳性水平的

精密度验证，中/强阳性精密度参考品以常见突变类型或理论上较难测得的突变

序列为主；同时设置阴性参考品精密度验证。 

4.2外周血样本参考品设置要求 

4.2.1阳性参考品 

阳性参考品中常见突变基因位点建议采用临床样本提取的 DNA 储备液或细胞系

作为原料。考虑外周血中 EGFR 突变基因 DNA 含量较低，其他突变位点可以采用

DNA 储备液或细胞系或 EGFR 突变基因扩增产物模拟样本，样本基质应为人血浆

或人工模拟样本，使用人血浆时，应提前确认人血浆中 DNA背景浓度；使用人工

模拟样本时，应尽可能模拟真实样本，并对模拟样本进行基质效应研究。 

试剂盒（分型或不分型）所能覆盖的所有突变位点均应设置相应的阳性参考品，

每个突变位点设置不同突变百分率梯度，其中需至少包括弱阳性参考品。阳性参

考品的突变形式及拷贝数需采用有效方法（如测序方法或数字 PCR等）进行确认，

并明确接受标准。 

4.2.2阴性参考品 

可采用经确认无相应靶突变序列的 DNA 储存液。如野生型人基因组 DNA，HER 家

族其他 DNA等。 

4.2.3检测限参考品 

检测限参考品的原料要求参考阳性参考品，需包括所有的突变类型。在进行最低

检测限性能评估时，应设置多个梯度，建议采用 95%（n≥20）的阳性检出率作

为最低检测限确定的标准。 

4.2.4精密度参考品 

精密度参考品原料要求参考阳性参考品，需至少包括弱阳性、中或强阳性水平的

精密度验证，中/强阳性精密度参考品以常见突变类型或理论上较难测得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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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为主，同时设置阴性参考品精密度验证。 

5.试剂盒内对照品（质控品） 

试剂盒的质控体系通过设置各种试剂盒对照品来实现，质控体系需考虑对样本核

酸分离/纯化、配液及加样、试剂及仪器性能、扩增反应抑制物（管内抑制）、

交叉污染、靶核酸降解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进行合理的质量控

制。对照品可采用质粒、假病毒或临床样本的核酸提取液等进行配置。申报资料

应对试剂盒对照品有关原料选择、制备、定值过程等试验资料详细说明。申请人

应视申报产品具体情况设置合理的试剂盒对照品（质控品），试剂盒质控体系主

要考虑以下几方面要求： 

5.1阳性对照品（质控品） 

申请人应对各阳性对照品（质控品）的 Ct 值提出明确的范围要求。如样本反应

管内可以覆盖多种突变序列的检测（分型或不分型），相应的阳性对照管应选择

较常见突变序列或理论上较难测得的突变序列作为阳性对照。 

5.2阴性对照 

阴性对照可以是含有野生型核酸序列的核酸溶液，也可以是空白对照，对交叉污

染导致的假阳性结果进行质控。阴性对照品应参与样本核酸的平行提取。 

5.3内对照（内标） 

内对照（内标）可以对管内抑制导致的假阴性结果进行质量控制，申请人应对内

对照（内标）的引物、探针和模板浓度做精确验证，既要保证内标荧光通道呈明

显的阳性曲线又要尽量降低对靶基因检测造成的抑制。 

（三）主要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 

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应能对反应体系涉及到的基本内容，如：临床样

本用量、试剂用量、反应条件、质控体系设置、阈值循环数（Ct）值或临界值确

定等，提供确切的依据，配制工作液的各种原材料及其配比应符合要求，原材料

应混合均匀，配制过程应对 pH、电导率、离子浓度等关键参数进行有效控制。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主要生产工艺介绍，可以图表方式表示。 

2.反应原理介绍。 

3.基因位点选择、方法学特性介绍。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4.确定最佳 PCR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包括酶浓度、引物/探针浓度、dNTP浓度、阳

离子浓度等。 

5.确定 PCR反应各阶段温度、时间及循环数的研究资料。如反应体系相同，多个

突变基因在相同反应条件下核酸扩增效率是否存在差别。 

6.对于基线阈值（threshold）和阈值循环数（Ct）确定的研究资料。应明确相

同反应条件下，多个基因类型 Ct是否相同。 

7.不同适用机型的反应条件如果有差异应分别详述。 

8.如申报产品包含核酸分离/纯化试剂，应提交对核酸分离/纯化过程进行工艺优

化的研究资料。 

（四）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分析性能评估是反映产品主要原材料选择、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等多方面因素设

置是否合理的客观评价指标。检测试剂性能的研究方案应结合产品的反应原理、

临床用途、使用条件等综合因素进行设计。性能研究应涵盖产品研制阶段对试剂

盒进行的所有性能验证的研究资料，包括具体研究方法、内控标准、实验数据、

统计分析等详细资料。 

1.病理组织学样本类型评价要求 

1.1最低检测限 

病理组织学样本类型最低检测限研究应包括扩增反应终体系中的突变序列百分

率和申报产品反应体系中总核酸浓度两个因素。 

对于常见突变基因类型建议采用 EGFR突变型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福尔马林

固定石蜡包埋组织（FFPE）和 EGFR野生型的 NSCLC FFPE样本或细胞系制备 DNA

存储液，对于罕见突变基因类型，建议采用 DNA 储备液、细胞系或质粒与 EGFR

野生型 NSCLC FFPE样本制备 DNA存储液。 

EGFR 突变基因类型不同比例混合应注意的事项：每种突变基因类型样本储存液

按照不同突变序列所占比例进行混合，结合 PCR方法检测灵敏度及病理组织学样

本类型，此处主要针对 EGFR 突变基因类型低比例情况进行配比，如从 10%或 8%

起始按不同比例混合。至少应包括目标检测限和检测限上下至少各 2个梯度比例

范围的研究资料，对于按不同比例混合后的不同样本，建议采用数字化 PCR或高

通量测序法等方法检测不同样本的实际混合比例，并以实际混合比例作为 E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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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基因的最低检测限进行后续研究。同时，在 EGFR 突变基因不同比例研究过

程中应设置 EGFR野生型样本作为空白对照。 

确定反应体系总样本加样量以及反应体系中需要的 DNA 总量，申请人需说明每

uL的 DNA加样量和总 DNA浓度确定方法。在进行混合稀释时，使用的 FFPE样本

应与原混合配置样本类型相同。建议申请人设计一个显著高于反应体系最高 DNA

加样量的 DNA 存储浓度。在实际的 EGFR 不同突变比例下，进行不同梯度 DNA 浓

度的检测，不同 DNA浓度各检测至少 3次，不同梯度 DNA浓度范围应涵盖申报产

品反应体系中设定的最高DNA浓度和最低 DNA浓度。待确定组织中最低检测限后，

在组织样本最低检测限水平附近再额外检测部分接近最低检测限的样本，确认最

低检测限 DNA浓度。 

1.1.1如申报产品适用不同的核酸提取方法，每种核酸提取方法应配套检测试剂

进行各突变基因类型最低检测限验证。 

1.1.2如申报产品适用不同适用机型，每种适用机型应配套检测试剂进行各突变

基因类型最低检测限验证。 

1.1.3病理组织切片的提取方法应与说明书一致，如申报产品适用于多种病理组

织切片制作方法，最低检测限应对每种病理组织切片制作方法进行验证。 

1.2分析特异性 

1.2.1交叉反应 

该类产品主要与肺部肿瘤存在较强关联性，申请人在设计交叉反应研究时应将此

点纳入考虑。  

1.2.1.1申请人应考虑与靶序列的核酸序列相近或具有同源性、易引起交叉反应

的野生型或其他突变类型序列的交叉反应。建议交叉反应验证考虑以下因素：

EGFR基因不同序列；HER家族不同基因；不同浓度的野生型人 DNA样本、非人类

基因组基因、肺部相关感染微生物等。 

1.2.1.2对于可能产生交叉反应的病原体，需在有临床意义相关浓度下进行检测，

细菌浓度水平建议至少 106 cfu/mL，病毒浓度水平建议至少 105 pfu/mL。需明确

进行交叉反应的病原体类型及滴度。人野生型 DNA至少包含 100ng/μL 野生型核

酸样本，应提供所有用于交叉反应验证的突变或野生型序列来源、序列确认和浓

度选择等试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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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干扰物质 

1.2.2.1申请人应根据试剂盒所采用的样本类型确定潜在的干扰物质，如：常见

治疗药物，病理组织处理过程及样本穿刺过程的缓冲液、处理液等。 

1.2.2.2用于干扰试验的样本，建议选择医学相关水平的干扰物质浓度，至少对

EGFR突变基因弱阳性样本进行验证。 

1.2.3有关分析特异性的信息应在产品说明书的【产品性能指标】项中有所体现。 

1.3精密度 

申请人应对每项精密度指标的评价标准做出合理要求。具体实验方法可以参考国

际或国内有关体外诊断产品性能评估的文件进行。针对本类产品的精密度评价主

要包括以下要求： 

1.3.1对可能影响检测精密度的主要变量进行验证，除申报试剂（包括核酸分离

/纯化组分）本身的影响外，还应对 PCR 分析仪、操作者、地点等要素进行相关

的验证。 

1.3.2合理的精密度评价周期，对批内/批间、日内/日间以及不同操作者之间的

精密度进行综合评价。如有条件，申请人应选择不同的实验室进行重复实验以对

室间精密度进行评价。 

1.3.3 用于精密度评价的样本应考虑部分 EGFR 常见突变基因类型的临床样本、

阳性精密度参考品、阴性精密度参考品等。 

1.4阳性/阴性参考品符合率 

各水平、各突变位点的阳性参考品均应按要求检出阳性，考虑到浓度梯度的不同，

应对各水平阳性参考品设置相应 Ct 值的限制；阴性参考品在各个引物探针组合

的检测条件下均应检出为阴性；如有野生型参考品的设置，在其相应的引物探针

组合下检测应为阳性。 

1.5样本的稳定性 

1.5.1样本提取前核酸序列的稳定性 

对于经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组织切片样本，申请人应对组织样本保存温度，保存

年限进行限定。建议明确组织切片样本的规范采集标准，验证不同时间段保存的组

织样本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对于新鲜冰冻切片样本，应限定新鲜冰冻切片样本检测时限，明确新鲜冰冻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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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片要求。 

1.5.2样本核酸提取评价要求 

申请人需设置评价方案（如：对同一 NSCLC FFPE组织样本中段部分平行切去 10

份切片样本等）和评价指标，评价样本核酸提取过程的重复性。 

样本核酸的分离/纯化主要有以下目的：富集靶核酸浓度、保证靶核酸序列的完

整性、增加 PCR 模板溶液均一性、去除 PCR 抑制物，样本核酸分离/纯化是决定

后续核酸扩增过程成败的要素之一。石蜡包埋组织样本在福尔马林固定过程中，

会使样品中的核酸与核酸之间、核酸与蛋白之间发生交联。由于不同组织的蛋白

种类和含量存在差异，不同组织核酸提取试剂的效率可能也有所不同。因此，无

论申报产品是否含有核酸分离/纯化的组分，申请人都应对核酸分离/纯化环节做

充分的验证。除最大量分离出目的核酸外，还应有相应的纯化步骤，尽可能去除

PCR抑制物。常见的核酸分离纯化方法均有其优势和不足，申请人应结合申报产

品的特性，合理选择核酸分离/纯化试剂，并提供详细的验证资料。 

1.5.3样本提取后核酸序列的稳定性 

应检测核酸的含量，设置反应体系需要的核酸含量上限和下限。如反应体系中起

始 DNA浓度过高，可能导致反应体系发生非特异性扩增，产生假阳性结果。如反

应体系中起始 DNA浓度过低，可能导致反应体系无靶序列扩增反应，产生假阴性

结果。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对 DNA 浓度进行定量，通过 260 nm/280 nm 处

的吸光度比值（OD260/OD280）或其他方法评价其纯度。设置反应体系所需初始

DNA含量范围，如单位体积 DNA浓度超过所需浓度上限或下限，应提供相应的改

进措施。同时，应对核酸提取物的保存时间，保存温度进行验证。并评价冻融次

数、储存条件等对样本提取后核酸序列稳定性的影响。 

1.5.4样本完整性 

在样本提取前、提取过程、提取后以及在储存期间，核酸会发生不同程度地降解。

为使降解降低到最低程度（提取前或提取后），应避免样品的多次冷冻/融化。必

要时，申请人应评价提取前、提取后的冻融次数、储存条件等因素。在长时间储存

后，应在使用前评价核酸的完整性。比较检测结果与储存前检测结果的一致性，如

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或者内参基因 PCR检测等方法。 

2.外周血类型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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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最低检测限 

EGFR在外周血中含量较低且片段较短，易于降解。在评价该部分最低检测限时，

建议将拟定量的 DNA 储备液、细胞系或 EGFR 突变扩增产物放入确定体积的血浆

中，然后逐步稀释，每个稀释浓度重复检测 3次，待确定外周血中最低检测限后，

在外周血最低检测限水平附近再额外检测部分接近最低检测限的样本，确认最低

检测限 DNA浓度。申请人可设置一个基础浓度范围，如从 50pg/L浓度进行稀释，

至少包括目标检测限和检测限上下至少各 2个梯度比例范围的研究资料，应对本

试剂可检测的所有基因型别按照上述方法验证最低检测限。申请人同时需说明总

DNA浓度的确定方法。 

2.1.1如申报产品适用不同的核酸提取方法，每种核酸提取方法应配套检测试剂

进行各突变基因类型最低检测限验证。 

2.1.2如申报产品适用不同适用机型，每种适用机型应配套检测试剂进行各突变

基因类型最低检测限验证。 

2.1.3如申报产品适用不同外周血采血管、采集方法或保存方法，每种外周血采

集方法或保存方法应配套检测试剂进行各突变基因类型最低检测限验证。 

2.2分析特异性 

2.2.1交叉反应 

该类产品主要与肺部肿瘤存在较强关联性，申请人在设计交叉反应研究时应将此

点纳入考虑。 

2.2.1.1申请人应考虑与靶序列的核酸序列相近或具有同源性、易引起交叉反应

的野生型或其他突变类型序列的交叉反应。建议交叉反应验证考虑以下因素：

EGFR基因不同序列；HER家族不同基因等；不同浓度的野生型人 DNA样本、非人

类基因组基因等。 

2.2.1.2对于可能产生交叉反应的病原体，需在有临床意义相关浓度下进行检测，

细菌浓度水平建议至少 106 cfu/mL，病毒浓度水平建议至少 105 pfu/mL。需明确

进行交叉反应的病原体类型及滴度。人野生型 DNA至少包含 100ng/μL 野生型核

酸样本，应提供所有用于交叉反应验证的突变或野生型序列来源、序列确认和浓

度选择等试验资料。 

2.2.2干扰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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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1申请人应根据试剂盒所采用的样本类型，确定潜在的干扰物质，如：外

周血中干扰成分、人类 DNA、样本采集管及保存管中活性成分、常见治疗药物等。 

2.2.2.2用于干扰试验的样本，建议选择医学相关水平的干扰物质浓度，至少对

EGFR突变基因弱阳性样本进行验证。 

2.2.3有关分析特异性的信息应在产品说明书的【产品性能指标】项中有所体现。 

2.3精密度 

申请人应对每项精密度指标的评价标准做出合理要求。具体实验方法可以参考国

际或国内有关体外诊断产品性能评估的文件进行。针对本类产品的精密度评价主

要包括以下要求： 

2.3.1对可能影响检测精密度的主要变量进行验证，除申报试剂（包括核酸分离

/纯化组分）本身的影响外，还应对 PCR 分析仪、操作者、地点等要素进行相关

的验证。 

2.3.2合理的精密度评价周期，对批内/批间、日内/日间以及不同操作者之间的

精密度进行综合评价。如有条件，申请人应选择不同的实验室进行重复实验以对

室间精密度进行评价。 

2.3.3 用于精密度评价的样本应考虑血浆基质的部分 EGFR 常见突变基因类型的

样本、阳性精密度参考品、阴性精密度参考品等。 

2.4阳性/阴性参考品符合率 

各水平、各突变位点的阳性参考品均应按要求检出阳性，考虑到浓度梯度的不同，

应对各水平阳性参考品设置相应 Ct 值的限制；阴性参考品在各个引物探针组合

的检测条件下均应检出为阴性；在其相应的引物探针组合下检测应为阳性。 

2.5样本的稳定性 

2.5.1样本提取前核酸序列的稳定性 

外周血采集后，应对外周血存放条件、存放时限及温度设置等进行验证，包括采

用抗核酸降解或防细胞裂解采血管的要求。采样所用的防腐剂、抗凝剂、保护剂

及相关试剂材料不应对核酸扩增及检测过程造成干扰。申请人还需对抗凝剂、防

腐剂、保护剂等成分进行验证。 

对于外周血样本，因晚期肺癌患者外周血样本中 EGFR 含量相对较少，基因片段

较短，半衰期短。建议明确最少的外周血提取总量，必要时可以增加外周血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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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从而增大外周血中 EGFR 基因片段被提取的机率。同时，在核酸提取过程

中应尽量减少核酸损耗和降解。申请人应对外周血样本保存时间及温度，离心参

数设置等进行验证。 

外周血样本除满足上述要求外，还应注意全血中血浆和血清中均能分离出循环游

离 DNA（cfDNA，cell free DNA），但通过和同源性的血清样本比较，血浆中 cfDNA

有更高的检出率。血浆 cfDNA通常片段较短，且在血液中浓度非常低。抽血后延

迟血浆分离会导致血细胞裂解，释放出基因组 DNA（gDNA）至血浆中，大量增加

的 gDNA 会稀释肿瘤来源的 cfDNA，使得突变难以检出。因此在标本的采集、运

输及储存过程中，防止游离 DNA的降解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其次，也应防止血液

中白细胞的裂解，避免因野生型 DNA 的增加导致 cfDNA 中的 EGFR 突变基因无法

检测。 

因 cfDNA 含量低，为提高 EGFR 突变基因检出率，在临床允许的情况下推荐增加

血浆用量，为采集到最佳血浆标本用于后续提取游离 DNA 进行 EGFR 突变基因检

测，推荐在采血管中加入保护剂，如：游离 DNA 保护剂及防细胞裂解保护剂等。

全血采集后建议尽快离心，分离出不含细胞成分的血浆。 

2.5.2核酸提取评价要求 

样本核酸的分离/纯化主要有以下目的：富集靶核酸浓度、保证靶核酸序列的完

整性、增加 PCR 模板溶液均一性、去除 PCR 抑制物。样本核酸分离/纯化是决定

后续核酸扩增过程成败的要素之一。一般而言，相对于单一靶序列的检测，多基

因序列检测对样本核酸的浓度和质量更为敏感，核酸提取步骤对于成功获得结果

至关重要。应确保具有满足检测反应体系数量和质量的核酸用于检测。不同提取

方法产出的核酸的浓度和质量不同（如：分子量、纯度、单链/双链、pH值变化）。

如有多种不同的提取方法和样品基质被推荐用于检测，应确保同一反应体系中不

同基因片段和对照品的提取效率相近。因此，无论申报产品是否含有核酸分离/

纯化的组分，申请人都应对核酸分离/纯化环节做充分的验证。除最大量分离出

目的核酸外，还应有相应的纯化步骤，尽可能去除 PCR抑制物。常见的核酸分离

纯化均有其优势和不足，申请人应结合申报产品的特性，合理选择核酸分离/纯

化试剂，并提供详细的验证资料。 

2.5.3样本提取后核酸序列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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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检测核酸的含量，设置反应体系所需初始 DNA含量范围，如单位体积 DNA浓度

低于所需浓度，应提供相应的改进措施。通过荧光染料法或其他方法评价其纯度。

同时，应对核酸提取物的保存时间和保存温度进行验证。 

2.5.4样本完整性 

在样本提取前、提取过程、提取后以及在储存期间，核酸会发生不同程度地降解。

为使降解降低到最低程度（提取前或提取后），应避免样品的多次冷冻/融化。

必要时，申请人应评价提取前、提取后冻融次数、储存条件等因素。在长时间储

存后，应在使用前评价核酸的完整性。比较检测结果与储存前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如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或者内参基因 PCR检测等方法。 

（五）阳性判断值确定资料 

在设定申报试剂检测结果 cut-off 值确定依据时，应包括 cut-off 值研究方案、

设定评价标准、研究过程以及研究原始数据等。方案应考虑不同影响检测结果的

因素，如人群流行病学信息、疾病类型等。应列举 cut-off值计算过程中采用的

所有统计学方法。如果试剂存在灰区，应解释说明如何确定灰区范围。明确临界

值在不同的样本类型是否有差异。应在独立样本人群中对研究拟确定的 cut-off

值进行充分验证。 

（六）稳定性研究资料 

稳定性研究资料主要涉及申报试剂的稳定性。主要包括效期稳定性（有效期）、

开瓶稳定性、复溶稳定性、机载稳定性（如适用）、运输稳定性及冻融次数限制

等研究，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稳定性研究方案。稳定性研究资料应

包括研究方法的确定依据、具体的实施方案、详细的研究数据以及结论。对于效

期稳定性研究，应提供至少三批样品在实际储存条件下保存至成品有效期后的研

究资料。 

（七）临床评价资料 

申请人应在符合要求的临床机构，在满足临床试验最低样本量要求的前提下，根

据产品临床预期用途、相关疾病的流行率和统计学要求，制定能够证明其临床性

能的临床试验方案，同时最大限度地控制试验误差，提高试验质量并对试验结果

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 

1.临床试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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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实施前，研究人员应从流行病学、统计学、临床医学、检验医学等多方

面考虑，设计科学合理的临床研究方案。各临床研究机构的方案设置应基本一致，

且保证在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遵循预定的方案实施，不可随意改动。整个试验过

程应在临床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内并由本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操作完成，申报机构的

技术人员除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外，不得随意干涉实验进程，尤其是数据收集过

程。 

方案中临床样本信息应明确以下信息：采集时间要求、标本类型要求、采样质量

的要求，该类要求应与产品说明书中规定的要求一致，如产品说明书中未列明，

应在临床方案中进行列明。  

试验方案中应确定严格的病例纳入/排除标准，任何已经入选的病例在被排除出

临床研究时都应记录在案并明确说明原因。在试验操作过程中和判定试验结果时

应采用盲法以保证试验结果的客观性。各研究机构选用的参比试剂应完全一致，

以便进行合理的统计学分析。临床方案中还应明确复核试剂及方法。另外，考核

试剂适用的样本类型、可检测的突变基因类型不应超越参比试剂的相应检测范围，

若此种情况发生，则应选择其他合理参比方法对额外的样本类型和突变基因类型

进行验证。 

2.临床试验必须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学准则，必须获得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委

员会的同意。研究者应考虑临床试验用样本的获得或试验结果对受试者的风险性，

应提交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及受试者的知情同意书。对于例外情况，如客观上

不可能获得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或该临床试验对受试者几乎没有风险，可经伦理委

员会审查和批准后免于受试者的知情同意。 

3.临床研究机构的选择 

建议申请人在选择临床机构时，应在国内不同区域选择临床机构，尽量使各机构

的临床样本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临床研究机构进行 EGFR 突变基因检测应建立

PCR 标准实验室，并建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PCR 实

验室技术人员应接受过 PCR上岗培训，且技能熟练。操作人员必须是接受过良好

培训的技术人员，实验操作人员应有足够的时间熟悉检测系统的各环节（仪器、

试剂、质控及操作程序等），熟悉评价方案。在整个实验中，考核试剂和参比方

法都应处于有效的质量控制下，最大限度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及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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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核试剂适用样本类型设置要求 

科学研究表明，NSCLC 病理组织样本与外周血样本 EGFR 突变基因阳性检出率存

在差异，且在 EGFR-TKIs药物临床研究中两类样本类型的 EGFR-TKIs药效学评价

方式也存在差异。因此，本部分对病理组织样本类型临床研究要求与外周血样本

类型临床研究要求分别进行说明，其中病理组织样本总临床样本例数不少于

1000例，包含 4.1项中一致性评价临床例数要求与 5项中 EGFR突变基因个体化

治疗相关临床例数要求。外周血样本总临床样本例数不少于 1000 例，包含 4.2

项中一致性评价临床例数要求与 5 项中 EGFR 突变基因个体化治疗相关临床例数

要求。 

4.1 NSCLC病理组织样本类型具体要求 

4.1.1对比方法选择 

4.1.1.1如申报试剂已有同类上市产品，其临床研究可以选择已批准上市、临床

普遍认为质量较好的同类产品作为对比试剂，同时应充分了解产品方法学、临床

预期用途、主要性能指标、阳性判断值、突变基因位点选择等，以便对试验结果

进行科学分析。采用拟申报产品（以下称考核试剂）与之进行对比试验研究，至

少证明本品与已上市产品等效。对比已上市同类试剂应具有相同的突变位点且对

比试剂检测结果应可以区分每个突变型别，以确保考核试剂与对比试剂具有明确

可比性。 

4.1.1.2如选择核酸序列测定方法作为此类试剂临床试验研究的对比方法，验证

考核试剂检测结果与核酸序列测定（测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情况，临床研究报

告中应对选用的测序方法作详细介绍。 

申请人应提供以下关于测序部分的详细试验资料，并经临床试验机构签章确认。 

4.1.1.2.1测序方法原理、测序仪型号、测序试剂及消耗品的相关信息。 

4.1.1.2.2测序方法所用引物相关信息，如基因区段选择、分子量、纯度、功能

性实验等资料。引物设计应能区分所有基因型但需避开考核试剂扩增的靶核酸区

段。 

4.1.1.2.3应对所选测序方法的分析性能进行合理验证，尤其是最低检测限的确

认，建议将所选测序方法与申报试剂的相关性能进行适当比对分析。 

4.1.1.2.4 测序方法应建立合理的阳性质控品和阴性质控品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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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进行质量控制。 

4.1.1.2.5应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测序图谱及结果分析资料。 

4.1.2病例选择 

临床试验应以非小细胞肺癌肿瘤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应涵盖考核试剂所声

称的所有基因型且每种突变型别应有一定量的阳性病例。对于阴性病例的选择，

也应考虑到交叉反应验证的需要，从临床角度考察其分析特异性。若产品适用于

多种样本类型，则应对所有样本类型均进行临床验证。具体要求如下： 

4.1.2.1临床样本类型以肺腺癌为主，还应包括一定数量的其他类型肺癌及肺部

肿瘤初治/复发人群等。 

4.1.2.2如申报试剂样本类型适用于冰冻新鲜样本，应完成不少于 200例冰冻新

鲜样本。  

4.2外周血样本类型具体要求 

4.2.1对比方法学选择 

4.2.1.1如申报试剂已有同类上市产品，其临床研究可以选择已批准上市、临床

普遍认为质量较好的同类产品作为对比试剂，同时应充分了解产品方法学、临床

预期用途、主要性能指标、阳性判断值、突变基因位点选择等，以便对试验结果

进行科学分析。采用考核试剂与之进行对比试验研究，证明本品与已上市产品等

效。对比已上市同类试剂应具有相同的突变位点且对比试剂检测结果应可以区分

不同突变型别，以确保考核试剂与对比试剂具有明确可比性。 

4.2.1.2如选择核酸序列测定方法作为此类试剂临床试验研究的对比方法，验证

考核试剂检测结果与核酸序列测定（测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情况，临床研究报

告中应对选用的测序方法作详细介绍。 

4.2.1.3因外周血中 EGFR突变基因片段较短、含量较低，在外周血检测 EGFR突

变基因片段中可选择高通量核酸序列测定方法或其他灵敏度较高的检测方法作

为此类试剂临床试验研究的对比方法，验证考核试剂检测结果与核酸序列测定

（测序）结果之间的一致性情况，临床研究报告中应对选用的测序方法作详细介

绍。 

申请人应提供以下关于测序部分的详细试验资料，并经临床试验机构签章确认。 

4.2.1.3.1测序方法原理、测序仪型号、测序试剂及消耗品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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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2测序文库构建组分的主要组成、原理介绍。 

4.2.1.3.3数据库（参考序列）类型、数据库的溯源信息、完整性等信息。 

4.2.1.3.4生物信息学分析软件、数据存储中心、异常情况处置方案等信息。 

4.2.1.3.5测序方法所用引物、探针、接头、连接酶、聚合酶、逆转录酶及限制

性内切酶相关信息，如序列选择，分子量、纯度、保存稳定性、功能性实验及所

有酶的酶活性等资料。引物设计应能区分所有基因型但需避开考核试剂扩增的靶

核酸区段。 

4.2.1.3.6应对所选测序方法的分析性能进行合理验证，尤其是最低检测限的确

认，建议将所选测序方法与申报试剂的相关性能进行适当比对分析。 

4.2.1.3.7 测序方法应建立合理的阳性质控品和阴性质控品对临床样本的检测

结果进行质量控制。 

4.2.1.3.8应选择有代表性的样本测序数据和注释文件资料。 

4.2.2病例选择 

临床试验应以非小细胞肺癌肿瘤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应涵盖考核试剂所声

称的所有基因型且每种突变型别均应有一定量的阳性病例。对于阴性病例的选择，

也应考虑到交叉反应验证的需要，从临床角度考察其分析特异性。具体要求如下： 

4.2.2.1临床样本类型以肺腺癌为主，还应包括一定数量的其他类型肺癌及肺部

肿瘤初治/复发人群等。 

4.2.2.2临床样本类型比对方式 

应包括至少 200例肿瘤患者同源性外周血样本和组织学样本对比临床研究资料。 

4.2.2.3如考核试剂检测系统适用不同类型外周血保存方法，建议每种外周血保

存方法应配合申报检测系统，完成不少于 200例同源性临床对比研究。 

5.EGFR突变基因个体化治疗相关临床研究要求 

依据 EGFR-TKI 靶向治疗临床需求，申请人除在完成与同类产品一致性临床研究

外，还需提供 EGFR 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盒与相关肿瘤药物关联临床研究资料，表

明考核试剂与特定肿瘤药物伴随使用可以使患者临床获益的客观证据。主要考虑

以下几种情况： 

5.1考核试剂应满足临床需求，申请人可采用基于特定药物研究观察终点的前瞻

性队列或回顾性队列临床研究，或其他临床研究方法。采用其他临床研究方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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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方案应考虑包括该产品预期目标人群，如经过特定肿瘤药物治疗的患者

人群。同时，为保证其他临床研究效能，应考虑选用已联合特定肿瘤药物临床研

究的体外诊断试剂作为全部或部分考核试剂检测结果的对比方法。 

随着肿瘤个体化药物研究持续深入，基于肿瘤患者直接临床获益证据，EGFR 部

分突变基因位点（如耐药突变基因位点）可能被赋予新的临床意义。申请人可采

用基于新上市药物研究观察终点的前瞻性队列或回顾性队列临床研究，或其他临

床研究方法。采用其他临床研究方法时，临床研究方案应考虑包括该产品预期目

标人群，如经过新上市肿瘤药物治疗的患者人群。同时，为保证其他临床研究效

能，应考虑选用已联合新上市肿瘤药物临床研究的体外诊断试剂作为全部或部分

考核试剂检测结果的对比方法。 

5.2 考核试剂部分突变基因类型在中国境内若属于首次申报，因 EGFR 突变基因

在不同种族中人群易感性不同，申请人应考虑 EGFR 突变基因可能在不同人群中

的差异。在注册申报时，应提供突变类别在中国人群中的突变比例等临床评价资

料。 

5.3 EGFR 突变基因个体化治疗相关临床研究的临床样本量受研究疾病、研究目

的和研究终点的影响。样本量大小的估计应根据治疗作用大小的预期、变异程度

的预估、统计分析方法等来确定。5.EGFR 突变基因个体化治疗相关临床研究要

求中样本量统计方法如与（七）临床评价资料其他部分临床样本量统计方法存在

区别，申请人需合理选择该项样本量的计算方法。 

因与 EGFR 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盒联合使用的不同药物临床研究疗效存在差异，该

部分 EGFR 突变基因检测试剂临床评价指标设置需主要依据药物临床部分评价指

标进行联合设置。应明确抗肿瘤药物临床试验终点。如：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基于肿瘤测量的终点如无病生存期（DFS）、客观缓解率（ORR）、

疾病进展时间（TTP）、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治疗失败时间（TTF）等，或基

于症状评价的终点等。在该部分研究中，申请人应提交患者相关临床诊疗信息如

治疗前/后的肿瘤生物学标志物、CT 或 PET-CT 等影像检查结果，并汇总分析相

关药物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前后的临床效果。 

5.4 考核试剂适用样本类型如包括组织学样本或/和外周血样本。组织学样本与

外周血样本需分别进行相关临床研究，依据考核试剂不同样本类型预期用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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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临床试验要求原则可参照 5.1项要求执行。 

6.统计学分析 

在采用对比实验进行一致性研究时，临床试验结果的统计应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

如检测结果一致性分析、阴性/阳性符合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kappa

检验等，统计分析应可以证明不同方法的检测结果有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在临床

研究方案中应明确统计检验假设，设置 a值及 P值假设条件，即评价考核试剂与

参比试剂是否等效的标准。  

建议采用四格表对考核试剂和对比方法学统计分析。统计每个突变类别阳性符合

率和在所有阳性病例中所占比例。对本次临床研究中人群基本特征进行分析，例

如：年龄，性别，疾病类型等建议进行统计分析，如表 1 

表 1 人群基本特征统计表 

因素 所占总数比例 考核试剂 对比方法 

性别    

年龄    

疾病类型    

癌症分期    

7.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撰写  

根据《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6号）的要求，临床试验报告应该对试验的整体设计及各个关键点给

予清晰、完整的阐述，应该对整个临床试验实施过程、结果分析、结论等进行条

理分明的描述，并应包括必要的基础数据和统计分析方法。建议在临床总结报告

中对以下内容进行详述。 

7.1临床试验总体设计及方案描述 

7.1.1临床试验的整体管理情况、临床研究机构选择、临床主要研究人员简介等

基本情况介绍。 

7.1.2病例纳入/排除标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预期选择例数及标准。 

7.1.3样本类型，样本的收集、处理及保存等。 

7.1.4统计学方法、统计软件、评价统计结果的标准。 

7.2具体的临床试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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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临床研究所用产品的名称、批号、有效期及所用机型等信息，以及对比试

验产品的注册情况。 

7.2.2对各研究机构的病例数、年龄分布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建议以列表或图示

方式给出具体例数及百分比。 

7.2.3质量控制，试验人员培训、仪器日常维护、质控品运行情况，对检测精密

度、质控品测量值的抽查结果评估。 

7.2.4具体试验过程，样本检测、数据收集、样本保存、结果不一致样本的校验

等。 

7.3统计学分析 

7.3.1 数据预处理、差异数据的重新检测或第三方验证是否纳入最终数据统计、

对异常值或缺失值的处理、研究过程是否涉及对方案的修改等。 

7.3.2不同方法学之间不同突变基因型别的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体符合

率。 

7.3.3统计分析应可以证明不同方法的检测结果有无明显统计学差异。在临床研

究方案中应明确统计检验假设，设置 a值及 P值假设条件，即评价考核试剂与参

比试剂是否等效的标准。    

对不同样本类型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检测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故建议对不

同样本类型及不同年龄段人群分别进行统计分析，以对考核试剂的临床性能进行

综合分析。 

7.4讨论和结论 

对总体结果进行总结性描述并简要分析试验结果，对本次临床研究有无特别说明，

最后得出临床试验结论。 

（八）产品技术要求 

应符合《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

告 2014 年第 9 号）要求，明确产品各项性能评价要求以及试验方法，将申报产

品的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及半成品检定等内容作为附录附于产品技术要求正文

后。附录中应将待测靶基因的基因位点，引物/探针设计及来源，参考品设置、

来源及验证情况，各种酶的来源、特性及验证等重点内容予以明确。 

1.病理组织样本类型 EGFR 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的产品技术要求应主要包括以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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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标：物理性状、试剂盒内阴/阳性对照品（质控品）的 Ct值要求（包括内标）、

阴/阳性参考品符合率、精密度、最低检测限等。 

2.外周血样本类型 EGFR 突变基因检测试剂的产品技术要求应主要包括以下性能

指标：试剂盒内阴/阳性对照品（质控品）的 Ct 值要求（包括内标）、阴/阳性

参考品符合率、精密度、最低检测限等。 

如果申报试剂有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发布，则企业标准的产品技术要求不得低

于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 

（九）产品注册检验报告 

根据《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号）的

要求，首次申请注册的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应在具有相应医疗器械检验资质

和承检范围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进行连续 3个生产批次样品的注册检验。对于已

经有国家标准品的检验项目，在注册检验时应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品进行，对于

目前尚无国家标准品的项目，生产企业应建立自己的参考品体系并提供相应的内

部参考品。 

（十）产品说明书 

说明书承载了产品预期用途、标本采集及处理、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解释以及注

意事项等重要信息，是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正确操作、临床医生针对检验结果给

出合理医学解释的重要依据。产品说明书的撰写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

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7号）要求，进口体

外诊断试剂的中文说明书除格式要求外，其内容应尽量保持与原文说明书的一致

性，翻译力求准确且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产品说明书中相关技术内容均应与申请

人提交的注册申报资料中的相关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如产品说明书中部分内容引

用自参考文献，则应以规范格式对此内容进行标注，并列明所有引用文献信息。 

结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的要求，下面对 EGFR 突变基因检测

试剂说明书的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说明，以指导注册申请人更合理地完成说明书编

制。 

1.【预期用途】 

1.1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肿瘤病理组织或外周

血或其他体液样本的 EGFR突变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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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议列表表述 EGFR 多个突变基因型别，列明不同外显子中突变基因的排列

顺序。至少明确产品外显子、突变位点、cosmic ID、突变位点临床意义及 EGFR

基因信息所使用的数据库。 

1.3 EGFR 突变基因检测的目标人群：推荐病理诊断为转移性或进展期肺腺癌、

含有腺癌成分、具有腺癌分化或不能分型的 NSCLC患者；不吸烟或活检标本较小

或混合组织学形态的鳞癌患者；有必要进行分子检测的鳞癌患者。因肺癌个体化

诊疗发展和研究不断深入，该目标人群可能随着个体化药物和试剂发展研究而发

生微调，建议申请人参照最新肺癌研究指南或专家共识。 

1.4申报试剂应伴随特定肿瘤治疗药物联合进行临床试验研究，并证明两者伴随

使用具有显著的临床治疗意义，说明书中需明确具体药物通用名称，并简要介绍

相关的临床患者受益情况。 

1.5 因研究显示，大部分（并非全部）晚期 NSCLC 患者的血液中存在 cfDNA。但

血液游离 DNA片段通常较短，在晚期癌症患者血液中浓度极低。外周血样本人群，

需限定为晚期 NSCLC患者，且作为不易获取 NSCLC组织样本时的补充手段。如可

以获得病理组织时，建议以病理组织提取结果优先考虑。如外周血检测 EGFR 检

测结果怀疑为假阴性时，建议尽量采集该患者肿瘤组织样本进行检测。 

1.6应介绍相关的临床背景，包括相关适用人群特征、肿瘤的组织类型、适用的

样本类型、待测靶基因序列的特征及选择依据、靶基因及其表达蛋白在恶性肿瘤

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相关药物或其他治疗技术及其作用机理、与

待测突变位点可能存在的关系等。 

1.7明确说明该试剂盒仅用于对特定肿瘤患者靶基因序列的检测，其检测结果仅

供临床参考，不应作为患者个体化治疗的唯一依据，临床医生应结合患者病情、

药物适应症、治疗反应及其他实验室检测指标等因素对检测结果进行综合判断。 

2.【检验原理】 

2.1对试剂盒检测能够覆盖的所有突变位点或突变类型进行详细描述（靶序列长

度、基因座位、突变类型及相关特征等），对引物及探针设计、不同样品反应管

组合、对照品设置及荧光信号检测原理等进行逐项介绍。 

2.2详细介绍核酸分离/纯化方法、原理等。 

2.3对试剂盒技术原理进行详细介绍，建议结合适当图示进行说明。如添加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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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防污染组分（如尿嘧啶 DNA 糖基化酶，即 UDG/UNG 等），也应对其作用机理

作适当介绍。 

3.【主要组成成分】 

3.1详细说明试剂盒内各组分的名称、数量、内容物、比例或浓度等信息，阴性

/阳性对照品（或质控品）可能含有生物源性物质的组分，应说明其生物学来源、

活性及其他特性；说明不同批号试剂盒中各组分是否可以互换。 

3.2明确试剂盒中不包含但对该项检测必须的组分，如注明经验证后推荐配合使

用的采血管和核酸分离/纯化试剂盒的生产企业、产品名称以及该产品的医疗器

械注册证号/备案号（如有）等详细信息。如包含新鲜冰冻样本，应明确穿刺工

具、标本处理试剂等信息。  

4.【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介绍试剂盒的效期稳定性、开瓶稳定性、复溶稳定性、运输稳定性、机载稳定性

（如适用）、冻融次数要求等。 

5.【适用仪器】 

列明所有适用的仪器型号，并提供与仪器有关的重要信息以指导用户操作。 

6.【样本要求】  

EGFR 突变基因检测样本一般采用肿瘤部位手术切除样本、活检组织及细胞学样

本。临床取材方法主要包括手术、纤维支气管镜下活检、经皮肺穿刺活检、胸水

/胸腔镜/淋巴结穿刺活检、支气管内超声引导细针穿刺活检等。无法获取足够肿

瘤组织及细胞学样本的晚期肺腺癌患者，可用血液样本进行 EGFR突变基因检测。

原发灶或转移灶均适合检测。 

6.1对组织学样本类型作详细介绍，明确组织样本采集标准依据。用于肿瘤组织

突变基因检测的标本，在进行分子检测前，须对肿瘤细胞进行评估。如果为转移

的肿瘤组织标本，其形态学必须与原发灶的形态学一致。肿瘤细胞所占比例需达

到所用扩增检测方法的要求。        

6.2 对外周血样本作详细介绍，包括样本来源、采血要求、采集量、保存方式、

样本处理方式、采集管要求、防腐剂、抗凝剂、保护剂及相关试剂材料等。 

6.3 如申报产品适用样本类型中包括其他体液样本或新鲜组织样本等应详细描

述不同样本类型样本采集器具、采集方式、样本处理要求、注意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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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明确样本处理及保存条件：核酸分离/纯化前样本的预处理、保存条件及期

限（短期、长期）、运输条件等。 

6.5在核酸分离/纯化过程结束后，应采用适当方法对分离/纯化后的核酸储备液

进行质量控制。比如，采用分光光度计法、荧光染料法或其他方法对分离/纯化

后的核酸储备液进行浓度、纯度检测，并依据性能验证结果给出用于扩增试验的

核酸溶液浓度范围要求。如分离/纯化后的核酸储备液质量（如浓度范围）不符

合要求，应重新取材或扩大样本量再进行核酸分离/纯化。 

6.6 明确操作过程中各种制备液的稳定性要求，如各类混合液（Mix）、DNA 储备

液、反应终体系等（常温/冷藏/冷冻/冻融次数限制等）。 

7.【检验方法】  

详细说明实验操作的各个步骤，包括： 

7.1 FFPE 组织样本脱蜡过程，应分别描述封固于载玻片与未封固于载玻片（如

有）的脱蜡步骤。 

7.2试剂配制方法、注意事项。 

7.3 核酸分离/纯化的条件、步骤及注意事项。对照品（质控品）应参与样本核

酸的平行提取（如适用），以对核酸分离/纯化环节进行合理的质量控制。 

7.4扩增反应前准备：各组分加样体积、顺序、相关注意事项等。 

7.5 PCR各阶段的温度、时间设置、循环数设置及相关注意事项。 

7.6 仪器及软件设置：特殊参数，待测基因、内标和对照品的荧光通道选择等。 

8.【阳性判断值】 

阳性判断值的描述包括基线的确定方法和对阈值循环数（Ct）的要求。除 Ct 值

要求外，建议结合是否出现典型 S形曲线对结果进行判断。 

9.【检验结果的解释】 

结合阳性对照、阴性对照以及样本管中靶基因和内标的检测结果（Ct值），对所

有可能出现的结果组合及相应的解释进行详述。如存在检测灰区，应对灰区结果

的处理方式一并详述。 

10.【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10.1 本试剂盒的检测结果仅供临床参考，对患者个体化治疗的选择应结合其症

状/体征、病史、其他实验室检查及治疗反应等情况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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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阴性结果不能完全排除靶基因突变的存在，样本中肿瘤细胞过少、核酸过

度降解或扩增反应体系中靶基因浓度低于检测限亦可造成阴性结果。 

10.3 肿瘤组织（细胞）可能存在较大异质性，不同部位取样可能会得到不同的

检测结果。 

10.4 不合理的样本采集、转运及处理，以及不当的试验操作和实验环境均有可

能导致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 

10.5明确该检测仅限于规定的样本类型及检测系统（包括适用机型、核酸分离/

纯化试剂、检测方法等）。 

10.6罕见 EGFR突变基因检测结果阳性对临床用药的指导，应结合临床个体化用

药研究成果综合进行评价。 

10.7本检测试剂不适用 EGFR拷贝数表达量的检测。 

10.8 本检测试剂的检测范围仅包括检测试剂声称的基因突变位点范围，不包括

检测试剂盒声明之外的基因突变位点的检测。 

11.【产品性能指标】 

详述以下性能指标： 

11.1病理组织样本类型性能指标 

11.1.1对相应国家参考品（如有）检测的符合情况。 

11.1.2 企业内部阳性/阴性参考品符合率，阳性/阴性参考品的组成、来源、浓

度梯度设置以及评价标准等信息。 

11.1.3 最低检测限：说明在试剂盒规定的检测条件及扩增体系中，试剂盒能够

覆盖的所有突变类别的最低检出浓度。重点考虑原始模板中突变基因的百分率和

扩增终体系中核酸浓度两个因素对最低检测限的影响，并简单介绍最低检测限的

确定方法。 

11.1.4 精密度：精密度参考品的组成、来源、浓度梯度要求及评价标准，不同

浓度精密度参考品的检测结果。 

11.1.5分析特异性 

11.1.5.1 对分析性能评估中特异性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核酸序列相近或具有同

源性、易引起交叉反应的野生型或其他突变类型序列间交叉反应、EGFR 野生型

DNA验证、非人类组基因验证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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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2潜在干扰物质验证 

如果经验证发现某些序列与靶序列的交叉反应出现阳性结果，则应该对存在交叉

反应的核酸序列及浓度进行验证并在产品说明书中表明这种假阳性发生的可能，

做出相关的提示。 

11.1.6对比试验研究（如有）：简要介绍参比试剂（方法）的信息、所采用的统

计学方法及统计分析结果。 

11.2外周血样本类型性能指标 

11.2.1对相应国家参考品（如有）检测的符合情况。 

11.2.2 最低检测限：说明在试剂盒规定的检测条件及扩增体系中，试剂盒能够

覆盖的所有突变类别的最低检出浓度，并简单介绍最低检测限的确定方法。 

11.2.3 企业内部阳性/阴性参考品符合率，阳性/阴性参考品的组成、来源、浓

度梯度设置以及评价标准等信息。 

11.2.4 精密度：精密度参考品的组成、来源、浓度梯度要求及评价标准，不同

浓度精密度参考品的检测结果。 

11.2.5分析特异性 

11.2.5.1 对分析性能评估中特异性存在内容进行归纳。核酸序列相近或具有同

源性、易引起交叉反应的野生型或其他突变类型序列间交叉反应、EGFR 野生型

DNA验证、非人类组基因验证等信息。 

11.2.5.2潜在干扰物质验证。 

如果经验证发现某些序列与靶序列的交叉反应出现阳性结果，则应该对存在交叉

反应的核酸序列及浓度进行验证并在产品说明书中表明这种假阳性发生的可能，

做出相关的提示。 

11.2.6对比试验研究（如有）：简要介绍参比试剂（方法）的信息、所采用的统

计学方法及统计分析结果。 

12.【注意事项】 

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2.1如该产品含有人源或动物源性物质，应给出具有潜在感染性的警告。 

12.2临床实验室应严格按照《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管理办法》（卫办医

政发〔2010〕194号或现行有效版本）等有关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临床基因扩增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实验室的管理规范执行。 

12.3 标本的处理和检测标本的容器、检验过程中使用的材料的处理要符合《医

疗废物管理条例》和《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以及国家、地区的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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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注册申报资料

的准备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对注册申报资料的技术审评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对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的一般要求，申请人应依据产

品的具体特性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具体阐述理由及相应的

科学依据，并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是对申请人和审查人员的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

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

可以采用，但需要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相关人员应在遵循相关法规

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

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

整。 

一、范围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是一种寄生在胃部和十二指肠

的革兰氏阴性微量需氧细菌，其感染非常普遍，全球自然人群感染率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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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的因素包括经济状况、居住条件、文化程度、职业及饮水

习惯等，普遍来说，发展中国家高于发达国家。目前认为，在自然环境中，人是

幽门螺杆菌唯一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推测为经口感染。 

几乎所有的幽门螺杆菌感染者在组织学上均存在活动性炎性反应，幽门螺杆菌感

染为一种感染（传染）性疾病，可导致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常见症状包括

胃上部不适感以及疼痛、胀气、厌食、恶心、呕吐以及深色或焦油色粪便等，其

中约 70%以上感染者无明显症状。幽门螺杆菌是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主要致病因

素，并与功能性消化不良、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组织（MALT）淋巴瘤和胃癌的发生

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将其列为Ⅰ类致癌因子。根除幽门

螺杆菌可显著减少胃和十二指肠疾病包括胃癌的发病率，并可在未来减少幽门螺

杆菌感染的新发病例。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诊断方法依据取材有无创伤性分为两大类：侵入性检测方法和

非侵入性检测方法。前者是指依赖胃镜取材的检测方法，包括组织学检测（如

HE染色、Warthin-Starry银染、改良 Giemsa染色、甲苯胺蓝染色、丫啶橙染色、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等）、细菌培养、快速尿素酶试验（RUT）以及幽门螺杆菌核酸

检测；后者则包括血清学（抗体）检测、粪便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或基因检测以

及尿素呼气试验（UBT）等。不同诊断方法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 

有关幽门螺杆菌感染诊断最新的国际、国内专家共识认为： 

1.对于幽门螺杆菌现症感染的诊断，临床应用的非侵入性幽门螺杆菌检测试验中，

最为推荐的是 UBT方法，单克隆抗体粪便抗原检测可作为备选，血清学抗体检测

阳性提示曾经感染，对于从未治疗者可视为现症感染；如受试者有内镜检查指征

而无活检禁忌，且胃镜检查需要活检时，推荐 RUT试验；对于胃炎活检标本，组

织学染色阳性即可诊断幽门螺杆菌感染，阴性者可行免疫组化染色；如需进行幽

门螺杆菌药物敏感性评价，可采用细菌培养结合药敏试验的方法，或采用分子生

物学方法检测相关耐药基因。 

2.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后，应常规评估根除效果，若患者根除治疗后不需要复查

胃镜，可采用非侵入性方法检测幽门螺杆菌。UBT是最佳评估方法，单克隆抗体

粪便抗原检测可作为备选；血清抗体检测不适用于根除治疗后的近期根除效果评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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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所述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是指利用胶体金法、酶联免疫法

等基于抗原抗体反应原理，针对人体粪便样本中的幽门螺杆菌抗原，或者血清/

血浆、尿液样本中的幽门螺杆菌抗体进行体外定性检测的试剂。结合临床和其他

实验室指标，可用于人群中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辅助诊断。 

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不正确的检测结果可能导致对患

者管理决策失误，假阴性结果可能导致诊断不及时而延误治疗，假阳性结果可能

导致不必要的干预措施。申请人应建立良好的产品性能，并对安全性和有效性进

行科学合理的验证。 

本指导原则仅包括对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申报资料中部分项目的要求，

适用于进行产品注册和相关许可事项变更的产品。其他未尽事宜，应当符合《体

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号）（以下简称《办

法》）、《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基本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年第 44号）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要求。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综述资料主要包括产品预期用途、临床适应症背景情况、产品描述、有关生物安

全性的说明、研究结果的总结评价以及同类产品上市情况介绍等内容。其中，需

注意以下内容： 

1.临床适应症背景情况 

描述幽门螺杆菌的生物学特征、流行病学、潜伏期、易感人群、感染后的临床表

现和相关疾病等。说明现有的临床或其他实验室诊断方法等。对于尿液抗体检测

试剂，还应详述幽门螺杆菌抗体在尿液中的分布情况，并与血液幽门螺杆菌抗体

的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包括浓度水平、产生和消失的时间等。 

2.同类产品上市情况 

应着重从技术方法及临床适用范围等方面写明拟申报产品与现行临床诊断方法，

以及目前市场上已获批准的同类产品之间的主要异同点。 

（二）主要原材料研究资料 

由于幽门螺杆菌菌株间差异较大，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感染的幽门螺杆菌菌株之

间，在基因特征和抗原表型上可能有明显不同，因此在选择抗原、抗体原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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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重抗原表位的选择，避免菌株间差异造成的假阴性。抗原、抗体原材料研究

资料中应将此方面的考虑进行详述。 

1.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试剂所用病原体特异性抗体 

首先应详述抗体所针对的抗原表位、抗体制备所用免疫原以及确定该抗体作为主

要原材料的依据，此外应提交抗体来源、制备、筛选、鉴定及质量标准（蛋白纯

度、浓度、效价、功能性试验等）等详细试验资料。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1.1企业自制抗体 

如使用天然抗原作为免疫原，应提供该天然抗原的来源；如使用重组抗原或其他

人工合成抗原作为免疫原，应提供相应的核酸或者蛋白序列信息。针对抗体的制

备、鉴定等过程，应提交详细的研究资料和工艺稳定性验证资料。 

1.2企业外购抗体 

应详述抗体的名称及生物学来源，供应商名称；提交供应商选择的研究资料及供

应商出具的抗体性能指标及检验报告。 

2.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试剂所用病原体抗原 

首先应详述确定该抗原作为主要原材料的依据，此外应提交抗原来源、制备、筛

选、鉴定及质量标准（蛋白纯度、浓度、功能性试验等）等详细试验资料。 

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2.1企业自制抗原 

如为天然抗原，则应对幽门螺杆菌菌株选择、培养、抗原提取、纯化、鉴定等实

验过程予以详述。如为重组抗原，则应提交有关特定基因选择、序列信息，克隆

构建及转化，抗原表达及纯化、鉴定等详细资料。 

2.2企业外购抗原 

应详述抗原的名称，抗原生物学来源，供应商名称，提交供应商选择的研究资料

及供应商出具的抗原性能检验报告。 

3.其他主要原辅料 

应提交各种原辅料的选择及验证资料，如固相载体、硝酸纤维素膜、反应缓冲液

等，应详述确定该原辅料作为主要原辅料的依据，说明每一原辅料的供应商名称，

提交供应商出具的每一原辅料性能指标及检验报告，详述申请人对每一原辅料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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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指标要求并提交检验数据。 

4.试剂盒质控品（如有） 

应包括原料来源、质控品制备、阴阳性确认等相关研究资料。质控品应至少包含

阴性和阳性两个水平。抗原检测试剂阳性质控品可选择标准菌株或经鉴定、可溯

源的临床分离株（以下有关幽门螺杆菌菌株的要求同）或临床阳性样本。抗体检

测试剂阳性质控品可选择临床阳性样本，阴性质控品可选择临床阴性样本或缓冲

溶液等。 

5.企业参考品 

如申报产品有相应的国家参考品，则企业参考品应参考国家参考品的项目设置，

应不低于国家参考品要求。若尚无国家参考品，申请人应根据产品性能验证的实

际情况自行设定企业参考品。 

应提交企业参考品的原料选择、制备、阴阳性及浓度/滴度确认等相关验证资料。

说明参考品阴阳性及浓度/滴度确认的方法或试剂（建议采用国内已上市的、临

床上普遍认为质量较好的同类试剂）。企业参考品的基质应与待测样本相同。企

业参考品的设置建议如下： 

5.1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试剂 

5.1.1阳性参考品和阴性参考品 

阳性参考品应考虑幽门螺杆菌抗原检出能力的验证，可选择多个幽门螺杆菌菌株，

基质应与检测样本一致，应设置不同浓度水平。阴性参考品应考虑检测特异性的

评价，适当纳入其他病原体样本。 

5.1.2检测限参考品 

可设置幽门螺杆菌菌株的系列梯度浓度样本，样本基质与检测样本一致，其中应

包含检测限水平。 

5.1.3精密度参考品 

应至少设置一个弱阳性水平参考品。 

5.2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试剂 

5.2.1阳性参考品和阴性参考品 

阳性参考品应考虑幽门螺杆菌特异性抗体检出能力的验证，可选择多份确认为阳

性的临床样本，并设置不同滴度水平。阴性参考品应考虑检测特异性的评价，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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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纳入其他病原体特异性抗体阳性样本。 

5.2.2检测限参考品 

可设置临床阳性样本的系列稀释样本，其中应包含检测限水平。 

5.2.3精密度参考品 

应至少设置一个弱阳性水平参考品。 

（三）主要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 

1.产品基本反应原理介绍。 

2.主要生产工艺介绍，可用流程图方式表示，并简要说明主要生产工艺的确定依

据。 

3.包被/标记工艺研究，申请人应考虑如包被/标记液量、浓度、时间、条件等指

标对产品性能的影响，通过实验确定上述指标的最佳组合。 

4.反应条件确定：申请人应考虑反应时间、反应温度、洗涤次数等条件对产品性

能的影响，通过实验确定上述条件的最佳组合。 

5.反应体系中样品加样方式及加样量确定：通过实验确定最佳的加样方式及加样

量。如样本需采取稀释或其他必要的方法进行处理后方可用于最终检测，申请人

还应对可用于样本稀释的物质或处理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实验确定最终选择的用

于样本稀释的物质或处理方法。 

6.显色系统、酶作用底物等的介绍以及最适条件研究。 

（四）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企业应提交在产品研制和成品验证阶段对试剂盒进行的所有性能验证的研究资

料，包括具体研究方法、所用样本类型及数量、内控标准、实验数据等详细资料。 

对于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建议着重对以下分析性能进行研究。不同

样本类型应分别研究。 

1.阳性检出能力 

前文提及幽门螺杆菌不同菌株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充分验证申报试剂

对不同地域来源菌株的阳性检出能力。 

1.1对于抗原检测试剂，应选择中国境内具有区域特征性的多个幽门螺杆菌菌株

进行研究，以证明产品对于不同地区流行菌株的检出能力。 

1.2对于抗体检测试剂，应选择中国境内来源于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多份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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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为幽门螺杆菌抗体阳性的患者样本进行研究。 

2.最低检测限（分析灵敏度） 

采用系列稀释的方法进行最低检测限的研究。建议设置多个浓度梯度，每个浓度

重复检测不少于 3 次，以 100%可检出的最低浓度水平作为预设检测限。在此浓

度附近制备若干浓度梯度样品，每个浓度至少重复检测 20 次，将具有 95%阳性

检出率的最低浓度作为最低检测限。 

2.1抗原检测试剂：建议使用幽门螺杆菌菌株的梯度稀释液加入到阴性临床样本

进行评价。 

2.2抗体检测试剂：建议采用幽门螺杆菌特异性抗体阳性临床样本进行评价。 

3.分析特异性 

3.1交叉反应 

用于幽门螺杆菌交叉反应验证的病原体种类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抗原结构具有

同源性（如幽门螺杆菌在细菌分类学上的近缘菌）、易引起相同或相似的临床症

状、采样部位正常寄生或易并发的其他微生物，对于以尿素酶抗原、抗体为检测

靶物质的试剂盒，还应针对消化道常见其他产尿素酶细菌（见表 1）进行交叉反

应验证。 

对于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试剂，如果试剂原料采用基因重组抗原，则还需考虑对

重组基因导入微生物特异性抗体的交叉反应评价。例如，如果采用大肠埃希菌作

为宿主菌，原核载体作为表达载体，建议考虑大肠埃希菌宿主自身蛋白以及载体

骨架编码的蛋白与被测物之间可能产生的交叉反应。 

试验方法：对于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试剂，建议针对表 1中所列菌种或各菌属的

常见菌种，在病原体感染的医学相关水平进行交叉反应的验证。通常细菌感染的

水平为 106CFU/mL或更高。对于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试剂，可考虑采用抗体中和抑

制试验，针对表 1中所列菌种或各菌属的常见菌种进行交叉反应评价，即：选取若

干份不同浓度水平的幽门螺杆菌抗体阳性样本，分别加入幽门螺杆菌及其他待验证

病原体，将加入病原体后的样本和未处理样本进行比对，计算平均抑制率，以考察

是否存在交叉反应，其中各种病原体均应为经鉴定的菌株，浓度水平建议在

107CFU/mL 或更高。如有其他适合的方法，申请人亦可采用，并详细说明原理和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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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提供所有用于交叉反应验证的病原体的来源、鉴定和浓度确认等试验资

料，说明交叉反应判定标准。有关交叉反应验证的信息应在产品说明书的【产品

性能指标】项中有所体现。 

表 1 建议进行交叉反应评估的病原体类别（*为必做项目） 

病原体 粪便抗原检测 抗体检测 

*弯曲菌属 √ √ 

*芽胞杆菌属 √ √ 

*埃希菌属 √ √ 

*肠杆菌属 √ √ 

*变形杆菌属 √ √ 

*白色念珠菌 √ √ 

*肠球菌属 √ √ 

*克雷伯菌属 √ √ 

人感染其他螺杆菌（如：海尔曼螺

杆菌、鼠螺杆菌、猪螺杆菌等） 
√ √ 

假单胞菌属 √ √ 

梭状芽胞杆菌属 √ √ 

葡萄球菌属 √ √ 

链球菌属 √ √ 

沙门菌属 √ √ 

不动杆菌属 √ √ 

梭杆菌属 √ √ 

拟杆菌属 √ √ 

3.2干扰实验 

3.2.1内源性及外源性干扰 

应对样本中可能存在的内源性及外源性干扰物质（见表 2、表 3 及表 4）进行研

究。方法为：对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阴性、弱阳性的临床样本，使用医学相关

水平的干扰物质浓度（建议为潜在最大浓度）分别进行添加，评价待测物回收率，

确定是否产生干扰。如有干扰，梯度稀释干扰物并进一步确定可接受的干扰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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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浓度水平，或产生干扰的浓度水平。应使用多份临床样本，每个样本重复

检测不少于 3次。申请人应描述干扰物质的种类，说明样本的制备方法及待测物

的水平，以及不产生干扰的验收标准。 

表 2 用于血液中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干扰研究的物质 

干扰物质 

总 IgG 

总 IgM 

胆红素 

血红蛋白 

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 

自身抗体 

非甾体类抗炎药物 

质子泵抑制剂 

抗生素 

其他常用的治疗胃肠部不适的药物 

其他常用药物 

表 3 用于粪便幽门螺杆菌抗原检测干扰研究的物质 

干扰物质 

白细胞 

血红蛋白 

脂肪 

肠道分泌物或粘液 

缓解腹泻或其他胃肠道症状的药物 

表 4 用于尿液中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干扰研究的物质 

干扰物质 

pH 

白细胞 

血红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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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蛋白 

γ-球蛋白 

黏蛋白 

胆红素 

葡萄糖 

尿素 

肌酐 

抗生素 

非甾体类抗炎药物 

其他常用的治疗胃肠部不适的药物 

3.2.2抗凝剂的干扰 

如果试剂盒适用样本类型包括血浆样本，可采用一定数量血清、血浆同源样本进

行对比试验的方法，或采用回收试验的方法，验证各种抗凝剂的适用性。 

4.精密度 

申请人应对每项精密度指标的评价标准做出合理要求，如标准差或变异系数的范

围等。研究资料应包括时间、地点、操作人员、检测次数、所用试剂批次、样本

浓度、适用仪器（如适用）、研究过程以及结果分析方法等。应考虑以下几个方

面： 

4.1对可能影响检测精密度的主要变量进行验证：除申报试剂本身外，还应对不

同日期、地点、操作人员、测试运行间的差异进行相关的验证。如有条件，申请

人应选择不同的实验室进行室间精密度的评价。 

4.2设定合理的精密度评价周期。 

4.3用于精密度评价的参考品可以使用临床混合样本或者商业化质控品（基质相

同或相似）。至少包括三个水平，具体要求如下： 

4.3.1 阴性参考品：阴性检出率应为 100%（n≥20）。 

4.3.2弱阳性参考品：参考品浓度略高于最低检测限，阳性检出率应大于 95%（n

≥20）。 

4.3.3中等阳性参考品：建议参考品浓度约为阳性判断值水平的 2至 3倍，阳性检

出率应为 100%，CV≤10%（如适用）（n≥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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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钩状（HOOK）效应 

建议采用高浓度的幽门螺杆菌抗原阳性参考品，或者高滴度的幽门螺杆菌抗体阳

性样本进行梯度稀释后分别检测，每个梯度重复 3至 5次，将显色深度或检测值

随浓度/滴度升高反而变浅或降低时的浓度/滴度作为出现钩状效应时幽门螺杆

菌抗原、抗体的最低浓度/滴度。 

（五）阳性判断值确定资料 

申请人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如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的分析

方式，来确定合理的阳性判断值。若试验结果存在灰区，则应明确灰区建立的基

础。试验所用样本来源应考虑到地域、年龄、职业、是否接受抗菌治疗等因素的

影响。 

申请人应提交具体的试验方案、评价标准、统计学分析、研究数据等研究资料。 

（六）稳定性研究资料 

稳定性研究资料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申报试剂的稳定性和适用样本的稳定性研

究。前者主要包括实时稳定性、运输稳定性、开瓶稳定性（如涉及）及冻融稳定

性（如涉及）等研究，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稳定性研究方案。稳定

性研究资料应包括研究方法的确定依据、具体的实施方案、详细的研究数据以及

结论。对于实时稳定性研究，应提供至少三批样品在实际储存条件下保存至成品

有效期后的研究资料。 

样本稳定性一般包括样本各种实际运输及储存（常温、冷藏和冷冻）条件下的保

存期限验证，以确认样本的保存条件及效期（短期、长期）。需要冷冻保存的样

本同时应对冻融次数进行合理验证。某些用于防腐、冷冻用途或起稳定保护作用

的添加剂可能会对检测造成影响，如涉及，请对该添加剂的影响进行合理验证。 

试剂稳定性和样本稳定性两部分内容的研究结果应在说明书【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和【样本要求】两项中进行详细说明。 

（七）临床试验资料 

临床试验的开展应符合相关法规、文件的要求。临床试验资料应符合《体外诊断

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2014年第16号）

要求。 

1.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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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诊断试剂的临床试验可采用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与临床诊断“金标准”进

行盲法同步比较，验证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的临床性能，或与已上市同类产品进

行比较研究试验，证明两者等效。 

对于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而言，鉴于 UBT 方法是目前最为推荐的非侵

入性幽门螺杆菌感染诊断方法和幽门螺杆菌根除效果评价方法，临床试验可采用

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与 UBT方法进行盲法同步比较；或采用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

与已上市同类产品进行比较研究试验（尿液抗体检测试剂应选择已上市血清/血

浆抗体检测试剂作为对比试剂进行同源样本比较研究试验），并选取一定数量阳

性、阴性病例（阳性、阴性分别不少于 100例，并包含弱阳性等不易判读的样本）

同时与 UBT方法和已上市同类产品进行盲法同步比较。对于比较研究试验中测定

结果不符的样本，应采用 UBT方法或者其他合理的方法（如临床上普遍认为质量

较好的第三方试剂）进行复核，明确临床诊断结果，并对不符原因进行分析。 

2.试验方案 

临床试验实施前，研究人员应从流行病学、统计学、临床医学、检验医学等多方

面考虑，设计科学合理的临床研究方案。各临床研究机构的方案设置应基本一致，

且保证在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遵循预定的方案实施，不可随意改动。整个试验过

程应在临床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内并由本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操作完成，申报单位的

技术人员除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外，不得随意干涉实验进程，尤其是数据收集过

程。在试验操作过程中和判定试验结果时应采用盲法以保证试验结果的客观性。

各研究单位选用的对比试剂/方法应保持一致，以便进行合理的统计学分析。 

试验方案中应确定病例纳入/排除标准，任何已经入选的病例再被排除出临床研

究都应记录在案并明确说明原因。应对检测样本的类型和数量提出要求。应明确

统计检验假设，如评价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与对比试剂是否等效的标准，并提出

适合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3.受试人群 

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与临床症状、体征及其他临床诊断方法相结合，用于

相关病原体感染的辅助诊断。临床试验受试者应包括各种可能接受幽门螺杆菌感

染检查的人群，例如有胃炎、消化性溃疡、消化不良等症状的患者以及无相关临

床症状的人群，对于抗原检测试剂还应包括进行幽门螺杆菌近期根除治疗效果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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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患者。 

受试者建议根据流行病学证据纳入不同地区的患者/人群，以验证本产品的临床

检出能力。 

为考察产品的临床特异性，阴性样本应根据分析特异性研究中的要求适当纳入干

扰样本。 

4.样本类型 

对于抗原检测试剂，样本类型通常为粪便样本。 

对于抗体检测试剂，可能涉及血清/血浆/尿液等不同样本类型。若检测样本为尿

液抗体样本，临床试验中应重点论证其阳性检出率与血清/血浆样本检测的一致

性，能否满足临床需求。 

冻存样本和新鲜样本的检测结果如有差异应分别统计。 

5.统计学分析 

应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对临床试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对于此类定性检测试剂与

已上市同类产品或参比方法的比较研究试验，常选择配对四格（2×2）表或列联

表的形式总结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与对比试剂/参比方法的检测结果，计算阳性

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符合率以及 95%置信区间。并对定性结果进行配对 χ2

检验证明两种试剂/方法的检测结果无明显统计学差异，或采用 kappa 检验以验

证两种试剂/方法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注意不符合样本的复核结果不应纳入到上

述统计中。对于不同的受试者应进行分层统计分析。 

建议与 UBT对比的临床灵敏度和特异性 95%置信区间的下限应高于 85%。 

（八）产品技术要求 

申请人应当在原材料质量和生产工艺稳定的前提下，根据申请人产品研制、前期

临床评价等结果，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相关文献，按照《医疗器械产品技

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9 号）的有

关要求，编写产品技术要求。 

幽门螺杆菌抗原/抗体检测试剂的产品性能指标应主要包括：物理性状、阴/阳性

参考品符合率、精密度、最低检测限等。阳性参考品主要考察对幽门螺杆菌抗原

/抗体的阳性检出能力，阴性参考品则重点对分析特异性进行验证。 

如果申报试剂已有适用的国家标准品、参考品发布，则申请人应在产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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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检验要求。 

按照《办法》的规定，此类产品为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申请人应按照《医疗器

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的要求，以附录形式明确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

及半成品要求，附录的编制应符合相关编写规范的要求。 

（九）产品注册检验报告 

根据《办法》的要求，首次申请注册的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应在具有相应医

疗器械检验资质和承检范围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进行连续 3 个生产批次样品的

注册检验。对于已经有国家标准品、参考品的检测项目，应采用相应的国家标准

品、参考品进行注册检验。对于目前尚无国家标准品的、参考品的检测项目，生

产企业应建立自己的参考品体系并提供相应的企业参考品。 

（十）产品说明书 

说明书承载了产品预期用途、标本采集及处理、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解释以及注

意事项等重要信息，是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正确操作、临床医生针对检验结果给

出合理医学解释的重要依据。因此，产品说明书是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最重要

的文件之一。产品说明书的格式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7号）的要求，进口体外诊断试剂的中

文说明书除格式要求外，其内容应尽量保持与原文说明书的一致性，翻译力求准

确且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产品说明书中相关技术内容均应与申请人提交的注册申

报资料中的相关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如某些内容引用自参考文献，则应以规范格

式对此内容进行标注，并单独列明文献的相关信息。 

结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的要求，下面对幽门螺杆菌抗原/抗

体检测试剂说明书的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说明，以指导注册申报人员更合理地完成

说明书编制。 

1．【预期用途】 

1.1幽门螺杆菌粪便抗原检测试剂 

1.1.1该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粪便样本中的幽门螺杆菌抗原。 

1.1.2结合临床和其他实验室指标，用于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辅助诊断、根除治疗

效果评价。 

1.1.3临床背景描述：简单介绍病原体的生物学特征、流行病学、潜伏期、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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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感染后的临床表现及相关疾病等。简要介绍现有的幽门螺杆菌临床或实验

室诊断方法。 

1.2幽门螺杆菌抗体检测试剂 

1.2.1 该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血清/血浆/尿液样本中的幽门螺杆菌抗体

/IgG/IgA。 

1.2.2对于未经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人群，结合临床和其他实验室指标，用于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辅助诊断。注明抗体检测产品不能用于幽门螺杆菌根除效果评

价的近期判断。 

1.2.3临床背景描述同 1.1.3。 

2.【主要组成成分】 

2.1说明试剂盒包含组分的名称、数量、比例或浓度等信息，质控品应明确具体

基质成分。对于胶体金试剂应描述试剂条/卡结构组成。 

2.2 介绍检测中使用的抗原/抗体信息及标记物信息，包括抗原的性质（如纯化

的天然抗原、重组抗原等）、抗体的动物源性、抗体的性质（单克隆或多克隆）、

标记物种类等。 

2.3试剂盒中不包含但对该项检测必须的组分，企业应列出相关试剂的名称、注册证

号/备案号（如有）、货号等其他相关信息。 

3.【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详细介绍试剂盒的效期稳定性、开封稳定性、运输稳定性等信息。 

4.【适用机型】 

对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的检测试剂应明确适用酶标仪的波长要求，其他方法学

检测试剂应明确具体的适用机型型号。 

5.【样本要求】重点明确以下内容 

5.1 样本采集前的要求：如采集时间、采集顺序、采集量等，是否受临床症状、

用药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幽门螺杆菌根除效果评价应根据相关临床指南或共

识文件提出采样时间要求。 

5.2样本采集：说明采集方法及样本类型，对于血浆样本，应注明对抗凝剂的要

求。 

5.3干扰物的影响：明确常见干扰物对实验结果是否产生影响，明确可接受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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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扰物浓度。 

5.4样本处理及保存：样本处理方法、保存条件（如冷藏、冷冻等）及不同保存

条件下的保存时限和运输条件等。冷藏、冷冻样本检测前是否需要恢复室温，冷

冻样本的冻融次数限制等。 

6.【检验方法】 

详细说明试验操作的各个步骤： 

6.1实验环境：检测试剂及样本的复温要求等。 

6.2试剂配制方法，试剂开封后使用方法等。 

6.3高浓度样本稀释的方法。 

6.4试验条件：操作步骤、温度、时间、仪器波长等。 

6.5 质量控制：操作步骤，质控结果的要求（试验有效性的判断），质控结果不

符合要求的处理方式。 

6.6对于胶体金法检测试剂可以图示形式显示正确的检验操作方法、程序及注意

事项等。特别注意应强调操作温度及湿度条件、读取结果的时间。 

6.7特别说明检验操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7.【检验结果的解释】 

详细描述检测结果的判定标准或计算方法，如有灰区判定，应详细说明灰区样本

的处理方法。 

详细描述抗原/抗体检测结果在临床幽门螺杆菌诊断感染或治疗后根除效果评价

中的作用，特别是由于幽门螺杆菌抗菌治疗后特异性抗体仍将存在一定时间，因

此抗体检测对于根除效果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检验结果的解释应结合相应的临床诊疗指南进行描述。 

8.【检验方法局限性】 

综合产品的预期用途、临床背景、检测方法及适用范围等信息，对可能出现的局

限性进行相关说明。 

9.【产品性能指标】 

详述以下性能指标： 

9.1对相应国家参考品（如有）检测的符合情况。 

9.2企业内部阳性和阴性参考品符合率。简单介绍阳性参考品的来源、浓度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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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参考品的组成、来源以及浓度梯度设置等信息。 

9.3阳性检出能力：说明已验证的幽门螺杆菌菌株或样本来源及阳性检出率。 

9.4最低检测限：简要介绍评价方法、所用幽门螺杆菌菌株或样本情况以及评价

结果。 

9.5分析特异性 

9.5.1 交叉反应：详述交叉反应验证的病原体种类，及有/无交叉反应的浓度水

平。 

9.5.2干扰物质：说明验证的干扰物质种类及有/无干扰反应的浓度水平。 

9.6精密度：精密度参考品的组分、浓度及评价标准。 

9.7钩状（HOOK）效应：对高浓度抗原/抗体钩状效应的验证情况进行总结。 

10.【注意事项】 

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0.1 有关试剂盒内人源组分（如有）生物安全性的警告。如：试剂盒内对照品

（质控品）或其他可能含有人源物质的组分，虽已经通过了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HBs-Ag）、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1/2 型抗体（HIV1/2-Ab）、丙型肝炎病毒抗体

（HCV-Ab）等项目的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项检测可以确

保绝对安全，故仍应将这些组分作为潜在传染源对待。 

10.2有关实验操作、样本保存及处理等其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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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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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及

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对注册申报资料的技术审评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对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的一般要求，申请人应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

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具体阐述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依据

产品的具体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如申请人认为有必要增

加本指导原则不包含的研究内容，可自行补充。 

本指导原则是对申请人和审查人员的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

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

可以采用，但需要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相关人员应在遵循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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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

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

整。 

一、范围 

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可进行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和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主要用

于不规则抗体筛查、交叉配血、抗体致敏红细胞的检测等。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同时适用于不同的检测方法，如试管法、

柱凝集法等，但不适用于血源筛查用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 

本指导原则仅包括对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注册申报资料中部分项目的要求，适用

于进行产品注册和相关许可事项变更的产品。其他未尽事宜，应当符合《体外诊

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号）（以下简称《办法》）

等相关法规要求。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综述资料的撰写应符合《关于公布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

件格式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年第 44号）（以下简称“44

号公告”）的相关要求。内容主要包括产品预期用途、产品描述、有关生物安全

性的说明、有关产品主要研究结果的总结和评价以及同类产品在国内外批准上市

的情况介绍等内容，其中同类产品上市情况介绍部分应着重从灵敏度、特异性、

效价、重复性等方面写明拟申报产品与目前市场上已获批准的同类产品之间的异

同。 

（二）主要原材料研究资料 

主要原材料研究资料应包括主要组成成分（抗体、凝胶、玻璃珠等）的选择、制

备及其质量标准的研究资料。 

1.抗体的选择及质量标准 

明确抗体的来源，如为单克隆抗体应明确细胞株、克隆号等内容。提供抗体灵敏

度、特异性、效价等基本性能的验证资料。 

抗体如为自行生产，提供抗体的详细生产及鉴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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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灵敏度：已知抗体效价的临床有意义的血型系统至少 7 种血型抗体（IgG）

的最高稀释倍数的凝集强度不小于 1+。 

1.2特异性：临床有意义的已知血型系统至少 7种，每种选 1个抗体（IgG），与

对应的抗原阳性细胞均应检测阳性。 

与不规则抗体阴性样本检测结果应为阴性。 

1.3效价：如采用倍比稀释的方法验证抗人球蛋白试剂的效价，分别采用 IgG和

/或 C3d致敏的细胞或根据厂家确立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 

2. 填充物的选择：说明填充物如凝胶、玻璃珠的特性，如组成、粒径及其质量

控制要求。应提交选择比较过程，提交验证试验资料。 

3.填充缓冲液：应说明组成成分，并对外观、性状、pH 值等物理指标及功能性

进行研究验证。 

4.液体试剂稀释液：应说明组成成分，并对外观、性状、pH 值等物理指标及功

能性进行研究验证。 

（三）主要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 

1.主要生产工艺介绍，可用流程图方式表示，并简要说明主要生产工艺的确定依

据。 

2.产品基本反应原理介绍。 

3.主要生产工艺过程的研究资料、每一步生产工艺的确认资料及试验数据。如抗

体浓度的选择确定过程、凝胶溶胀条件的确定、填充量及填充过程的研究资料，

填充应确保均匀无气泡，以及质量控制的要求。 

4.主要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每一步反应体系的确认资料及试验数据。 

反应体系的设置应符合《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等公认标准操作规范、指南或

标准的要求。如红细胞悬液制备要求及红细胞浓度的确定、用量的要求、孵育时

间等；应提交离心条件的研究资料，建议以离心力或固定离心机型号固定转数和

时间的方式设置离心条件。 

（四）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申请人应提交在产品研制或成品验证阶段对试剂进行的所有性能验证的研究资

料，对于每项分析性能的评价都应包括具体研究目的、实验设计、研究方法、可

接受标准、实验数据、统计方法等详细资料。有关分析性能验证的背景信息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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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报资料中有所体现，包括实验地点（实验室）、适用仪器、试剂规格、批号、

临床样本来源等。分析性能评估的实验方法可以参考国内或国际有关体外诊断产

品性能评估的指导原则进行。 

产品性能研究所采用的各种仪器、试剂或其他物品如可能均应采用境内或境外已

批准上市的产品，如抗体筛查红细胞、血型抗体等。 

分析性能评估试验中应明确所有试验每种试剂的用量、试剂红细胞的浓度、采用

的试验方法（试管法、柱凝集法、微孔板法等）。所有试验方法应符合配合使用

的血型试剂的具体操作要求。 

对于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建议着重对以下分析性能进行研究： 

1.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提供临床有意义的血型系统至少 7 种不规则抗体（IgG）检测灵敏度和特异性的

验证资料，明确所检出抗体的抗体效价的具体要求，可参照以下要求进行实验。 

1.1灵敏度 

与已知抗体效价的血型抗体的最高稀释倍数的凝集强度不小于 1+，并且抗体效

价不低于试管间接抗人球蛋白法测定结果。 

C3d凝集强度≥2+。 

1.2特异性 

与已知抗体类型的血型抗体对应的 O型相应抗原阳性红细胞的反应为阳性。 

与已知抗体类型的血型抗体对应的 O型相应抗原阴性红细胞的反应为阴性。 

与 C3d阳性或阴性样本反应为阳性或阴性。 

1.3重复性 

分别采用 IgG 性质抗 D 抗体，IgG 性质抗 Jka/Jkb 抗体，IgG 性质抗 Fya/Fyb 抗

体进行重复性验证。 

批内重复性采用同一批次检测卡重复进行检测，重复次数不少于 10次。 

日间重复性采用同一批次检测卡每日重复进行检测，重复天数不少于 10天。 

批间重复性采用至少三批检测卡进行重复检测。 

批内、日间、批间重复性检测结果应基本一致，检测结果凝集强度差异不超过

1+。 

采用阴性结果的血清重复 10次检测，均应出现阴性反应。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1.4干扰 

提供溶血、脂血、黄疸干扰的评估资料，应至少采用强、中、弱性质的抗体进行

评价。 

1.5血清、血浆比对的评估资料。 

1.6抗凝剂的适用性研究验证。 

1.7采用部分临床样本进行检测灵敏度和特异性的评价，应考虑涵盖肿瘤、血液

病、自身免疫病和贫血患者、老人及儿童等病例来源，应包括阳性和阴性病例。 

1.8分别进行每个预期用途的完整的性能评估资料，应至少包括 50例阳性病例。 

2.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使用被不规则抗体和/或 C3d 致敏的红细胞进行反应，评价产品性能，适用的性

能评价内容可以参照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五）阳性判断值 

给出不同凝集强度的研究方法，并明确不同凝集强度代表的具体意义，并应包含

溶血、混合视野双群等情况，明确具体的试验方法、实验步骤，提供不同凝集强

度的图例或相片。 

（六）稳定性研究资料 

稳定性研究资料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申报试剂的稳定性和适用样本的稳定性研

究。前者主要包括实时稳定性（有效期）、加热稳定性、开瓶稳定性等研究，申

请人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稳定性研究方案，实验项目应至少包括灵敏度、

特异性、重复性等内容。 

稳定性研究资料应包括研究方法的确定依据、具体的实施方案、详细的研究数据

以及结论。对于实时稳定性研究，应提供至少三批样品在实际储存条件下保存至

成品有效期后的研究资料。 

应对样本稳定性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室温保存、冷藏和冷冻条件下的有效期验证，

可以在合理的温度范围内选择温度点（温度范围），每间隔一定的时间段对储存

样本进行全性能的分析验证，从而确认不同类型样本的稳定性。适于冷冻保存的

样本还应对冻融次数进行评价。 

试剂稳定性和样本稳定性两部分内容的研究结果应分别在说明书【储存条件及有

效期】和【样本要求】两项中进行详细说明。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七）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总体要求及临床试验资料的内容应符合《办法》、“44号公告”及《体

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6 号）的规定，以下仅结合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的具体特点对其临床试验中应

重点关注的内容进行阐述。 

1.研究方法 

该类试剂已有同类产品上市，按照法规要求应选择境内已批准上市、临床普遍认

为质量较好的同类产品作为对比试剂，采用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以下称考核试

剂）与之进行比较研究试验，证明本品与已上市产品等效。 

2.临床试验单位的选择 

应选择符合相关法规要求的临床试验机构进行临床试验，不得选择血站进行临床

试验。 

3.病例选择 

临床总病例数应不少于 3000 例。应采用临床患者样本进行临床研究，供血者样

本不得作为临床病例纳入。应包括对检测易产生干扰的病例，尽量选择多种疾病

患者样本（如肿瘤患者、自身免疫病患者、血液病患者）、老人、儿童（不同年

龄段）等。 

4.实验过程 

无论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还是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均应根据产品的预期用途和

适用人群分别进行临床试验。 

在进行间接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临床试验的过程中除与对比试剂进行比较外，阳

性结果应给出不规则抗体的具体鉴定结果。 

产品如适用于不同的预期用途（如不规则抗体筛查、抗体致敏红细胞检测、交叉

配血等），每种预期用途均应分别进行至少 3000例的临床试验，如适用于不规则

抗体筛查或抗体致敏红细胞检测等，每种预期用途应分别包含不少于 100例阳性

病例，如适用于交叉配血相关用途，应包含不少于 100例交叉配血不合病例。抗

体致敏红细胞检测应根据疾病的种类，分别进行临床试验。 

交叉配血使用的供血者样本，最多只能使用两次，交叉配血不得使用血型不合的

样本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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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明确配合使用的试剂产品。 

5.统计学分析 

应进行考核试剂与对比试剂检测结果的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符合率的计

算，并以四格表的形式进行列表，并对定性结果进行 Kappa检验以验证检测结果

的一致性。 

6.结果差异样本的验证 

对于两种试剂检测结果不一致[考核试剂与对比试剂检测结果不一致、与对比试

剂凝集强度差异较大（差异 2 个凝集强度及以上）]的样本，应采用临床上公认

较好的第三种同类试剂进行确认试验，同时应给出最终的抗体鉴定结果。 

7.临床试验数据记录表应作为临床试验报告附件提交。临床试验数据记录表应列

明所有病例的具体临床诊断信息、凝集强度和抗体鉴定结果，如有不符样本应列

明第三方确认的结果。 

（八）产品风险分析资料 

产品风险分析资料应符合“44 号公告”的基本要求，并参照相应的行业标准进

行风险分析。风险分析中应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如某些样

本（如肿瘤患者、自身免疫病患者、血液病患者等）在进行抗人球蛋白检测时可

能存在一定的干扰、实验过程不规范、有些抗体较弱导致的检测结果不稳定等，

申请人应根据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分析产品应用可能存在的风险。 

（九）产品技术要求 

申请人应当在原材料质量和生产工艺稳定的前提下，根据产品研制、性能评估等

结果，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有关文献，按照《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

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9号）的有关要求，编写

产品技术要求。产品技术要求应符合《办法》和“44号公告”的相关规定。 

如果拟申报试剂已有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发布，则企业标准的要求不得低于上

述标准要求。 

产品技术要求的性能指标应至少包括灵敏度、特异性、重复性等。 

产品技术要求的附录应包括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及半成品检定要求。主要原材

料应明确抗体来源、克隆号、纯度、效价、特异性以及功能性验证要求，应明确

填充物来源及主要特征、质量控制要求，缓冲液应明确组成、pH 值等特性及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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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要求。主要生产工艺应以流程图形式描述主要生产工艺过程，并明确主要生产

工艺的具体条件和质量控制点。半成品检定应明确半成品的检验要求及方法。 

（十）产品注册检验报告 

根据《办法》要求，首次申请注册的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应在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具有相应承检范围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进行连续三个生产

批次样品的注册检验。 

（十一）产品说明书 

说明书承载了产品预期用途、检验原理、试验方法、检测结果解释以及注意事项

等重要信息，是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正确操作、临床医生针对检验结果给出合理

医学解释的重要依据，因此，产品说明书是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最重要的文件

之一。产品说明书的格式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7号）的要求，境外产品的中文说明书除格

式要求外，其内容应尽量保持与原文说明书的一致性，翻译力求准确且符合中文

表达习惯。产品说明书的所有内容均应与申请人提交的注册申报资料中的相关研

究结果保持一致，如某些内容引用自参考文献，则应以规范格式对此内容进行标

注，并单独列明参考文献的相关信息。 

以下内容仅对抗人球蛋白检测试剂说明书的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说明，说明书其他

内容应根据《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要求进行编写。 

1.【预期用途】 

1.1 写明本试剂用于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和/或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主要用于

不规则抗体筛查、交叉配血、抗体致敏红细胞的检测（明确疾病类型）等，同时

明确不用于血源筛查，仅用于临床检验。 

1.2说明与预期用途相关的临床适应症背景情况，说明相关的临床或实验室诊断

方法。 

2.【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说明试剂的储存条件及有效期、加速稳定性、开瓶稳定性等。 

3.【适用仪器】明确具体的离心机和/或孵育器型号（如适用）。 

4.【样本要求】 

明确溶血、脂血、黄疸样本是否可以使用，或提供使用此类样本的最低要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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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稳定性研究结果写明样本稳定性。 

明确适用的抗凝剂的要求。 

明确具体的样本采集、处理方法及过程。 

明确红细胞配制使用的 LISS液的生产厂家、规格、货号等内容。 

5.【阳性判断值】 

明确各种试验方法的结果判断方法及标准，并通过不同凝集强度的图例或照片进

行详细解释。 

6.【检验方法】 

明确配合使用的抗体筛查用红细胞的生产厂家、规格、货号等内容。 

须明确具体的检验步骤，反应体系的描述应准确且应与研究资料一致，不同的预

期用途应分别详细描述实验过程。如配合其他试剂进行试验，需注明试验方法应

完全符合配合试剂的试验操作要求。 

7.【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未被检出的抗 IgG抗体在某些病例中可能有临床意义。 

8.【注意事项】 

8.1上腔部分或封口处有气泡或液滴的卡，必须在使用前离心。 

8.2浓度过高或过低的红细胞悬液会引起异常结果。 

8.3 在不规则抗体筛查、交叉配血试验中 LISS 液可以增强抗原抗体的反应，应

严格按产品说明书规范使用低离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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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

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审评注册申报资料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针对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的一般要求，申请人应依据产品的具体

特性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具体阐述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

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 

本指导原则是供申请人和审查人员使用的指导性文件，不涉及注册审批等行政事

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有能够满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可以采用，

但应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

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标准体系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定的，随着法规、标准

的不断完善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整。 

一、范围 

（一）肠道病毒简介 

肠道病毒属于小 RNA 病毒科肠道病毒属，能引起人类致病的肠道病毒有多种，包

括人肠道病毒 A、B、C、D组，有 100多个血清型。人类肠道病毒主要包括：脊髓

灰质炎病毒、柯萨奇病毒 A 组（Coxsackievirus A，CA）、柯萨奇病毒 B 组

（Coxsackievirus B，CB）、人肠道致细胞病变孤儿病毒（简称埃可病毒）

（Echovirus ECHO）、新肠道病毒等。新肠道病毒为 1969年后陆续分离到的，例

如新型肠道病毒 71 型（EV71）等。近年来，鼻病毒（Rhinovirus）被划入肠道

病毒属，鼻病毒包括 A、B、C组，已经先后分离得到 140多个血清型。 

肠道病毒为球形，直径 28～30nm，核衣壳二十面体立体对称，无包膜。病毒衣

壳由 60 个相同的壳粒组成，排列为 12 个五聚体，每个壳粒由 VP1、VP2、VP3

和 VP4四种蛋白组成。 

肠道病毒基因组为单股正链 RNA，全长约为 7.2～8.4kb，基因组分为三部分，两

端为保守的非编码区，在肠道病毒中同源性非常显著，其中 5’端非编码区常作

为肠道病毒通用检测试剂检测的靶基因。中间为连续开放读码框，包含结构蛋白

编码区和非结构蛋白编码区，结构蛋白编码区依次编码 VP4、VP2、VP3 和 V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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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４个衣壳蛋白。衣壳蛋白不仅含有抗原决定位点，而且还有决定病毒组织嗜性

的受体识别位点，介导病毒与细胞的吸附和进入。非结构蛋白编码区主要负责编

码与病毒基因组复制以及病毒颗粒包装等有关的蛋白及酶，它们在 RNA复制、细

胞器修饰，细胞裂解及形态形成中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 

（二）肠道病毒致病性 

肠道病毒在肠道中增殖，但通常不引起肠道疾病。90%以上肠道病毒感染为隐性

感染，或仅出现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症状。不同肠道病毒可以引起相同

的临床症状，同一种病毒可引起几种不同的临床疾病。 

肠道病毒的传染源为患者和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传播途径主要是粪-口途径，

也可通过呼吸道传播，夏秋季是一年之中的主要流行期。肠道病毒以上呼吸道、

咽喉和肠道为侵入门户，先在局部黏膜和咽、扁桃体等淋巴组织和肠道集合淋巴

结中初步增殖，然后释放入血，形成第一次病毒血症。扩散至带有受体的靶组织，

再次增殖后，引起第二次病毒血症和临床症状。脊髓灰质炎病毒识别的受体为免

疫球蛋白超家族的细胞黏附分子，只有很少的组织表达这种受体，如脊髓前角质

细胞、被根神经节细胞、运动神经元、骨骼肌细胞和淋巴细胞等，柯萨奇病毒和

埃可病毒识别的受体在组织和细胞中分布广泛，包括中枢神经系统、心、肺、胰、

黏膜、皮肤和其他系统等，因而引起的疾病谱复杂，大多数肠道病毒为杀细胞病

毒、直接对靶细胞产生裂解性感染。各年龄段人群均可感染肠道病毒。 

肠道病毒所致的主要疾病有： 

1.手足口病：由肠道病毒感染而引起，以发热，咽喉痛，全身不适，手、足、口

腔等部位皮疹或疱疹为主要特征的常见传染病，大多数手足口病患者症状轻微，

并且具有自限性，但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有致死性心肺功能疾病和神经系统并发症，

个别重症患者病情进展迅速，甚至可导致死亡。我国手足口病疫情尤为严峻，其

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居民生命和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 

手足口病致病病原体传染源为患者或隐性感染者，主要的传播途径为粪-口传播，

也可经接触患者的疱疹液传播，接触病人和携带者的粪便、唾液和疱疹液污染的

日常生活用品均可传播此病原体，近年来的报道显示，该病原体也可垂直传播，

导致新生儿重症感染。人对肠道病毒普遍易感，不同年龄组均可感染发病，以 5

岁以下儿童为主，尤以 3岁以下儿童发病率最高，该病流行无明显的地区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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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可发生，一般 5—7 月为发病高峰。该病的潜伏期一般为 2—10 天，平均潜

伏期为 3—5 天，感染者发病前的数天即可从其咽拭子样本和粪便样本中检出病

毒，病程为 7 天左右，咽部排毒可持续在发病后 1—2 周，而粪便排毒可持续至

发病后 3—5周。 

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包括柯萨奇病毒 A 组的 2、4、5、6、7、9、10、16 型

等，B组的 1、2、3、4、5型等，肠道病毒 71型及埃可病毒等，其中以 EV71和

CA16型较为常见。 

2.无菌性脑膜炎：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疾病，常表现为短暂发热、头痛等，

偶尔有肌肉酸痛，或伴有皮疹，重者出现颈项强直、嗜睡、昏迷、意识障碍、脑

膜刺激征等症状。目前发现肠道病毒中有 60 多个血清型能引起无菌性脑膜炎，

包括脊髓灰质炎病毒所有型别、柯萨奇病毒 A组中的大多数型别、柯萨奇病毒 B

组的 1—6型、埃可病毒大多数型别和肠道病毒 71型等。 

3.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而引起的疾病，其中 85%由Ⅰ型脊髓灰

质炎病毒引起，在我国曾有由Ⅱ、Ⅲ型病毒感染而发病的病例。病毒侵犯脊髓前

角运动神经细胞，导致弛缓性肢体麻痹，多见于儿童，故亦称小儿麻痹症。 

4.疱疹性咽峡炎：主要由柯萨奇病毒 A组某些血清型引起，典型的症状是在软腭、

悬雍垂周围出现水泡性溃疡损伤。 

5.流行性胸痛：常由柯萨奇病毒 B组引起，症状为突发性发热和单侧胸痛。 

6.心肌炎和心包炎：主要由柯萨奇病毒 B 组引起。在婴儿室可引起暴发性流行，

死亡率高。散发流行于成人和儿童。 

7.眼病：由柯萨奇病毒 A组 24v型引起急性结膜炎和 EV-D-70型引起的急性出血

性结膜炎。 

此外，肠道病毒感染可能还与病毒感染后疲劳综合征、糖尿病相关。 

（三）本指导原则适用范围 

1.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利用荧光探针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 PCR）或其他类

分子生物学方法，以特定的肠道病毒基因序列为检测目标，对来源于人体样本中

的肠道病毒核酸进行体外定性检测，临床用于辅助诊断手足口病等肠道病毒感染

相关性疾病。涉及其他临床用途的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可参考本指导原则。手

足口病致病病原体中未包含鼻病毒，因此，鼻病毒不在本指南的讨论范围内。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临床用于检测手足口病致病病原体的检测试剂，适用样本类型应为鼻咽拭子、

咽拭子、粪便/肛拭子、疱疹液、脑脊液（仅限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的病例）、血液

等。 

3.本指导原则适用于肠道病毒通用核酸检测试剂、单一病毒种检测试剂及单一病

毒血清型检测试剂。通用检测试剂所检病毒型别应至少包括柯萨奇病毒 A组的 2、

4、5、6、7、9、10、12、16 型等，B 组的 1、2、3、4、5 型等，肠道病毒 71

型及埃可病毒等；针对柯萨奇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所检病毒型别应至少包括上述 A

组与 B组中的血清型；针对柯萨奇 A组或 B组核酸检测试剂所检病毒型别应至少

包括上述该组所列血清型。针对埃可病毒核酸检测试剂所检病毒型别应至少涵盖

埃可病毒 3、6、11、14、16、19、25、30等血清型。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综述资料主要包括产品预期用途、产品描述、有关生物安全性的说明、有关产品

主要研究结果的总结和评价以及其他等内容，其中，与预期用途相关的临床适应

症应重点描述申报产品所检测的肠道病毒型别与临床适应症的相关性及相关肠

道病毒在我国的流行特征；产品描述应明确申报产品所有可检出的肠道病毒型别、

尚未验证的肠道病毒型别；同类产品在国内外批准上市的情况，应着重从所检病

毒型别、不同型别检测的最低检测限及不同型别间的交叉反应等方面写明拟申报

产品与目前市场上已获批准的同类产品之间的主要区别。综述资料的撰写应符合

《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 号）和《关

于公布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的公告》（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年第 44号）的相关要求。 

（二）主要原材料研究资料 

此类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包括引物、探针、DNA聚合酶、dNTP、逆转录酶、尿嘧啶 DNA

糖基化酶（如适用）、核酸分离/纯化组分（如有）、试剂盒质控品及企业参考品等。

应提供主要原材料的选择与来源、制备及质量标准等的研究资料、质控品的确认试

验资料；生产企业还应提供企业参考品的原材料选择、来源、质量指标、参考品的

制备及阴阳性的确认过程等。 

1.引物和探针：包括申报产品检测靶序列的引物和探针以及内对照的引物和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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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详述引物和探针的设计原则，提供引物、探针核酸序列、模板核酸序列及两者

的对应情况。针对检测靶序列的引物和探针，建议设计两套或多套引物、探针以

供筛选，针对所有预期适用的肠道病毒型别进行检出准确性和特异性（如交叉反

应）的评价，可采用扩增靶序列与所有型别肠道病毒基因组比对研究的方法，最

终确认最佳组合，并提交筛选的研究数据。引物、探针的质量标准应至少包括序

列准确性、纯度检查、浓度检查及功能性实验等。 

2.酶：需要的酶主要包括逆转录酶、DNA聚合酶，其质量标准如下： 

2.1逆转录酶应包括核酸逆转录活性、无核酸内切酶活性等。 

2.2 DNA聚合酶应包括 DNA聚合酶活性、无核酸内切酶活性、热启动能力、热稳

定性等。 

2.3如申报产品中包含尿嘧啶 DNA糖基化酶，应对其酶活性及热稳定性等质量控

制标准进行规定。 

3.dNTP：质量标准应至少包括纯度检查及功能性实验等。 

4.核酸分离/纯化组分（如有）的原理介绍、主要组成、主要原材料的质量控制

标准及相关验证资料。 

5.试剂盒质控品 

试剂盒的质控体系通过设置各种试剂盒质控品来实现，针对阳性质控品和阴性质

控品申请人应明确质控品的来源、质量标准、质控品阴阳性的确认方法及相关验

证资料。申报产品的质控体系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5.1 阳性质控品中应含有天然的或人工合成的包含试剂盒所检测靶序列的 RNA，

至少应包含临床较常见的血清型。质控品应参与样本处理和检测的全过程，如核

酸的平行提取等步骤。企业应对质控品的检测结果（如 Ct 值）做出明确的范围

要求。 

5.2 阴性质控品应不含试剂盒所检测靶序列的 RNA，质控品应参与样本处理和检

测的全过程，如核酸的平行提取等步骤，以对可能存在的交叉污染产生的假阳性

结果进行质量控制。 

5.3内对照（内标）可以对管内抑制导致的假阴性结果进行质量控制，申请人应

对内对照（内标）的引物、探针设计和模板浓度做精确验证，既要保证内标荧光

通道呈明显的阳性曲线又要尽量降低对靶基因检测造成的抑制。对内对照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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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 Ct值）亦应做出明确的范围要求。 

6.企业参考品：应详细说明有关企业参考品的原料选择、制备、阴阳性确认等试

验。 

企业参考品的核酸性质应与产品预期检测的靶物质一致。鉴于肠道病毒为 RNA

病毒，企业参考品可采用灭活病毒、含有肠道病毒基因组的装甲病毒（或假病毒）、

人工克隆或合成的肠道病毒基因组 RNA。具体要求如下： 

6.1阳性参考品和阴性参考品 

阳性参考品应包含本指南范围中规定申报产品至少应检出的肠道病毒血清型，例

如，肠道病毒通用型检测试剂阳性参考品应至少包含柯萨奇病毒 A组的 2、4、5、

6、7、9、10、12、16 型等，B组的 1、2、3、4、5型等，肠道病毒 71型及埃可

病毒等，其他单一病毒种及单一病毒血清型检测试剂阳性参考品应包含该类产品

至少应检出的血清型。阴性参考品应考虑检测特异性的评价，应纳入不在试剂盒

检测范围内的其他肠道病毒血清型样品（如有）和其他病原体样品。 

6.2检测限参考品 

申请人应明确检测限参考品中病毒核酸浓度的确定方法，明确检测限参考品中病

毒核酸浓度的确定依据，检测限参考品中肠道病毒核酸浓度应为申报产品检测限

浓度或略高于检测限浓度，检测限参考品应包含申报产品至少应检出的肠道病毒

血清型。 

6.3精密度参考品 

可不包含所有涉及的肠道病毒血清型，但应选择多个临床较常见的型别，针对所

选型别应分别至少设置一个弱阳性水平。 

若主要原材料为企业自己生产，其生产工艺必须相对稳定，并提交生产工艺验证

报告；如主要原材料购自其他供应商，则需针对供应商的选择提供评价数据，并

提供供应商出具的质量标准、出厂检定报告以及申请人对该原材料进行的质量检

验资料。 

（三）主要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 

1.介绍产品主要生产工艺，可以图表方式表示，并说明主要生产工艺的确定依据。 

2.反应原理介绍。 

3.详述样本采集、样本处理方式的选择和设置，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4.确定最佳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包括样本用量、各种酶浓度、引物/探针浓度、

dNTP浓度、阳离子浓度及反应各阶段温度、时间、循环数等。 

5.不同适用机型的反应条件如果有差异应分别详述，并提交验证资料。 

6.如申报产品包含核酸分离/纯化试剂，应提交对核酸分离/纯化过程进行工艺优

化的研究资料。 

（四）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申请人应提交产品研制阶段对试剂盒进行的所有性能评价的研究资料，对于每项

分析性能的评价都应包括具体研究目的、试验方法、可接受标准、试验数据、统

计方法等详细资料。有关分析性能验证的背景信息也应在申报资料中有所体现，

包括实验地点、适用仪器、试剂规格、批号、临床样本来源等。 

针对不同的样本类型，申请人应分别完成性能评估，包括阴阳性符合率、最低检

测限、精密度、分析特异性等。 

分析性能评价的试验方法可以参考国际或国内有关体外诊断试剂性能评估的指

导原则进行。对于此类产品，性能评估中所用样品（除非特别说明）可参考上述

企业参考品的制备要求。各项性能评价应符合以下要求。 

1.核酸分离/纯化性能 

在进行靶核酸检测前，应有适当的核酸分离/纯化步骤。该步骤的目的除最大量

分离出目的核酸外，还应有相应的纯化作用，尽可能去除 PCR抑制物。无论检测

试剂是否含有核酸分离/纯化的组分，企业都应结合检测试剂的特性，对配合使

用的核酸分离/纯化试剂的提取效率、提取核酸纯度等做充分的验证，提供详细

的验证资料。 

2.申请人应明确申报产品所能检出所有肠道病毒血清型及不能检出的血清型。建

议申请人采用申报产品对目前已知所有肠道病毒血清型样本进行检测，以验证申

报产品所检血清型范围，用于验证的样本可以为临床收集样本、病毒基因组或人

工构建假病毒。 

3.阳性/阴性参考品符合率 

阳性参考品的检测旨在验证试剂盒检测范围内的各肠道病毒血清型均可以在适

当的浓度被检测到，阳性参考品检测结果应为阳性。阴性参考品旨在评价试剂特

异性，阴性参考品检测结果应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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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低检测限 

申报产品最低检测限的性能评估资料应包含最低检测限的确定及验证过程。 

4.1应针对申报产品所能检出的 CA16、CA6、EV71等常见肠道病毒血清型分别进

行确定，建议采用培养后病毒原液进行梯度稀释，配制系列稀释的样品进行最低

检测限的评价，系列稀释度应能够覆盖大部分检出概率区间（0～100%），可通过

概率计算或其他适当方法进行测算选取适当检出率水平的浓度作为最低检测限

确定的标准，如 95%（n≥20）的阳性检出率水平。病毒原液浓度测定建议采用

空斑试验，浓度水平采用空斑形成单位（PFU）为计量单位。 

4.2 应选择申报产品最低检测限或接近最低检测限的病毒水平对申报产品最低

检测限进行验证，验证最低检测限的样本应至少包含申报产品所能检出的 CA16、

CA6、EV71等常见肠道病毒血清型，应至少选择多个病毒株进行验证。企业应能

够提供用于最低检测限验证的各个病毒株的来源、型别及浓度水平（PFU）确认

试验等信息。 

4.3申请人应明确申报产品最低可检出的肠道病毒基因拷贝数水平，同时提供确

定过程及相关实验数据，本项研究应针对不同血清型分别确认，所用样本血清型

应包括申报产品最低检测限参考品设置的血清型。 

4.4申报产品检测企业最低检测限参考品，检测结果应满足相应要求。 

5.分析特异性 

5.1交叉反应 

申请人应针对可能出现在检测样本中的病原体进行交叉反应验证，用于交叉反应

验证的样品，除肠道病毒外，其他病原体应尽量采用灭活病原体培养物或临床样

本。建议在病毒和细菌感染的医学相关水平进行交叉反应的验证，申请人应详细

说明交叉反应样本来源、病原体鉴定和滴度确定的方法和结果。病原体种类主要

考虑以下几方面：试剂盒检测范围以外的其他肠道病毒血清型、样本中可能出现

的其他病原体。建议对以下病原体进行交叉反应验证：诺如病毒、单纯疱疹病毒

1/2 型、肠道腺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轮状病毒、甲型肝炎病毒、星状病

毒、EB 病毒、风疹病毒、麻疹病毒、甲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

毒、巨细胞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戊肝病毒、B族链球菌、

肺炎克雷伯菌、大肠杆菌、脑膜炎奈瑟菌、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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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菌、志贺菌、弧菌、流感嗜血杆菌、卡他莫拉菌、草绿色链球菌、奈瑟菌属、

黏液罗氏菌、变形杆菌等。 

5.2干扰试验 

应根据所采集样本类型，针对可能存在的干扰情况进行验证。建议申请人在每种

干扰物质的潜在最大浓度（“最差条件”）条件下进行评价，并针对有代表性的

肠道病毒血清型，至少在病毒临界阳性水平进行干扰试验验证。干扰物质的选取

应至少包括：血红蛋白、黄疸（仅限血液样本）、脂血（仅限血液样本）、白细胞、

粘蛋白、常见病毒治疗药物、抗生素、微生态制剂、粪便中未消化的食物纤维等。 

6.精密度 

企业应对申报产品精密度指标，如标准差或变异系数等的评价标准做出合理要求。

因模拟样本并不能体现临床样本可能带来的所有变异因素，因此精密度评价中所

用样本应至少包含精密度参考品及若干临床样本，且精密度评价试验应包含核酸

分离/纯化步骤。针对本类产品的精密度评价主要包括以下要求： 

6.1 对可能影响检测精密度的主要变量进行验证，除检测试剂（包括核酸分离/

纯化组分）本身的影响外，还应对分析仪、操作者、试验地点、检测批次等要素

进行相关的验证。 

6.2 设定合理的精密度评价周期，例如：为期至少 20天的检测，每天至少由 2人完

成不少于 2次的完整检测，从而对批内/批间、日内/日间以及不同操作者之间的精

密度进行综合评价。 

6.3用于精密度评价的临床样本均应至少包含 3个水平：阴性样品、临界阳性样

品、（中或强）阳性样品，并根据产品特性设定适当的精密度要求，临床样本精

密度评价中的每一次检测均应从核酸提取开始。 

（五）阳性判断值确定资料 

对于此类试剂，阳性判断值即为能够获得理想的临床灵敏度和临床特异性的临界

值（Cutoff），对于荧光探针 PCR方法即为 Ct值的确定资料。建议采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ROC）曲线的方式进行相关研究。申请人可选取适当的临床样本进行试

验以确定阳性判断值。 

（六）稳定性研究资料 

稳定性研究资料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申报试剂的稳定性和适用样本的稳定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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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前者主要包括实时稳定性（有效期）、开瓶稳定性及冻融次数限制等研究，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稳定性研究方案。稳定性研究资料应包括研究

方法的确定依据、具体的实施方案、详细的研究数据以及结论。对于实时稳定性

研究，应提供至少三批样品在实际储存条件下保存至成品有效期后的研究资料。 

考虑到病毒 RNA极易被降解的特性，企业也应对样本稳定性进行研究，主要包括

冷藏和冷冻两种条件下的有效期验证，可以在合理的温度范围内，每间隔一定的

时间段即对储存样本进行全性能的分析验证，从而确认不同类型样本的效期稳定

性。适于冷冻保存的样本还应对冻融次数进行评价。 

对于样本提取后不能立即进行检测的，应明确核酸储存条件、储存时间等，同时

应提供相应的核酸稳定性研究资料。 

试剂稳定性和样本稳定性两部分内容的研究结果均应在说明书【储存条件及有效

期】和【样本要求】两项中进行详细说明。 

（七）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的开展、方案的制定以及报告的撰写等均应符合相关法规及《体外诊断

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2014年第16号）

的要求。 

1.研究方法 

对于已有同类产品上市的试剂的临床研究，选择境内已批准上市、临床普遍认为

质量较好的同类产品作为参比试剂，采用拟申报产品（以下称考核试剂）与之进

行对比试验研究，证明本品与已上市产品等效或优于已上市产品。另外，申请人

还应选择不少于 30 例核酸检测阳性的新鲜采集样本进行考核试剂与肠道病毒感

染检测的“金标准”方法—病毒分离培养鉴定方法或其他证明肠道病毒感染的

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如医院无病毒培养条件，可由该医院委托其他具有相应条件

的机构进行。 

对于无法选择参比试剂的新型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其临床研究应选择病毒分

离培养鉴定和/或病毒核酸序列测定方法作为参比方法。用于核酸序列测定的引

物序列应不同于考核试剂中用于检测目的基因的引物序列。 

临床试验中如涉及核酸序列测定方法，则建议对扩增子进行双向测序。应在临床

研究报告中对选用的测序方法做详细介绍，并提供以下关于测序试验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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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资料： 

1.1测序方法原理、测序仪型号、测序试剂及消耗品的相关信息。 

1.2测序方法所用引物相关信息，如基因区段选择、分子量、纯度、功能性试验

等资料。 

1.3对所选测序方法的分析性能进行合理验证，尤其是最低检测限的确认，建议

将所选测序方法与拟申报产品的相关性能进行适当比对分析。 

1.4 测序方法应建立合理的阳性质控品和阴性质控品对临床样本的检测结果进

行质量控制。 

1.5提交有代表性的样本测序图谱及结果分析资料。 

2.临床试验病例数 

申报产品临床试验总病例数应不低于 500例。入组样本的血清型应满足如下要求，

肠道病毒通用型检测试剂阳性样本应至少包含柯萨奇病毒 A 组的 2、4、5、6、

10、12、16 型等，B 组的 1、2、3、4、5 型等，肠道病毒 71 型及埃可病毒等，

其他单一病毒种及单一病毒血清型检测试剂阳性样本应包含该类产品至少应检

出的血清型；上述血清型中常见血清型应包括该型别中不同的基因型，常见血清

型阳性病例数单独统计应满足统计学要求。单一病毒血清型检测试剂，临床试验

中其检测的血清型应包括该型别中不同的基因型，阳性病例数应满足统计学要求。 

另外，对于已被批准上市的肠道病毒核酸（通用型）检测试剂，如果在其注册证

有效期内出现了新型肠道病毒的暴发流行，如有需要，生产企业应迅速针对新型

肠道病毒开展临床比对研究，可以采用病毒检测的“金标准”方法或当时卫生行

政部门认可的针对该新型肠道病毒血清型的诊断标准作为参比方法进行临床比

对研究，分别对采集自新型肠道病毒感染（阳性病例不少于 30例）、其他常见的

肠道病毒及非肠道病毒感染但具有相应症状的患者的新鲜样本进行比对实验研

究，总例数不少于 200例，如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可以证明其对新型肠道病毒的检

测能力，申请人应考虑产品预期用途发生的改变，同时提出变更申请，并按相关

法规要求提交分析性能评估和临床试验研究等资料。 

3.临床研究单位的选择 

应选择不少于 3家（含 3家）临床试验机构，按照相关法规、指导原则的要求开

展临床试验。临床试验机构的选择应尽量考虑拟申报产品的特点和预期用途，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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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流行病学背景，受试者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地域代表性。且临床试验机构应具有

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的优势，实验操作人员应有足够的时间熟悉检测系统的各环

节，熟悉评价方案。 

4.病例选择及样本类型 

临床试验应选择具有相应肠道病毒感染症状/体征或有密切接触史的人群作为研

究对象。申请人在建立病例纳入标准时，应考虑到试剂所适用的各年龄段人群的

差异。临床试验入组病例应与产品预期用途中适用人群一致。 

临床试验中所涉及的样本类型应为实际临床检测中常用的样本类型。如申报产品

所适用的样本类型同时包含鼻咽拭子、咽拭子、粪便/肛拭子、疱疹液、脑脊液

或血液等多个样本类型，应针对不同样本类型分别进行临床试验。 

5.伦理学要求 

临床试验必须符合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学准则，必须获得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委员

会的同意。研究者应考虑临床试验用样本的获得和试验结果对受试者的风险性，

应提交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意见。 

6.临床试验方案 

临床试验实施前，研究人员应从流行病学、统计学、临床医学、检验医学等多方

面考虑，设计科学合理的临床研究方案。各临床研究机构的方案设置应基本一致，

且保证在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遵循预定的方案实施，不可随意改动。整个试验过

程应在临床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内并由本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操作完成，申报单位的

技术人员除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外，不得随意干涉实验进程，尤其是数据收集过

程。 

试验方案中应确定严格的病例纳入/排除标准，任何已经入选的病例再被排除出

临床研究都应记录在案并明确说明原因。在试验操作过程中和判定试验结果时应

采用盲法以保证试验结果的客观性。各研究单位选用的参比试剂及所用机型应一

致，以便进行合理的统计学分析。另外，考核试剂的样本类型不应超越参比试剂

对样本类型的检测要求，如果选择了参比试剂适用样本类型以外的样本，则应选

择病毒分离培养鉴定或其他合理方法对额外的样本类型进行验证。 

7.统计学分析 

对临床试验结果的统计应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如检测结果一致性分析、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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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符合率等。对于本类产品对比实验的等效性研究，常选择交叉四格表的形式

总结两种试剂的定性检测结果，对定性结果进行四格表卡方或 kappa检验以验证

两种试剂定性结果的一致性，统计分析应可以证明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无明显统

计学差异。在临床研究方案中应明确统计检验假设，即评价考核试剂与参比试剂

是否等效的标准。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于两种试剂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样本，应采用“金标准”方

法或临床上普遍认为质量较好的第三种同类试剂进行复核，同时结合患者的临床

病情对差异原因及可能结果进行分析。 

8.质量控制 

临床试验开始前，应进行临床试验的预试验，以熟悉并掌握相关试验方法的操作、

仪器、技术性能等，最大限度控制试验误差。整个试验过程都应处于有效的质量

控制下，最大限度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及可重复性。 

9.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撰写 

根据《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要求，临床试验报告应该对试验

的整体设计及各个关键点给予清晰、完整的阐述，应该对整个临床试验实施过程、

结果分析、结论等进行条理分明的描述，并应包括必要的基础数据和统计分析方

法。建议在临床总结报告中对以下内容进行详述。 

9.1临床试验总体设计及方案描述 

9.1.1临床试验的整体管理情况、临床研究单位选择、临床主要研究人员简介等

基本情况介绍。 

9.1.2 病例纳入/排除标准、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预期选择例数及标准、样本编盲

和揭盲的操作流程等。 

9.1.3样本类型，样本的收集、处理及保存等。 

9.1.4统计学方法、统计软件、评价统计结果的标准。 

9.2具体的临床试验情况 

9.2.1临床试验所用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的名称、批号、机型等信息。 

9.2.2 对各研究单位的病例数、年龄分布情况、不同血清型分布情况进行综合，

建议以列表或图示方式列出各年龄组和各种血清型的样本例数。 

9.2.3 质量控制，试验人员培训、仪器日常维护、仪器校准、质控品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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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具体试验过程，样本收集、样本保存、样本检测、结果处理、结果不一致

样本的确认等。 

9.3统计学分析 

9.3.1数据预处理、差异数据的重新检测或第三方验证以及是否纳入最终数据统

计、对异常值或缺失值的处理、研究过程中是否涉及对方案的修改。 

9.3.2结果的一致性分析 

计算阳性符合率、阴性符合率、总体符合率，采用适当的统计学方法，如四格表

卡方检验或 kappa检验以验证两种试剂定性结果的一致性。 

9.4讨论和结论 

对总体结果进行总结性描述并简要分析试验结果，对本次临床研究有无特别说明，

最后得出临床试验结论。 

（八）产品技术要求 

申请人应当在原材料质量和生产工艺稳定的前提下，根据申请人产品研制、临床

评价等结果，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有关文献，按照《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

求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9 号）的有关要

求，编写产品技术要求。 

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的产品性能指标应主要包括：物理性状、阴/阳性参考品

符合率、精密度、最低检测限等。阳性参考品主要考察对试剂盒适用范围内不同

血清型肠道病毒的检测能力，阴性参考品则重点对申报试剂的分析特异性进行验

证。 

如果申报试剂已有适用的国家标准品、参考品发布，则申请人应在产品技术要求

中提出检测要求。 

按照《办法》的规定，此类产品为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申请人应按照《医疗器

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的要求，以附录形式明确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

及半成品要求，附录的编制应符合相关编写规范的要求。 

（九）产品注册检验报告 

根据《办法》的要求，首次申请注册的第三类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应在具有相应医

疗器械检验资质和承检范围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进行连续 3 个生产批次样品的

注册检验。对于已经有国家标准品、参考品的检测项目，在注册检验时应采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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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国家标准品、参考品进行注册检验，对于目前尚无国家标准品的、参考品的

项目，生产企业应建立自己的参考品体系并提供相应的企业参考品。 

（十）产品说明书 

说明书承载了产品预期用途、标本采集及处理、检验方法、检验结果解释以及注

意事项等重要信息，是指导实验室工作人员正确操作、临床医生针对检验结果给

出合理医学解释的重要依据，因此，产品说明书是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最重要

的文件之一。产品说明书的格式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7号）的要求，进口体外诊断试剂的中

文说明书除格式要求外，其内容应尽量保持与原文说明书的一致性，翻译力求准

确且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产品说明书中相关技术内容均应与申请人提交的注册申

报资料中的相关研究结果保持一致，如某些内容引用自参考文献，则应以规范格

式对此内容进行标注，并单独列明文献的相关信息。 

结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的要求，下面对肠道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说明书的重点内容进行详细说明，以指导注册申报人员更合理地完成说明书编

制。 

1.【预期用途】 

1.1 试剂盒用于定性检测人鼻咽拭子、咽拭子、粪便/肛拭子、疱疹液、脑脊液

或其他样本的肠道病毒核酸，适用样本类型应结合实际的临床研究完成情况进行

确认。 

1.2明确肠道病毒核酸试剂的临床意义，主要用于对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手足口

病等的辅助诊断，以便于临床医生结合病人的其他检查结果进行更加准确的疾病

判断和科学的患者管理，应对肠道病毒感染引起的相应临床症状进行描述。 

1.3简单介绍待测目标的特征，如病毒种系渊源、生物学性状、宿主特性、致病

性、感染后临床表现、待测靶基因特征等。 

1.4待测人群特征介绍：具有肠道病毒感染症状的患者、相关的密切接触者、地

域要求或年龄限制（如有）等，待测人群应与申报产品临床试验中入组人群一致。 

1.5应明确申报产品所能检测病毒血清型及经过临床验证的血清型。 

1.6 应强调实验操作人员应接受过基因扩增或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的专业培训，

具备相关的实验操作资格，实验室应具备合理的生物安全防备设施及防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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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验原理】 

详细说明试剂盒技术原理，及核酸分离/纯化方法、原理。说明检测的靶基因座

位、序列长度等；介绍引物及探针设计、不同样品反应体系（管）组合、对照品

（质控品）设置及荧光信号标记等。如添加了相关的防污染组分（如尿嘧啶 DNA

糖基化酶，即 UDG/UNG等），也应对其作用机理作适当介绍。 

3.【主要组成成分】 

详细说明试剂盒内各组分的名称、数量、成分、浓度等信息，如含有生物源性物

质，应说明其生物学来源、活性及其他特性；说明不同批号试剂盒中各组分是否

可以互换。 

试剂盒中不包含但对该项检测必须的组分，应列出相关试剂的生产企业、产品名

称、货号以及医疗器械注册证号/备案号（如有）等详细信息。当试剂盒中不包含

用于核酸分离/纯化的试剂组分时，应在此注明经验证后推荐配合使用的商品化核

酸分离/纯化试剂盒的如上信息。 

4.【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试剂盒的效期稳定性、开瓶稳定性、复溶稳定性、冻融次数要求等，应与相应的

稳定性研究结论一致。 

5.【适用仪器】 

所有适用的仪器型号，提供与仪器有关的重要信息以指导用户操作。 

6.【样本要求】  

明确适用的样本类型。并详细描述样本采集及预处理要求、运输要求、保存条件

及期限等。特别是样本采集所需设备及保存液，需特别明确供应商、货号及注册

证号/备案号（如有）。有关描述均应建立在相关性能评价及稳定性研究的基础

上。 

样本的取材及处理方式等若有通用的技术规范或指南，则应遵循，并在此处引用。 

7.【检验方法】 

详细说明实验操作的各个步骤，包括： 

7.1试剂配制方法、注意事项。 

7.2 核酸分离/纯化的条件、步骤及注意事项。对照品（质控品）参与样本核酸

的平行提取的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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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扩增反应前准备：各组分加样体积、顺序、相关注意事项等。 

7.4 逆转录过程的温度和时间设置、PCR 各阶段的温度、时间设置、循环数设置

及相关注意事项。 

7.5仪器设置：特殊参数，待测基因、内标的荧光通道选择等。 

7.6质量控制：说明对照品（质控品）的检测要求。 

8.【阳性判断值】 

简要总结阳性判断值研究方法及结论。 

9.【检验结果的解释】 

结合对照品（质控品）以及样本管中靶基因和内标的检测结果，对所有可能出现

的结果组合及相应的解释进行详述。检验结果的解释应以阳性判断值的研究结论

为依据。如有适用的临床诊疗或筛查指南，则应在此项下引用，相应检验结果的

解释应符合相关指南的要求。 

10.【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应至少包括如下描述： 

10.1 本试剂检测结果应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及其他相关医学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

析，不得单独作为患者管理的依据。 

10.2 针对肠道病毒通用型检测试剂，未包含在申报产品检测型别范围内的肠道

病毒血清型。 

10.3 不合理的样本采集、转运及处理以及不当的实验操作和实验环境均有可能

导致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 

10.4 针对肠道病毒通用型核酸检测试剂，应明确申报产品所检病毒血清型中经

过临床验证的型别，明确其余型别未经临床验证。 

10.5申报产品应明确不同病程不同阶段样本的阳性率不一致。 

10.6取标本期间，接种减毒活疫苗的患者可能会导致检测试剂检测结果呈阳性。 

11.【产品性能指标】 

详述以下性能指标： 

11.1对相应国家标准品、参考品（如有）检测的符合情况。 

11.2 最低检测限：依据分析性能评估资料，说明产品最低检限，并简单介绍最

低检测限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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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企业内部阳性/阴性参考品符合率，阳性/阴性参考品的组成、来源、浓度

梯度设置以及评价标准等信息。 

11.4精密度：建议详细描述针对不同肠道病毒基因型，采用不同来源的样本（如

人工模拟样本和临床样本）在各个浓度水平进行的精密度评价结果，可采用列表

形式描述。 

11.5 分析特异性：建议以列表方式说明验证的其他肠道病毒血清型、相关病原

体等的交叉反应性及其验证浓度水平。总结潜在干扰物质的评价浓度水平及干扰

情况。 

11.6简要描述临床试验的基本信息、试验方法和结论。 

12.【注意事项】 

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2.1如该产品含有人源或动物源性物质，应给出生物安全性的警告。 

12.2 临床实验室应严格按照《医疗机构临床基因扩增实验室管理办法》（卫办

医政发〔2010〕194号或现行有效版本）等有关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临床基因扩

增实验室的管理规范执行。 

12.3 强调产品性能仅针对声称的适用样本类型及【样本要求】项下说明的样本

采集和处理方法（包括样本采集液等）进行了验证，其他样本类型或样本采集、

处理方法不能保证产品性能。 

三、名词解释 

1.PCR-荧光探针法 

在 PCR过程中利用荧光标记的特异性探针，对 PCR产物进行标记跟踪，释放的荧

光能量的变化直接反映出 PCR扩增产物量的变化，并通过对荧光的采集和分析以

达到对原始模板量进行分析的 PCR。 

四、起草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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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恢复进口瑞士 OM Pharma SA 细菌溶解产物胶囊的公告

（2018 年第 29 号） 

 

原文: http://news.sda.gov.cn/WS01/CL0050/225537.html   2018年 02月 27日 发布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7年 3月 20日发布《关于停止进口瑞士

OM Pharma SA细菌溶解产物胶囊的公告》（2017年第 30号）后，瑞士 OM Pharma 

SA经过整改，已完成整改要求，相关变更的补充申请已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批准，于 2017年 9月 26日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决定恢复瑞士 OM Pharma SA细菌溶解产物胶囊进口，要求各口岸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恢复瑞士 OM Pharma SA细菌溶解产物胶

囊的进口通关备案。 

  特此公告。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2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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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药物遗传毒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18 年第 50 号） 

 

原文：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6424.html      2018年 03月 15日发布 

  为指导和规范药物遗传毒性研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修订了

《药物遗传毒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07年发布的《药物遗传毒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废止。 

  特此通告。  

  附件：药物遗传毒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3月 12日 

2018年第 50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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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药物遗传毒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遗传毒性研究（Genotoxicity Study）是药物非临床安全性评价的重要内容，与

其他研究尤其是致癌性、生殖毒性等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药物进入临床试验

及上市的重要环节。拟用于人体的药物，应根据受试物拟用适应症和作用特点等

因素考虑进行遗传毒性试验。 

遗传毒性试验是指用于检测通过不同机制直接或间接诱导遗传学损伤的受试物

的体外和体内试验，这些试验能检测出 DNA 损伤及其损伤的固定。以基因突变、

较大范围染色体损伤或重组形式出现的 DNA损伤的固定，通常被认为是可遗传效

应的基础，并且是恶性肿瘤多阶段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恶性肿瘤发展变化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遗传学改变可能仅在其中起部分作用）。染色体数目的改变也与

肿瘤发生有关，并可提示生殖细胞出现非整倍体的可能性。在遗传毒性试验中呈

阳性的化合物为潜在的人类致癌剂和/或致突变剂。由于在人体中已建立了某些

致突变/遗传毒性化合物的暴露与致癌性之间的相关性，而对于遗传性疾病尚难

以证明有类似的相关性，因此遗传毒性试验主要用于致癌性预测。但是，因为生

殖细胞突变与人类疾病具有明确的相关性，所以也应同样重视化合物引起潜在可

遗传性效应的风险。此外，遗传毒性试验结果可能对致癌性试验的结果分析有重

要作用。因此，在药物开发的过程中，遗传毒性试验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试验来

预测受试物是否有遗传毒性，在降低临床试验受试者和药品上市后使用人群的用

药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指导原则重点阐述遗传毒性试验的基本原则，介绍标准试验组合方案，阐述体

内外试验的基本原则，以及对试验结果的分析评价与追加研究策略。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中药、天然药物和化学药物。 

二、基本原则 

（一）实验管理 

药物遗传毒性试验必须执行《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GLP）。 

（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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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毒性试验的设计，应该在对受试物认知的基础上，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的原则。应根据受试物的结构特点、理化性质、已有的药理毒理研究信息等选择

合理的试验方法，设计适宜的试验方案，并试验结果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价。 

（三）随机、对照、重复 

遗传毒性试验应符合毒理学试验随机、对照、重复的基本原则。 

三、基本内容 

（一）受试物 

中药、天然药物：受试物应采用能充分代表临床试验拟用样品和/或上市样品质

量和安全性的样品。应采用工艺路线及关键工艺参数确定后的工艺制备，一般应

为中试或中试以上规模的样品，否则应有充分的理由。 

化学药物：受试物应采用工艺相对稳定、纯度和杂质含量能反映临床试验拟用样

品和/或上市样品质量和安全性的样品。 

受试物应注明名称、来源、批号、含量（或规格）、保存条件、有效期及配制方

法等，并提供质量检验报告。试验中所用溶媒和/或辅料应标明名称、标准、批

号、有效期、规格和生产单位等，并符合试验要求。 

应进行受试物样品分析，并提供样品分析报告。 

在药物研发的过程中，若受试物的工艺发生可能影响其安全性的变化，应进行相

应的安全性研究。 

（二）标准试验组合 

对药物而言，需对潜在的遗传毒性进行全面评价。 

遗传毒性试验方法有多种，根据试验检测的遗传终点，可将检测方法分为三大类，

即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DNA损伤；根据试验系统，可分为体内试验和体外试

验。由于没有任何单一试验方法能检测出所有的与肿瘤发生相关的遗传毒性机制，

因此，通常采用体外和体内试验组合的方法，以全面评估受试物的遗传毒性风险。这

些试验相互补充，对结果进行判断时应综合考虑。 

1.标准试验组合应具备的特征 

标准试验组合应反映不同遗传终点，包括体内和体外试验，应包含以下内容： 

（1）应包含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又称 Ames 试验）。该试验已证明能检出相关的

遗传学改变和大部分啮齿类动物和人类的遗传毒性致癌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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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包含哺乳动物细胞体外和/或体内试验。 

哺乳动物细胞体外试验中，体外中期相染色体畸变试验、体外微核试验、体外小

鼠淋巴瘤 L5178Y 细胞 Tk 基因突变试验（简称小鼠淋巴瘤细胞试验，MLA）已经

过充分验证并广泛应用，且同样适合于检测染色体损伤。若实验室对这些方法已

进行了充分的验证，当用于标准试验组合中时，这几个试验可互相替换。 

体内试验具有考虑到如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因素的优势，并且可检出体外

试验无法检出的某些遗传毒性物质（注释 1），因此标准试验组合应至少包含一

项体内试验。可采用啮齿类动物造血细胞染色体损伤试验（包括骨髓或外周血红

细胞微核试验、骨髓中期相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或其他合适的体内试验。 

2.推荐的两种标准试验组合 

组合一： 

（1）一项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2）一项检测染色体损伤的体外细胞遗传学试验（体外中期相染色体畸变试验

或体外微核试验），或一项体外小鼠淋巴瘤细胞 Tk基因突变试验； 

（3）一项体内遗传毒性试验，通常为啮齿类动物造血细胞染色体损伤试验，用

于检测微核或中期相细胞染色体畸变。 

组合二： 

（1）一项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2）采用两种不同组织进行的体内遗传毒性试验，通常为一项啮齿类动物造血

细胞微核试验和第二项体内试验。 

以上两种试验组合同等适合（注释 2），可根据受试物特点自主选择。 

体内试验可采用单次给药或重复给药的试验设计。如果试验设计科学合理，采用

重复给药时可将遗传毒性终点指标整合入一般毒性试验中；当在体内评价一项以

上的遗传毒性终点指标时，也可将它们整合在一项试验中。但是，整合的前提条

件是试验设计（例如剂量、采样）对于重复给药试验是合适的，并且需要获得充

分的支持信息。 

完成上述任何一种标准试验组合，若试验结果为阴性，通常可提示受试物不具有

遗传毒性。对于标准试验组合结果为阳性的受试物，根据其治疗用途，可能需要

进一步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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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试验组合不包含为检测非整倍体而设计的特定试验。但是，检测中期相细胞

染色体畸变的体外和体内试验可检测多种类型的染色体完整性方面的改变，微核

试验具有检测某些非整倍体诱导剂的能力，小鼠淋巴瘤细胞试验也可检测染色体

丢失（可能导致非整倍体）。 

建议采用标准试验组合并不意味着其他遗传毒性试验不合适，这些试验可作为标

准试验组合以外的供选试验，用于对标准试验组合得到的遗传毒性试验结果的进

一步研究。在某些情况下，标准试验组合中的一项或多项试验对于受试物不适合

或因技术原因无法实施时，可采用其他经过验证的试验作为替代试验，但应提供

充分的科学合理性及依据。 

附录部分简介标准试验组合中常用的几种试验方法，该部分内容只是基本原则，

试验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合理设计。 

3.标准试验组合的调整 

标准试验组合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不适合，需要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1）当受试物对细菌有高毒性时（如某些抗生素），仍应进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

因为致突变性可能出现在较低的、毒性较小的浓度。同时，还应进行一项体外哺

乳动物细胞试验，即采用标准试验组合一。 

（2）标准试验组合通常可检出具有遗传毒性作用警示结构的受试物（注释 3），

因为大部分“警示结构”被定义为与细菌诱变性有关。但是，对于具有某些特殊

警示结构的化合物，需要对标准组合方案进行调整（注释 4）。附加试验的选择

或方案的调整取决于这些具有警示结构受试物的化学性质、已知活性和代谢信息。 

（3）某些特殊的受试物，如一些放射影像剂、抗酸铝合剂、一些吸入用药、一

些皮肤或其他局部用药，毒代或药代动力学研究提示其不被全身吸收，因此在体

内遗传毒性试验中无法到达靶组织（注释 5）。对于这些受试物，体内试验（尤

其是骨髓、血液、肝脏）难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在改变给药途径也不能提供足够

的靶组织暴露，且对暴露量最高的组织无合适的遗传毒性试验的情况下，仅根据

体外试验进行评价可能是合适的。某些情况下，采用接触部位评价遗传毒性作用

可能也是合理的，尽管这些试验尚未广泛应用（注释 6）。 

4.生殖细胞诱变剂的检测 

遗传毒性对生殖细胞的影响也极其重要。标准试验组合中不包含专门检测生殖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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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诱变剂的试验。但是，比较研究结果显示，从定性的角度，大多数生殖细胞诱

变剂能在体细胞试验中检出，因此体内体细胞遗传毒性试验的阴性结果通常可提

示受试物对生殖细胞无影响。体内体细胞试验结果为阳性时，在综合评价及指导

用药时应关注受试物对生殖细胞的影响。 

（三）体外、体内试验基本要求 

遗传毒性的体内外试验方法较多，本指导原则仅讨论常用方法及需要重点关注的

问题，试验时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无论体外、体内试验，方法学均应经过充分验证。各实验室应建立历史背景对照

数据库（包括阴性和阳性对照数据库）。 

1.体外试验基本要求 

1.1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中采用的菌株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至少应采用 5 种菌株，包括用于检测组氨酸靶基因中鸟嘌呤-

胞嘧啶（G-C）位点碱基置换或移码突变的 4 种组氨酸营养缺陷型鼠伤寒沙门氏

菌（TA98；TA100；TA1535；TA1537/TA97/ TA97a），以及用于检测组氨酸或色氨

酸基因中腺嘌呤-胸腺嘧啶（A-T）位点碱基置换与检测交联剂的鼠伤寒沙门氏菌

TA102或埃希氏大肠杆菌 WP2 uvrA或埃希氏大肠杆菌 WP2 uvrA （pKM101）。 

1.2 体外试验中最高浓度的确定（注释 7）  

体外试验中受试物的最高浓度主要取决于受试物对细菌/细胞的毒性和溶解度。 

1.2.1最高浓度 

对不受溶解度或细胞毒性限制的受试物，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应达到的最高浓度为

5mg/皿（液体受试物为 5µl/皿），哺乳动物细胞试验为 1mM 或 0.5mg/ml（选用

较低者）。 

1.2.2要求达到的细胞毒性水平 

在遗传毒性体外试验中，某些遗传毒性致癌剂只有在检测浓度高达可产生一定程

度的细胞毒性时才可检出，但毒性过高又会影响对相应的遗传终点进行恰当的评

价。当哺乳动物细胞存活率很低时，一些遗传毒性以外的作用机制如细胞毒性（如

与细胞凋亡、溶酶体释放核酸内切酶等有关的结果）会导致遗传毒性假阳性结果，

这种情况常发生于受试物浓度达到毒性阈浓度时。 

鉴于以上情况，在体外细菌和哺乳动物细胞试验中，目前可接受以下的细胞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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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浓度不应超过 1.2.1中的规定）： 

（1）细菌回复突变试验中，进行评价的浓度应能显示明显的毒性，如回复突变

菌落数目减少、背景菌苔减少或消失。 

（2）哺乳动物细胞体外遗传学试验中，最高浓度产生的细胞毒性应约为 50%。 

（3）对于小鼠淋巴瘤细胞 Tk基因突变试验，最高浓度产生的细胞毒性应为 80%～

90%。 

1.2.3难溶受试物的检测 

用细菌和哺乳动物细胞遗传毒性试验检测某些受试物时，在不溶解的浓度范围内

也能检测出剂量相关性的遗传毒性。建议采用以下策略检测相对不溶的受试物： 

（1）对于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如果沉淀不干扰计数，应对产生沉淀的浓度进行

计数，且最高浓度不超过 5mg/皿或 5µl/皿。当未观察到细菌毒性时，应以产生

沉淀的最低浓度作为计数的最高浓度；当观察到剂量相关的细菌毒性或诱变性时，

应按上述细胞毒性的要求来确定最高浓度。 

（2）对于哺乳动物细胞试验，若沉淀不干扰计数，最高浓度应是培养液中产生

最少可见沉淀的最低浓度。应通过肉眼观察或镜检等方法来观察记录沉淀在培养

过程中持续存在或培养过程中出现（至处理结束时）。 

1.3 体外试验的重现性 

体外试验应关注重现性。当采用新方法或试验出现非预期结果时，有必要进行重

复试验。但是，当采用标准的、已广泛应用的常规体外试验方法时，若这些试验

经过了充分验证且进行了有效的内部质量控制，得到明确的阳性或阴性结果，通

常不需要重复试验。但是，若得到可疑结果，则需要进一步试验。 

2.体内试验基本要求 

2.1 检测染色体损伤的体内试验 

采用骨髓细胞分析染色体畸变或检测含微核的嗜多染红细胞的体内试验方法均

可用于检测染色体断裂剂。由于细胞分裂后期的一个或多个染色体相对滞后也能

形成微核，因此微核检测方法也能检测一些非整倍体诱导剂（注释 8）。 

大鼠和小鼠均适用于骨髓微核试验。微核也可通过小鼠外周血中未成熟红细胞

（如嗜多染红细胞）或大鼠血液新生网织红细胞测定（注释 9）。同样，也可使

用已证明了对检测断裂剂/非整倍体诱导剂具有足够灵敏度、来源于其他种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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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骨髓或外周血的未成熟红细胞。除人工镜检方法外，若方法学经过了充分验

证，也可采用自动化分析系统（如图像分析系统和流式细胞术）对微核进行检测。 

啮齿类动物给药后，取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体外培养，也可用于分析染色体畸变

（注释 10）。 

2.2 其他体内遗传毒性试验 

第二项体内试验可作为第二种标准试验组合的一部分，并可用作追加试验以在评

价体外或体内试验结果时提高证据权重（注释 11）。体内组织和试验的选择应根

据多种因素来确定，例如受试物可能的作用机制、体内代谢特征或者被认为是相

关的暴露组织等信息。由于肝脏的暴露和代谢能力，肝脏是代表性的首选组织。

第二种体内试验经常以评价 DNA损伤为终点指标作为替代终点。目前，已有大量

应用经验的试验包括：DNA链断裂试验如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彗星试验）和碱

洗脱试验、转基因小鼠体内突变试验、DNA共价结合试验。 

2.3 体内试验的给药途径 

一般情况下，给药途径应与临床拟用途径一致。若不一致，应说明理由。但是，

为获得全身暴露，在适当时可进行调整，如局部给药的受试物。 

2.4 体内试验啮齿类动物性别的选用 

短期给药（通常是给药 1～3 次）的体内遗传毒性试验一般可单用雄性动物。若

已有的毒性、代谢或暴露资料提示在所用动物种属上存在毒理学意义的性别差异，

则应采用两种性别的动物。 

当遗传毒性试验整合在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时，应对两种性别动物进行采样，如

果毒性、代谢方面没有明显性别差异，可仅对单一性别进行评价。 

如果受试物拟专用于单一性别，可选用相应性别的动物进行试验。 

2.5 体内试验的剂量选择（注释 7） 

通常应对有代表性的三个剂量水平进行分析检测。 

对于短期试验（通常是给药 1～3次），推荐的最高剂量是：限度剂量 2000mg/kg

（若可耐受），或最大耐受量（为产生毒性的剂量，而基于同样的给药方案，比

该剂量稍高即预期会出现死亡）。剂量选择时还应考虑骨髓红细胞生成的抑制。

最高剂量之下的其他剂量一般剂量间距为约 2～3倍。 

对于多次给药试验，分为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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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采用标准试验组合一时，若该试验整合在重复给药毒性试验中，如果该

重复给药毒性试验符合支持人体临床试验的一个充分试验的标准，则通常认为对

于遗传毒性评价剂量是合适的，该原则适用于体外哺乳动物细胞试验结果为阴性

或不相关的阳性时。 

（2）当进行追加试验或当采用标准组合二时，应对多种因素进行评价以确定高

剂量是否适合用于遗传毒性评价。毒性试验（尤其是大鼠试验）的高剂量需满足

以下任何一条标准，才可用于遗传毒性评价： 

①最大给药量，基于受试物在溶剂中的理化性质。 

②对于给药 14天或更长时间的试验，如果能耐受，限度剂量为 1000 mg/kg。 

③最大可能暴露量，通过达到暴露峰值/稳态或受试物的蓄积来证明。若受试物

的暴露量随给药时间增加而明显减少（如比起始暴露量减少≥50%），则不宜采用

多次给药试验。 

④高剂量≥急性给药试验所采用高剂量的 50%，即接近最小致死量。 

仅基于无毒性的暴露范围（高于临床暴露量的若干倍）来选择高剂量，不是充分

合理的。 

对于具有血液或骨髓毒性的受试物，进行遗传毒性评价的剂量应在具有严重红细

胞系毒性（如具有明显的嗜多染红细胞或网织红细胞抑制）的高剂量之下、间距

不超过约 2倍。 

（四）试验的阶段性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可支持单次给药的临床试验；为支持多次给药的临床试验，应

采用哺乳动物细胞进行一项评估染色体损伤试验；在Ⅱ期临床试验开始前完成完

整的遗传毒性标准试验组合。 

但是，为了减少药物开发风险、保护受试者安全，建议在临床试验开始前完成遗

传毒性标准试验组合。 

四、试验结果评价与追加研究策略 

遗传毒性研究是药物安全性评价与药物整体开发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

终目的在于预测受试物潜在的致癌性或其他遗传危害性。试验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是试验的必要组成部分，应对研究结果进行科学和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在对遗传

毒性试验结果进行评价时，应结合受试物的药学特点、药效学、药代动力学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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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毒理学研究的结果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试验结果的评价最终应落实到临床试

验受试者范围限定、风险效益评估以及必要防治措施的制定和应用上。 

遗传毒性试验组合检测的是主要通过直接的遗传损伤机制的致癌物质（如绝大多

数已知的人类致癌剂），不适用于检测非遗传毒性致癌剂。每种试验系统均可能

产生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一些试验条件，如有限的体外代谢活化能力，可能导

致体外试验出现假阴性结果。试验组合方法的设计是为了减少具有潜在遗传毒性

的受试物产生假阴性结果的风险。另一方面，任何一项遗传毒性试验中的阳性结

果并不一定能说明受试物对人类真正具有遗传毒性或致癌性的危险。在对体内外

试验结果进行评价时，对阳性或阴性的结果均应予以充分考虑，尤其是在有疑问

时。 

评价受试物的潜在遗传毒性时，应全面考虑各项试验结果、体内和体外试验方法

的内在价值及其局限性，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 

（一）体外试验结果的评价 

1.体外试验阳性结果 

1.1 体外细菌回复突变试验阳性结果的评价 

由于细菌回复突变试验的阳性结果提示 DNA反应性，为评估对患者用药的潜在风

险，需进行充分的追加试验以评价体内致突变和潜在致癌性，除非通过恰当的风

险获益分析证明是合理的。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出现阳性结果，应考虑受试物的纯度，以确定阳性结果是否污

染物所致。氨基酸（组氨酸或色氨酸）污染可能导致菌落数的升高而出现假阳性

结果，因此细菌回复突变试验不适合检测可能会降解的肽类。一些特殊情况下，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阳性结果并不提示对人体有遗传毒性潜力，例如当发生细菌特

异性代谢时（如通过细菌硝基还原酶活化）。 

1.2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试验阳性结果的评价 

对于体外哺乳动物细胞试验阳性结果，应采用下述的证据权重法进行分析，必要

时进行追加试验。例如（包括但不限于）：①阳性结果是否归因于体内不存在的

条件（如 pH值、渗透压、沉淀物）；②阳性结果仅发生于产生最高细胞毒性的浓

度：在小鼠淋巴瘤细胞试验中阳性结果发生于相对总细胞生长率（Relative 

total growth，RTG）减少≥80%时；在体外细胞遗传学试验中阳性结果发生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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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生长抑制≥50%时。 

对于以上情况，如果应用证据权重法分析提示缺乏潜在遗传毒性，可采用标准试

验组合一，即一个体内试验即可。 

2.体外试验阴性结果 

对于体外试验阴性结果，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需考虑进行进一步的试验，例如（包

括但不限于）：受试物的化学结构或已知代谢特征提示标准的体外代谢活化技术

（如啮齿类动物肝脏 S9）可能不适用；受试物的化学结构或已知活性提示采用

其他试验方法或系统更合适。 

（二）体内试验结果的评价 

与体外试验相比，体内试验方法具有考虑到与人体应用相关的吸收、分布、排泄

的优点，而且体内代谢相对于体外试验中的代谢系统更具有相关性。因此，体内

试验在遗传毒性试验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如果体外与体内试验的结果不一致，对其结果差异应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

则进行分析与评价，如代谢差异、受试物在体内快速和高效排泄等。 

1.体内试验阴性结果 

体内试验结果的意义与受试物在靶组织（注释 5）中是否有足够的暴露直接相关，

尤其是当体外试验为确定的阳性结果而体内试验结果为阴性时，或者是当未进行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试验时更为重要。受试物在靶组织中具有足够暴露的证据包括

可疑组织的毒性，或下述的毒代动力学资料。如果受试物在靶组织中无法达到足

够的暴露量，则常规的体内遗传毒性试验的意义较小。 

对于体外遗传毒性试验结果为阳性（或未进行）而体内试验结果为阴性的受试物，

应采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来反映受试物在体内/靶组织的暴露水平： 

（1）细胞毒性 

对于细胞遗传学试验，可通过微核试验中各剂量组和各采样时间点所用组织（骨

髓或外周血）中未成熟红细胞数与红细胞总数的比例的显著变化，或通过染色体

畸变试验中有丝分裂指数的显著降低，来间接反映受试物的暴露水平。 

对其他体内遗传毒性试验，可通过肝脏或组织的毒性（如通过组织病理学检查或

血液生化学指标）来间接反映受试物的暴露水平。 

（2）暴露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通过测定血液或血浆中的受试物相关物质水平来反映受试物的体内暴露（注释

12）；直接测定靶组织中的受试物相关物质；或通过放射自显影检测组织暴露水

平。 

体内暴露的评估应采用与遗传毒性试验相同的动物种属、品系和给药途径，在最

高剂量或其他相关剂量中进行。 

如果全身暴露与预期的临床暴露相似或更低，提示可能需要采用替代的方法，如

采用不同的给药途径、采用具有更高暴露的不同种属、采用不同的组织或试验。 

若体外试验未显示受试物有潜在遗传毒性，可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也可用啮

齿类动物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试验结果来确定体内暴露水平。 

2.体内试验阳性结果 

体内遗传毒性试验也可能出现假阳性结果，例如：未给予任何遗传毒性物质，但

由于干扰了红细胞生成而导致微核升高；DNA加合物数据应根据内源性加合物的

已知背景水平进行解释分析；与毒性相关的间接作用可能影响 DNA 链断裂试验

（如彗星试验和碱洗脱试验）的结果。因此评价遗传毒性数据时应考虑所有的毒

理学和血液学发现（注释 13）。与毒理学改变相关的间接作用可能有一个安全范

围，且可能不具有临床相关性。 

（三）阳性结果追加研究策略 

1.对体外哺乳动物细胞试验阳性结果的追加 

以下讨论基于细菌回复突变试验结果为阴性。 

1.1 追加机制/体内试验 

体外哺乳动物细胞试验为阳性结果且无充分证据以排除生物学相关性时，建议进

行追加试验以提供试验证据。可进行附加的体外试验或进行两种合适的体内试验，

具体如下： 

（1）进行附加的体外试验。 

体外试验可为阳性结果缺乏生物学相关性提供机制信息，如小鼠淋巴瘤细胞试验

中诱导染色体畸变或突变的受试物不是 DNA损伤性物质的证据（如：除细菌回复

突变试验外的其他突变/DNA损伤试验结果为阴性；化学结构上的考虑），或者体

内可能不相关或可能具有阈值的间接机制的证据（如抑制 DNA合成、仅在高浓度

时产生活性氧簇等）。体外微核试验阳性结果的追加试验也可采用类似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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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证据还可包含提示染色体丢失/非整倍体的已知机制、着丝点染色试验（注

释 14）提示染色体丢失。多倍体是体外染色体畸变试验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虽

然非整倍体剂可诱导多倍体产生，但仅多倍体产生并不能提示受试物具有诱导非

整倍体的潜力，而可能仅提示细胞周期紊乱；多倍体也常常与细胞毒性的升高有

关。如果在体外试验中仅见多倍体，而未见结构上的染色体断裂，一个确保具有

合适暴露的体内微核试验的阴性结果，通常可提供不具有潜在非整倍体诱导作用

的充分证据。 

如果上述机制信息和证据权重分析支持受试物不具有相关的遗传毒性，仅需要一

个具有合适暴露证据的体内试验，以确定受试物不具有遗传毒性作用。通常采用

体内细胞遗传学试验，而且，当对潜在染色体丢失进行追加研究时要求进行体内

微核试验。 

（2）进行两项合适的体内试验，通常采用不同的组织，并有支持暴露的证据。 

如果无充分的证据或机制信息以排除相关的潜在遗传毒性，通常要求进行两项体

内试验，需要采用合适的终点指标和合适的组织（通常是两种不同组织），且应

在体内获得充分的暴露。 

终点指标充分合理并且证明有暴露的合适的体内试验的阴性结果，足以证明受试

物不具有遗传毒性风险。  

1.2 依赖于 S9的体外试验阳性结果的追加 

当阳性结果仅见于 S9 代谢活化条件下，首先应确认是否是代谢活化的原因而非

其他一些不同条件（如，与非代谢活化培养条件下的≥10%血清浓度相比，S9混

合物中血清浓度低或无血清）。因此追加策略的目的是确定体外结果与体内条件

的相关性，通常采用肝脏体内试验（注释 15）。 

2.对体内微核试验阳性结果的追加 

若体内微核升高，应对所有的毒理学资料进行评价，以确定是否是由于非遗传毒

性作用所致或非遗传毒性作用是其中的一个作用因素。如果怀疑存在干扰红细胞

生成作用或生理学的非特异性因素（如体温偏低或过高），进行一项体内染色体

畸变试验更为合适。如果怀疑一个升高的结果，应进行研究以证明该升高是否是

由于染色体丢失或染色体断裂所致（注释 14）。有证据显示非整倍体诱导作用，

如纺锤体抑制剂，具有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因此，可能可确定该作用是否有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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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暴露（低于该暴露下预期不会有染色体丢失），以及确定与临床暴露比较是否

存在合适的安全范围。 

总之，受试物潜在遗传毒性的评价应考虑所有结果，并认识到体外与体内试验各

自的内在价值及局限性。 

（四）与致癌性试验的肿瘤发现有关的追加遗传毒性试验 

在遗传毒性标准试验组合中呈阴性结果，但在致癌性试验中显示肿瘤发生率升高，

而且无充分证据确定是非遗传毒性作用机制的受试物，应在合适的模型上进行附

加的遗传毒性试验。为了帮助了解作用方式，附加试验可包括改变体外试验的代

谢活化条件，或包括测定肿瘤诱导靶器官遗传学损伤的体内试验，如 DNA链断裂

试验（如彗星试验或碱洗脱试验）、DNA 加合试验（如通过 32P-后标记）、转基因

突变诱导试验，或肿瘤相关基因遗传学改变的分子特征性分析。 

（五）综合分析与评价 

当遗传毒性试验结果为阳性时，对进入临床试验是否安全，应考虑所有的安全性

资料，包括对所有遗传毒性资料的全面评价，以及拟进行的临床试验的性质。 

对于遗传毒性试验出现阳性结果、但不直接与 DNA发生作用的受试物，不全都会

带来明显的体内给药的风险。因此，当遗传毒性试验出现阳性结果时，建议提供

有关遗传毒性机制的证据以及这种机制与预期体内暴露的相关性，或者通过试验

排除为直接与 DNA作用的机制，如证明受试物不使 DNA烷化或 DNA链断裂，并提

供未观察到遗传毒性的剂量水平。若确认受试物可直接损伤 DNA，在极特殊情况

下，可能会被允许用于危及生命的疾病（如晚期癌症），但不能在健康受试者中

使用。 

五、参考文献 

1.ICH. S2(R1)：Guidance on genotoxicity testing and data interpreta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intended for human use. 2011 

2. ICH. M3 (R2): Non-clinical safety studies for the conduct of human 

clinical trials and marketing authoriza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2009 

3.FDA.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 review staff: Recommended approaches to 

integration of genetic toxicology study results. 2006 

4.OECD. Guideline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No.471： Bacterial re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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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ation test.1997 

5.OECD. Guideline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No.473：In Vitro mammalian 

chromosomal aberration test. 2016 

6.OECD. Guideline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No.474：Mammalian erythrocyte 

micronucleus test. 2016 

7.OECD. Guideline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No. 475：Mammalian bone marrow 

chromosome aberration test.  2016 

8.OECD. Guideline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No. 476: In vitro mammalian 

cell gene mutation tests using the Hprt and xprt genes. 2016 

9.OECD. Guideline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No. 487：In vitro mammalian 

cell micronucleus test. 2016 

10.OECD. Guideline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No. 488：Transgenic rodent 

somatic and germ cell gene mutation assays. 2013 

11.OECD. Guideline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No. 489：In vivo mammalian 

alkaline comet assay. 2016 

12.OECD. Guideline for testing of chemicals No. 490：In vitro mammalian 

cell gene mutation tests using the thymidine kinase gene. 2016 

六、注释 

注释 1：尽管只有少数但仍有一定数量的遗传毒性致癌剂能被骨髓染色体损伤试

验检出，而在标准组合所列出的体外试验中却得到阴性、弱阳性或相互矛盾的结

果。丙卡巴肼、对苯二酚、氨基甲酸乙酯、苯等致癌剂即为此类物质。 

注释 2：虽然两种标准试验组合同等适合，但是某些受试物的特异性信息提示应

首选其中一种组合。例如，如果动物上的全身暴露与预期临床暴露相当或更低，

应进行体外试验即组合一；当预期在肝脏产生短暂的活性代谢物时，推荐采用包

含有一项肝脏体内试验的组合二。 

注释 3：某些具有遗传毒性警示结构的化合物被认为与致癌和/或致突变潜力有

因果关系。警示结构包括烷化亲电子中心、不稳定过氧化物、芳香胺、偶氮结构、

N-亚硝基基团、芳香硝基基团。 

注释 4：对有特殊警示结构的几类化合物，如含有偶氮基团的分子、糖苷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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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要还原硝基的化合物如硝基咪唑类、代谢活化需要不同的啮齿类动物 S9 的

化合物如非那西汀，为最适合检测遗传毒性，采用特殊的方案调整或附加试验是

非常重要的。 

注释 5：靶组织：此处特指体内试验的检测目标组织，如小鼠骨髓微核试验中的

骨髓。 

注释 6：采用皮肤和结肠进行诱导微核的体内试验已有一些经验，而且在这些组

织中进行 DNA损伤试验也是一种合适的替代方法。 

注释 7：此处所指最高浓度的确定主要针对化学药物，因中药、天然药物所包含

范围宽且情况复杂，在合适时可参考化学药物的最高浓度的确定原则进行设计，

不合适时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设计。 

注释 8：虽然微核的形成源于受试物与纺锤体相互作用导致整条染色体分裂的滞

后，但微核试验无法检测所有非整倍体诱导剂。更特异的非整倍体诱导检测方法

之一是采用快速、灵敏的技术分析个体（啮齿类动物）分裂间期核中的染色体，

如荧光原位杂交（FISH）方法。 

注释 9：原则上，造血细胞的微核可采用任何动物种属的骨髓，以及循环系统中

的含微核红细胞不会被脾脏清除的动物种属的外周血进行评价。在小鼠上，微核

可通过血中的嗜多染红细胞进行测定，当小鼠持续给药约 4周或更长时间时也可

采用成熟红细胞进行测定。虽然大鼠可快速清除循环中的含微核红细胞，但是大

鼠血液网织红细胞中可检测到由一系列断裂剂和非整倍体剂诱导的微核，因此大

鼠外周血也可用于微核分析，但所采用方法学需确保能分析新生网织红细胞且方

法学经过充分验证。 

注释 10：在某些情况下，动物单次或多次给予受试物后取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

培养，可检测中期相染色体畸变，就如同可采用骨髓中期相细胞一样。因为循环

中的淋巴细胞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该试验系统无法检测需要通过细胞复制才能显

示出遗传毒性作用的受试物（如某些核苷类似物）。由于一些淋巴细胞寿命相对

较长，原则上它们具有体内蓄积未修复 DNA损伤的潜力，这使得细胞在体外受到

刺激进行分裂时畸变率升高。体内淋巴细胞试验可用于断裂剂指征的追加研究，

但是，对于造血细胞微核试验，采用其他组织（如肝脏）的试验通常可补充提供

更多信息量，因为肝脏中药物和代谢物的暴露通常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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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在标准试验组合中包含第二项体内试验，是为了通过一种对受试物和/

或其代谢物具有良好暴露的组织来确证受试物不具有遗传毒性。另外，一小部分

被认为有遗传毒性的致癌剂在肝脏试验中结果为阳性，但在体内骨髓细胞遗传学

试验中结果却为阴性。这些案例很可能反映了缺乏合适的代谢活性或缺乏活性中

间体传递至骨髓造血细胞。 

注释 12：骨髓是血液灌流性良好的组织，故血液或血浆中受试物相关物质的水

平与骨髓中水平相似。无论何种给药途径，肝脏对于有全身暴露的受试物预期会

有暴露。 

注释 13：微核升高可发生于未给予任何遗传毒性物质时，而是由于红细胞生成

的干扰（如再生障碍性贫血、髓外造血作用）、应激、体温偏低或体温过高所致。

脾脏功能的改变可影响含微核细胞从血液中的清除，可导致循环中的含微核红细

胞数量轻微升高。 

注释 14：确定微核诱导是否主要由于染色体丢失或染色体断裂所致，试验应包

括对体外或体内微核染色以确定着丝粒是否存在，例如，在着丝粒位置的 DNA

序列采用有探针的荧光原位杂交（FISH），或者采用抗着丝粒蛋白的标记抗体。

如果大多数诱导的微核是着丝粒阳性，这提示有染色体丢失。但是，需要注意，

强微管毒物如秋水仙碱和长春碱为一种特殊情况，它们虽然不会产生 100%着丝

粒阳性的微核，但典型的着丝粒阳性微核超过 70%～80%，而在风险评估中却被

公认为主要是非整倍体诱导剂。一种替代的方法是进行一项体外或体内中期相结

构畸变试验，如果该试验结果是阴性，则提示微核诱导与染色体丢失有关。 

注释 15：标准诱导的 S9 混合物比人 S9 具有更高的活化能力，并且缺乏Ⅱ相解

毒能力，除非添加特异性的辅助因子。此外，在体外测试底物浓度很高时可发生

非特异的代谢活化作用。采用人 S9 或其他人类相关的代谢活化系统进行遗传毒

性试验是有用的。分析遗传毒性试验中培养物的代谢产物特性，与非临床种属（非

诱导的微粒体或肝细胞，或体内）或来自于人体样本的已知代谢产物特性进行比

较，也可有助于确定试验结果的相关性。而且，追加试验通常采用肝脏的体内试

验。在 S9 存在条件下体外试验得到阳性结果的受试物，在体内可能不诱导遗传

毒性，因为不形成代谢产物或形成极微量，或被代谢性解毒或快速排泄，这种情

况可提示缺乏体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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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6：小鼠淋巴瘤细胞试验为一种体外哺乳动物细胞 Tk基因突变试验。除小

鼠淋巴瘤 L5178Y细胞外，人淋巴母细胞 TK6细胞也可用于检测 Tk基因位点突变。

目前，TK6 试验已纳入 OECD 指导原则，但是，对于该试验，目前积累的试验经

验较少，且未进行充分的方法学验证。在该试验经过充分的方法学验证后才可用

于药物注册目的。 

七、附录 

推荐的标准试验组合中的遗传毒性试验方法 

注：以下方法中所提供的最高浓度和最高剂量设计原则主要针对化学药物，中药、

天然药物由于情况复杂，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不能简单套用该原则，试验时

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设计。 

（一）细菌回复突变试验（Bacterial reverse mutation test） 

1.菌株 

组氨酸营养缺陷型鼠伤寒沙门氏菌和/或色氨酸营养缺陷型埃希氏大肠杆菌，至

少应包含下述五种菌株组合（除特殊说明外，均为鼠伤寒沙门氏菌）： 

（1）TA98；（2）TA100；（3）TA1535；（4）TA1537或 TA97或 TA97a；（5）TA102

或大肠埃希杆菌 WP2 uvrA或大肠埃希杆菌 WP2 uvrA（pKM101）。 

菌株特性鉴定需符合要求，－80℃或液氮冻存备用。 

2.浓度 

至少应包含 5个可用于结果分析的浓度。 

最高浓度主要取决于受试物对细菌的毒性和/或溶解度： 

（1）对于可溶性的无细菌毒性的受试物，推荐的最高浓度一般为 5mg/皿（液体

受试物为 5µl/皿）。  

（2）对于可溶性的有细菌毒性的受试物，应根据细菌毒性情况确定最高浓度（详

见正文 1.2.2）。 

（3）对于难溶性的受试物，若未观察到细菌毒性，一般以最小沉淀浓度为评价

的最高浓度；若观察到浓度相关性的细菌毒性或诱变性，则要求检测多个产生沉

淀的浓度（详见正文 1.2.3）。 

3.代谢活化 

一般采用诱导剂，如 Aroclor 1254 或苯巴比妥和 β-萘黄酮联合诱导处理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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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肝脏微粒体酶（S9）进行体外代谢活化试验，即在加 S9和不加 S9平行

条件下测试。S9在 S9混合液中的浓度一般为 5%～30%（v/v）。 

4.对照 

代谢活化或非代谢活化条件下，均应设立平行阴性（空白对照和/或溶剂对照）

和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物应为已知的菌株特异性的阳性致突变剂。 

5.方法 

可采用标准平板掺入法或预培养法，受试物处理后 48～72 小时观察结果。每一

浓度至少平行三皿。 

6.结果判定 

结果中应描述各浓度组细菌毒性大小和沉淀情况；结果表示为每皿的回复突变菌

落数，并计算各组的均值和标准差。 

至少在一个菌株上，在有或无代谢活化条件下，受试物所诱发的回复突变菌落数

出现浓度依赖性的增加和/或在一个或多个浓度组上出现可重复性的增加，可判

定为阳性结果。结果判定时应首先考虑试验结果的生物学意义，统计学分析有助

于结果的评价。 

（二）体外哺乳动物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In vitro mammalian chromosomal 

aberration test） 

1.细胞 

可采用哺乳动物或人的细胞进行试验，如 CHL 细胞、CHO 细胞、TK6 细胞、人外

周血淋巴细胞等，细胞系需定期检查核型和有无支原体污染等。-80℃或液氮冻

存备用。 

2.浓度 

至少应包含 3个可用于结果分析的浓度。 

最高浓度主要取决于受试物的细胞毒性和/或溶解度。 

（1）对于可溶性的无细胞毒性的受试物，推荐的最高浓度一般为 1 mM 或 0.5 

mg/ml （选用较低者）。 

（2）对于可溶性的有细胞毒性的受试物，应根据细胞毒性大小确定最高浓度。

最高浓度所产生的细胞毒性应达到约 50%但无需超过 50%。对于哺乳动物细胞，

可采用相对群体倍增数（Relative population doubling，RPD）和相对细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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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数（Relative increase in cell count，RICC）的减少来反映细胞毒性；对

培养的人外周血淋巴细胞，可通过有丝分裂指数（Mitotic Index，MI）的降低

来反映细胞毒性。  

（3）对于难溶性的受试物，一般采用最小沉淀浓度为最高浓度。 

对最高浓度之下的其他浓度，对于细胞毒性小或无的受试物，一般浓度间距为

2～3倍；对于有细胞毒性的受试物，所选择的浓度应覆盖产生细胞毒性的范围，

并且包括具有中度或少/无细胞毒性的浓度；在一些情况下，如具有较陡峭的浓

度反应关系，则可适当缩小浓度间距或将检测的浓度加至 3个以上。 

每一浓度一般平行 2皿；若能获得足够细胞数，可用单皿，尤其当超过 3个检测

浓度时。 

3.代谢活化 

一般采用诱导剂，如 Aroclor 1254 或苯巴比妥和 β-萘黄酮联合诱导处理后的

哺乳动物肝脏微粒体酶（S9）进行体外代谢活化试验，即在加 S9和不加 S9平行

条件下测试。S9在试验介质中的终浓度一般为 1%～10%（v/v）。 

4.对照 

代谢活化或非代谢活化条件下，均应设立平行阴性（空白对照和/或溶剂对照）

和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物应为已知的阳性诱变剂。 

5.方法 

处理及细胞收获时间：在代谢活化或非代谢活化条件下，受试物和细胞作用 3～

6小时，在 1.5个正常细胞周期时收获细胞；在非代谢活化条件下，受试物和细

胞还应持续作用至 1.5个正常细胞周期时收获细胞。对于某些受试物，与细胞接

触时间/收获细胞时间可能要大于 1.5个正常细胞周期。 

读片分析：一般油镜下每种浓度至少观察 300个分散良好的分裂中期相细胞，若

观察到大量染色体畸变细胞，分析细胞数可相应减少。应分别记录各组含有结构

畸变染色体的细胞数和畸变类型，染色单体型与染色体型畸变应分别记录并记录

亚型（断裂、交换）。裂隙应单独记录，但不计入畸变率中。同时应单独记录多

倍体和内复制等数目畸变，但不计入畸变率中。 

6.结果判定 

结果中应描述各浓度组细胞毒性大小和沉淀情况；结果表示为染色体结构畸变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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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百分率。 

受试物在任一处理条件下至少一个浓度时染色体畸变率显著升高，升高具有浓度

依赖性，且畸变率在阴性对照历史范围之外，可判定为阳性结果。结果判定时应

首先考虑试验结果的生物学意义，统计学分析有助于结果的评价。 

如果结果不是明确的阳性或阴性结果，或者为了帮助确定结果的生物学意义，应

对数据进行专家同行评议和/或进一步研究。分析更多的细胞（当可行时），或者

通过改变试验条件进行重复试验（如改变试验浓度间距、改变代谢活化条件等）

可能是有用的。 

应单独记录多倍体和内复制的发生率。多倍体数目的增加提示受试物可能会抑制

有丝分裂或诱导染色体数目畸变。出现染色体内复制的细胞数增多提示受试物可

能会影响细胞周期。 

（三）体外小鼠淋巴瘤细胞 Tk基因突变试验（In vitro  mouse lymphoma cell 

Tk gene mutation assay，MLA） 

1.细胞 

通常采用小鼠淋巴瘤 L5178Y tk+/- −3.7.2 C细胞（注释 16）。细胞系需定期检查

核型或有无支原体污染等，必要时进行自发突变细胞的清除。-80℃或液氮冻存

备用。 

2.浓度 

至少应包含 4个可用于结果分析的浓度。 

最高浓度主要取决于受试物的细胞毒性和/或溶解度： 

（1）对于可溶性的无细胞毒性的受试物，推荐的最高浓度一般为 1mM或 0.5mg/ml 

（选用较低者）。 

（2）对于可溶性的有细胞毒性的受试物，应根据细胞毒性大小确定最高浓度，

最高浓度应能产生 80%～90%的细胞毒性。通过相对总生长率（Relative total 

growth，RTG）来反映细胞毒性。 

（3）对于难溶性的受试物，若无细胞毒性，一般采用最小沉淀浓度作为最高浓

度；即使细胞毒性出现在最小沉淀浓度以上，一般建议只检测 1个沉淀浓度，因

为沉淀可能产生干扰。 

对最高浓度之下的其他浓度，对于细胞毒性小或无的受试物，一般浓度间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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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倍；对于有细胞毒性的受试物，所选择的浓度应覆盖产生细胞毒性的范围，

并且包括具有中度或少/无细胞毒性的浓度；在一些情况下，如受试物具有较陡

峭的浓度反应关系，可适当缩小浓度间距或将检测的浓度增加至 4个以上。 

3.代谢活化 

一般采用诱导剂，如 Aroclor 1254 或苯巴比妥和 β-萘黄酮联合诱导处理后的

哺乳动物肝脏微粒体酶（S9）进行体外代谢活化试验，即在加 S9和不加 S9平行

条件下测试。S9在试验介质中的终浓度一般为 1%～10%（v/v）。 

4.对照 

代谢活化或非代谢活化条件下，均应设立平行阴性（空白对照和/或溶剂对照）

和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物应为已知的阳性诱变剂。 

5.方法 

一般采用微孔法或软琼脂法进行试验。以微孔法为例： 

处理时间：在代谢活化或非代谢活化条件下，一般受试物与细胞作用 3～4小时。

如果作用 3～4小时后结果为阴性，还需进行在非代谢活化条件下作用 24小时的

附加试验。 

突变表达期：受试物与细胞作用结束后，去除受试物，将细胞重悬于培养液中，

一般 L5178Y 细胞的突变表达期为 2 天。分别在处理结束后及表达期结束后测定

平板接种效率以评价细胞毒性。 

突变率测定：表达期结束后，将细胞接种于含有突变选择剂三氟胸苷（TFT）的

96 孔板中进行 TFT 抗性突变集落的测定。如果受试物出现阳性结果，需要对至

少一个受试物浓度组（一般为最高浓度）和阴性、阳性对照组分别记录含有大、

小集落的孔数；如果为阴性结果，仅需要对阴性和阳性对照组分别记录含有大、

小集落的孔数。 

6.结果判定 

结果中应描述各浓度组细胞毒性大小和沉淀情况；结果表示为各浓度组的突变率

（Mutant frequency，MF）。 

MLA 试验中阴性对照组和阳性对照组必须符合以下标准才可判定 MLA 试验成立。 

阳性对照组的突变率、突变选择时的克隆率、悬液增长应满足以下条件： 

表 1 MLA成立的阴性对照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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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软琼脂法 微孔法 

突变率（MF） （35～140）×10-6 （50～170）×10-6 

克隆率 65%～120% 65%～120% 

悬液增长 8～32倍（3～4小时处理） 

32～180倍（24小时处理） 

8～32倍（3～4小时处理） 

32～180倍（24小时处理） 

阳性对照组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总突变率绝对增加，比自发背景突变率增加[即诱导 MF（IMF）]至少 300×10 

-6，至少 40%的 IMF应该在小菌落 MF中。 

（2）与同期阴性对照组比较，小菌落 MF增加至少 150×10-6。 

MLA中突变率的增加具有生物学意义的评价标准为，在任何一种试验条件下，如

果一个或多个浓度组的突变率增加超过总评价因子（Global evaluation factor，

GEF）（GEF 为诱导突变率，即高于同期阴性对照的突变率的增加。软琼脂法 GEF

为 90×10-6，微孔法为 126×10-6），且呈浓度依赖性，判定为阳性结果。如果在

所有试验条件下各浓度组的突变率无浓度依赖性增加或突变率的增加未超过

GEF，判定为阴性结果。 

如果出现明确的阳性或阴性结果，不需要重复试验。如果结果不是明确的阳性或

阴性结果，或者为了帮助确定结果的生物学意义，应对数据进行专家同行评议和

/或进一步研究。在重复试验中改变试验条件（如改变试验浓度间距、改变代谢

活化条件和处理时间等）可能是有用的。 

（四）体外哺乳动物细胞微核试验（In vitro mammalian cell micronucleus test） 

1.细胞 

可采用哺乳动物或人的细胞进行试验，如 CHL 细胞、CHO 细胞、TK6 细胞、人外

周血淋巴细胞等。细胞系需定期检查核型和有无支原体污染等。-80℃或液氮冻

存备用。 

2.浓度 

至少应包含 3个可用于结果分析的浓度。 

最高浓度主要取决于受试物的细胞毒性和/或溶解度： 

（1）对于可溶性的无细胞毒性的受试物，推荐的最高浓度一般为 1mM或 0.5mg/ml 

（选用较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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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可溶性的有细胞毒性的受试物，应根据细胞毒性大小确定最高浓度。

最高浓度所产生的细胞毒性应达到约 50%。无细胞松弛素 B（Cyto B）时通过 RICC、

RPD 的减少来反映细胞毒性，有细胞松弛素 B 时通过分裂阻滞增殖指数

（cytokinesis-block proliferation index，CBPI）或复制指数（Replication 

index，RI）来反映细胞毒性。 

（3）对于难溶性的受试物，若无细胞毒性，一般采用最小沉淀浓度为最高浓度；

若细胞毒性出现在最小沉淀浓度以上，一般建议只检测 1个沉淀浓度，因为沉淀

可能产生干扰。 

对最高浓度之下的其他浓度，对于细胞毒性小或无的受试物，一般浓度间距为

2～3倍；对于有细胞毒性的受试物，所选择的浓度应覆盖产生细胞毒性的范围，

并且包括具有中度或少/无细胞毒性的浓度；在一些情况下，如受试物具有较陡

峭的浓度反应关系，则可适当缩小浓度间距或将检测的浓度增加至 3个以上。 

每一浓度一般平行 2皿；若能获得足够细胞数，可用单皿，尤其当受试物超过 3

个检测浓度。 

3.代谢活化 

一般采用诱导剂，如 Aroclor 1254 或苯巴比妥和 β-萘黄酮联合诱导处理后的

哺乳动物肝脏微粒体酶（S9）进行体外代谢活化试验，即在加 S9和不加 S9平行

条件下测试。S9在试验介质中的终浓度一般为 1%～10%（v/v）。 

4.对照 

代谢活化或非代谢活化条件下，均应设立平行阴性（空白对照和/或溶剂对照）

和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物应为已知的阳性诱变剂。 

5.方法 

处理及细胞收获时间：在代谢或非代谢活化的情况下，受试物和细胞作用 3～6

小时，加或不加细胞松弛素 B（Cyto B）在 1.5～2.0 个正常细胞周期时收获细

胞；在非代谢活化条件下，加或不加 Cyto B受试物和细胞还应持续作用至 1.5～

2.0 个正常细胞周期时收获细胞。对于某些受试物，与细胞接触时间/收获细胞

时间可能要大于 1.5个正常细胞周期。 

读片分析：每个浓度应至少观察 2000个双核细胞（加 Cyto B）或单核细胞（不

加 Cyto B），分析微核率。应至少观察 500个细胞，加 Cyto B时通过 CBPI或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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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评价其细胞毒性，不加 Cyto B时通过 RICC或 RPD来评价细胞毒性。 

也可采用已经过充分验证的自动化分析系统（如流式细胞术、激光扫描细胞计数

仪、图像分析系统）对微核进行检测。 

6.结果判定 

结果中应描述各浓度组细胞毒性大小和沉淀情况；结果表示为微核率。 

受试物在任一处理条件下一个或多个浓度组微核率显著增加，增加具有浓度依赖

性，且微核率在阴性对照历史范围之外，可判定为阳性结果。结果判定时应首先

考虑试验结果的生物学意义，统计学分析有助于结果的评价。 

如果结果不是明确的阳性或阴性结果，或者为了帮助确定结果的生物学意义，应对

数据进行专家同行评议和/或进一步研究。分析更多的细胞（当可行时），或者通过

改变试验条件进行重复试验（如改变试验浓度间距、改变代谢活化条件等）可能是

有用的。 

（五）哺乳动物体内微核试验（In vivo mammalian erythrocyte micronucleus 

test） 

1.动物 

骨髓试验通常采用小鼠和大鼠，如合适也可选用其他哺乳动物。微核也可通过小

鼠外周血中未成熟（如嗜多染）红细胞或大鼠血液新生网织红细胞测定。由于大

鼠脾脏可清除血液中的微核化红细胞，若采用大鼠外周血测定微核，需采用具有

足够灵敏度的检测方法来测定新生网织红细胞中的微核。 

采用健康年轻性成熟动物，啮齿类动物给药起始年龄建议为 6～10周龄。一般情

况下雌性和雄性动物微核反应相似，故可采用一种性别动物，如雄性。若性别间

存在明显的毒性或代谢方面的差异，则应采用两种性别的动物，每组可分析的动

物数雌雄至少各 5只。如果受试物拟专用于一种性别，可选用相应性别的动物进

行试验。 

起始试验时，动物体重差异应在各性别平均体重的 20%之内。 

2.剂量 

至少应设置 3个剂量组。 

根据相关毒性试验或预试验的结果确定高剂量，高剂量应产生一定的毒性症状

（如体重降低、造血系统细胞毒性）或骨髓毒性（如嗜多染红细胞占红细胞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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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降低超过 50%）。如果受试物不引起毒性，给药时间<14天的推荐最高剂量

为 2000mg/kg/天，给药时间≥14 天的推荐最高剂量为 1000mg/kg/天。如果受试

物能引起毒性，则最高剂量采用最大耐受量，且剂量应优选能覆盖产生最大毒性

到少/无细胞毒性的剂量范围。当在所有剂量均观察到靶组织（骨髓）毒性时，

建议在无毒性剂量下进一步研究。为更充分地研究剂量-反应曲线的形状可能需

要增加剂量组。 

3.对照 

应设立平行阴性（空白对照和/或溶剂对照）和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物应为已

知的阳性诱变剂。 

4.方法 

给药方案：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给药方案，可采用单次给药（或一日内以不

超过 2～3小时间隔分多次给药）或多次给药（给药间隔为 24 小时），首选多次

给药。受试物的给药途径应尽可能与临床拟用途径相同，阴性对照物应与受试物

给药途径一致，阳性对照物的给药途径可以不同于受试物。 

采样时间：采样时间根据靶组织中微核出现和消失的动力学特征确定。 

如果采用单次给药，应至少采样 2次，骨髓采样时间应在给药后 24～48小时内，

外周血采样时间应在给药后 36～72 小时内。受试物第一个采样点应包括所有剂

量组，第二个采样点可仅包括高剂量组。 

如果给药 2次（约每 24 小时给药一次），骨髓采样时间为末次给药后 18～24 小

时，外周血采样时间为末次药后 36～48小时。 

如果给药 3 次及 3 次以上（约每 24 小时给药一次），骨髓采样时间为末次给药

24 小时内，外血周采样时间为末次给药后 40小时内。 

读片分析：每只动物至少计数 500 个（骨髓）或 2000 个（外周血）红细胞以确

定未成熟红细胞[嗜多染红细胞（PCE）或网织红细胞（RET）]占总红细胞[未成

熟红细胞和正染红细胞（NCE）]的比例；每只动物至少计数 4000 个未成熟红细

胞以测定未成熟红细胞的微核率。若阴性对照历史数据库的微核率背景值低于

0.1%时，需要计数更多的未成熟红细胞。给药组未成熟红细胞占总红细胞的比例

不应低于阴性/溶剂对照组的 20%。如果给药时间在 4周以上，可以直接计数 4000

个红细胞中的微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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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采用已经过充分验证的自动化分析系统（如图像分析系统、流式细胞术、激

光扫描细胞计数仪）对微核进行检测。当计数 CD71+未成熟细胞时，给药组未成

熟细胞占总红细胞的比例不得低于阴性/溶剂对照组的 5%。 

5.结果判定 

结果中应描述各剂量组的毒性大小，包括一般症状、死亡情况等，以及 PCE/

（PCE+NCE）或 RET/（RET+NCE）的比例；结果表示为嗜多染细胞微核率（MNPCE）

或网织红细胞微核率（MNRET）。 

受试物至少一个剂量组微核率显著升高，该增加在至少一个采样点具有剂量依赖

性，且在阴性对照历史范围之外，可判定为阳性结果。 

如果结果不是明确的阳性或阴性，或者为了帮助确定结果的生物学意义（如弱的

或边缘性增加），应对数据进行专家同行评议和/或进一步研究。有时候需要分析

更多的细胞或者改变试验条件进行重复试验。 

（六）体内碱性彗星试验（In vivo mammalian alkaline comet assay） 

1.动物 

通常采用健康年轻性成熟的啮齿类动物，给药起始年龄 6～10周龄。啮齿类动物

种属选择应采用在毒性试验中使用的种属，致癌性试验中可致肿瘤的种属，或者

与人类代谢最相关的种属。常采用大鼠，如果科学合理也可采用其他种属。 

彗星试验关于雌性动物的试验数据很少，参考其他体内遗传毒性试验，可采用一

种性别进行试验，如雄性。若性别间存在明显的毒性或代谢方面的差异，则应采

用两种性别的动物，可分析动物数每组雌雄至少各 5只。如果受试物拟专用于一

种性别，可采用相应性别的动物进行试验。 

2.剂量 

至少应设置 3个剂量组。 

根据相关毒性试验或预试验的结果确定高剂量，可采用最大耐受量（MTD）、最大给

药量、最大暴露量或限度剂量为最高剂量。对于低毒性化合物，给药时间<14 天的

推荐最高剂量为 2000mg/kg/天，给药时间≥14天的推荐最高剂量为 1000mg/kg/天。

最高剂量之下的剂量以合适的剂量间距递减以研究剂量-反应关系，且剂量应优选

能覆盖产生最大毒性到少/无毒性的剂量范围。当在所有剂量均观察到靶组织毒性，

建议在无毒性剂量下进一步研究。为更充分地研究剂量-反应曲线的形状可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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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剂量组。 

3.对照 

应设立平行阴性（空白对照和/或溶剂对照）和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物应为已

知的阳性诱变剂。 

4.方法 

给药方案：可采用每天给药一次，给药 2天或更多天。受试物的给药途径应尽可

能与临床拟用途径相同，阴性对照物应与受试物给药途径一致，阳性对照物的给

药途径可以不同于受试物。 

采样：采样时间对于彗星试验非常关键。采样时间由受试物达到靶组织中最大浓

度所需的时间，以及诱导 DNA链断裂但在这些断裂被清除、修复或细胞死亡之前

来确定。彗星试验所能检测到的引起 DNA断裂的一些损伤的持续时间可能非常短，

因此，如果怀疑这种短暂的 DNA损伤，应采取措施确保组织被尽早采样，以减少

这种丢失。若可获得，应由药动学数据[如血浆或组织浓度达峰时间（Tmax）或多

次给药后达到稳态浓度]来确定采样时间。若无药动学数据，采样时间在 2 次或

更多次给药的末次给药后的 2～6 小时，或单次给药后的 2～6 小时和 16～26 小

时两个时间点。若可获得，靶器官毒性作用表现也可用于选择合适的采样时间。 

应明确说明组织选择的合理性，组织选择应根据进行该项试验的理由、受试物已

有的药动学（ADME）信息、遗传毒性、致癌性和其他毒性信息等来确定，考虑的

重要因素包括受试物的给药途径、预测的组织分布和吸收、代谢的作用、可能的

作用机制等。由于肝脏是外源性代谢的主要部位且常常高暴露于受试物和其代谢

产物，在缺乏背景信息且未确定特殊关注组织的情况下，可选择肝脏作为研究组

织。在一些情况下，可选择受试物直接接触部位进行研究。 

样品处理：样品处理过程极为关键，应严格控制试验条件，进行充分的方法学验

证。取所选择组织，制备单细胞悬液，单细胞制备后尽快完成制片（理想的是 1

小时内）。所有玻片的裂解条件应保持恒定，低温（约 2～8℃）避光裂解至少 1

小时（或过夜）。强碱条件下（pH≥13），解旋至少 20 分钟，在控制条件下进行

电泳。电泳的电压应保持恒定，其他参数的变异应保持在狭窄和特定的范围内；

解旋和电泳过程中应维持低温（通常为 2～10℃）。 

读片分析：采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图像分析系统进行阅片，对彗星进行定量评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细胞可分为三类：可评分细胞、不可评分细胞和刺猬样细胞（hedgehog）。 

对可评分细胞（具有清晰的头部和尾部，不干扰邻近细胞）的尾 DNA百分率[% tail 

DNA，也称尾强度百分率（% tail intensity）]进行评价，来反映 DNA 链断裂。

每个动物样本应至少对 150个可评分细胞进行测定。 

刺猬样细胞是严重损伤的细胞，无法通过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可靠测量，应单独评

价刺猬样细胞。每个动物样本应至少对 150个细胞进行观察并单独记录，计算刺

猬样细胞百分率。 

5.结果判定 

结果中应描述各剂量组的毒性大小，包括一般症状，以及刺猬样细胞百分率。结

果表示为各剂量组的尾 DNA百分率（%tail DNA）（首选指标）、尾长或尾矩。 

除了遗传毒性外，靶组织毒性也可导致 DNA迁移增加，故结果分析时需区分遗传

毒性和细胞毒性。可通过组织病理学变化来反映细胞毒性，如炎症、细胞浸润、

凋亡或坏死性变化与 DNA 迁移增加有关，血液生化学指标的改变（如 AST、ALT

等）也可提供细胞毒性的信息。 

受试物所诱发的尾 DNA 百分率与同期阴性对照组相比至少一个剂量组显著升高、

升高具有剂量依赖性，且在阴性对照历史范围之外，可判定为阳性结果。 

如果结果不是明确的阳性或阴性，或者为了确定阳性结果的生物学意义，应进行

专家同行评议和/或进一步研究，如分析更多的细胞（当可行时），或者采用优化

的试验条件进行重复试验（如改变试验剂量间距、其他给药途径、其他采样时间

或其他组织）。 

对于阴性结果，需提供支持靶组织暴露或毒性的直接或间接证据。为评价阳性或

可疑结果的生物学意义，需提供靶组织细胞毒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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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创新药（化学药）Ⅲ期临床试验药学研究信息指南的  

通告（2018 年第 48 号） 

 

原文：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6493.html     2018年 03月 16日 发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44号）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号），鼓励研究和创制新

药，加快创新药药学研发和审评技术指南标准体系的建立，提高研发和审评质量

及效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了《创新药（化学药）Ⅲ期临床试

验药学研究信息指南》，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创新药（化学药）Ⅲ期临床试验药学研究信息指南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3月 9日 

2018年第 48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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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创新药（化学药）Ⅲ期临床试验药学研究信息指南 

 

创新药药学研究随着研发进展的不断深入，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研究目的。在

创新药临床研究期间，提供的药学研究信息应重点关注临床试验中与受试者安全

性相关的部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提供信息量的多少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包括药物自身特点、剂型和给药途径、研发阶段、目标人群、疾病的特点和严重

程度、临床试验周期等。一般而言，Ⅲ期临床的研究周期较长、受试者较多、临

床样品需求量较大，同时伴随研究进展所获得的药学信息也逐渐丰富，这决定了

进入Ⅲ期临床试验所需提供的药学研究信息不同于Ⅰ/Ⅱ期临床试验。 

由于药品的复杂多样性，本指南旨在阐述支持创新药（化学药）进入Ⅲ期临床试

验药学研究信息的一般性要求。如临床样品采用非常规生产工艺制备，可能需提

供更详细的研究信息。 

原料药 

S.1  基本信息 

S.1.1 药品名称 

提供原料药命名的相关信息：INN（如已拟定）、中文通用名（如已拟定）、中

英文化学名、代号、其他名称等。 

S.1.2 结构 

提供已阐明的原料药结构信息，如结构式（应包括成盐和溶剂合物比例、手性/

立体化学）、分子式、分子量。 

S.1.3 基本性质 

列明原料药关键的理化性质及生物药剂学性质，如溶解度、渗透性、BCS分类（如

已确定）、引湿性、解离常数（pka）、分配系数（LogP/LogD）、晶型、等电点

等。 

S.2  生产 

S.2.1 生产商 

列明原料药生产中（包括生产、检验放行）涉及的所有厂商名称和完整地址。如

涉及多个生产厂，还需列明各生产厂的具体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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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2 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 

提供合成路线、工艺流程图以及工艺描述。工艺描述建议包括：（1）批量（范

围）；（2）各物料投料比例、合成操作和后处理操作，注明操作条件/参数（如

时间、温度）和过程控制（简要描述分析方法），列明用到的溶剂、试剂、催化

剂等。 

如原料药制备过程包含发酵工艺、提取工艺、多肽合成工艺、小分子核酸制备工

艺等，需提供证明工艺稳定、可控的详细信息。 

对于无菌原料药，需提供灭菌工艺和无菌保证措施。 

S.2.3 物料控制 

按照工艺流程图中的工序，列表说明生产中用到的所有物料（如起始原料、反应

试剂、溶剂、催化剂等），说明其质控信息、使用步骤。对于由所用物料引入终

产品的杂质，包括异构体（如适用）、毒性有机溶剂/催化剂、潜在遗传毒性杂

质和生物外源性物质（如适用）等，需进行控制或结合后续步骤的转化、清除情

况进行说明。 

建议对起始原料选择的合理性进行说明，提供起始原料供应商、制备路线和简要

工艺描述以及控制标准（包括检查项目、分析方法描述和暂定限度）。对于发酵

来源原料或天然提取物作为起始原料，还需提供详细资料证明潜在的引起安全性

担忧的其他外源性物质（如 TSE/BSE及其他病毒、细菌、支原体、真菌和致敏性

物质等）得到控制或在后续工艺步骤中被清除。 

S.2.4 关键步骤和中间体的控制 

如已确定生产的关键步骤，需列出关键步骤及其工艺参数控制范围。 

提供已分离的中间体的控制标准（包括检查项目、分析方法简要描述和暂定限度）。

必要时，需提供分析方法的初步验证信息。 

S.2.5 工艺验证和评价 

不适用。 

S.2.6 生产工艺的开发 

提供相对于 I/II 期临床样品可能影响到药物质量的重大工艺变更，提供具体变

更内容和变更前后的相关研究信息以及必要的安全性风险评估。 

对于无菌原料药，如原料药无菌生产工艺发生变更，需详细描述变更原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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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供变更研究信息并对变更的合理性进行说明。 

S.3  特性鉴定 

S.3.1 结构及其他特性 

提供确证原料药结构的研究信息，例如元素分析、高分辨质谱、红外、核磁、紫

外、质谱、单晶 X 衍射（如适用）等。对于多肽类药物/核酸类药物，需提供序

列测定、氨基酸/核酸比例、高级结构确定等信息。需提供结构确证用样品信息，

具体数据、图谱以及解析过程。 

如适用，提供盐型、立体构型、晶型、粒度及分布研究信息。 

S.3.2 杂质 

列表说明杂质分析情况，包括杂质名称和/或代号、结构、来源、是否订入标准、

安全性支持限度等。对于结构尚未阐明的超过鉴定限度的杂质，也需提供相对保

留时间、是否在标准中作为特定杂质控制、安全性支持限度等信息。 

对于工艺中用到的溶剂/催化剂但未进行常规控制的，需进行分析说明。 

对于潜在的遗传毒性杂质，需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如来源、结构、控制策略等）。 

如原料药制备过程包含发酵或提取步骤，还需提供工艺中潜在的引起安全性担忧

的其他外源性物质的分析鉴别、来源情况，如病毒（TSE/BSE等）、细菌、支原

体、真菌和致敏性物质等。 

S.4  质量控制 

S.4.1 质量标准 

以表格形式提供原料药的质量标准，包括检测项目、方法（可仅列明方法种类，

如 HPLC法）、暂定限度。 

无菌工艺制剂所用的原料药需进行微生物控制。 

S.4.2 分析方法 

提供具体分析方法（如采用色谱方法，需明确色谱条件）。 

S.4.3 分析方法的验证 

以表格的形式总结方法学验证结果，需提供典型图谱。如选择药典方法，需提供

药典方法适用性确认信息。 

S.4.4 批分析 

更新批分析汇总，包括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批次、Ⅰ/Ⅱ期临床样品批次、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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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以及可代表Ⅲ期临床样品的批次。需注明批号、批量、生产工艺（可以代号

表示）、生产地点、生产日期、用途、分析方法（可以编号或版本号表示）、控

制限度以及实测结果。 

提供可以代表Ⅲ期临床样品批次的检验报告。 

S.4.5 质量标准制定依据 

说明质量标准中的项目设定以及关键项目（如杂质、可能影响制剂性能的质量特

性）限度设定依据。 

提供相对于Ⅰ/Ⅱ期临床样品质量标准，Ⅲ期临床样品质量标准变更的内容。如

涉及质量标准放宽（如删减检查项目、放宽限度要求），需提供变更原因以及变

更依据。如涉及杂质分析方法的重大变更，需提供支持变更的研究信息，评估方

法变更的合理性。必要时，采用变更前、后方法对安全性研究批次重新测定，评

估杂质限度的合理性。 

S.5  对照品 

对于自制对照品建议提供来源、制备或纯化方法、必要的结构鉴定、标化方法和

标化结果。对于外购对照品，需说明来源并提供说明书和批号。 

S.6  包装系统 

提供现采用的包装材料和容器，与前期相比如有重大变更，需详细说明。 

S.7  稳定性 

以表格形式提供迄今获得的支持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的稳定性研究结果，列明稳定

性批次的批号、批量、生产地点、生产日期、所用工艺（可以代号表示），各稳

定性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可以编号或版本号表示）。提供关键项目（如有关物

质等）的代表性图谱（如起点、已完成最长时间点、质量发生明显变化的时间点

等）。 

对稳定性数据进行总结，可结合强制降解试验对于可能的降解途径进行讨论。 

基于稳定性研究结果，说明拟定的有效期/复验期和贮存条件。如未规定有效期/

复验期，应承诺制剂生产前对原料药重新进行检验。 

为确保 NDA阶段获得足够稳定性数据，建议提供正式稳定性研究方案。 

制剂 

P.1  剂型及产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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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表方式提供Ⅲ期临床样品单位剂量的处方组成，明确辅料名称、用量、功能

及其执行标准。如用到预混辅料需明确其组成，对于包衣材料和胶囊壳尽可能明

确其组成。对于制剂中用到但最终去除的成分，也需列出。如附带专用溶剂，需

按照上述要求提供其组成。 

对于特殊制剂（比如用到特定给药装置的吸入制剂、鼻喷剂等），Ⅲ期临床样品

处方和给药装置应与商业化产品保持相似。 

P.2  产品开发 

简要描述剂型、规格、处方、工艺开发过程。 

对于发生药包材相互作用风险高的制剂（如吸入制剂、注射剂、眼用制剂以及口

服溶液等），需提供必要的相容性研究信息（如可提取物、浸出物等）。 

对于需要临用现配制的产品，需提供相关的稀释配伍稳定性研究信息以及配制方

法。 

对于特定人群（如儿童）用药，药品成分、剂型和给药装置（如有）应安全，并

适用于该特定人群。 

与Ⅰ/Ⅱ期临床样品相比，如剂型、处方、规格发生了可能影响到产品质量特性

（如引起杂质谱的改变、影响到体内行为等）的重大变更，需说明具体变更内容、

变更原因，并注意评估风险，视风险程度对变更前后样品开展适当的体外和/或

体内桥接研究。 

与Ⅰ/Ⅱ期临床样品相比，如生产工艺发生了可能影响到产品质量特性的重大变

更，需说明具体变更内容、变更原因，并注意评估风险，视风险程度对变更前后

样品开展适当的体外和/或体内桥接研究。 

对于无菌制剂，如灭菌工艺发生变更，需对变更的合理性进行说明。 

P.3  生产 

P.3.1 生产商 

列明所有与Ⅲ期临床样品生产（包括生产、包装、检验放行）相关的厂商名称及

完整地址。如涉及多个生产厂，还需列明各生产厂的职责。 

P.3.2 批处方 

提供Ⅲ期临床样品批处方（如可能，注明批量或批量范围），列明各成分名称、

用量。如有过量加入的情况需给予说明。对于处方中用到但最终需去除的溶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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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列出。 

P.3.3 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 

提供Ⅲ期临床样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图和生产工艺描述，以及相关的过程控制。 

如采用了非常规生产工艺，需详细描述。 

对于无菌制剂，需提供较为详细的灭菌工艺及过程控制。 

P.3.4 关键步骤和中间体的控制 

如已确定生产的关键步骤，需提供关键步骤的工艺参数控制范围；如已对制剂中

间体进行控制，需提供其标准。 

对于制剂中间体，如需贮存，需明确贮存条件和可贮存时间，必要时提供支持性

研究结果。 

P.3.5 工艺验证/评价 

通常不需要提供工艺验证信息。如采用非常规生产工艺，需提供足够的信息评估

工艺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其中，如采用非常规灭菌工艺，需提供足够的信息评估

产品的无菌保证水平。 

P.4  辅料控制  

如所用辅料执行药典标准，需列明生产商、基本信息（如型号、来源、组分等）、

具体执行的药典标准（比如中国药典 Ch.P、美国药典 USP，欧洲药典 Ph.Eur，

日本药典 JP 等）。如所用辅料执行其他行业标准或者企业标准，需列明具体标

准，描述主要项目采用的方法。 

对于国内外制剂中尚未使用过的全新辅料，应按照关联申报要求提供相关信息或

者进行关联申报。 

对于人源/动物源性辅料，应声明无安全性风险（如 TSE/BSE及其他病毒等）。 

P.5  质量控制  

P.5.1 质量标准 

以表格形式提供制剂的放行标准及货架期标准（如适用），包括检测项目、方法

（可仅列明方法种类，如 HPLC法）、暂定限度。 

通常，检测项目至少应包含鉴别、降解产物和含量测定。此外，还应包含针对剂

型的特定检查项目和限度要求（如口服固体制剂的溶出度/崩解时限，含量均匀

度检查等；注射剂的 pH值、细菌内毒素和无菌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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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带专用溶剂，需提供专用溶剂的质量标准。 

P.5.2 分析方法 

提供具体分析方法（如采用色谱方法，需明确色谱条件）。 

P.5.3 分析方法的验证 

以表格的形式总结方法学验证结果，需提供典型图谱。如选择药典方法，需提供

药典方法适用性确认信息。 

P.5.4 批分析 

更新批分析汇总，包括非临床安全性研究批次（必要时）、Ⅰ/Ⅱ期临床样品批

次、稳定性批次以及可代表Ⅲ期临床样品的批次。需注明批号、批量、处方工艺

（可以代号形式提供）、生产地点、生产日期、用途、分析方法（可以编号或版

本号形式提供）、控制限度以及实测结果。 

提供可代表Ⅲ期临床样品批次的检验报告。 

P.5.5 杂质 

提供制剂中存在但未涵盖在 S.3.2 项下的杂质信息，包括杂质名称和/或代号、

结构、降解途径、安全性支持限度等。对于结构尚未阐明的超过鉴定限度的杂质，

也需提供相对保留时间、是否在标准中作为特定杂质控制、安全性支持限度等信

息。 

P.5.6 质量标准制定依据 

说明可能影响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检测项目和可接受限度的设定依据。 

如不制定针对剂型的常规检查项目，需说明其合理性。 

说明相对于Ⅰ/Ⅱ期临床标准，Ⅲ期临床质量标准变更的内容。如涉及质量标准

放宽（比如删减检查项目、放宽限度要求），需提供变更原因以及变更依据。如

研究进程中涉及方法重大变更，需提供变更前后必要的支持性研究信息。 

P.6  对照品 

对于自制对照品建议提供来源、制备或纯化方法、必要的结构鉴定、标化方法和

标化结果。对于外购对照品，需说明来源并提供说明书和批号。如 S.5中已涵盖，

可不重复提供。 

P.7  包装系统 

提供Ⅲ期临床样品采用的包装系统（包括直接接触药品的内包装以及具有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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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包装）以及执行标准。 

对于高风险制剂（如吸入制剂、注射剂及眼用制剂等）采用的包装系统，需提供

所有组件的生产商、执行标准。 

对于新材料、新结构、新用途的药包材，需按照关联申报要求提供相关研究信息

或进行关联申报。 

P.8  稳定性 

以表格形式提供迄今获得的支持开展Ⅲ期临床试验的稳定性研究结果，列明稳定

性批次的批号、批量、生产地点、生产日期、处方工艺（可以代号表示），各稳

定性研究使用的分析方法（可以编号表示）。提供关键项目（如有关物质等）的

代表性图谱（如起点、已完成最长时间点、质量发生明显变化的时间点等）。 

基于药物特点，可能需要提供高温、高湿、光照、氧化以及低温/冻融试验条件

下的稳定性信息。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临床样品的贮存条件、拟定的有效期和有效期延长计划。 

对于临床中需稀释配伍使用的产品，需提供稀释配伍稳定性研究信息；对于多剂

量包装（口服固体制剂除外），需提供必要的包装开启后稳定性研究信息。此部

分信息应能支持临床方案中的用法。 

为确保 NDA阶段获得足够稳定性数据，建议提供正式稳定性研究方案。 

安慰剂 

如临床试验方案中涉及使用安慰剂，需按以上要求提供安慰剂的生产厂、处方、

生产工艺（需关注同临床试验样品制备的差别）、质量控制（质量标准中至少应

包括一项可明确区别临床试验药品和安慰剂的检测项目）、包装系统以及必要的

稳定性研究信息。提出安慰剂的贮存条件、有效期和有效期延长计划（如适用）。 

直接采用上市产品作为安慰剂的（如 0.9%氯化钠注射液），无需提供额外信息。 

对照药 

如临床试验方案中涉及使用对照药，根据临床方案要求需对上市产品进一步处理

的（如再包装），需提供必要的处理信息、质量研究及稳定性信息，原则上应保

证处理对产品质量无负面影响。直接采用上市产品作为对照药的，无需提供额外

信息。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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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大变更：研究进程中发生的可能影响到安全性或体内行为的变更，示例如下： 

（1）原料药生产方式的改变，比如从发酵提取变为化学合成。 

（2）对于化学合成药物，原料药合成路线或关键纯化工艺的改变（如涉及成键

反应的物料变化、最后一步反应及/或结晶步骤所用溶剂的改变、导致杂质谱变

化的变更） 

（3）对于发酵和提取工艺制备药物，可能影响到原料药质量的发酵工艺和提取

工艺的变更，比如菌种改变、影响到杂质清除的改变。 

（4）原料药或制剂灭菌方法的改变。 

（5）影响到制剂质量的制剂工艺变化，比如干法制粒变为湿法制粒。 

（6）影响到制剂质量的处方变化。 

（7）剂型改变。 

（8）质量标准限度放宽、检查项目删减、关键质控项目分析方法显著改变等。 

（9）影响到制剂质量（比如定量准确性、递送剂量）的包装系统的改变。 

2.非常规生产工艺：应结合原料药的性质、制剂的性质以及工艺自身特性等来确

定是否为非常规生产工艺。示例如下： 

（1）特殊制剂的生产，比如：①定量吸入至肺部的气雾剂和粉雾剂；②非均相

无菌制剂；③缓释制剂；④载药量低于 2%的固体制剂。 

（2）在常规工艺中引入某些新技术。 

（3）特殊工艺和复杂工艺，比如微片制备、干压包衣。 

（4）非常规灭菌工艺，比如：①采用非药典收载的湿热终端灭菌条件；②采用

辐射剂量低于 25 KGy的辐射终端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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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的               

通告（2018 年第 56 号） 

 

原文：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6783.html     2018年 03月 21日 发布 

 

  为加强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进一步提高注册审查质量，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了《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

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3月 16日 

2018年第 56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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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对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一般要求，注册申请人应依据具体产品的

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注册申请人还应依据具体产品的特

性确定其中的具体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具体阐述其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

据。 

本指导原则是对注册申请人和审查人员的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注册审批所涉及

的行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

也可以采用，但是需要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

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定的，随着法规和标

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行调

整。  

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以电化学为基本原理，通过微创传感器手段，检测组织液中葡

萄糖浓度的回顾式或实时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接收器中内

置血糖检测模块的产品还应满足血糖仪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的相关内容。接收

器带有胰岛素泵功能的产品应考虑增加胰岛素泵的适用要求。 

二、产品综述资料 

（一）概述 

持续葡萄糖监测（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CGM）系统，通常称为动态

葡萄糖监测系统，属于医疗器械分类目录（2018版）中 07医用诊察和监护器械，

一级产品类别为 04 监护设备，二级产品类别为 03 动态血糖/葡萄糖监测设备。

在医疗器械分类目录（2002版）中属于 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03有创医用传

感器。 

产品从数据提供方式上可分为实时/回顾两种类型，从校准情况上可分为校准/

无校准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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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时/回顾：根据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是否能在第一时间显示出葡萄糖数据，

而非在佩戴结束后将数据上传后才能获得，分为实时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和回顾

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 

2.校准/无校准：根据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是否需要使用者输入指尖测量血糖或

其他血糖值进行校准，分为需校准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和无校准持续葡萄糖监测

系统。 

（二）产品描述 

1.工作原理 

描述产品工作原理，包括系统工作原理（数据传输方式）以及其核心部分传感器

的电化学反应工作原理。提供框图及化学生物反应方程式详细说明。 

如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应用电化学反应原理，通过固定在传感器上的生物酶，

如葡萄糖氧化酶，经植入到皮下组织中，测量组织液中的葡萄糖浓度。葡萄糖氧

化酶测量的电信号，通过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发射器或接收器，以及算法处理，

将电信号转化为葡萄糖浓度，显示到显示器或者软件里，形成葡萄糖监测图谱。       

框图举例如下： 

 

在监测图谱的基础上，可以分析患者每天的最高葡萄糖值、最低葡萄糖值及葡萄

糖值波动的规律。实时显示葡萄糖数值时，还可以对患者提供高低葡萄糖报警，

及葡萄糖趋势变化方向和速率等信息。 

2.结构组成 

应提供所有器械组件的详细描述。 

实时持续性葡萄糖监测系统通常包括一次性使用葡萄糖传感器、发射器、接收器、

软件、附件等。附件（如有）包括传感器辅助插入装置、充电器、探头检测器、

胶带等。发射器可能与传感器集成于一体；接收器可能与显示器、胰岛素泵集成

于一体（以下统称接收器），也可能是移动设备（如手机）。移动设备通常不是产

品的组成部分。软件包括记录采集传输数据的软件，用于转换电流信号为血糖信

传感器反应 
信号采集与 

存储 

有线或无线

信号传输 
信号转化 图谱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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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软件等。 

回顾式持续性葡萄糖监测系统通常包括一次性使用葡萄糖传感器、数据记录器、

信息提取器（如有）、软件、附件等。 

应提供所有器械组件（含附件）的实物图、拆解图、系统框图以及便于理解的必

要注释。图中标识出与人体接触材料。 

3.应提供与人体接触材料的描述 

应描述与人体接触的部件名称、材料的化学名称、规格、组织接触类型及接触时

间、材料来源（如葡萄糖氧化酶来源于黑曲霉）、高分子材料注明 CAS 号、金属

材料注明牌号、材料符合的标准。 

4.应提供器械组件和附件的功能描述 

说明器械组件功能，包括信号采集、存储、传输、转换、显示、配套软件功能及

运行平台，如：一次性使用葡萄糖传感器是一次性使用组件，其核心作用是将组

织液中的葡萄糖信号检测出来，并转化为电子信号。电流信号的强弱与葡萄糖浓

度成正比。 

发射器为葡萄糖传感器供电，将传感器检测出来的电信号采集后转换为数字信

号并经过过滤减少噪声和贮存，并通过有线和/或无线的方式发送至接收器。包

括无线模块、校准算法、探头完整性诊断等部分。 

接收器通常带有信号处理软件组件，通过特殊的运算法则将收集到的电信号转化

为葡萄糖数值，并以图表或图谱的形式显示给患者或专业医护人员。对于有些产

品，信号接收和处理可能集成在发射器或移动设备所含应用软件（APP）上。 

电子显示部分，应明确产品提供数据方式，如是回顾式还是实时提供数据，及得

出数据的原理。 

应当说明软件组成、运行环境及功能。 

5.应有器械组件和附件的设计说明 

对于其核心部分的传感器： 

（1）应重点描述裸电极、葡萄糖限制膜层、助粘剂层（如有）、保护层（如有）、

葡萄糖氧化酶层等化学堆层的制造流程方式，明确各膜层溶液成分、规格、配比

及制造商，并标注制造过程中使用的助剂，如化学交联剂（如戊二醛）、起始剂

等，高分子聚合单体等对人体有害物质。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应提供化学堆层示意图，图上标明各堆层成分。 

应提供传感器电极剖面放大图，描述各电极（如工作电极、参比电极、对电极）

结构。 

（2）应重点描述制造过程中所使用的生物源成分（如酶），人类血液制剂（如人

血清白蛋白）及动物源组织（如牛血清白蛋白）等的来源、制造商、监管类型（生

物制品、药品）并提供与监管类型相适应的证书、明确符合的质量标准。 

（3）反应原理（如氧化反应的公式和电流值的算法）及获取信号的方式等的描

述。 

6.通信路径功能组件的描述 

通信路径功能组件的描述应包括功能组件之间的信息传递，包括允许进行信息传

递的硬件和软件的描述。描述内容应包括： 

（1）通信路径。申请人应描述各功能组件与系统内部其他功能组件进行通信的

各种方式。申请人应确定功能组件之间的通信流（即单向或双向）并确定所传递

的信息。 

（2）通信硬件。申请人应描述各功能组件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并描述传递此信

息所需使用的硬件。 

（3）如果系统包括或预期包括射频（RF）无线技术（例如：IEEE 802.11、蓝牙、

Zigbee），则描述应包括特定射频无线技术和特性、用途和功能（例如：远程监

测或控制、软件更新）、待传输数据（包括以无线方式传输的任何报警）、所需的

服务品质（QoS）、无线安全协议及与其他射频无线技术或电磁干扰（EMI）共存

的相关限制或约束。 

（4）如果能够从远方对器械进行远程监测，则此功能等同于包含安全保证措施

的描述。 

（三）型号规格 

应给出产品规格型号及产品配置表。 

应提供各种型号规格、同种部件、配置间差异的描述（如有），可以采用说明性

文字及图表形式描述差异点。差异点包括不限于结构组成、功能、性能指标等内

容。 

（四）包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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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有关产品包装的信息（如托盘、护盖材料）以及与该产品一起销售的配

件包装情况。 

对于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传感器部分，应当说明与灭菌方法相适应的最初包装

的信息。 

（五）适用范围和禁忌症 

1.适用范围 

明确说明产品的预期用途，应包含以下内容： 

（1）应当明确检测的样本类型和临床意义。如：用于检测组织间液中葡萄糖浓

度，监测连续变化趋势并跟踪其持续波动趋势，辅助监测高血糖和低血糖的发生，

不能作为治疗药物调整的依据。如果作为治疗药物调整的依据，应提供额外的证

据。 

（2）应当明确目标用户及其操作该产品应当具备的技能、知识、培训。 

（3）应当明确适用目标人群，如成人、儿童或新生儿，患者选择标准的信息，

并在临床评价资料中提供依据。 

（4）明确预期的使用环境，说明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预期使用的地点。如用于

家用环境的要求（如是否需要医生处方等），及需提供可用于家用环境的临床证

明。 

（5）应当明确说明产品提供数据方式，如是回顾式还是实时提供数据。 

适用范围措辞的实例： 

该器械用于糖尿病成年患者（等于或大于 18 岁）的组织间液葡萄糖水平的连续

或定期监测，以便提高糖尿病管理水平。如葡萄糖水平低于或高于预设值，其会

发出报警。数值并不直接用于治疗调整，而是用于提醒何时需要进行指尖血测试。 

该系统可提供并存储实时葡萄糖值，从而允许用户可以跟踪葡萄糖浓度变化的趋

势，并识别可能出现的低血糖和高血糖反应。葡萄糖数据可以进一步下载到计算

机软件上，用于对历史葡萄糖值进行分析。该器械用途旨在连续或定期记录 2

型糖尿病成年患者（等于或大于 18 岁）的细胞间隙葡萄糖水平。该信息旨在补

充而不是替代使用标准家用葡萄糖监测器械获得的信息，旨在探测走势和追踪图

形，供专业医生审查。这些值并不直接用于进行疗法调整，而是用于指示可能需

要进行指尖毛细血管血糖检测。该系统收集的信息，可以通过下载显示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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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上，供专业医生在整个记录间期（建议为 72小时）结束之后查看这些数据。

该系统提供实时血糖值，从而允许用户可以跟踪血糖浓度变化的模式，它还存贮

数据，以便对其进行分析来跟踪模式。血糖数据可以进一步下载到计算机软件上，

用于对历史血糖值进行分析。该器械用途旨在连续或定期记录 2型糖尿病成年患

者（等于或大于 18 岁）的细胞间隙葡萄糖水平。该信息旨在补充而不是替代使

用标准家用葡萄糖监测器械获得的信息，旨在探测走势和追踪图形，供专业医生

审查。这些值并不直接用于进行疗法调整，而是用于指示可能需要进行指尖毛细

血管血糖检测。该系统收集的信息，可以通过下载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供专业

医生在整个记录间期（建议为 72 小时）结束之后查看这些数据。该系统提供实

时血糖值，从而允许用户可以跟踪血糖浓度变化的模式，它还存贮数据，以便对

其进行分析来跟踪模式。血糖数据可以进一步下载到计算机软件上，用于对历史

血糖值进行分析。该器械用途旨在连续或定期记录 2型糖尿病成年患者（等于或

大于 18 岁）的细胞间隙葡萄糖水平。该信息旨在补充而不是替代使用标准家用

葡萄糖监测器械获得的信息，旨在探测走势和追踪图形，供专业医生审查。这些

值并不直接用于进行疗法调整，而是用于指示可能需要进行指尖毛细血管血糖检

测。该系统收集的信息，可以通过下载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供专业医生在整个

记录间期（建议为 72 小时）结束之后查看这些数据。该系统提供实时血糖值，

从而允许用户可以跟踪血糖浓度变化的模式，它还存贮数据，以便对其进行分析

来跟踪模式。血糖数据可以进一步下载到计算机软件上，用于对历史血糖值进行

分析。该器械用途旨在连续或定期记录 2型糖尿病成年患者（等于或大于 18岁）

的细胞间隙葡萄糖水平。该信息旨在补充而不是替代使用标准家用葡萄糖监测器

械获得的信息，旨在探测走势和追踪图形，供专业医生审查。这些值并不直接用

于进行疗法调整，而是用于指示可能需要进行指尖毛细血管血糖检测。该系统收

集的信息，可以通过下载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供专业医生在整个记录间期（建

议为 72 小时）结束之后查看这些数据。该系统提供实时血糖值，从而允许用户

可以跟踪血糖浓度变化的模式，它还存贮数据，以便对其进行分析来跟踪模式。

血糖数据可以进一步下载到计算机软件上，用于对历史血糖值进行分析。 

2.禁忌症 

根据产品特性，说明产品不适用的情况，如由于产品的传感器需要用胶布固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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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上，所以过敏性皮肤患者或易患皮肤溃疡的人慎用等，在进行核磁共振成像

（MRI）之前，必须移除该产品。 

（六）参考的同类产品或前代产品的情况 

应当阐述参考的同类产品或前代产品的情况，应当阐述申请注册产品的研发背景

和目的。对于同类产品，应当说明选择其作为研发参考的原因。 

同时列表比较说明产品与参考产品在工作原理（如有创、化学反应）、结构组成、

制造材料（包括动物源性材料、药物成分、生物活性物质、符合的标准等信息）、

性能要求、作用方式（如植入、介入）、适用范围、传感器存储条件（温度、湿

度）、运行温度和灭菌有效期等方面的异同。 

传感器性能要求比对资料应至少包括葡萄糖监测范围、线性、响应时间、重复性、

稳定性、药物干扰、温度响应、氧化反应、防水性能、传感器佩戴时间（小时）、

校正次数、报警功能、检测频率（分钟）等。 

在对比材料中应注意突出注册产品与对比产品的不同，及不同点的原理基础和性

能等，在前面资料应有相应描述。 

（七）其他需说明的内容 

对于已获得批准的部件或配合使用的附件（如传感器、电子部分或助针器），应

当提供批准文号和批准文件的复印件。预期与其他医疗器械或通用产品组合使用

的，应当提供说明。应当说明系统各组合医疗器械间存在的物理、电气等连接方

式（如与胰岛素泵组合使用，说明其使用方式及数据传输运用的安全性）。除了

持续葡萄糖监测功能外，如还有其他血糖或血酮检测功能，需要说明其特征、结

构和原理。 

三、研究资料 

（一）产品性能研究 

应当提供与产品性能及产品技术要求相适应的研究资料，应明确制定依据，所采

用的标准、采用的原因及理论基础，以及标准不适用项目的合理解释。试验方法

明确检测样本数量确定依据、检测设备、方法学。 

（二）生物相容性评价研究 

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传感器基座、传感器探针、粘贴片、插入传感器用导引针

（如有）部分，由于其与皮下组织或者皮肤相接触，应当通过生物相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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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说明其生物相容性。 

生物学评价应当按照 GB/T 16886.1—2011 标准进行，应提供基本信息：包括与

人体接触部件、部件材料、接触部位、接触时间、材料的化学名称及规格、高分

子材料 CAS号、金属材料牌号、材料符合的标准。 

传感器探针等组织接触的部分可通过如细胞毒性试验、致敏性（迟发型超敏反应

试验）、刺激（皮内反应试验）、植入试验、急性全身毒性试验、亚急性毒性试验、

遗传毒性试验、溶血试验等证明。粘贴片等皮肤接触的部分可通过如细胞毒性试

验、迟发型超敏反应试验、皮肤刺激试验等试验证明。 

应当按照 GB/T 16886.9、GB/T 16886.16、GB/T 16886.17、GB/T 16886.18 对可

滤沥物、可溶出物、潜在降解产物进行分析。 

供试液制备参照 GB/T 16886.12—2005 标准进行，明确浸提介质、浸提液用量、

浸提液温度、浸泡时间。 

如提供境外实验室的生物相容性测试报告，同时应提供境外实验室符合 GLP资质

的证明文件。境外报告检测依据与我国现行标准不符的，应进行差异分析并提供

额外的支持性证据。 

（三）生物安全性研究 

对于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尤其是传感器部分，若含有同种异体材料、动物源性

材料或生物活性物质等具有生物安全风险类产品（常见的如牛血清白蛋白、人血

清白蛋白），应当提供相关的研究资料及生物活性物质的生物安全性研究资料。

采用人血清白蛋白的产品，应提供生物安全性检测报告。采用牛血清白蛋白的产

品需按照动物源性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申报资料指导原则及 YY/T0771.1 标准提供

生物安全性研究资料，并应加强研究，适时采用人血清白蛋白以降低潜在风险。 

（四）灭菌和消毒工艺研究 

根据灭菌方法的选择，应明确产品的灭菌工艺（方法和参数）及其确定依据，并

对残留毒性提供研究资料。 

应明确关键部分的灭菌工艺，如传感器部分怎样保证包装完整而达到灭菌效果，

且传感器酶活性等不受影响。 

（五）有效期和包装研究 

1.有效期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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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供不同批次传感器有效期的验证报告。可以通过加速老化实验和/或实时老

化实验相结合的方式验证使用期限。 

其他组件可按照通常方法测试使用期限。 

2.对于有限次重复使用的医疗器械 

对于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除传感器外的其他部分，若为有限次重复使用，应当

提供使用次数验证资料。 

3.包装及包装完整性 

说明在宣称的有效期内以及运输储存条件下，保持包装完整性的依据。 

由于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特殊性，建议以加速老化和实时老化相结合的方式验

证。 

（六）软件研究 

对申报产品的软件，应当按照《医疗器械软件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提供一份

单独的医疗器械软件描述文档。 

对于具有网络连接功能以进行电子数据交换或远程监测的产品，申请人还应当按

照《医疗器械网络安全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单独提交一份网络安全描述文档。 

对于移动应用软件（App）、使用云计算服务的软件，申请人还应当按照《移动医

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提交注册申报资料。 

（七）其他研究资料 

应提供持续葡萄糖传感器葡萄糖限制膜对葡萄糖浓度的控制原理、过氧化氢反向

渗透可能性、氢离子积聚导致组织液 pH值变化可能性的研究资料。 

应提供传感器在声称的佩戴天数中有无异体蛋白脱落带来免疫源问题的研究资

料，可以提供已上市产品的免疫源性安全性评价资料。 

在制造过程中，应提供批内差异及批间差异研究资料，应提供确保传感器性能在

制造工艺中的一致性研究报告或经品质检验方法从而达到产品性能一致性的研

究报告。应提供连续三批产品的线性、重复性、响应时间、稳定性、温度响应的

检测报告。 

应提供传感器校准或者是免校准系统（工厂校准）控制的研究资料。 

应提供抗干扰性研究资料。 

应提供氧气响应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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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产品适用于家用，应参照 IEC 60601—1—11:2015标准提供适宜家用的研究资

料。 

如适用，应提供无线设备符合无线电管理相关规定的支持性资料，应提供无线传

输有效性的研究资料。 

四、生产制造信息 

（一）生产工艺过程及过程控制点 

应根据申报产品的实际情况，以流程图的形式对传感器与记录仪等部分的生产工

艺过程分别进行详细描述，并根据流程图逐一描述其中的过程控制点。尤其是传

感器部分的工艺过程，如如何保证酶的活性、灭菌等。 

（二）生产场地 

申请人应当对与申报产品有关的研制场地和生产场地情况进行概述。 

如申报产品具有多个研制、生产场地，则对每一研制、生产场地的情况均应进行

概述，如传感器部分与记录仪部分等，需分别描述。 

五、临床评价资料 

（一）临床评价基本原则 

临床评价应满足《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680

号）、《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号）、《医

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25号）和《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5年第 14号）的要求。 

临床评价应选择合适的对比器械作等同性分析，如需临床原始数据或产品技术资

料，应得到相关企业的授权。 

如部分适用范围在临床豁免目录内（如部分产品内置指血血糖检查模块），则需

按其相应法规提供豁免临床的相关材料。 

对于进口医疗器械，申请人在注册申报时，应同时提交在境外上市时提交给境外

医疗器械主管部门的临床资料。 

如果传感器关键部分设计发生变更，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时间延长、主要结构变更、

酶层变化、传感器植入部位变更等，必须进行临床试验，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如果传感器没有发生改变，而仅仅是核心算法的改变或升级，或者传感器增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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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设计，不影响测量准确性，可以通过体外验证的方法，提供临床评价资料

来验证其有效性。 

（二）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应按照《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及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临

床试验应当获得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机构伦理委员会的同意，并在当地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临床试验具体要求详见附 1。 

六、产品风险分析资料 

本要求的主要参考和依据是医药行业标准 YY/T0316—2017《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

对医疗器械的应用》（以下简称医疗器械风险管理标准）。在产品生命周期内对申

报产品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判定，对第一危害的风险进行判定和评价，形成风险

管理报告，控制这些风险并监视控制的有效性，充分保证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风险管理报告具体要求见附 2。 

如传感器材料中含有人体白蛋白等材料，则报告中需要分析其安全性风险。 

七、产品技术要求 

申请人应当按照《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9 号）的规定编制。本指南仅给出重点考虑的技术项目，

接受标准及检测方法由申请人提供合理制定依据。 

详细技术要求模板，请参考附 3。 

八、产品注册单元及检验要求 

（一）注册单元划分 

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注册。一次性使用葡萄糖传感器及专用型

独立软件不需单独注册，独立软件可单独注册，也可以与系统一起注册。 

以传感器为系统的核心部件作为产品注册单元的划分依据。如传感器材料不同应

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传感器反应原理或作用机理不同时，应划分为不同注册单元。 

回顾式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与实时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应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

元。实时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包含回顾式持续葡萄糖监测模式的系统可以作为同

一注册单元。 

系统的性能指标有较大差异的，应划分为不同的注册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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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要求 

同一注册单元内所检验的产品应当能够代表本注册单元内其他产品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对同一注册单元内代表产品的选取应考虑产品预期用途、性能指标、安

全指标、结构组成等，具体原则如下： 

1.性能指标、安全指标和结构组成一致，预期用途不同的产品，应选取预期用途

最多的型号规格作为代表产品。 

2.同一注册单元产品如包含多个产品配置，一个检测单元应仅包含一个产品配置。 

3.同一注册单元产品如包含多个软件组件或多个版本的软件组件，则每个软件组

件或每个版本软件组件构成的产品均应作为一个检测单元，除非检测系统具有典

型性。检测报告应包含软件发布版本及软件完成版本的照片。 

4.对于不同型号规格产品之间电磁兼容性能可以覆盖的情形，需由医疗器械检验

机构在检测报告中提供相关说明。 

5.对于典型检品的选择，申请人应当提供相关资料予以证明。 

6.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进行电磁兼容检测时，运行模式应尽量与临床典型应用一

致。根据不同产品的功能差异，常见的运行模式示例如下： 

正常运行模式：接收器和发射器无线连接后，发射器与葡萄糖传感器连接，传感

器通过测试模拟的人体葡萄糖浓度或使用模拟传感器（电阻），按照正常工作的

通信模式，接收器接收发射器发射的葡萄糖浓度数据，在接收器上实时显示。 

充电模式（内部电池供电除外）：通过适配器给设备充电。 

待机模式：在正常运行模式以外，设备处于待机状态下。 

数据下载模式：葡萄糖接收器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打开用户分析软件，读取和

下载接收器中的数据。 

（如再有其他功能，也需要考虑） 

九、说明书和标签样稿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符合《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6号）和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此外应特别注意： 

（一）检测原理 

说明书中应有对样本类型，佩戴部位和检测原理的说明，包括是检测组织液，还

是血液中葡萄糖；采用电化学方法还是荧光方法，佩戴在上臂背侧还是腹部等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说明。 

（二）校准方法和有效使用时长 

说明书中应包含用什么血糖值校准，及校准频率（如需校准），传感器最长使用

时长等信息。 

（三）禁忌症（如有） 

这部分内容应列出：在哪些情况下，绝对不能使用设备。 

（四）警告/注意 

基于可得到的信息，什么情况下风险会上升，效果会下降，或者在研究设计中，

哪些没有被充分考虑（例如，包含/排除准则），这些因素在本节中都应列出来。 

（五）使用指导 

应当提供详细的指导，以反映在临床前及临床研究中获得的经验。 

（六）适用范围和条件 

明确使用范围和条件，如若为家用，是否需要医生处方，或者是患者被培训到什

么程度等条件。 

（七）电磁兼容信息 

应包含 YY/T0505—2012 标准中要求的 4 个表格，指南和制造商的声明—电磁发

射/电磁抗扰度及相关警示和条款。 

说明书应包含靠近射频通信设备使用会影响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正常工作的说

明； 

若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存在无线传输功能，应列出非电离符号，使用说明书中应

包含避免对周围设备产生有害电磁影响的指南；说明书中应列出发射器的发射频

率或频带、调制类型和频率特性、有效辐射功率；接收器的接收频率、优选频率

或频带、带宽（如适用）； 

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部件若需更换时，应使用制造商规定的型号，否则可能会

导致发射的增加或抗扰度性能的降低； 

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如含有数据线，说明书应给出制造商规定的型号和长度；若

数据线含有磁环等元件，应给出使用注意事项； 

若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含有免于静电放电试验的连接器，则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列

出静电放电警示符号和警示信息、预防静电放电的措施以及对可能使用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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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人员的培训建议。 

应说明确产品的基本性能。 

（八）关于家用的说明 

如产品是家用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简洁且易于理解。应提供关于如何安全处置废

物的适当警告和注意事项。应提供器械的清洁/消毒方法，一般来说家用器械应

使用易于获取的用品和简单的技术来清洁、消毒。应包含用户检查器械的损坏迹

象，以及如何识别不能使用器械或其配件的情况。 

（九）软件的相关要求 

应符合医疗器械网络安全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医疗器械软件注册技术审查指

导原则、移动医疗器械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中说明书的相关要求。 

十、符合性声明 

申请人需声明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符合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声明其符合的现

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并提供符合标准的清单。需提交真实性的自我保证声明。 

标准清单示例如下： 

GB 9706.1—2007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YY 0505—2012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2 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

准 电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YY 0709—2009 

医用电气设备 第 1—8 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

准：通用要求 医用电气设备和医用电气系统中报警

系统的测试和指南 

GB 4793.1—2007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18268.1—2010 
GB/T 18268.1—2010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的电

设备 电磁兼容性要求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IEC 60601 — 1 — 11: 

2015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Part 1—11:General 

requirements for basic safety and essential 

performance. Collateral standard:Requirements for 

medical electrical equipment and medical 

electrical systems used in the home healthcare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nvironment  

ISO15197:2013 

In vitro diagnostic test systems — Requirements 

for blood—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s for self—

testing in managing diabetes mellitus 

GB/T 19634—2005 
体外诊断检验系统—自测用血糖监测系统通用技术

要求 

GB15811—2016 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针 

GB/T18457—2015 制造医疗器械用不锈钢针管 

YY/T0148—2006 医用胶带 通用要求 

GB/T 14233.1—2008 
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检验方法第 1部分：化学

分析方法 

GB/T 14233.2—2005 
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检验方法第 2部分：生物

学试验方法 

GB/T 14710—2009 医疗电器环境要求及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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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技术要求模板 

 

 

 

 

 

 

附 1   

 

临床试验要求 

 

一、临床试验的目的 

评价该医疗器械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是否符合预期安全性设想和预期有效性设想。 

二、临床试验方案基本要求 

（一）方案应体现注册产品使用环境，如适用于医疗机构（住院），还是家庭环

境（包含门诊）。 

（二）方案应明确对照产品，描述理由。 

（三）方案应明确入选、排除原则，如入选标准，尽量选择血糖波动性大的患者，

以采集更宽的血糖数据范围来更好的评价产品；排除标准中，不仅应当考虑对被

试产品有影响的因素，如贫血、皮下水肿等情况，也要考虑对对照器械有影响的

情况，如红细胞压积比等。 

（四）方案体现产品适用范围，如适用人群属于成人、青少年及儿童等。 

（五）方案应当体现注册产品佩戴部位，如佩戴位置是上臂、腹部或是产品相符

合的其他部位。可以考虑让受试者佩戴两个传感器以验证产品的重复性。 

（六）方案应明确危险性控制、潜在伤害或风险分析，及数据管理统计方法等。 

（七）产品使用环境为家庭环境（包含门诊），应进行单独的临床试验设计。 

应体现家用使用条件，在家用使用条件下，设定一些特定的任务来使用器械，如

自行阅读使用说明，自行佩戴传感器，自行输入参比，自行读取葡萄糖值，患者

自我血糖管理评估，仪器易用性、便利性、安全性的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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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评价指标 

（一）临床评价指标应基于以下内容进行评价 

1.提供数据的方式（回顾式、实时）； 

2.校准次数（如需校准）； 

3.佩戴部位； 

4.参考值：以静脉血糖值为对照，使用 EKF 血糖检测仪或 Yellow Spring 

Instrument（YSI）的检测结果； 

5.佩戴时长。 

（二）主要评价指标 

1.与参考值的 20/20%的一致性，通过一致率表示； 

2.测量点落在 Clarke误差栅格分析 A+B区的比例； 

3.测量点落在 Consensus误差栅格分析 A+B区的比例； 

4.平均绝对相对误差值（MARD%）。 

（三）次要评价指标 

1.高、低血糖报警率准确性（仅限于实时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适用）； 

2.传感器的稳定性评价； 

3.传感器的重复性评价（即产品批内精密度）等； 

4.使用者关于产品易用性问卷调查（适用于自测用器械）； 

5.传感器寿命； 

6.安全性评价； 

7.其他。 

四、临床评价标准 

（一）主要指标评价 

1.与对照参考值的 20/20%一致性评价，通过一致率表示 

对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所测实时葡萄糖值与EKF血糖检测仪或YSI分析仪所测静

脉血糖值（EKF值或 YSI值）进行比较，分析一致率。 

一致率=A+B； 

A=（持续血糖监测值-EKF值或 YSI值偏差在±20%内的配对数/全浓度总配对数）

×100%（当血糖浓度大于 4.4 mmol/L（80 mg/dL）时，与参考值偏差在±20%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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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的结果的百分数）； 

B=（持续血糖监测值-EKF值或 YSI值偏差在±20 mg/dL内的配对数/全浓度总配

对数）×100%（在血糖浓度小于或等于 4.4 mmol/L（80 mg/dL）时，与参考值

偏差落在±1.1 mmol/L（20 mg/dL）范围内的结果的百分数）。 

也可按照在上述界值时，分析不同浓度的情况，以及在 15/15%、30/30%的情况。 

2.测量点落在 Clarke误差栅格分析 A+B区的比例 

分析测量点在 A、B、C、D、E 等各区的分布状况。A 区为临床绝对准确；B 区为

临床可接受准确；其余 C、D、E区为不同程度的不准确。计算落在各个区的数据

点数及其所占的百分比，以及 A区和 B区的和。 

3.测量点落在 Consensus误差栅格分析 A+B区的比例： 

分析测量点在 A、B、C、D、E 等各区的分布状况。A 区为对临床行为无影响；B

区为对临床结果仅有一点或者没有影响；C 区很可能影响临床结果；其余 D、E

区为对临床结果影响较大或导致危险。 

计算落在各个区的数据点数及其所占的百分比，以及 A区和 B区的和。 

4.平均绝对相对误差值（MARD%）： 

 

（二）主要指标对应的评价标准及原则 

指标 点估计 95%置信区间 

参考值 20/20%的 

一致率 

>65% >60% 

Clarke误差栅格 

A+B区的比例 

>95% >90% 

Consensus误差栅格 

A+B区的比例 

>95% >9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平均绝对相对误差值 

（MARD%） 

<18% <20%* 

*评价 95%置信区间的上限，其余指标评价下限。 

对于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评价，要求上述四项主要评价指标同时达到上表所列

标准，方能认为产品性能符合临床应用需要，即按照共同主要终点设置。上述四

项主要评价指标中有任何一项或多项未达到所列出的评价标准要求，则不认可产

品性能。需注意的是，MARD%评价需先计算每位受试者水平的结果，而不能像其

他指标直接计算所有测量点水平的汇总结果。 

（三）次要评价指标 

1.报警正确率 

（1）低血糖值报警成功率与失败率（即敏感性） 

低血糖报警用来验证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低血糖报警”功能。低血糖报警成

功率（True Alert Rate）是用来验证报警的正确与否，是以当 EKF 值或 YSI 测

量值低于报警阈值时的前 15分钟内，后 30分钟内，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是否提

示低血糖报警的比例来评价。 

低血糖报警失败率（False Alert Rate）就是上述时间内，EKF值或 YSI值高于

等于报警线。 

（2）低血糖检测成功率与失败率（即特异性） 

低血糖检测成功率（Hypoglycemia Detection Rate）是在连续发生的低血糖事

件的前后 30分钟内，EKF或 YSI同样检测到低血糖的发生比例。 

低血糖检测失败率（Hypoglycemia Missed Detection Rate）是在低血糖事件的

前后 30分钟内，YSI未检测到低血糖发生的比例。 

申请人应明确低血糖事件定义。 

（3）高血糖报警成功率与失败率 

高血糖报警用来验证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高血糖报警”功能。高血糖报警成

功率（True Alert Rate）是用来验证报警的正确与否，是以当 EKF 值或 YSI 测

量值高于报警阈值时的前 15分钟内，后 30分钟内，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是否提

示高血糖报警的比例来评价。 

高血糖报警失败率（False Alert Rate）就是上述时间内，EKF值或 YSI值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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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阈值。 

（4）高血糖检测成功率与失败率 

高血糖检测成功率（Hyperglycemia Detection Rate）是在高血糖事件的前后

30分钟内，EKF或 YSI同样检测到高血糖的发生比例。 

高血糖检测失败率（Hyperglycemia Missed Detection Rate）是在高血糖事件

的前后 30分钟内，EKF或 YSI未检测到高血糖发生的比例。 

申请人应明确高血糖事件定义。 

2.传感器的稳定性 

将不同时间段的佩戴的准确性，进行比较，评价传感器的稳定性。 

3.传感器的重复性 

为了评价本系统的重复性，本次临床试验中同一患者在可选的植入部位分别佩戴

一套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用成对的平均绝对差值（Paired Absolute Relative 

Difference，PARD）计算，即用同一时间点两套系统的差值除以同一时间点两套

系统的均值。 

4.使用者关于产品易用性问卷调查（适用于自测用器械） 

5.传感器寿命 

6.安全性评价 

（1）不良事件：在临床试验过程中出现的不利的医学事件，无论是否与试验用

医疗器械相关。 

（2）分析器械相关性。 

7.其他 

五、临床试验例数及采集样本要求 

临床试验采用多中心的自身对照试验。 

根据临床要求，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以静脉血血糖值为对照，试验例数的要求需

要符合临床统计学中对成对的持续葡萄糖值与静脉血糖值关系的要求。 

针对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开展的上市前临床试验，至少应入选 60 例受试者，申

请人所设定的方案中，样本量规模应同时满足统计学原则以及上述最低例数要求，

申请人可提出自己的样本量确定依据，但当该数量小于 60 例受试者时，仍需按

本指导原则要求的最低例数开展试验。因设置了四项共同主要评价指标，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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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针对每一指标分别计算样本量并取其中最大者作为试验的最终样本量要求。 

现就具体计算过程进行举例： 

首先以与参考值的 20/20%标准确定的一致率为计算基础，假设持续葡萄糖监测

与静脉血血糖值的一致率（20/20%标准）为 65%，将目标值设定为 60%，则当双

侧显著性水平取 0.05，并考虑 20%的脱落率时，1200 个测量点将能够提供超过

80%的把握度（考虑来自同一受试者的多次测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证明试验产

品性能满足临床应用的需要，如果保守估计在试验过程中每名受试者能够提供至

少 20 个测量点的结果，故入选 60 例受试者刚好能够满足上述样本量（测量点）

的要求。 

对 Clarke 或 Consensus 误差栅格分析时落在 A+B 区的点所占比例的预期结果与

目标值一致（同为 95%和 90%），故上述样本量能够提供的足够的把握度证明产品

满足要求。 

对于 MARD%值，假设实际观察结果为 18%±5%（患者水平），在显著性水平取双侧

0.05，同时考虑 20%脱落的前提下，60例受试者能提供约 80%的把握度证明受试

者水平的 MARD%值小于 20%。 

综上，为了同时满足四项主要指标对样本量的要求，最终确定总的受试者纳入规

模为 60例。 

此外，研究者还需考虑具体持续葡萄糖系统佩戴时长上的差异，需要在方案中明

确佩戴时间、静脉血采集时点，以及总测量点或每名受试者平均提供的测量点数

量。且出于对低血糖报警性能的评价考虑，建议申请人在提交的数据中高浓度血

糖大于等于 11.1 mmmol/L 的测量点至少 360 个，低浓度血糖 4.4 mmmol/L 以下

测量点至少 60个。 

在上述计算中采用的样本量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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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前三项主要评价指标； 

公式中的 对应试验组的预期疗效水平， 则对应目标值水平， 代表标准

正态分布对应的分位数， 对应统计检验的一类错误水平，在此取 0.025，而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对应检验的二类错误水平，计算时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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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MARD%值计算。 

由于本试验所用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连续性特征，对采集的样本有如下要求： 

（1）需要有不同时间段内的成对持续葡萄糖值与静脉血糖值。目的一是验证传

感器使用时长，二是检验传感器的稳定性。由于目前持续葡萄糖的佩戴时长不同，

有佩戴 3 天的，有佩戴 7 天或 14 天的，因此需要验证在不同时间内采样的正确

性，如需要分别验证开始阶段（第 1 天或第 2 天）、中间阶段（中位数±1 天）

及最后阶段（最后 24 小时）分别的准确性情况。验证阶段时间随机选择。特别

提醒，如果要验证产品在开始阶段的准确性，需提供第一天佩戴情况的评价。同

时为了验证产品在其使用时长内整体的准确性，也需要提供最后一天的准确性评

价。 

（2）需要有不同浓度的成对持续葡萄糖值与静脉血糖值，高浓度血糖大于等于

11.1 mmmol/L 的测量点至少 360 个，低浓度血糖 4.4 mmmol/L 以下测量点至少

60 个。目的是检测在不同血糖范围内传感器的准确性。从目前的技术来看，在

不同的浓度时，传感器的灵敏度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低血糖时，往往准确性要低

于平均水平。需要有持续的静脉血糖采样：间隔 15 分钟采集一次静脉血糖值，

至少持续 7小时及以上时间。 

另外，在采样过程中，若高浓度和低浓度的血糖值样品数量不足，可在临床过程

中通过选择特定类型糖尿病患者，或者通过试验过程中的设备提示、受试者感受

等，采集高、低血糖的静脉血糖值。 

（3）每例受试者相同植入部位两侧佩戴 2 个传感器：目的是检测传感器的重复

性。通过同一受试者同时佩戴 2个传感器，比较在同一时刻，两套持续葡萄糖监

测值的符合性，是验证重复性的方法。 

六、统计学考虑 

（一）登记入组 

由于该类研究属于单组目标值设计，出于保证研究质量及病人安全性的考虑，

应将所有入组病人的相关信息记录在中央计算机注册系统内，以备今后对病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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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跟踪、核查。建议采用基于互联网（IWR）/电话（IVR）/传真等计算机注

册系统分配病例注册登记号，所有病例的注册登记号不得二次使用。 

（二）统计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时应考虑数据的完整性，所有签署知情同意并使用了受试产品的受试者

必须纳入分析。数据的剔除或偏倚数据的处理必须有科学依据和详细说明。 

临床试验的数据分析应基于不同的分析集，通常包括全分析集（Full Analysis 

Set，FAS）和符合方案集（Per Protocol Set，PPS），研究方案中应明确各分析

集的定义。同时，对于全分析集中脱落的病例，其主要评价指标缺失值的填补方

法应在方案中予以事先说明。 

临床试验数据的分析应采用国内外公认的经典统计方法。临床试验方案中应该明

确统计检验的类型、检验假设、判定疗效有临床意义的界值（目标值）等，界值

的确定应有依据。 

对于主要评价指标，统计结果需采用点估计及相应的 95%置信区间进行评价。不

能仅将 p值作为主要评价指标的评价依据。 

（三）统计结果评价 

统计结果评价应至少包括如下四部分内容： 

1.临床试验完成情况描述：包括临床试验概况（筛选人数、入选人数、完成人数、

失访/退出/剔除人数等）； 

2.基线描述：应对所有入选受试者（FAS分析集）的基线人口统计学指标及其他

相关病史指标等进行描述； 

3.疗效/效果评价：应对所有入选的受试者（FAS 分析集）和最终完成试验并符

合方案的受试者（PPS 分析集）分别进行统计分析。疗效分析时，除点估计外，

还应给出点估计的 95%的置信区间； 

4.安全性评价时，应对所有入选并使用该仪器的受试者进行分析（SS 分析集），

不能遗漏所有发生的任何不良事件（包括实验室指标：试验前正常、试验后异常

并有临床意义的事件），对所有发生的不良事件应评价其是否与所研究产品有关。 

所有试验记录均要完整、真实、清晰、客观。为了保证受试者的安全性及数据的

完整性，建议采用中央登记系统入选受试者，以便将所有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

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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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风险管理报告的内容 

 

一、风险管理组织和人员职责 

由申请人成立风险管理组。列出组长、组员姓名，职务及责任范围。管理组成员

应具有与管理任务相适应的知识和经验。 

风险管理组负责风险管理报告的编写，接受有关方面的查询并对报告的内容负责。 

二、注册产品的描述 

描述该产品的预期用途、工作原理、作用机理（如适用）、结构组成（含配合使

用的附件）、主要功能及其组成部件（关键组件和软件）的功能，以及区别于其

他同类产品的特征，操作环境等内容。 

三、注册产品符合的安全标准 

包括但不限于： 

1.GB9706.1—2007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通用安全要求 

2.YY 0505—2012 医用电气设备第 1—2部分安全通用要求并列标准 电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3.GB/T 16886.1—201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1部分：风险管理过程中的评价

与试验 

4.GB 18280.1—2015 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辐射 第 1 部分：医疗器械灭菌过程的

开发、确认和常规控制要求 

申请人应声明注册产品符合上述哪些安全标准，并注明标准的有效版本号。 

四、注册产品的预期用途和与安全有关特征的判定 

申请人应按“医疗器械风险管理标准”附录 C 的 34 条提示，对照注册产品的实

际情况作针对性的简明描述。 

如：对 C.2.1：应阐明注册产品的预期用途是用于持续监测人体什么体液的葡萄

糖浓度变化 

对 C.2.2：是否预期用于植入？应阐明注册产品是否需植入及植入的部位 

对 C.2.43及以下 31项提示，应根据注册产品的实际情况逐条回答，本文不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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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注意：注册产品如存在 34 条提示以外的可能影响安全性的特征，也应做出

说明。 

五、危险（源）判定 

申请人应编写有关医疗器械在正常和故障两种条件下已知和可预见危险（源）

的清单，并研究可产生危险情况和伤害的可预见的事件序列，然后可用估计可

能产生的伤害严重度及其发生概率来评定风险。申请人可以根据医疗器械风险

管理标准附录 E 的指南列出汇总表，包括：引起危险（源）的原因（可预见的

事件序列）、危险（源）、危险情况和伤害。危险（源）示例如下： 

（一）能量危险（源）和形成因素 

对患者和使用者的电能危险（源）如： 

—偏置电压下传感器微电流； 

机械力危险（源）如： 

—针状传感器的作用力 

（二）生物和化学危险（源） 

传播生物病原体； 

生物不相容性如：插入人体部分电极材料与人体不相容； 

再次或交叉感染如：产品带菌感染医护人员； 

变态反应性如：与人体接触物质中有致敏因子等。 

（三）环境危险（源） 

电磁干扰如：电路中高频谐波产生电磁干扰； 

由于废物和或产品处置的污染如：作用后的传感器处置不当造成针状电极扎伤人

体组织。 

（四）运作中的危险（源）： 

如：—未经培训或培训后仍未掌握； 

—对无效数据误判为有效数据，而作转换依据。 

（五）信息危险（源）： 

如：—再次使用和或不适当的再次使用； 

—没有按照要求校准传感器； 

—传感器佩戴超出规定的时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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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各项，根据注册产品实际情况判定列出。） 

六、风险评价 

对于每个已判定的危险情况，评价和决定是否需要降低风险。 

七、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和验证 

为对所有危险（源），使其风险达到可接受的水平，一般依次采取如下的一种或

多种方法： 

1.通过设计取得固有安全； 

2.医疗器械本身或在生产过程中的防护措施； 

3.告知安全信息。 

申请人应根据所列出的危险（源），为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所采取的方法逐

一列出。所有具有不可接受风险水平的潜在危险（源）的引发原因都需要风险控

制措施。如果在方案分析中，申请人确定所需的风险降低是不可行的，申请人应

进行剩余风险的风险/受益分析。 

八、对采取控制措施后的风险估计 

评估风险控制措施实施前的严重程度（S）、发生可能性（P1）、伤害发生概率

（P）和风险水平（R），与风险控制措施实施后的严重程度（S）、发生可能性

（P1）、伤害概率（P2）、伤害发生概率（P）和风险水平（R）。根据医疗器械

的使用情况，按照风险的严重度水平和发生概率分级，可采用半定量矩阵风险分

析确定风险可接受准则。（申请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并在风险管理报告

中说明，也可参考 YY/T0316的附录 D或下表的方法。） 

风险的严重度水平 

等级名称 代号 系统风险定义 

可忽略 1 皮肤微伤或无伤 

较小的 2 暂时不便或不适 

轻度 3 暂时伤害或损伤无需专业治疗 

中度 4 导致要求专业治疗的伤害或损伤 

致命 5 患者死亡或重伤 

风险的概率等级 

等级名称 代号 频次（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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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少 1 ＜10-6 

很少 2 10-4—10-6 

偶尔 3 10-2—10-4 

有时 4 10-1—10-2 

经常 5 1—10-1 

风险评价准则 

概率 

严重程度 

1 2 3 4 5 

可忽略 较小的 轻度 中度 致命 

极少 1 A A A A R 

很少 2 A A R R U 

有时 3 A R R U U 

偶然 4 A R U U U 

经常 5 R U U U U 

A：可接受的风险； 

R：合理可行进一步降低的风险 

依据以上准则申请人可采用 FMEA 的方法对产品的设计过程、制造过程和临床使

用过程中的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 

九、剩余风险评价 

在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后，对于任何剩余风险，都应使用风险管理计划中规定的准

则进行评价。如果剩余风险判断为不可接受的，应采取进一步的风险控制措施。

对于判断为可接受的剩余风险，申请人应决定哪些剩余风险应予以公开，并且需

要将信息包括在随附文件中，以便公开那些剩余风险。 

十、风险/受益分析 

如果使用风险管理计划中建立的准则，判断剩余风险是不可接受的，而进一步的

风险控制又不可行，申请人可以收集和评审资料和文献，以便决定预期使用的医

疗受益是否超过剩余风险。如果此项证据不支持医疗受益超过剩余风险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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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剩余的风险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医疗受益超过剩余风险，则评价是否会由风险

控制措施引入新的危险（源），危险情况或已存在的风险受到影响。 

申请人应确保所有已判定的危险情况产生的一个或多个风险已经得到充分考虑。 

十一、参考文件 

申请人在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过程中参考的有关产品设计和验证方面

的内部文件记录。例如：风险管理计划；风险管理流程；产品设计要求（包括硬

件和软件）；设计验证；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FMEA）；产品说明书等。 

 

附 3   

 

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技术要求模板 

 

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号： 

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1.产品型号/规格及其划分说明 

1.1系统型号 

1.2配置表示例 

部件 

名称 

部件 

型号 
参数 

实物图/示意图/ 

拆解图 

型号 1/ 

配置 1 

型号 2/ 

配置 2 

基本组成   

一次性使用

葡萄糖传感

器 

 

有效工作时间、 

校准次数、 

X 分钟显示一

个数据、 

电极数量、一次

性无菌产品、 

葡萄糖浓度探

测范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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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 

器 1 
 电池类型、容量 

 

√ √ 

接 收 器 1

（如有） 
  

 

√  

接收器 2 

（如有） 
    √ 

软件 1  运行环境  √  

软件 2  同上   √ 

附件（如有）   

助针器   

 

√ √ 

充电器   

 

√ √ 

探头检测器   

 

√ √ 

胶带   

 

√ √ 

注：应明确不同规格部件差异（如有）；√表示配置中包含该部件 

1.3传感器电极结构及化学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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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提供传感器电极剖面放大图，描述各电极（如：工作电极、参比电极、对

电极）结构。 

1.3.2传感器电极化学堆层示意图及必要中文注释，结合制造工艺明确各膜层溶

液成分、规格。 

1.4软件 

1.4.1软件名称 

1.4.2软件发布版本 

1.4.3软件完整版本命名规则 

1.5与人体接触材料（如下图） 

编号 部件名称 
材料名称 

（含化学名称） 
规格型号 符合标准 

接触

部位 

接触

类型 

      

 

 

注：与人体接触材料应结合图示注明 

1.6灭菌方式 

1.7灭菌有效期 

2.性能指标 

2.1外观 

明确传感器、发射器、接收器部分各自的外观要求。 

2.2传感器性能 

2.2.1线性 

明确传感器在有效使用时间内对体外葡萄糖测量的范围。 

明确传感器测得电流相对于标准液浓度的线性相关系数和线性偏差。 

2.2.2重复性 

明确单个传感器的重复性。明确至少 3个浓度（至少包含小于 4 mmol/l、4-11.1 

mmol/l、大于 11.1 mmol/l）对应的变异系数。 

2.2.3响应时间 

明确体外葡萄糖浓度变化时，传感器输出结果达到稳定所需的时间范围。 

2.2.4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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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传感器寿命时长运行过程中，体外信号每 24小时的变化范围。 

2.2.5温度响应 

明确在不同的温度下，传感器结果线性偏差的范围。 

2.2.6 传感器的抗干扰性 

依据说明书，明确系统对常见药品（如抗坏血栓和醋氨酚等）的抗干扰的能力。 

2.2.7启动时间 

明确传感器插入并连接到发射器后，系统开始工作并提示用户探头已启动所需的

时间。 

2.2.8传感器机械要求 

明确传感器机械要求，如电极连接牢固度、传感器与发射器间插入力（如适用）、

导引针穿刺力（如适用）、导引针针座拉力、针座探头基座拔出力、贴片拉力、

探头拉力、导引针回缩。 

2.2.9传感器与发射器的连接 

明确连接力、连接电阻、持续性、锁定力、水密性。 

2.2.10传感器物理设计 

明确传感器物理设计要求，如导引针尺寸、电极长度/宽度/厚度、植入人体深度、

电极角度、旋转稳定性、连接兼容性、安放面积、导引针防护、导引针长度。 

2.2.11无菌 

传感器应无菌。 

2.2.12细菌内毒素 

传感器的细菌内毒素应不超过 20 EU/套。 

2.2.13热原 

传感器应无热原。 

2.2.14传感器化学性能 

与传感器相适应的化学性能检测（酸碱度，重金属）。 

2.2.15溶剂、交联剂残留量（如适用） 

2.3发射器/接收器性能 

2.3.1发射器防水性能（如适用） 

应明确发射器防水性能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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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发射器或接收器等记录原始数据的准确性（如适用） 

应明确有效使用时间内的准确性范围。 

2.3.3发射器的线性相关系数 

2.3.4发射器/接收器的电池性能 

应明确与传感器一起使用的发射器/接收器电池寿命，充电功能等。 

2.3.5射频要求 

应明确传输距离。 

2.3.6发射器配对要求 

2.3.7系统兼容性 

应明确多个系统近距离工作时，不会导致任何危险。 

2.4操控性 

按键、连接结构应灵活可靠，操作方便。 

2.5软件功能 

依据说明书明确软件功能，如接收器软件应包括患者时间输入（参比血糖输入、

记录胰岛素用量、记录饮食、记录用药、记录锻炼）、传感器开关、血糖回顾、

基本设置、医生设置、当前电流。用户分析软件应包含数据下载、患者病例存储、

参考数据输入、血糖浓度计算、作图、诊断结果建议、结果报告输出。 

2.6数据接口、用户访问控制的要求（如适用） 

2.6.1数据接口 

应明确传输协议/存储格式。 

2.6.2用户访问控制 

应明确用户身份鉴别方法、用户类型及权限。 

2.7粘贴片的持粘性 

2.8提示功能 

包括不限于：指示灯、输入参比血糖的提示、数据处理器电量不足提示、数据采

集器电量不足提示、通信异常提示、信号异常提示、提示的确认和清除。 

2.9环境试验 

应符合 GB/T 14710—2009标准中的要求。 

2.10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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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 9706.1—2007、YY0709—2008（如申请人声称）标准中的要求。产品安

全特征参照附录 A。 

2.11电磁兼容 

应符合 YY 0505—2012标准的要求。 

3. 检验方法 

工作条件：明确系统的工作条件，如额定工作电压，环境条件（如相对温、湿度

等）等。 

3.1外观 

实际观察、实际操作验证符合性。 

3.2传感器性能 

3.2.1—3.2.10依据其研究方法等提出的方法，对各性能进行验证，应符合 2.2.1

—2.2.10的规定。 

3.2.11无菌 

试验按 GB/T 14233.2—2005 中要求的直接接种方法进行试验，以金黄色葡萄球

菌作为阳性对照菌，应符合 2.2.11的规定。 

3.2.12细菌内毒素 

按 GB/T 14233.2—2005中第 4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2.2.12 的要求。 

3.2.13热原 

按 GB/T 14233.2—2005中第 5章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2.2.13 的要求。 

3.2.14化学性能 

按 GB/T 14233.1—2008中第五章对应条款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 2.2.14

的要求。 

3.2.15溶剂、交联剂残留量（如适用） 

采用经适宜方法学验证过的方法进行测定，应符合 2.2.15的规定。 

3.3发射器/接收器性能 

依据其研究方法等提出的方法，对各性能进行验证，应符合 2.3的规定。 

3.4操控性 

实际操作验证符合性。 

3.5 软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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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验证符合性。 

3.6数据接口、用户访问控制的要求 

采用经适宜方法学验证过的方法进行测定，应符合 2.6的规定。 

3.7粘贴片的持粘性 

应符合 YY/T 0148—2006附录 B中第 B.2章的方法进行，应符合 2.6的规定。 

3.8提示功能 

采用经适宜方法学验证过的方法进行测定，应符合 2.7的规定。 

3.9环境试验 

试验方法应按照 GB/T 14710—2009 条款的要求和附录 B 中表 1 环境试验要求及

检测项目表进行，应符合 2.8的规定。 

3.10安全 

试验方法应符合 GB 9706.1—2007、YY 0709—2008（如申请人声称）条款的要

求，应符合 2.10的规定。 

3.11电磁兼容 

试验方法应符合 YY 0505—2012条款的要求，应符合 2.11的规定。 

 

…… 

（分页） 

附录 A.产品安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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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编制说明 

 

 

一、编写的目的和依据 

本指导原则旨在针对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注册申报资料进行规范，为申请人申请

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上市许可提供建议。同时也用于规范持续葡萄糖监测系统的

技术审评。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参考了国内和国际指

南、标准制定的。 

二、编写内容考虑 

（一）临床试验部分 

主要明确了参考对照应为静脉血。确定 YSI分析仪或 EFK分析仪可以作为对照采

血用试验设备。确定试验须在传感器寿命期内随机选择 1天参加连续 7小时（每

15分钟 1次）的静脉血测试，确定每人在静脉血测试日至少应完成 20次静脉血

糖值。 

汇总了国内外已在中国上市产品的临床试验结果，参考了国际上最新产品的临床

试验设计，结果我国国情设定了主要评价指标及目标值。 

（二）技术要求部分 

由于目前尚无相关标准，各申请人检测方法各异，尚无通用的检测平台，本指南

仅给出重点考虑的技术项目，接受标准及检测方法由各申请人提供合理制定依据。 

三、起草单位 

本指导原则编写单位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编写、

定稿、审定过程中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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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发布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注册技术

审查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第 57 号） 

 

原文：http://www.sda.gov.cn/WS01/CL1790/171384.html       2018年 03月 21日 发布 

  为加强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进一步提高注册审查质量，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制定了《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

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3月 16日 

2018年第 57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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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

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注册申请人对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

试剂注册申报资料的准备及撰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对注册申报资料的技术

审评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对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的一般要求，申

请人应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确定其中内容是否适用，如不适用，需具体阐述理由

及相应的科学依据，并依据产品的具体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

化。 

本指导原则是对申请人和审查人员的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注册审批所涉及

的行政事项，也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够满足相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

也可以采用，但需要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证资料，相关人员应在遵循相关法

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定的，随着法规

和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容也将适时进

行调整。 

一、范围 

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即 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s）的主

要原理：受到结核分枝杆菌抗原刺激致敏的 T淋巴细胞（T细胞）再次遇到相同

抗原时可产生 γ-干扰素，IGRAs 通过检测全血或者分离自全血的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PBMC）在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刺激下产生的γ-干扰素，判断受试者

是否存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目前，国际上较成熟的 IGRAs有两种：一是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方法检测全血中致敏 T 细胞再次受到结核分枝杆菌特

异性抗原刺激后释放的γ-干扰素水平；二是采用酶联免疫斑点技术（ELISPOT）

方法测定在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刺激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能够释放γ-

干扰素的效应 T细胞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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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检测方法的原理类似，检测技术和操作程序略有不同，采用的结核

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主要存在于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中，在卡介苗和大多数非结

核分枝杆菌中缺失。 

目前，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是指：利用免疫学检测技

术，如 ELISA 或 ELISPOT 技术等，以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抗原刺激 T 细胞产生的

γ-干扰素为检测靶标，对人静脉全血中的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进

行体外检测的试剂，可用于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检测或用于结核病的辅助诊断。

本指导原则所述内容是针对结核病辅助诊断预期用途的，对于预期用途为结核分

枝杆菌感染检测的申报试剂，申请人可以根据产品特性对不适用部分进行修订或

补充其他的评价和验证。 

本指导原则的技术要求是基于ELISA和ELISPOT方法建立的，对于其他方法，

可能部分要求不完全适用或本文所述技术指标不够全面，申请人可以根据产品特

性对不适用部分进行修订或补充其他的评价和验证，但需阐述不适用的理由，并

验证替代方法的科学合理性。本指导原则适用于进行首次注册申报和相关许可事

项变更的产品。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综述资料主要包括产品预期用途、产品描述、有关生物安全性的说明、研究

结果的总结评价以及国内外同类产品上市情况介绍等内容。其中，同类产品上市

情况介绍部分应着重从预期用途、方法学、检验原理、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刺激

抗原以及最低检测限等方面写明申报试剂与目前市场上已获批准的同类产品之

间的主要区别。如所用刺激抗原为新发现的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则应详细

论述其能提高该类试剂灵敏度和特异性的科学依据，并提供充分的支持资料。 

综述资料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 5号，以下简称《办法》）和《关于公布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44

号，以下简称 44号公告）的相关要求。 

（二）主要原材料的研究资料 

应提供主要原材料如抗原肽/重组抗原、抗体、阴性对照、阳性对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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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γ-干扰素）、酶以及企业参考品等的选择与来源、制备过程、质量分析和

质量控制标准等的研究资料。如主要原材料为企业自己生产，其生产工艺必须相

对稳定；如主要原材料购自其他供应商，应提供的资料包括：供应商提供的质量

标准、出厂检定报告或性能指标证书，以及该原材料到货后的质量检验资料。 

企业参考品：申请人应提供企业参考品的详细的来源、制备和确定等资料。 

对于采用 ELISPOT 方法的申报试剂，企业参考品至少应包括：阴性参考品、

阳性参考品和精密度参考品。其中，阳性参考品建议采用结核病患者（菌阴和菌

阳）的全血，阴性参考品建议采用健康人和其他易混淆疾病患者的全血，精密度

参考品建议采用结核病患者的全血。如申请人采用除全血之外的其他样本形式作

为企业参考品，请提交申请人所采用的企业参考品的组成、来源、稳定性、延续

性、性能可控性等详细的理论和试验数据。 

对于采用 ELISA方法的申报试剂，企业参考品至少应包括：阴性参考品、阳

性参考品、最低检测限参考品、线性参考品、准确度参考品和精密度参考品等。

其中，阴性参考品、阳性参考品和精密度参考品的设置可参考 ELISPOT方法申报

试剂的相关要求。最低检测限参考品、准确度参考品和线性参考品，主要考察

ELISA部分的性能，可采用含有γ-干扰素的溶液（建议采用血浆作为基质溶液）。 

对于阴性/阳性对照：申报试剂的质控体系通过设置阳性、阴性对照来实现，

申报资料应详细描述各种对照的原料选择、制备、定值过程等试验资料。本指导

原则的技术要求是基于 ELISA和 ELISPOT方法建立的，对于采用上述方法学的结

核细胞类检测试剂，建议至少设置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阳性对照一般采用外周

血单个核细胞非特异性刺激物，用于质控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功能是否正常，避免

产生假阴性。阴性对照用于控制细胞在活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因子的非特异性

影响，避免产生假阳性。 

标准品（如适用）的选择及质量标准：应详细描述标准品原料的来源、制备、

纯度、浓度（或复溶后浓度）、分子量、功能活性等的确定和验证资料。 

多肽/重组抗原的选择及质量标准：应详细描述多肽的来源（来自何种抗原）

/重组抗原的来源、组成、分子量、纯度、浓度、重组抗原的内毒素含量、刺激

活性、特异性等的确定和验证资料。如为冻干抗原，还应设置水分含量的质控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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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选择及质量标准：应详细描述抗体的来源、纯度、浓度、分子量、刺

激免疫原、效价和功能活性等的确定和验证资料。 

（三）主要生产工艺及反应体系的研究资料 

主要生产工艺包括：配制工作液、分装和包装等，可用流程图表示。应提供

主要生产工艺的确定依据，包括试验方法和数据等。 

反应体系研究资料应能对产品说明书中检验方法部分涉及的基本内容，如样

本用量、试剂用量、反应条件等，提供确定的依据，包括试验方法和数据等。 

（四）分析性能评估资料 

申请人应提交对申报试剂进行的所有性能验证的研究资料，包括具体的试验

方法、内控标准、实验数据和统计分析等。对于结核分枝杆菌细胞免疫反应检测

试剂，建议着重对以下分析性能进行研究。 

1.对于采用 ELISA方法的申报试剂 

检验方法分为两大部分：（1）将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与全血样本共培

养，获得含有γ-干扰素的血浆样本；（2）以γ-干扰素标准品做标准曲线，对

第（1）步的血浆样本采用 ELISA方法进行定量检测。基于该方法学的分析性能，

需要对上述两方面的性能均进行验证。 

1.1最低检测限 

申请人可采用合理方法确定和验证申报试剂的最低检测限。建议采用含有系

列γ-干扰素稀释浓度的样本，对每个浓度样本进行多次重复检测，选取测定平

均 OD值-2SD大于 0浓度测定平均 OD值+2SD的浓度作为最低检测限浓度。 

1.2线性范围 

线性范围确定的研究应使用高值样本（采用血浆基质，采用可溯源至国际校

准品的方法对血浆样本中的γ-干扰素进行定量）进行梯度稀释，稀释液应使用

血浆，应包含接近最低检测限的临界值浓度。通过评价一定范围内的线性关系确

定申报试剂的线性范围。 

1.3准确度 

可采用如下方法进行评价，如：与国际标准品的偏差分析、回收试验或者方

法学比对等方法，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理方法进行研究。 

1.4分析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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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交叉反应 

交叉反应的验证主要考虑全血自身含有的细胞因子或全血刺激培养过程中

产生的细胞因子与申报试剂所用γ-干扰素抗体对是否存在交叉反应。需要进行

交叉反应验证的细胞因子包括：IL-1α、IL-1β、IL-2、IL-3、IL-4、IL-5、IL-6、

IL-10、IL-12、TNFα、IFN-α和 IFN-β等。建议在 0浓度γ-干扰素水平和中

浓度γ-干扰素水平分别进行交叉反应的验证。 

同时，建议申请人采用一定数量的其他常见分枝杆菌感染患者的全血样本进

行试验，评价申报试剂的特异性。 

1.4.2干扰物质 

应对全血样本中常见的干扰物质进行验证，包括：抗凝剂、甘油三酯、血红

蛋白、胆红素、类风湿因子、抗核抗体、抗线粒体抗体和免疫抑制剂等。建议采

用含有不同浓度 γ-干扰素的血浆样本分别进行干扰物质的验证，给出不会对

γ-干扰素检测值产生干扰的最高干扰物浓度。 

1.5精密度 

1.5.1采用全血样本进行试验的精密度：分别采用阳性全血样本和阴性全血

样本，进行不少于 10 次重复检测，判断检测结果的阴阳性，多次重复检测结果

应一致。 

1.5.2 采用含有 γ-干扰素的血浆样本进行试验的精密度：建议在 γ-干扰

素低浓度和中等浓度 2个浓度水平分别进行验证。 

1.5.2.1低浓度样本：γ-干扰素浓度略高于试剂盒的最低检测限（n≥20）。 

1.5.2.2 中等浓度样本：采用中等浓度的样本进行重复检测，CV≤15%

（n≥20）。 

1.5.3 申请人应设置合理的精密度评价周期，以便对批内/批间以及不同操

作者之间的精密度进行综合评价。 

1.6阴性参考品符合率 

建议选择至少 15 份健康人和其他易混淆疾病患者的全血样本进行试验，上

述健康人和患者应包括不同等级的结核菌素（PPD）皮试人群。 

1.7阳性参考品符合率 

建议选择至少 20 份结核病患者（至少 10 例菌阳，至少 10 例菌阴）全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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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行试验。 

1.8标准品的溯源资料 

γ-干扰素具有国际标准品，建议检测结果的量值溯源至国际标准品。申请

人应提供从国际标准品到产品标准品的溯源链以及各级赋值资料。 

2.对于采用 ELISPOT方法的申报试剂 

检验方法为：将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抗原与分离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

共培养，活化刺激 PBMC 分泌的 γ-干扰素被微孔板上包被的单克隆抗体捕获，

再用酶标记的另一个单克隆抗体进行反应显色，一个斑点即代表一个细胞，计数

斑点的多少，从而判断是否存在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反应。基于该方

法学的分析性能，需从下述几个方面进行性能验证。 

2.1分析特异性 

2.1.1交叉反应 

交叉反应的验证主要考虑 PBMC 刺激培养过程中产生的细胞因子与申报试剂

所用γ-干扰素抗体对是否存在交叉反应。需要进行交叉反应验证的细胞因子包

括：IL-1α、IL-1β、IL-2、IL-3、IL-4、IL-5、IL-6、IL-10、IL-12、TNFα、

IFN-α 和 IFN-β 等。建议在 0 浓度 γ-干扰素水平和中浓度 γ-干扰素水平分

别进行交叉反应的验证。 

同时，建议申请人采用一定数量的其他常见分枝杆菌感染患者的全血样本进

行试验，评价申报试剂的特异性。 

2.1.2干扰物质 

应对全血样本中常见的干扰物质进行验证，包括：抗凝剂、甘油三酯、血红

蛋白、胆红素、类风湿因子、抗核抗体、抗线粒体抗体和免疫抑制剂等。建议采

用全血样本进行干扰物质的验证，给出不产生干扰的最高干扰物浓度。 

2.2精密度 

采用全血样本（包括高斑点数样本、中等斑点数和低斑点数样本）分别进行

精密度评价，进行不少于 10 次重复试验，判断检测结果的阴阳性，多次重复检

测结果应一致。同时，还应计数检测孔斑点数，计算其 CV值，CV值应≤25%。 

申请人应设置合理的精密度评价周期，以便对批内/批间以及不同操作者之

间的精密度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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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阴性参考品符合率 

建议选择至少 15 份健康人和其他易混淆疾病患者的全血样本进行试验，上

述健康人和患者应包括不同等级的结核菌素（PPD）皮试人群。 

2.4阳性参考品符合率 

建议选择至少 20 份结核病患者（至少 10 例菌阳，至少 10 例菌阴）全血样

本进行试验。 

（五）阳性判断值的研究资料 

此类试剂的阳性判断值较为复杂，阳性判断值对应产品说明书中“检验结果

的解释”部分的内容，申请人应对产品说明书中“检验结果的解释”部分所涉及

的各个数值提供详细的确定和验证资料。该部分资料应采用临床样本进行试验，

请注意临床样本的选择应与申报产品声称的预期用途相一致。建议采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ROC）曲线的方式进行确定。 

（六）稳定性研究资料 

稳定性包括申报试剂稳定性和样本稳定性（包括全血样本稳定性和血浆样本

稳定性）。前者主要包括实时稳定性（有效期）、开封稳定性及冻融次数限制（如

适用）等。稳定性研究资料应包括研究方法的确定依据、具体的实施方案、详细

的研究数据及结论。对于实时稳定性研究，应提供至少三批样品在实际储存条件

下保存至成品有效期后的研究资料。 

试剂稳定性和样本稳定性两部分内容的研究结果均应在说明书【储存条件及

有效期】和【样本要求】两项中进行详细说明。 

（七）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总体要求及临床试验资料的内容应符合《办法》、44号公告和《体

外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

第 16 号）的规定，以下仅结合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的具

体特点对其临床试验中应重点关注的内容进行阐述。 

1.临床试验机构的选择 

申请人应当选定不少于 3家（含 3家）临床试验机构，按照法规要求开展临

床试验。 

2.对比试剂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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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预期用于结核病辅助诊断的申报试剂，申请人可选择境内已批准上市、

临床普遍认为质量较好的同类产品作为对比试剂，采用试验用体外诊断试剂（以

下称申报试剂）与对比试剂进行比较研究试验，证明本品与已上市产品等效。 

3.临床试验对象的选择 

对于预期用于结核病辅助诊断的申报产品，临床试验对象应满足：（1）临

床试验总病例至少 1000例；（2）具有结核病相关体征/症状的疑似结核病患者；

（3）最终临床诊断为结核病患者的病例中，应包括肺结核患者和肺外结核患者，

并且涂片阴性的肺结核患者占所有肺结核患者的比例不应小于 50%；单纯肺外结

核患者至少 30例；（4）非结核的其他呼吸道疾病患者以及其他易混淆疾病的患

者病例（最终临床诊断不是结核病），包括肺炎、肺癌、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

非结核分枝杆菌病、慢阻肺等，其中肺癌至少 50例；（5）上述人群应包括 PPD

阴性和阳性人群，不能人为选择 PPD 阴性人群进行临床试验；（6）各临床试验

机构的样本量和样本分布应相对均衡。 

全血样本不能冻融，临床试验应采用新鲜样本，样本采集和保存等应满足申

报试剂和对比试剂说明书的相关要求。 

4.临床试验方法、临床原始数据及统计分析 

4.1 分别依据申报试剂和对比试剂各自的说明书对入组临床样本进行检测，

记录结果。 

4.2临床报告中应明确：总样本例数；临床诊断为肺结核患者的总例数，说

明涂片阴性和涂片阳性的肺结核患者例数；肺外结核患者的例数，说明各类肺外

结核患者的例数；非结核的其他呼吸道疾病患者以及易混淆疾病样本例数，并详

细说明各类非结核疾病的患者例数。 

4.3 临床原始数据应以列表的方式表示，包括每个病例样本的年龄、性别、

临床诊断结果、申报试剂的结果以及对比试剂的结果等。 

4.4对临床试验数据的统计应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如受试者工作特征（ROC）

曲线分析、阴性/阳性符合率等。常选择四格表的形式总结两种试剂的定性检测

结果，对定性结果进行四格表卡方或 kappa检验以验证两种试剂定性结果的一致

性，统计分析应可以证明两种方法的检测结果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4.5 申报试剂对涂片阴性的肺结核患者和肺外结核患者均应有一定的检出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率。 

5.结果差异样本的验证 

对于两种试剂检测结果不一致的样本，应采用临床上公认较好的第三方试剂

或其他合理方法进行复核，同时结合患者的临床病情对差异原因及可能结果进行

分析。 

6.临床试验方案 

各临床试验机构的方案设置应保持一致，且保证在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遵循

预定的方案实施，不可随意改动。整个试验过程应在临床试验机构的实验室内并

由本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操作完成，申请人的技术人员除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外，

不得随意干涉试验进程，尤其是数据收集过程。 

试验方案中应确定严格的样本入选/排除标准，任何已经入选的样本再被排

除出临床试验都应记录在案并明确说明原因。各临床试验机构选用的对比试剂应

保持一致，以便进行合理的统计学分析。 

7.其他问题 

如果申报试剂的预期用途为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检测，申请人应按照法规要

求，设置合理的对比方法，选择合适的预期适用人群，进行临床试验。 

（八）产品技术要求 

产品技术要求应符合《办法》和《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9 号）的相关规定。内容主要包含产品

性能指标和检验方法，并在附录中明确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及半成品检定要求。 

对于采用 ELISA方法的申报试剂，产品技术要求的性能指标至少应包括：外

观、阴性参考品符合率、阳性参考品符合率、线性、准确度、最低检测限和精密

度等。对于采用 ELISPOT方法的申报试剂，产品技术要求的性能指标至少应包括：

外观、阴性参考品符合率、阳性参考品符合率和精密度。 

（九）产品注册检验报告 

根据《办法》要求，首次申请注册的第三类产品应在具有相应医疗器械检验

资质和承检范围的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进行连续三个生产批次样品的注册检测。 

（十）产品说明书 

产品说明书的格式应符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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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17号）的要求，境外试剂的中文说明书除格式

要求外，其内容应尽量保持与原文说明书一致，翻译力求准确且符合中文表达习

惯。产品说明书的所有内容均应与申请人提交的注册申报资料中的相关研究结果

保持一致。结合《体外诊断试剂说明书编写指导原则》的要求，下面对结核分枝

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说明书的重点内容进行说明。 

1.【预期用途】 

应至少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 

1.1 本产品用于体外定性检测人新鲜外周静脉抗凝血中结核分枝杆菌特异

性的 T细胞免疫反应，用于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检测或者用于结核病的辅助诊断

（根据临床试验等研究资料确认预期用途）。 

1.2说明与预期用途相关的临床适应症背景情况，说明相关的临床或实验室

诊断方法。 

1.3 待测人群特征介绍：具有结核病相关体征/症状的疑似结核病患者、地

域要求或年龄限制（如有）等。 

2.【主要组成成分】 

2.1说明试剂盒包含组分的名称、数量、比例或浓度等信息，说明不同批号

试剂盒中各组分是否可以互换。 

2.2 试剂盒中不包含但对该项检测必须的组分，应列出相关试剂/耗材的名

称、货号及其他相关信息。 

2.3申报试剂的注册单元不应包含真空采血管，真空采血管应按相应法规申

报注册。 

3.【检验原理】 

3.1说明试剂盒所用的刺激抗原/抗原肽（名称、是否多肽抗原/重组抗原），

以及所用抗原/抗原肽在卡介苗和非结核分枝杆菌中的存在情况。 

3.2试剂盒技术原理的详细介绍，建议结合适当图示进行说明。 

4.【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说明试剂盒的效期稳定性、开封稳定性、复融稳定性、冻融次数要求（如适

用）等，应明确具体的储存条件及有效期。 

5.【样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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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明确以下内容： 

5.1样本的采集：明确所用抗凝剂。 

5.2样本的保存： 

5.2.1对于采用 ELISPOT方法的申报试剂，应明确：全血样本进行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分离前的保存温度与时间；分离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在与抗原孵育培养

前的保存温度与时间。 

5.2.2对于采用 ELISA方法的申报试剂，应明确：全血样本在与抗原孵育培

养前的保存温度与时间。 

6.【检验方法】 

该类产品的检测步骤繁多，应详细描述从全血采集开始到结果判读前的每个

步骤，并明确注意事项。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对于采用 ELISPOT方法的申报试剂，

明确培养时所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数量以及所用培养基类型。 

7.【检验结果的解释】 

结合阳性对照、阴性对照以及样本管检测结果，以列表的形式对所有可能出

现的结果组合及相应的解释进行详述，明确灰区结果的处理方式。 

8.【检验方法的局限性】 

8.1 本试剂盒的检测结果仅供临床参考，对患者的临床诊治应结合其症状/

体征、病史、其他实验室检查及治疗反应等情况综合考虑。 

8.2有关假阴性结果的可能性分析，如：某些免疫功能受损的患者，可能导

致假阴性。 

8.3有关假阳性结果的可能性分析，如：与其他分枝杆菌是否存在交叉反应。 

9.【产品性能指标】 

9.1最低检测限（如适用）：说明试剂的最低检出浓度，简单介绍最低检测

限的试验方法及结果。 

9.2企业阴阳性参考品的检测符合情况：简单介绍阴阳性参考品的组成和符

合率结果等信息。 

9.3精密度：明确精密度参考品的组成及结果。 

9.4分析特异性 

9.4.1交叉反应：明确可能产生交叉反应的其他细胞因子的验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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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干扰物质：明确样本中常见干扰物质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9.5对比试验研究（如有）：简要介绍对比试剂（方法）的信息、所采用的

统计学方法及统计分析结果。 

9.6境外（如适用）和境内临床试验数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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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检测试剂是指利用免疫学检测技术，如

ELISA 或 ELISPOT 技术等，以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抗原刺激 T 细胞产生的 γ-干扰

素为检测靶标，对人静脉全血中的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进行体外检

测的试剂，可用于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检测或用于结核病的辅助诊断。 

本指导原则所述内容是针对结核病辅助诊断预期用途的，对于预期用途为结

核分枝杆菌感染检测的申报试剂，申请人可以根据产品特性对不适用部分进行修

订或补充其他的评价和验证。 

二、重点问题的说明 

（一）企业参考品的组成和样本类型 

目前，该类试剂采用全血样本作为检测样本类型，所涉及的方法学包括：

ELISPOT 和 ELISA。针对企业参考品的样本类型，考虑到全血样本的不可冻存性

和该类试剂质控的关键点，指导原则建议：如申请人采用除全血之外的其他样本

形式作为企业参考品，应提交申请人所采用的企业参考品的组成、来源、稳定性、

延续性、性能可控性等详细的理论和试验数据。 

针对企业参考品的组成，由于 ELISPOT方法是在全血细胞培养后，直接在固

体基质表面形成斑点，计数斑点判断结果，理论上可计数一个斑点。但在实践时，

很难保证获取的全血样本刚好形成一个斑点，因此，采用该方法学的试剂仅需要

设置阴性参考品、阳性参考品和精密度参考品。而 ELISA 方法是在全血培养后，

吸出血浆上清，检测上清中的干扰素的含量，因此，采用该方法学的此类试剂需

要设置培养阶段和干扰素 ELISA检测阶段参考品，包括：阴性参考品、阳性参考

品、线性参考品、最低检测限参考品和精密度参考品等。 

（二）分析性能评估相关问题 

1.最低检测限的要求与方法 

采用 ELISPOT方法的试剂，理论上可计数到一个斑点，因此理论上其最低检

测限为 1个斑点，但现实中通过试验证明该类试剂的最低检测限为 1个斑点具有

很大困难，难以实现。因此，参考美国 FDA 已批准同类试剂的要求，经讨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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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LISPOT方法学的此类试剂，无需进行最低检测限的验证。 

采用 ELISA方法的试剂，最低检测限检测的是血浆样本中干扰素的最低含量。

指导原则建议，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研发平台，设置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最低

检测限的试验。 

2.精密度的要求与方法 

采用 ELISPOT方法的试剂，精密度必须采用全血进行试验，方可模拟整个检

测过程。在讨论日间精密度时，企业和相关专家均提出，因为全血样本无法冻存，

无法在不同的自然天内进行日间精密度的研究。同时，现有认知水平下，也无科

学合理的替代方法来进行日间精密度的研究，因此，对此类试剂不做日间精密度

的要求。 

采用 ELISA方法的试剂，精密度不仅需要考察全血培养阶段的精密度，而且

需要考察 ELISA检测部分对干扰素含量检测的精密度，前者可参考 ELISPOT方法

的相关要求和方法，后者参考常见 ELISA方法检测试剂的要求和方法。 

3.交叉反应的要求与方法 

采用 ELISPOT方法和 ELISA方法的试剂，尽管结果的判读方式存在差异，但

其检验原理均是采用特异性的γ-干扰素抗体，检测T细胞刺激活化后分泌的γ-

干扰素。因此，此类试剂的交叉反应性，主要考虑全血自身含有的细胞因子或全

血刺激培养过程中产生的细胞因子与申报试剂所用 γ-干扰素抗体对是否存在

交叉反应。 

如果在全血样本的培养过程中加入可能产生交叉反应的细胞因子，势必会影

响 T 细胞在培养过程中的功能和活性，最终影响 T 细胞分泌 γ-干扰素的能力，

影响对结核分枝杆菌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的检测。因此，对于该类试剂，不管是

采用何种方法，交叉反应的研究都是采用血浆或其他基质检测细胞因子对γ-干

扰素抗体对的交叉反应性。 

（三）产品预期用途 

该类试剂的检测原理可检测结核分枝杆菌的感染，包括活动性结核感染（结

核病）和潜伏感染。但是，因为潜伏感染的诊断在全世界均无金标准，而且中国

人出生就接种卡介苗，导致对潜伏感染预期用途的临床验证目前缺乏有效的对比

方法，因此，目前申请人申报该类试剂的预期用途基本用于结核病的辅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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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原则针对结核病辅助诊断预期用途的临床试验要求，给出了较为详细的建

议，并经专家和企业讨论后，达成了一致意见。 

同时，指导原则也明确，如果申请人对该类试剂的预期用途设定为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的检测，需提供足够的临床证据支持该声称。 

（四）临床试验相关问题 

1.样本入组相关要求 

针对结核病辅助诊断的预期用途，指导原则在临床试验样本入组方面做了较

为详细的说明。申报试剂应选择疑似结核患者进行检测，以模拟临床实际使用情

况。临床使用中，该类试剂不仅用于肺结核的辅助诊断，还可用于肺外结核的辅

助诊断，因此，指导原则对单纯肺外结核的样本例数也给出了最低要求。鉴于临

床实践和研究证明，肺癌患者是一类与γ-干扰素相关的癌症，因此，规定了肺

癌患者的最低样本例数，以考察该类试剂的特异性。 

2.临床特异性的相关要求 

指导原则初稿时，对申报试剂的临床特异性做出了不低于 75%的要求。后经

专家和企业反复讨论后删除了这一要求，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该类试剂已有

多个同类产品在国内外批准上市，按照法规要求，可选择已上市同类试剂，验证

该类试剂的检测准确性；第二，该类试剂的临床特异性受临床试验受试人群的年

龄、性别以及区域的影响较大，而且目前并无大量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支持 75%

的声称，因此，临床特异性无法给出具体要求。 

三、编写单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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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关于注销医疗器械注册证书的公告（2018 年第 34 号） 

 

原文：http://samr.cfda.gov.cn/WS01/CL0087/226877.html     2018年 03月 22日 发布 
 

  按照《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企业申请，现注销 Leica 

Biosystems Newcastle Ltd公司的 p53蛋白小鼠单克隆抗体浓缩液（免疫组织

化学法）医疗器械注册证（注册证号：国械注进 20173407223）。 

  特此公告。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8年 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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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药品审评报告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02       发布日期：20180323 

 

201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

42 号，以下简称 42 号文件）和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5〕44 号，以下简称 44 号文件）文件精神，以保证药品有效安全、满足公

众临床用药需求为工作目标，在鼓励药物研发创新、提高药品质量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

作，不断推进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坚持依法依规、科学规范审评，切实保护和促进公众

健康。 

  一、药品注册申请审评审批完成情况 

  （一）审评审批总体完成情况 

  1.批准上市药品情况 

  2017 年，总局批准上市药品 394 个（以药品批准文号计），其中化学药品 369 个，

中药民族药（以下简称中药）2 个，生物制品 23 个；国产药品 278 个，进口药品 116

个；国产药品中化学新药 28 个，中药新药 1 个，生物制品 10 个，化学仿制药 238 个，

中药仿制药 1个；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品种 53个，占 13.5%。 

  2.全年审评审批完成情况 

  根据总局《关于调整部分药品行政审批事项审批程序的决定》（局令第 31 号），在

原有技术审评职能的基础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

中心）承接药物临床试验、药品补充申请和进口再注册 3 项行政审批决定职能。2017

年，药审中心完成审评审批的注册申请共 9680件（以受理号计，下同），其中完成审评

的注册申请 8773 件，完成直接行政审批（无需技术审评，下同）的注册申请 907 件。

排队等待审评的注册申请已由 2015年 9月高峰时的近 22000件降至 4000件（不含完成

审评因申报资料缺陷等待申请人回复补充资料的注册申请），中药、化药、生物制品各

类注册申请基本实现按法定时限审评审批，基本完成了国务院 44 号文件确定的解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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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注册申请积压的工作目标。2014年-2017年排队等待审评的注册申请数量变化情况详

见图 1。 

 

  图 1 2014年-2017年排队等待审评的注册申请数量变化情况 

  完成审评的申请中，化药注册申请为 7729件，约占全部审评完成量的 88%。各类药

品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详见图 2。 

 

  图 2 2017年各类药品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3.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新药临床试验（IND）申请审评 908件，完成新药上市申请（NDA）审

评 294 件，完成仿制药上市申请（ANDA）审评 4152 件；审评通过批准 IND 申请 744 件

（涉及 373 个品种），审评通过建议批准 NDA 143 件（涉及 76 个品种），审评通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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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ANDA 273件（涉及 123个品种）。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详见图 3。 

 

  图 3 2017年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注：化药的品种数以活性成分统计，中药和生物制品的品种数均以药品通用名称统

计，下同。 

  （二）化药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1.总体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药注册申请 7729 件，其中完成化药 ANDA 4135 件，占化药

审评完成量的 53%，基本解决了仿制药注册申请积压的问题。完成审评的化药各类注册

申请情况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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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2017年完成审评的化药各类注册申请情况 

  2.审评审批用时变化趋势 

  化药各类注册申请审评审批用时显著下降，其中，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

致性评价）申请平均审评审批用时约为 70个工作日，仅为法定时限的一半；IND申请首

轮审评审批平均用时约为 120 个工作日，为法定时限的 1.09 倍，基本实现按法定时限

审评审批。2012年-2017年各年度申报的 IND申请、NDA、ANDA审评用时详见图 5、图 6

和图 7。 

  注：1. 一致性评价申请法定审评时限为 120 个工作日，审批时限为 20 个工作日，

审评审批时限共计 140个工作日； 

  2. IND申请法定审评时限为 90个工作日，审批时限为 20个工作日，审评审批时限

共计 110个工作日。 

 

  图 5 2012年-2017年各年度申报的 IND申请审评用时 

 

  图 6 2012年-2017年各年度申报的 NDA审评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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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2012年-2017年各年度申报的 ANDA审评用时 

  3.审评建议批准的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药 NDA 236件，其中审评通过建议批准上市 113件。完成审

评的化药各类注册申请批准情况详见表 1。 

  表 1 2017年完成审评的化药各类注册申请批准情况 

 

  注：“其他”是指申请人主动申请撤回的注册申请、完成审评等待申请人补充完善

申报资料的注册申请、非药审中心审评报送总局药化注册司的注册申请、送总局医疗器

械审评中心的药械组合注册申请和关联制剂撤回的原料/辅料注册申请等，下同。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化药 IND申请 542件，审评通过批准 IND申请有 481件，其中

批准创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399件（共涉及 170个品种），较 2016年创新药临床试验批准

数量翻了一番。化药创新药临床试验批准数量与前三年比较（以品种计）详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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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2017年化药创新药临床试验批准数量与前三年比较（以品种计） 

  注：化药创新药注册申请是指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令 28 号）附件 2 的要求申报的化药 1.1 类的注册申请及按照总局《关于发布化学

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2016年第 51号）附件 1要求申报的化药 1类的注

册申请，为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全球新药物，不包括改良新药物；此次统计未纳入进口原

研药临床试验申请及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申请，下同。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创新药临床试验 170个品种中，抗肿瘤药物、消化系统药物

和内分泌系统药物较多，占全部创新药临床试验批准数量的 65%。批准临床试验的化药

创新药适应症分布（以品种计）详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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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2017年批准临床试验的化药创新药适应症分布（以品种计） 

  （三）中药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1.总体情况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中药注册申请 366 件，其中完成 IND 申请 62 件，完成 NDA 8

件，完成 ANDA 17件。完成审评的中药各类注册申请情况详见图 10。 

 

  图 10 2017年完成审评的中药各类注册申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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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评建议批准的情况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中药 IND申请 36件；审评通过建议批准中药上市申请 2件。

完成审评的中药各类注册申请批准情况详见表 2。 

  表 2 2017年完成审评的中药各类注册申请批准情况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临床试验的中药 IND申请 36件，涉及 13个适应症领域，其

中心血管、呼吸、精神神经较多，共占 47%，具体治疗领域分布详见图 11。 

 

  图 11 2017年批准临床试验的中药适应症分布 

  （四）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审评完成情况 

  1.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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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审中心完成审评的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共 678件，其中完成预防用生物制品 IND申

请（预防用 IND）62 件，完成治疗用生物制品 IND 申请（治疗用 IND）242 件，完成预

防用生物制品 NDA（预防用 NDA）15件，完成治疗用生物制品 NDA（治疗用 NDA）35件。

完成审评的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情况详见图 12。 

 

  图 12 2017年完成审评的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情况 

  2.审评建议批准的情况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预防用 IND 40 件，批准治疗用 IND 187 件；审评通过建议

批准预防用 NDA 8 件，建议批准治疗用 NDA 21 件。完成审评的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

批准情况详见表 3。 

  表 3 2017年完成审评的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批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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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审中心审评通过批准生物制品 IND申请 227件，批准临床试验的治疗用生物制品

IND申请治疗领域分布详见图 13。 

 

  图 13 2017年批准临床试验的治疗用生物制品适应症分布 

  二、药品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一）总体受理情况 

  1.总体情况 

  2017年，药审中心接收新注册申请共 4837件，其中需审评的注册申请 3783件（含

一致性评价注册申请 71 件），直接行政审批的注册申请 1054 件。化药注册申请受理量

为 3870 件，占全部注册申请受理量的 80%，中药和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分别为 335 件和

632件。各类药品注册申请接收情况详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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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2017年各类药品注册申请接收情况 

  2.国产创新药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接收国产 1 类创新药注册申请 402 件（涉及 181 个品种），其中接收临床

申请 379 件（涉及 171 个品种），上市申请 23 件（涉及 10 个品种）。按药品类型统计，

化药 324件（涉及 112 个品种），中药 2件（涉及 1个品种），生物制品 76件（涉及 68

个品种），创新药的适应症主要集中在抗肿瘤、抗感染领域。 

  3.进口药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接收进口药新药注册申请 259 件（涉及 133 个品种），其中接收 5.1 类进

口原研药注册申请 117 件（涉及 70 个品种），1 类进口创新药注册申请 75 件（涉及 37

个品种），接收进口药国际多中心临床申请 67件（涉及 26个品种），创新药的适应症主

要集中在抗肿瘤、抗感染领域。 

  （二）化药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1.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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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审中心接收化药注册申请共 3870件，其中接收 IND申请 480件，接收 NDA 75件，

接收 ANDA 548件。化药各类注册申请接收情况详见图 15。 

 

  图 15 2017年化药各类注册申请接收情况 

  2.创新药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接收化药创新药注册申请 149个品种，较 2016年增长了 66%，其中接收国

产化药创新药注册申请 112个品种，进口创新药注册申请 37个品种，2014年- 2017年

创新药注册申请接收情况详见图 16。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图 16 2014年-2017年化药创新药注册申请接收情况（以品种计） 

  3.化药新药临床试验申请适应症 

  药审中心接收化药 IND申请 480件，其中接收国产化药 IND申请 347件，接收国际

多中心临床试验申请 133 件。国产化药 IND 申请接收量较多的治疗领域为抗肿瘤药物、

消化系统疾病药物和内分泌系统药物。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申请接收量较多的治疗领域

为抗肿瘤药物、循环系统疾病药物和血液系统疾病药物，具体治疗领域分布详见图 17。 

 

  图 17 2017年接收的化药 IND申请治疗领域分布情况 

  （三）中药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接收中药注册申请 335件，其中接收中药 IND申请 33件，接收中药 NDA 1

件，接收中药 ANDA 7件。中药各类注册申请接收情况详见图 18。 

 

  图 18 2017年中药各类注册申请接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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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生物制品注册申请受理情况 

  药审中心接收生物制品注册申请 632件，其中接收生物制品 IND申请 254件，接收

生物制品 NDA 50件。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接收情况详见图 19。 

 

  图 19 2017年生物制品各类注册申请接收情况 

  三、优先审评与沟通交流情况 

  （一）优先审评 

  1.优先审评品种纳入情况 

  根据总局《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

〔2016〕19 号），截至 2017 年底，药审中心共将 25 批 423 件注册申请纳入优先审评程

序，其中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占比最大，共 191件，占 45%，儿童用药共 47件。纳

入优先审评程序的注册申请情况详见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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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0 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注册申请情况 

  2.优先审评品种审评完成情况 

  截至 2017 年底，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 423 件注册申请中已有 272 件完成审评，占

比为 64%。自纳入优先审评程序之日起，IND申请、NDA、ANDA首轮审评平均用时分别为

39个工作日、59个工作日和 81个工作日。 

截至 2017 年底，共有 110 件注册申请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得以加快批准上市（以通

用名计算，共涉及 57 个品种），其中，2017 年有 50 个品种，具体品种名单详见表 4。

包括国产自主研发的创新药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口服丙肝治疗用新药阿舒瑞韦软胶

囊、非小细胞肺癌靶向药甲磺酸奥希替尼片、儿童抗癫痫用药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治疗乙肝和艾滋病的国产仿制药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胶囊等一批具有明显临床价

值的药品通过优先审评程序得以加快、优先批准上市，为满足临床用药需求、降低用药

费用、促进公众健康提供了有效保障。 

 

表 4 2017年完成审评建议批准上市的优先审评药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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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纳入优先审评的理由 

1 阿柏西普眼内注射溶液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3 阿法替尼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4 阿舒瑞韦软胶囊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5 艾曲泊帕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6 奥比帕利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7 达比加群酯胶囊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8 达塞布韦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9 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0 地塞米松玻璃体内植入剂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1 多替阿巴拉米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2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3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4 甲磺酸奥希替尼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5 甲磺酸雷沙吉兰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6 利奥西呱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7 利伐沙班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8 磷酸芦可替尼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19 马昔腾坦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0 氢溴酸伏硫西汀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1 瑞戈非尼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2 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3 舒更葡糖钠注射液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4 索磷布韦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5 维莫非尼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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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沟通交流情况 

  1.沟通交流总体情况 

26 西美瑞韦胶囊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7 盐酸达拉他韦片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8 伊布替尼胶囊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29 乙磺酸尼达尼布软胶囊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30 茚达特罗格隆溴铵吸入粉雾剂用胶囊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31 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32 注射用阿扎胞苷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33 注射用艾普拉唑钠 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新药 

34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 临床急需 

35 来那度胺胶囊 临床急需 

36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儿童用药 

37 醋酸加尼瑞克注射液 首仿 

38 丁酸氯倍他松乳膏 首仿 

39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胶囊 首仿 

40 酒石酸利斯的明胶囊 首仿 

41 拉坦噻吗滴眼液 首仿 

42 洛索洛芬钠凝胶膏 首仿 

43 曲伏前列素滴眼液 首仿 

44 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 首仿 

45 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液 同步申报 

46 缬沙坦片 同步申报 

47 注射用阿奇霉素 同步申报 

48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同步申报 

49 注射用帕瑞昔布钠 专利到期 

50 注射用硼替佐米 专利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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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为申请人提供便利，提高沟通交流的质量和效率，药审中心丰富了沟通交

流渠道，形成了沟通交流会议、网络平台咨询（一般性技术问题）、电话咨询、邮件咨

询和周三现场咨询的多渠道、多层次的沟通交流模式。2017 年召开沟通交流会议 321

场，较 2016年增长了 172%；全年接收网络平台咨询 5881个，电话咨询超过上万次，邮

件咨询数千次，每周三定期开展现场咨询。 

  2.沟通交流会召开情况 

  自总局《关于发布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试行）的通告》（2016

年第 94 号）发布以来，药审中心进一步加大了与申请人的沟通交流，截至 2017 年底，

近 3年共召开沟通交流会 493场。2015年-2017年各类沟通交流会议召开情况详见图 21。 

 

  图 21 2015年-2017年各类沟通交流会议召开情况 

  药审中心收到沟通交流会会议申请共 840 件，总体召开率为 38%。其中 Pre-IND 会

议和 II 期后会议召开数量较多，共召开 173 场，占全年沟通交流会议召开总量的 54%。

各类沟通交流会议召开情况详见表 5。 

  表 5 2017年各类沟通交流会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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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要治疗领域品种情况 

  2017年，一批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创新药、临床急需药、专利到期药和我国首仿药

通过技术审评建议批准上市。 

  抗肿瘤药物： 

  1.甲磺酸奥希替尼片：为全球首个第三代晚期肺癌靶向药，适用于既往经表皮生长

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时或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并且经检

测确认存在 EGFR T790M突变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性肺癌（NSCLC）成人患

者的治疗。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对于上述患者目前尚无有效的

治疗药物，存在明确的临床急需。该药品针对上述患者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安全性可

以耐受，为上述特定的患者人群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2.伊布替尼胶囊：为 Bruton酪氨酸激酶（BTK）抑制剂，适用于治疗既往至少接受

过一种治疗的套细胞淋巴瘤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该药品是全球首个全新作用机

制的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药物，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带来更多的治疗选择。 

  3.维莫非尼片：为一种小分子 BRAF 丝氨酸-苏氨酸激酶抑制剂，适用于治疗 BRAF 

V600突变阳性的不能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该药品是全球首个治疗恶性黑色素瘤的靶

向药物，可有效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4.磷酸芦可替尼片：为小分子 JAK1/JAK2 激酶（Janus 相关激酶）抑制剂，适用于

治疗中危或高危的骨髓纤维化。骨髓纤维化是罕见的骨髓增殖性肿瘤疾病，目前国内尚

无明确有效治疗手段，该药品为全球首个用于治疗骨髓纤维化药物，可有效提高患者用

药的可及性。 

  抗感染药物： 

  5.盐酸达拉他韦片、6.阿舒瑞韦软胶囊、7.西美瑞韦胶囊、8.索磷布韦片、9.奥比

帕利片、10.达塞布韦片：为直接抗丙型肝炎病毒（HCV）药物，适用于治疗成人慢性丙

型肝炎（CHC）。我国约有 1000 万丙型肝炎患者，上述药物批准上市有效解决了我国没

有直接抗病毒药物的局面，为我国慢性丙肝患者提供了有效的突破性治疗手段。 

  11.多替阿巴拉米片：为含有多替拉韦、阿巴卡韦和拉米夫定 3 种成分的新型抗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固定剂量复方制剂，适用于治疗成人和 12岁及以上的青

少年的 HIV感染。目前治疗艾滋病药物有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耐受性差、药物相互作用

多等缺点，且长期服药存在耐药可能，该药品较已上市的治疗方案有一定的临床优势，

为临床增加新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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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湿性疾病及免疫药物： 

  12.枸橼酸托法替布片：为 Janus 激酶（包括 JAK3）选择性抑制剂，适用于治疗对

甲氨蝶呤疗效不足或对其无法耐受的中度至重度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RA）成年患者，

可作为单药治疗，或者与甲氨蝶呤或其他非生物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联合使用。

该药品是全球首个口服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靶向药物，将为风湿关节炎患者带来更多的

治疗选择。 

  内分泌系统药物： 

  13.达格列净片：为高选择性的人体肾脏钠葡萄糖共转运体（SGLT2）抑制剂，适用

于 II 型糖尿病患者单药治疗。该药品是全球首个全新作用机制的口服降糖药物，可有

效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循环系统药物： 

  14.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为血管紧张素受体脑啡肽酶抑制剂，适用于治疗伴有射

血分数降低的慢性心脏衰竭患者（心功能Ⅱ-Ⅳ级），以降低心血管死亡和心力衰竭住院

的风险。该药品是近二十年来全球慢性心衰治疗领域的突破性创新药物，在减少心血管

死亡、全因死亡、心衰住院（包括首次住院和全部住院），以及改善症状和患者报告结

局方面，超过目前指南推荐的循证治疗，可为临床增加新的治疗选择。 

  皮肤五官药物： 

  15.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为国内首个适用于治疗继发于病理性近视的脉络膜新生

血管引起的视力损伤的生物制品药物。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用眼过度现象普遍存在，

病理性近视引起的视力损伤并导致失明的发病人数呈上升趋势，该药品批准上市对有效

提高此类病症患者的临床用药可及性具有积极意义。 

  16.阿达木单抗注射液：为重组人免疫球蛋白（IgG1）单克隆抗体，新增适应症适

用于需要进行系统治疗或光疗、并且对其他系统治疗（包括环孢素、甲氨蝶呤或光化学

疗法）不敏感、或具有禁忌症、或不能耐受的成年中重度慢性斑块状银屑病患者。该药

品为国内首个全人源的 TNFα单抗，在抗药抗体产生及安全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为临

床带来一种更安全且有效的治疗选择。 

  神经系统药物： 

  17.甲磺酸雷沙吉兰片：为选择性不可逆单胺氧化酶-B（MAO-B）抑制剂，适用于治

疗原发性帕金森病。该药品在国外用于帕金森病早期的一线单药治疗，或与左旋多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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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治疗中、重度帕金森病，可有效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 

  消化系统药物： 

  18.艾普拉唑肠溶片：为首个国产质子泵抑制剂创新药，新增适应症适用于治疗反

流性食管炎,为临床提供更多有效治疗选择，增加了临床可及性。 

  呼吸系统药物： 

  19.丹龙口服液：为新的中药复方制剂，适用于治疗中医热哮证、支气管哮喘患者。

该药品为我国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实施以来首个获批的中药新药品种，为哮喘病患

者提供一种全新的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对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预防用生物制品（疫苗）： 

  20.重组埃博拉病毒病疫苗（腺病毒载体）：为我国自主研发的重组埃博拉疫苗，也

是全球首个 2014 基因突变型埃博拉疫苗。药审中心按照有条件批准程序完成了该疫苗

上市申请的审评，该药品对于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公共卫生需求和完成国家战略储备具有

重大意义。 

  五、主要工作措施及进展情况 

  （一）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纵深推进 

  一是在 2016 年确立的以临床疗效为审评工作导向的基础上，以制度创新、流程再

造为突破口，有破有立，逐步建立起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以适应症团队审评模式为核心

的科学审评工作体系，形成了由项目管理人制度、适应症团队审评制度、沟通交流制度、

专家咨询委员会与技术争议解决制度、优先审评制度、审评信息公开制度等组成的审评

制度体系，组建了 38 个专家咨询委员会，建立起规范指导在前、沟通交流在中、审评

决策在后的审评管理模式，加强审评环节的沟通和指导，申请人满意度不断提高。 

  二是审评体制机制问题逐步得到了改善。实现了两个统一集中受理，9 月实现仿制

药一致性评价的集中受理，12月实现总局审评审批、备案的注册申请的集中受理，统一

并规范了受理工作，解决了一直存在的受理与技术审评分离的问题。为推动审评审批一

体化，5 月 1 日起，药审中心承接临床试验等 3 项行政审批决定职能，这极大地提高了

审评审批的效率，又落实了审评人员的责任，提升了审评人员的责任意识。实行了原辅

包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的管理制度，逐步建立起以制剂为核心、原辅包为基础的质量管

理体系，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承担制剂质量主体责任的责任体系。 

  三是认真落实 42号文件，积极推进改革临床试验管理，加快上市审评 19项具体改

革任务。建立了《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制度，发布了首批纳入目录集的药物；发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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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包含 9个专利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药申请的药品品种清单；起草《拓展性同

情使用临床试验用药物管理办法》《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要求》《急需药品有条

件批准上市的技术指南》《药物临床试验风险控制管理办法》《药品注射剂基本技术要求》

《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的公告》《化学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共同审评

审批管理办法》，修订《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试行）》，完善《药品

技术审评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进一步探索了专利链接、专利补偿、数据保护等制度。

此外，药审中心还积极配合总局应对马兜铃酸、莎普爱思、匹多莫德、羧甲基淀粉钠等

紧急突发事件，探索并建立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工作机制和处理流程。 

  （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完成首批 52件一致性评价申请的审评工作，其中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共 13个品种

（17 个品规）。8 月药审中心正式承接一致性评价整体工作以来，全面梳理一致性评价

工作的受理、立卷审查、审评流程，调整审评系统，制定受理审查指南和立卷审查技术

标准；建立专业审评依据，包括生物等效性以及临床药理学审评模板的构建，统计学审

评要点和模板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国际、国内指导原则的归类、整理和更新等。备案参

比制剂 6028条，其中 289品种备案 3141条，备案的企业数量 695个。经详细调研、企

业确认、专家讨论等，通过的 164个参比制剂已分期分批向社会发布或即将发布。圆满

完成口服固体制剂已备案参比制剂的遴选工作。生物等效性研究（BE）备案和豁免研究

方面，截至 2017年底，一致性评价 BE备案共计 309条，其中 289品种 182条，共计 124

家企业，73个品种；非 289品种 127条，共计 84家企业，77个品种。共提出基于科学

性研究可豁免体内 BE 的品种 82 个（2 批），首批推荐 49 个品种可豁免或简化体内 BE。

此外，为保证一致性评价工作高效开展，在药审中心网站还设立专栏集中公开相关公告，

解答咨询问题 3000 余个，并梳理形成共性咨询问题解答，形成了《一致性评价百问百

答》。 

  （三）ICH工作迈出坚实一步 

  2017 年 6 月，总局成为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成员，7 月总局成立

ICH 工作办公室并设在药审中心。ICH 工作办公室本年度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一是密切

保持对话与往来，促进双方业务良好对接，就指导原则协调议题的处理、指导原则在中

国的实施、转化与培训以及总局加入 ICH管委会事宜等进行对话和磋商。二是派遣专家

工作组（EWG）/执行工作组（IWG）专家 36名参与国际指导原则的协调工作，11月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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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顺利参与了 ICH日内瓦大会及专家组会议，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出访任务，实现了预期

工作目标，EWG 专家在所在工作组的会议上的表现也获得各方认可和积极评价。三是规

范 ICH 指导原则议题的处理工作，制定相关工作程序，针对 ICH 正在协调的 27 个指导

原则，组织主办单位及外部协会成立了 26 个国内专家工作组，已组织处理的 ICH 指导

原则协调议题共 10 个。四是深入研究指导原则在国内的转化实施，并组织开展研讨和

培训工作，不断推进同国际标准接轨。 

  （四）审评科学基础实现重点强化 

  一是加快审评质量体系建设。组建 48 人的质量管理内审员队伍，制定《药品审评

质量管理规范（试行）》，首次实现了中药、化药、生物制品全品种全部通过 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监管能力提升要求，WHO 2019 国家认证标

准完成了上市许可和临床试验监管两个模块的首轮自评估。二是加强审评技术指导原则

体系建设。起草技术指导原则 53 个，系统梳理国外监管机构技术指导原则 515 个；依

托新机制、新模式，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合作完成 5个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的制订工作，全面梳理中药技术指导原则和明确下一步制修订清单，加快完善符合中

药特点的技术审评标准体系。三是加快审评信息化建设。建立药品品种档案登记平台；

建立原料药、辅料、包材登记备案数据库，为下一步实现药物主控文件（DMF）制度奠

定基础；推进药品电子通用技术文档（eCTD）建设，初步完成我国 eCTD申报流程设计，

起草《药品电子通用技术文档结构》《化学仿制药电子通用技术文档申报指导原则》。 

  （五）人事制度改革持续发力 

  进一步优化内设组织机构，增设合规处、临床试验管理处、数据管理处和党委办公

室（纪检监察室）4 个职能部门；多渠道持续引进人才，全年新进人员 223 人，引进首

席科学家 2人，针对部分高层次人才不愿意参加公开招聘的情况，首次探索采用直接选

聘方式对某些紧缺岗位进行招聘；加强与外单位合作联系，先后与山东省局、北京市局

和浙江省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大人员培训力度，开展审评能力相关实践培训。 

  六、2018 年重点工作安排 

  2017年，药品审评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如何将鼓励创

新要求落到实处，建立符合国情的审评审批体系，需要深入思考研究；二是审评队伍能

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制药产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要求；三是由

于历史原因，已经批准上市的部分药品中存在的疗效或质量隐患尚未彻底解决，药品全

生命周期管理体系亟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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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药审中心将紧密围绕总局工作部署，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落实重点工作部署，推动药品高质量发展。2018年，药审中心将加强统筹协

调，提高紧迫感，加快落实各项改革任务。积极推动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修订，逐步建立

科学、符合实际的现代药、传统药概念，以法治理念和要求指导药品审评工作。研究启

动中药注射剂再评价工作，制定再评价技术指导原则。不断丰富药品品种档案，建立完

善包括生产工艺、处方、原辅料包材、质量标准、说明书、上市后安全性信息、工艺变

化等信息的数据库。全力以赴做好一致性评价工作，对应开展而未开展评价工作的品种，

提前研究退出机制和处理措施，把工作做在前面。实时更新《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

做好批准上市品种和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的信息公开工作。 

  （二）继续围绕 42 号文件要求，不断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落地。推进前瞻性、先导

性和探索性的重大前沿技术与审评工作的结合，激发制药企业创新活力，促进制药产业

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加快新药好药上市，更好地满足公众临床用药需求。接受境外临

床试验数据，优化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序，制定拓展性临床试验管理办法，支持拓展性

临床试验。加快上市审评，制定急需药品有条件批准上市技术指导原则，修订完善药品

注射剂基本技术要求，完善原料药、药用辅料和包装材料共同审评审批管理程序。提升

技术支撑能力，制定药品审评项目管理办法，完善药品审评资料管理规范，加强药品审

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 

  （三）加强基础建设，推进药品审评审批制度与国际接轨。加强国际合作，积极推

进 ICH相关工作。组织开展转化实施二级指南的相关事宜，完善 ICH工作办公室的架构，

建立符合 ICH工作章程的相关工作制度，积极参与 ICH国际协调和指导原则制定。继续

推进建立注册申请受理、数据采集、评估、审评报告形成和审评过程管理的 eCTD系统，

尽早实现化学仿制药按 eCTD要求电子申报和审评。 

  （四）扎实推进审评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管理。继续落实典型项

目政府购买服务试点，积极推进新形势下药审中心组织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机构设置、

专业设置、部门层级设置，提升药品审评审批能力，建立完善现代化的药品审评体系。

根据审评工作的实际需要，进一步提高招聘精细化程度，探索高层次人才引进新渠道和

新模式，不断优化人才结构。加大人员培训力度，设计分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体系；

深入推进适应症团队建设，提高适应症团队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药审中心将坚定改革信心，不忘初心，牢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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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促进公众健康的使命，以更加开拓创新的胆识魄力，更加锲而不舍的执着干劲，更

加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同心同德，真抓实干，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权威的、

公众信赖的审评机构，继续谱写药品审评事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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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二十七批）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09                  发布日期：20180328 

 

   根据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号），我中心组织专家

对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现将拟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

示期 5 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我中心网站“信息公开-->优先审评公示-->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

下提出异议。 

       第二十七批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公示名单如下： 

序

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申请事项 理由 

1 CXZL1700035 JNSW10032 片 
重庆秋纹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具有临床价值

的创新药 

2 CXZL1700034 JNSW10032 
重庆秋纹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具有临床价值

的创新药 

3 CXHL1700315 咪达唑仑直肠凝胶 

南京特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事科学

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新疆特丰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4 CXSL1700191 
注射用重组人 B 淋巴细胞刺激因子受体－

抗体融合蛋白 

荣昌生物制药（烟

台）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罕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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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XSL1800003 

重 组 十 四 价 人 乳 头 瘤 病 毒 疫 苗

（6,11,16,18,31,33,35,39,45,51,52,56,58,59

型）（昆虫细胞） 

北京诺宁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神州细

胞工程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重大专项 

6 CXHS1700011 对甲苯磺酰胺注射液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红

日健达康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

段相比具有明

显治疗优势 

7 CXHS1700010 对甲苯磺酰胺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红

日健达康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

段相比具有明

显治疗优势 

8 CXHS1700033 可利霉素片 

上海同联制药有限

公司；沈阳同联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药生

物技术研究所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9 CXHS1700031 可利霉素 

呼伦贝尔北方药业

有限公司；沈阳同

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

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10 CXSS1800001 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 
成都康弘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

段相比具有明

显治疗优势 

11 CXSS1800003 13 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玉溪沃森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云南沃

森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新药上市 儿童用药品 

12 JXHL1800014 利格列汀片 
勃林格殷格翰（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13 JXHL1800012 恩格列净片 
勃林格殷格翰（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14 JXHL1800013 恩格列净片 
勃林格殷格翰（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15 JXHL1700235 枸橼酸托法替布口服溶液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16 JXHL1700234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17 JXHL1800021 他克莫司颗粒 
安斯泰来制药（中

国）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18 JXHL1800022 他克莫司颗粒 
安斯泰来制药（中

国）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19 JXHL1800023 Fitusiran 注射液 
北京法马苏提克咨

询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罕见病 

20 JXHL1800019 PXT3003 

天士力国际基因网

络药物创新中心有

限公司 

新药临床 罕见病 

21 JXHS1800001 盐酸阿来替尼胶囊 
罗氏（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

段相比具有明

显治疗优势 

22 CYHS1700410 盐酸阿芬太尼注射液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

回并改为按与

原研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的标

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

注册申请 

23 CYHS1700409 盐酸阿芬太尼注射液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

回并改为按与

原研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的标

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

注册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4 CYHS1700408 盐酸阿芬太尼注射液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

回并改为按与

原研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的标

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

注册申请 

25 CYHS1700407 盐酸阿芬太尼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

回并改为按与

原研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的标

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

注册申请 

26 CYHS1800006 环孢素滴眼液（Ⅱ）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

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

回并改为按与

原研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的标

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

注册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药用辅料滑石粉标准修订的公示(第二次)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284da49fb12fa?a=BZFULIAO   发布时期: 2018-04-02  

 

根据有关单位对药用辅料滑石粉质量标准的反馈意见,经相关单位复核验证,拟对

质量标准进行修订（见附表）。现将修订内容予以公示,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

月。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我委，来函需注明收文单位“国家药

典委员会”，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标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号楼 国家药典委员会 办公室  

  邮编：100061 

  联系电话：010-67079525、67079566 

 

附表： 

拟修订项目 拟修订为 

水中可溶物 取本品 10g，精密称定，置 250ml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水

50ml，称重，摇匀，加热回流 30分钟，放冷，再称重，用

水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离心，取上清液，滤过，精密量

取续滤液 25ml，蒸干，在 105℃干燥 1小时，遗留残渣不得

过 5mg (0.1％)。 

酸中可溶物 取本品 1g，精密称定，置 100ml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

稀盐酸 20ml，称重，摇匀，在 50℃静置 15分钟，放冷，再

称重，用稀盐酸补足减失的重量，摇匀，离心，取上清液，

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10ml，加稀硫酸 1ml，蒸至近干，500～

600℃炽灼至恒重，遗留残渣不得过 10mg (2.0％)。 

（备注：有企业建议应改为 800℃炽灼至恒重，或将遗留残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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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改为不得过 4.0％。经我委相关专业委员会审议认为：

800℃会导致部分酸中溶解物分解蒸发，且多数企业可以达

到此标准限度，不建议修改。) 

铝 精密量取含量测定项下的供试品贮备液 0.1ml，置 100ml量

瓶中，加硝酸溶液（2→100）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

品溶液。另精密量取铝单元素标准溶液适量，用硝酸溶液（2

→100）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中含铝 40n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

溶液。分别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以石墨炉为原子化

器，必要时，使用 0.25%的氯化铯溶液为基体改进剂，照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在 309.3nm的波长处分

别测定，供试品溶液的吸光度不得大于对照品溶液的吸光度

（2.0%）。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1g，精密称定，置聚四氟乙烯容器中，加盐酸

1ml、硝酸 1ml与高氯酸 1ml，摇匀，加氢氟酸 7ml，置加热

板上缓缓蒸至近干（约 0.5ml），用硝酸溶液（2→100）转

移至 50ml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贮备

液，精密量取 2ml，置 50ml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

匀，精密量取 2ml，置 100ml量瓶中，用混合溶液（取盐酸

10ml与 8.9%氯化镧溶液 10ml，加水至 100ml）稀释至刻度，

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镁标准溶液适量，分别用

水稀释制成每 l ml中含镁 10μg、15μg、20μg、25μg的

溶液，各精密量取 2ml，分置 100ml量瓶中，用混合溶液稀

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取空白溶液、供试品溶

液和对照品溶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第一

法），在 285.2nm的波长处测定，用标准曲线法计算，即得。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年 4月 2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三期） 

 

 

原文: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0817.html           2018 年 04月 02日 发布 

 

现发布 2018年第三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了 57个即将换批品种的

预计上市时间、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和停用品种名单，详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00886 依西美坦 100886-201803 2018年第 2季度 

2 100248 维生素 B12 100248-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3 100998 
m-甲酚-4-磺酸铵(聚甲酚

磺醛杂质) 
100998-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4 101000 
m-甲酚-6-磺酸铵(聚甲酚

磺醛杂质) 
101000-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5 110858 虫草素 110858-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6 111909 鲁斯可皂苷元 111909-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7 111607 芒果苷 111607-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8 111794 苯甲酰乌头原碱 111794-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9 111833 6-姜辣素 111833-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10 110734 酸枣仁皂苷 A 110734-201713 2018年第 2季度 

11 111504 D-果糖 111504-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12 111796 苯甲酰次乌头原碱 111796-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13 111711 白花前胡甲素 111711-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14 111839 知母皂苷 B II   111839-201706 2018年第 2季度 

15 110882 木兰脂素 110882-201708 2018年第 2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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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21262 白及 121262-201706 2018年第 2季度 

17 120952 降香 120952-201709 2018年第 2季度 

18 120951 前胡 120951-201706 2018年第 2季度 

19 121014 两面针 121014-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20 100650 盐酸多奈哌齐 100650-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21 100274 麦芽三糖 100274-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22 111810 连翘酯苷 A 111810-201707 2018年第 2季度 

23 121087 地骨皮 121087-201707 2018年第 2季度 

24 111918 女贞苷 111918-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25 111832 甘松新酮 111832-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26 100041 利血平 100041-201814 2018年第 2季度 

27 100113 阿司匹林 100113-201706 2018年第 2季度 

28 121286 地榆(地榆) 121286-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29 100179 布洛芬 100179-201707 2018年第 2季度 

30 121009 西红花 121009-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31 100601 辛伐他汀 100601-201805 2018年第 2季度 

32 100844 盐酸氟桂利嗪 100844-201803 2018年第 2季度 

33 100376 氯化钠 100376-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34 111588 西红花苷-Ⅰ 111588-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35 100433 苯甲酸钠 100433-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36 100022 格隆溴铵 100022-201805 2018年第 2季度 

37 110728 薄荷脑 110728-201707 2018年第 2季度 

38 110751 贝母素乙 110751-201712 2018年第 2季度 

39 111889 细辛脂素 111889-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40 111880 α-常春藤皂苷 111880-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41 111869 斯皮诺素 111869-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42 110881 龙脑 110881-201709 2018年第 2季度 

43 111842 川楝素 111842-201804 2018年第 2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44 110878 表儿茶素 110878-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45 110719 麝香酮 110719-201716 2018年第 2季度 

46 110725 丁香酚 110725-201716 2018年第 2季度 

47 111854 
槲皮素-3-O-β-D-葡萄糖

-7-O-β-D-龙胆双糖苷 
111854-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48 111860 杨梅苷 111860-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49 111598 
脱水穿心莲内酯琥珀酸半

酯 
111598-201714 2018年第 2季度 

50 110833 D-无水葡萄糖 110833-201707 2018年第 2季度 

51 111754 罗汉果皂苷 V 111754-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52 110701 人参二醇 110701-201715 2018年第 2季度 

53 111624 α-亚麻酸甲酯 111624-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54 111819 β-丁香烯 111819-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55 111671 醋酸辛酯 111671-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56 111566 荷叶碱 111566-201706 2018年第 2季度 

57 420020 甲磺酸伊马替尼 420020-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表 2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00886 依西美坦 100886-201402 2018-07-28 

2 100248 维生素 B12 100248-201504 2018-07-28 

3 100998 
m-甲酚-4-磺酸铵(聚甲酚磺

醛杂质) 
100998-201202 2018-07-28 

4 101000 
m-甲酚-6-磺酸铵(聚甲酚磺

醛杂质) 
101000-201202 2018-07-28 

5 110858 虫草素 110858-201503 2018-07-29 

6 111909 鲁斯可皂苷元 111909-201204 2018-07-29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7 111607 芒果苷 111607-201503 2018-07-29 

8 111794 苯甲酰乌头原碱 111794-201304 2018-08-01 

9 111833 6-姜辣素 111833-201504 2018-08-01 

10 110734 酸枣仁皂苷 A 110734-201512 2018-08-01 

11 111504 D-果糖 111504-201602 2018-08-01 

12 111796 苯甲酰次乌头原碱 111796-201304 2018-08-01 

13 111711 白花前胡甲素 111711-200602 2018-08-01 

14 111839 知母皂苷 B II   111839-201505 2018-08-01 

15 110882 木兰脂素 110882-201607 2018-08-01 

16 121262 白及 121262-201405 2018-08-06 

17 120952 降香 120952-201108 2018-08-06 

18 120951 前胡 120951-201205 2018-08-06 

19 121014 两面针 121014-201204 2018-08-06 

20 100650 盐酸多奈哌齐 100650-201302 2018-08-07 

21 100274 麦芽三糖 100274-201102 2018-08-07 

22 111810 连翘酯苷 A 111810-201606 2018-08-08 

23 121087 地骨皮 121087-201306 2018-08-08 

24 111918 女贞苷 111918-201102 2018-08-08 

25 111832 甘松新酮 111832-201603 2018-08-08 

26 100041 利血平 100041-201213 2018-08-08 

27 100113 阿司匹林 100113-201405 2018-08-08 

28 121286 地榆(地榆) 121286-200402 2018-08-08 

29 100179 布洛芬 100179-201406 2018-08-08 

30 121009 西红花 121009-201503 2018-08-08 

31 100601 辛伐他汀 100601-201504 2018-08-08 

32 100844 盐酸氟桂利嗪 100844-200802 2018-08-08 

33 100376 氯化钠 100376-201202 2018-08-08 

34 111588 西红花苷-Ⅰ 111588-201303 2018-08-08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35 100433 苯甲酸钠 100433-200301 2018-08-08 

36 100022 格隆溴铵 100022-201404 2018-08-22 

37 110728 薄荷脑 110728-200506 2018-08-22 

38 110751 贝母素乙 110751-201611 2018-08-22 

39 111889 细辛脂素 111889-201504 2018-08-22 

40 111880 α-常春藤皂苷 111880-201202 2018-08-22 

41 111869 斯皮诺素 111869-201203 2018-08-22 

42 110881 龙脑 110881-201508 2018-08-22 

43 111842 川楝素 111842-201503 2018-08-22 

44 110878 表儿茶素 110878-200102 2018-08-22 

45 110719 麝香酮 110719-201215 2018-08-22 

46 110725 丁香酚 110725-201615 2018-08-22 

47 111854 
槲皮素 -3-O-β -D-葡萄糖

-7-O-β-D-龙胆双糖苷 
111854-201203 2018-08-22 

48 111860 杨梅苷 111860-201102 2018-08-22 

49 111598 脱水穿心莲内酯琥珀酸半酯 111598-201513 2018-08-22 

50 110833 D-无水葡萄糖 110833-201506 2018-08-22 

51 111754 罗汉果皂苷 V 111754-201502 2018-08-22 

52 110701 人参二醇 110701-201614 2018-08-22 

53 111624 α-亚麻酸甲酯 111624-201604 2018-08-22 

54 111819 β-丁香烯 111819-201202 2018-08-23 

55 111671 醋酸辛酯 111671-201403 2018-08-23 

56 111566 荷叶碱 111566-201605 2018-08-23 

57 420020 甲磺酸伊马替尼 420020-201501 2018-08-23 

 

表 3 ：近期停用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1 111796 苯甲酰次乌头原碱 111796-201304 2018.1.29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最新批次标准物质

（一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不再对其进行质

量监测，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年 3月 1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四期） 

 

 

原文: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0817.html           2018年 04月 02日 发布 

    现发布 2018年第四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了 8个新品种，55个即将

换批品种的预计上市时间、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和1个停用品种名单，详见表1、

表 2、表 3、表 4。 

表 1 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01424 七叶皂苷 A 101424-201801 2018年第 2季度 

2 101298 盐酸司来吉兰 101298-201801 2018年第 2季度 

3 101299 消旋盐酸司来吉兰 101299-201801 2018年第 2季度 

4 510153 二甲砜 510153-201701 2018年第 2季度 

5 510161 塞来昔布杂质 A 510161-201701 2018年第 2季度 

6 510156 氯氮平杂质 A 510156-201701 2018年第 2季度 

7 510158 氯氮平杂质 C 510158-201701 2018年第 2季度 

8 121718 天竺黄 121718-201801 2018年第 2季度 

表 2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00664 盐酸二甲双胍 100664-201805 2018年第 2季度 

2 100299 盐酸二氧丙嗪 100299-201803 2018年第 2季度 

3 100600 洛伐他汀 100600-201805 2018年第 2季度 

4 100911 乳酸钠 100911-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0817.html�


5 100177 吡罗昔康 100177-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6 111851 桔梗皂苷 D 111851-201708 2018年第 2季度 

7 100445 β-胡萝卜素 100445-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8 100921 氨甲苯酸 100921-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9 100319 卡托普利二硫化物 100319-201803 2018年第 2季度 

10 140765 L-丙氨酰-L-谷氨酸 140765-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11 100502 盐酸赛庚啶 100502-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12 100082 葡萄糖酸钙 100082-201803 2018年第 2季度 

13 101277 亚硫酸氢钠 101277-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14 100390 维生素 B1 100390-201806 2018年第 2季度 

15 140711 生长抑素 140711-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16 100683 盐酸托烷司琼 100683-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17 120917 人参 120917-201712 2018年第 2季度 

18 121341 黄精（黄精） 121341-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19 140727 醋酸去氨加压素 140727-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20 111998 莫诺苷 111998-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21 110723 甘草次酸 110723-201715 2018年第 2季度 

22 120914 紫苏叶 120914-201712 2018年第 2季度 

23 120998 黄精(滇黄精) 120998-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24 140648 D-葡萄糖醛酸 140648-201804 2018年第 2季度 

25 140728 胸腺五肽 140728-201806 2018年第 2季度 

26 121694 鹿角胶 121694-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27 121555 茵陈[茵陈蒿(绵茵陈)] 121555-201602 2018年第 2季度 

28 100410 磷酸氢钙 100410-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29 130617 1-甲基-5巯基四氮唑 130617-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30 100913 咪唑斯汀 100913-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31 121065 川牛膝 121065-201707 2018年第 2季度 

32 121013 麦冬 121013-201711 2018年第 2季度 

33 111514 汉黄芩素 111514-201706 2018年第 2季度 

34 110806 鹅去氧胆酸 110806-201708 2018年第 2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35 111955 新品红 111955-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36 120907 红花 120907-201713 2018年第 2季度 

37 121174 闹羊花 121174-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38 121635 海风藤 121635-201603 2018年第 2季度 

39 100749 盐酸艾司洛尔 100749-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40 100850 对氯苯乙酰胺 100850-201803 2018年第 2季度 

41 121693 龟甲胶 121693-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42 111721 冬凌草甲素 111721-201704 2018年第 2季度 

43 120967 没药（天然没药） 120967-201706 2018年第 2季度 

44 121136 山麦冬（湖北麦冬） 121136-201803 2018年第 2季度 

45 610001 黄曲霉毒素混合对照品 610001-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46 121462 黄芪（膜荚黄芪） 121462-201705 2018年第 2季度 

47 100074 叶酸 100074-201715 2018年第 2季度 

48 111752 菊苣酸 111752-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49 111621 油酸 111621-201807 2018年第 2季度 

50 111626 5-羟甲基糠醛 111626-201711 2018年第 2季度 

51 110781 黄芪甲苷 110781-201717 2018年第 2季度 

52 111646 D－半乳糖醛酸 111646-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53 130326 庆大霉素 130326-201716 2018年第 2季度 

54 140743 醋酸曲普瑞林 140743-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55 140797 曲普瑞林游离酸 140797-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表 3 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00664 盐酸二甲双胍 100664-201604 2018-08-25 

2 100299 盐酸二氧丙嗪 100299-201202 2018-08-25 

3 100600 洛伐他汀 100600-201504 2018-08-25 

4 100911 乳酸钠 100911-201501 2018-08-25 

5 100177 吡罗昔康 100177-201304 2018-08-29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6 111851 桔梗皂苷 D 111851-201607 2018-08-29 

7 100445 β-胡萝卜素 100445-200701 2018-08-29 

8 100921 氨甲苯酸 100921-200701 2018-08-29 

9 100319 卡托普利二硫化物 100319-200602 2018-08-29 

10 140765 L-丙氨酰-L-谷氨酸 140765-201401 2018-08-29 

11 100502 盐酸赛庚啶 100502-200401 2018-08-29 

12 100082 葡萄糖酸钙 100082-201102 2018-08-29 

13 101277 亚硫酸氢钠 101277-201401 2018-08-29 

14 100390 维生素 B1 100390-201505 2018-08-29 

15 140711 生长抑素 140711-201304 2018-09-01 

16 100683 盐酸托烷司琼 100683-201502 2018-09-01 

17 120917 人参 120917-201211 2018-09-01 

18 121341 黄精（黄精） 121341-201404 2018-09-02 

19 140727 醋酸去氨加压素 140727-200901 2018-09-02 

20 111998 莫诺苷 111998-201602 2018-09-02 

21 110723 甘草次酸 110723-201514 2018-09-02 

22 120914 紫苏叶 120914-201411 2018-09-02 

23 120998 黄精(滇黄精) 120998-201004 2018-09-02 

24 140648 D-葡萄糖醛酸 140648-201403 2018-09-09 

25 140728 胸腺五肽 140728-201405 2018-09-09 

26 121694 鹿角胶 121694-201301 2018-09-11 

27 121555 茵陈[茵陈蒿(绵茵陈)] 121555-201101 2018-09-11 

28 100410 磷酸氢钙 100410-200301 2018-09-11 

29 130617 1-甲基-5巯基四氮唑 130617-201001 2018-09-11 

30 100913 咪唑斯汀 100913-200701 2018-09-11 

31 121065 川牛膝 121065-201406 2018-09-11 

32 121013 麦冬 121013-201310 2018-09-11 

33 111514 汉黄芩素 111514-201605 2018-09-11 

34 110806 鹅去氧胆酸 110806-201507 2018-09-11 

35 111955 新品红 111955-201301 2018-09-1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36 120907 红花 120907-201412 2018-09-11 

37 121174 闹羊花 121174-201003 2018-09-11 

38 121635 海风藤 121635-201402 2018-09-11 

39 100749 盐酸艾司洛尔 100749-200501 2018-09-11 

40 100850 对氯苯乙酰胺 100850-201102 2018-09-11 

41 121693 龟甲胶 121693-201301 2018-09-11 

42 111721 冬凌草甲素 111721-201403 2018-09-11 

43 120967 没药（天然没药） 120967-201405 2018-09-11 

44 121136 山麦冬（湖北麦冬） 121136-200302 2018-09-11 

45 610001 黄曲霉毒素混合对照品 610001-201602 2018-09-11 

46 121462 黄芪（膜荚黄芪） 121462-201304 2018-09-11 

47 100074 叶酸 100074-201214 2018-09-11 

48 111752 菊苣酸 111752-200902 2018-09-11 

49 111621 油酸 111621-201506 2018-09-11 

50 111626 5-羟甲基糠醛 111626-201610 2018-09-11 

51 110781 黄芪甲苷 110781-201616 2018-09-15 

52 111646 D－半乳糖醛酸 111646-200301 2018-09-16 

53 130326 庆大霉素 130326-201015 2018-09-16 

54 140743 醋酸曲普瑞林 140743-201101 2018-09-18 

55 140797 曲普瑞林游离酸 140797-201101 2018-09-18 

表 4 ：近期停用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1 100816 氨磷汀 100816-201302 2018.3.9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最新批次标准物

质（一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不再对其进行

质量监测，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年 4月 2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我院调整国家药品标准物质税率的通知 

 

原文: http://aoc.nifdc.org.cn/sell/home/notice20180404.html      2018年 04月 04日 发布 

 

尊敬的各位用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4 月 4 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规

定“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7%和 11%税率的，税率分

别调整为 16%、10%”。为贯彻落实该通知内容，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 2018年 5月 1日起，我院国家药品标准物质原税率为 17%的统一调整为 16%

的税率，同时开具的发票均为新的税率。 

    二、请广大用户注意此变化，做好准备，避免因税率调整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

纠纷。 

    特此通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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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白陶土等 27 个药用辅料标准征集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2a4603ec33a4e?a=BZFULIAO         发布时期: 2018-04-08 

 

为确保药用辅料国家标准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经国家药典委员会药用辅料与药

包材专业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就白陶土等 27个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稿公开征求意见（见

附件）。 

  请各相关辅料生产和使用单位按照拟定标准进行复核检验，提供近期生产或使用

的 10批次产品的检验数据，并于标准公示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正式来函反馈意见。 

  各相关单位对标准操作需要咨询的，可与起草单位进行沟通（联系方式见附件）。

对标准草案稿是否有异议均请来函说明，逾期不提供检验数据和反馈意见者视为同意。

来函需注明收文单位“国家药典委员会”，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标明联系人和联系电

话，同时发送来函 word版到联系邮箱，邮件标题请注明“**品种标准征集意见反馈+

单位”。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号楼 国家药典委员会 办公室 

  邮编：100061 

  联系电话：010-67079525、67079566 

  联系邮箱：475@chp.org.cn 

  附件： 

N-甲基-吡咯烷酮.pdf 

白陶土.pdf 

对氯苯酚.pdf 

伽马环糊精.pdf 

花生油.pdf 

己二酸.pdf 

玫瑰油.pdf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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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408/495715231760992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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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檬油.pdf 

偏硅酸铝镁.pdf 

肉豆蔻醇.pdf 

肉豆蔻酸.pdf 

肉豆蔻酸甲酯.pdf 

肉豆蔻酸异丙酯.pdf 

肉豆蔻油.pdf 

糖二酸钙.pdf 

甜菊素.pdf 

脱氢醋酸.pdf 

脱氢醋酸钠.pdf 

小茴香油.pdf 

椰子油.pdf 

硬脂酸钙.pdf 

硬脂酸铝.pdf 

硬脂酸钠.pdf 

月桂醇.pdf 

月桂油.pdf 

棕榈核油.pdf 

棕榈酸.pdf 

27个药用辅料标准起草单位的联系方式.pdf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年 4月 8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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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甲基-吡咯烷酮 

Dan-jiajibiluowantong 

Methylpyrrolidone 

N

CH3

O

 

C5H9NO：99.13 

[872-50-4] 

本品为 1-甲基-2-吡咯烷酮。 

【性状】 本品为无色澄清液体。 

本品可与水、乙醇以任意比例混溶。 

相对密度  应为 1.027-1.035（通则 0601）。 

折光率  应为 1.465-1.470（通则 0622）。 

【鉴别】 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在 1688cm
-1、1504 cm

-1、1402 cm
-1、1298 cm

-1 处呈现特征

吸收峰（通则 0402）。 

【检查】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本品应澄清无色通则（0901 和通则 0902）；如显浑浊，与 1 号

浊度标准液相比，不得更浓。 

酸碱度  取水 50 mL，加溴麝香草酚蓝指示液 0.5 mL，用 0.02 mol/L氢氧化钾溶液或 0.02 mol/L

盐酸溶液调节至溶液显黄色；加入本品 50 mL，用盐酸滴定液（0.02 mol/L）滴定至溶液显黄色时，

消耗盐酸滴定液（0.02 mol/L）不得超过 8.0 mL。 

重金属  取本品 1.0g，加水使溶解并稀释至 30ml，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一法），含重金属

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有关物质  取本品作为供试品溶液；另精密量取本品 1ml，加吡咯烷酮 1ml，加二氯甲烷使溶

解并稀释至 20ml，作为系统适应性试验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试验，以 5μm 的聚二

甲基硅氧烷为固定相的熔融石英毛细管柱（长度 30m，内径 0.32mm）为色谱柱；起始温度为 100℃，

以每分钟 3℃ 的速率升温至 170℃，维持 30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80℃，检测器温度为 280℃；

分流比为 1:100。取系统适应性试验溶液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N-甲基-吡咯烷酮峰与吡咯烷酮峰

之间的分离度应不低于 2.0。再取供试品溶液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任何

杂质峰面积不得超过总面积 0.1%；所有杂质峰的总和不得超过总面积 0.3%。 

水分  取本品，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 1）测定，含水分不得超过 0.1%。 

【类别】 药用辅料，透皮吸收促进剂，溶剂和助溶剂等。 

【贮藏】 遮光，密闭保存。  

【起草单位】 沈阳药科大学 

【复核单位】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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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陶  土 

Baitaotu 

Kaolin 

[68515-07-1] 

    本品系取天然的含水硅酸铝，用水淘洗去砂，经稀酸处理并用水反复冲洗，除去杂质制

成。 

    【性状】 本品为类白色细粉；加水湿润后，有类似黏土的气味，颜色加深。 

    本品在水、稀酸或氢氧化钠溶液中几乎不溶。 

    【鉴别】 取本品约 1g，置瓷蒸发皿中，加水 10ml 与硫酸 5ml，加热至产生白烟，冷

却，缓缓加水 20ml，煮沸 2～3 分钟，滤过，滤渣为灰色。滤液显铝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 吸着力 取本品 1.0 g，置具塞试管中，加 0.37%亚甲蓝溶液 10ml，振摇 2 分

钟，使沉降，离心，取上清液 1ml，用水稀释至 100ml，溶液颜色与 0.003%亚甲蓝溶液比较，

不得更深。 

膨胀力 取本品 2g，加水 2ml，研磨，混合物无流动性。 

酸碱度 取本品 1.0g,加水 20ml,振摇 2 分钟，滤过，取滤液 10ml，加酚酞指示液 0.1ml，

溶液应无色；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02mol/L）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时，消耗氢氧化钠滴定

液（0.02mol/L）不得过 0.25ml。 

氯化物  取本品 0.20g，加水 25ml 与硝酸 1 滴，煮沸 5 分钟，滤过，滤液依法检查(通

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6.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03％)。 

    硫酸盐  取本品 0.30g，加水 40ml 与稀盐酸 2ml，加热煮沸 5 分钟，放冷，滤过，滤液

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3.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1％)。 

    碳酸盐  取本品 1.0g，加水 10ml 与硫酸 5ml，混匀，不得有气泡产生。 

酸中溶解物  取本品 1.0g，加盐酸溶液(18→1000)50ml，煮沸 5 分钟，滤过，滤液蒸干，

炽灼至恒重，遗留残渣不得过 10mg。 

    炽灼失重  取本品，炽灼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15.0％。 

    砂粒  取本品 2g，置烧杯中，加水 50ml，搅拌均匀，倾入已用水湿润的七号药筛上，

烧杯反复用水冲洗至全部供试品移至药筛上，并用水冲洗药筛，使残留物集中，用手在筛网

上抚摸，不得有砂粒感。 

    铁盐  取本品 0.42g，加稀盐酸 25ml 与水 25ml，煮沸 2 分钟，放冷，滤过，滤液加水

使成 100ml，摇匀；分取 20ml，加过硫酸铵 50mg，用水稀释成 35ml 后，依法检查(通则 0807)，

与标准铁溶液 5.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深(0.06％)。 

重金属  取本品 4.0g，加醋酸盐缓冲液(pH3.5)4ml 与水 46ml，煮沸，放冷，滤过，滤

液加水使成 50ml，摇匀，分取 25ml，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

之十。 

砷盐  取本品 1.0g，加盐酸 5ml 与水 23ml，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定

(0.0002％)。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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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每 1g 中需氧菌总数不得过

1000cfu、霉菌及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100cfu，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 

细菌内毒素  取本品适量，加细菌内毒素检查用水配置成混合溶液，旋涡混合 10 分钟，

然后 2500 转离心 5 分钟，离心后取上清液，依法检查（通则 1143），每 1g 白陶土中含内毒

素的量应小于 2EU。（供注射用） 

【类别】 药用辅料，吸附剂和助悬剂等。 

【贮藏】 密闭保存。 

【起草单位】 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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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氯苯酚 

Duilübenfen 

Parachlorophenol 

 

OH

CI  

C6H5ClO      128.56 

［106-48-9］ 

本品为 4-氯苯酚。本品含 C6H5ClO 应为 99.0%~100.5%。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淡粉色结晶。 

凝点  本品的凝点（通则 0613）为 42~44℃。 

【鉴别】 （1）取本品的水溶液（1→100）5ml，滴加溴试液，即生成瞬即溶解的白色

沉淀，继续滴加溴试液至过量，即生成持久的白色沉淀。 

（2）取本品的水溶液（1→100）5ml，加三氯化铁试液 1 滴，即显蓝紫色。 

（3）取铜丝，蘸取本品，在无色火焰中燃烧，火焰显绿色。  

【检查】 酸度  取溶液澄清度项下的溶液 5ml，加石蕊指示液 2 滴，应显红色。 

溶液的澄清度  取本品 1g，加水 100ml 溶解后，溶液应澄清（通则 0902 第一法）。 

氯化物  取本品水溶液（1→100）10ml，用 2mol/L 硝酸溶液酸化后，加硝酸银试液数

滴，溶液应不出现浑浊。 

不挥发物  取本品 1g，置 105℃恒重的坩埚中，在水浴上加热至完全挥发，并在 105℃

干燥至恒重，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

百万分之十。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1g，精密称定，置 500ml 量瓶中，加水适量使溶解并稀释

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25ml，置碘瓶中，冰浴中冷却，精密加入溴滴定液（0.05mol/L）

20ml，再加盐酸 5ml，立即密塞，冰浴中放置 30 分钟，并时时振摇，静置 15 分钟后，

注意微开瓶塞，加碘化钾溶液（1→5）5ml，立即密塞，充分振摇后，用少量水冲洗瓶

塞和瓶颈合并洗液，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近终点时加淀粉指示液

3ml，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溴滴定液

（0.05mol/L）相当于 3.214mg 的 C6H5ClO。 

【类别】 药用辅料，防腐剂。 

【贮藏】 避光，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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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马环糊精 

Gama Huanhujing 

Gamma Cyclodextrin 

 

 (C6H10O5)8 1297.12 

[17465-86-0] 

本品为环状糊精葡萄糖基转移酶作用于淀粉而生成的8个葡萄糖以α-1,4-糖苷键结合的

环状低聚糖。按干燥品计算，含(C6H10O5)8应为98.0%~102.0%。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结晶性粉末。 

本品在水中易溶，在乙醇中几乎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制成每 1ml 中约含 10mg 的溶液，依法测定（通

则 0621），比旋度为+174°至+180°。 

【鉴别】 （1）在含量测定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

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2）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 

【检查】 酸碱度  取本品 0.20g，加水 20ml 溶解后，加饱和氯化钾溶液 0.2ml，依法

测定（通则 0631），pH 值应为 5.0~8.0。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 2.5g，加水 25ml 使溶解，溶液应澄清无色；如显浑浊，

与 2 号浊度标准液（通则 0902 第一法）比较，不得更浓。 

杂质吸光度  取本品约 1g，精密称定，加水 100ml 溶解，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

则 0401）测定，在 230～350nm 波长范围内的吸光度不得过 0.10，在 350～750nm 波长范围

内的吸光度不得过 0.05。 

还原糖  取本品 1.0g，精密称定，加水 25ml 使溶解，加碱性酒石酸铜试液 40ml，缓缓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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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沸 3 分钟，室温放置过夜，用 4 号垂熔漏斗滤过，沉淀用温水洗至洗液呈中性，弃去滤液

和洗液，沉淀用热硫酸铁试液 20ml 溶解，滤过，滤器用水 100ml 洗涤，合并滤液与洗液，

加热至 60℃，趁热用高锰酸钾滴定液（0.02mol/L）滴定。按干燥品计算，每 1g 消耗高锰酸

钾滴定液（0.02mol/L）不得过 1.6ml（0.5%）。 

有关物质  取含量测定项下的供试品贮备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取含量测定项下的系统

适用性溶液 5ml，至 5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照含量测定

项下的色谱条件，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与对照品溶液各 50µ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

色谱图至主成分峰保留时间的 4 倍。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阿尔法环糊精或者倍他环糊精的

峰面积不得大于对照品液中的相应峰的峰面积（0.5%），除阿尔法环糊精、倍他环糊精的

峰、溶剂峰以外，如显杂质峰，各杂质峰面积之和不得大于对照品溶液中伽马环糊精的峰面

积（0.5%）。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11.0%（通则 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

过百万分之十。 

微生物限度  取样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 与通则 1107），每 1g 供试品

中除细菌数不得过 1000 个、霉菌及酵母菌数不得过 100 个外，还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 

【含量测定】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实验  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水-甲醇（93：7）

为流动相；流速为 1.5ml/min；以示差折光检测器测定，检测器温度 40℃。分别取阿尔法环

糊精对照品、倍他环糊精对照品、伽马环糊精对照品各约 25mg，精密称定，置 50ml 量瓶

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取 50μl 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

色谱图，理论板数按伽马环糊精峰计算应不低于 1500，伽马环糊精和阿尔法环糊精的分离

度应不低于 1.5，重复进样 5 次，伽马环糊精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应不大于 2.0%。 

测定法  取本品约 250mg，精密称定，置 25ml 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作为供试品贮备液，精密量取 5ml，至 5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

溶液，精密量取 5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另取伽马环糊精对照品 25mg，精密

称定，置 25ml 量瓶中，加水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同法测定。按

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包合剂、螯合剂、乳化剂和增溶剂等。 

【贮藏】  密闭，在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沈阳药科大学 

【复核单位】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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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生  油 

Huashengyou 

Peanut Oil 

                                               [8002-03-7] 

 

本品系由豆科植物落花生（Arachis hypogaea L.）或其变种植物的成熟种子中提炼精制

而成的脂肪油。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淡黄色的澄清油状液体；无臭或微臭，味淡。 

本品可与乙醚、三氯甲烷、二硫化碳、石油醚混溶，在乙醇中极微溶解。 

凝点  本品的凝点(通则0613)约为2℃。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0601)应为0.914～0.917。  

折光率  本品40℃时的折光率(通则0622)应为1.462～1.464。 

酸值  应不大于0.2（通则0713）。 

皂化值  应为188～196(通则0713)。 

碘值  应为 84～103(通则 0713)。 

过氧化值  应不大于 5.0（通则 0713）。 

【鉴别】在脂肪酸组成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中棕榈酸甲酯峰、硬脂酸甲酯

峰、油酸甲酯峰、亚油酸甲酯峰、花生酸甲酯峰、二十碳烯酸甲酯峰、山嵛酸甲酯峰、二

十四烷酸甲酯峰的保留时间应分别与对照品溶液中相应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不皂化物  取本品 5.0g，精密称定，置 250ml 回流瓶中，加氢氧化钾乙醇溶

液（取氢氧化钾 12g，加水 10ml 溶解，用乙醇稀释至 100ml，摇匀）50ml，水浴加热回流

1 小时，放冷至 25℃以下，移至带有聚四氟乙烯活塞的分液漏斗中，用水洗涤回流瓶 2 次，

每次 50ml，洗液并入分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100ml；合并乙醚提取液，用水

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每次 40ml，静置分层，弃去水层；依次用 3%氢氧化钾溶液与水洗

涤乙醚层各 3 次，每次 40ml，再用水 40ml 反复洗涤乙醚层直至最后洗液中加酚酞指示液

2 滴不显红色。转移乙醚提取液至已恒重的蒸发皿中，用乙醚 10ml 洗涤分液漏斗，洗液并

入蒸发皿中，置 50℃水浴上蒸去乙醚，用丙酮 6ml 溶解残渣，置空气流中挥去丙酮。在

105℃干燥至连续两次称重之差不超过 1mg，不皂化物不得过 1.0%。 

用中性乙醇 20ml 溶解残渣，加酚酞指示液数滴，用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① 滴定至粉红色持续 30 秒不褪色，如果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超过 0.2ml，

残渣总量不能当作不皂化物重量，试验必须重做。 

甲氧基苯胺值  避光快速操作。取本品 2.0g，精密称定（W），置 25ml 量瓶中，加异

辛烷溶解并稀释至刻度，作为供试品溶液，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1），以异辛

烷作为空白，在 350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A1）；另取 10ml 具塞试管 2 支，样品管加供

试品溶液 5.0ml，空白管加异辛烷 5.0ml，再各加 0.25%的 4-甲氧基苯胺的冰醋酸溶液 1.0ml，

振摇，暗处放置 10 分钟。以空白管溶液作为空白，在 350nm 的波长处测定样品管溶液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 3 月 

 2 

吸光度（A2）。按下式计算，甲氧基苯胺值应不大于 7.0。 

甲氧基苯胺值=
W

AA )2.1(25 12 
 

碱性杂质  取本品 10ml，加由新蒸馏的丙酮 10ml、水 0.3ml 与 0.04％溴酚蓝乙醇溶液

1 滴组成的混合液（用 0.01mol/L 盐酸溶液或 0.01mol/L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至中性），振摇

使溶解，静置。用盐酸滴定液（0.01mol/L）滴定至上层液显黄色，消耗的盐酸滴定液

（0.01mol/L）不得过 0.1ml。 

棉籽油  取本品 5ml，置试管中，加 1％硫黄的二硫化碳溶液与戊醇的等容混合液 5ml，

置饱和氯化钠水浴中，注意缓缓加热至泡沫停止（除去二硫化碳），继续加热 15 分钟，应

不显红色。 

水分  不得过 0.1％(通则 0832 第一法 2 )。 

重金属  取本品 4.0g，置 50ml 瓷蒸发皿中，加硫酸 4ml，混匀，缓缓加热至硫酸除尽

后，加硝酸 2ml 与硫酸 5 滴，小火加热至氧化氮气除尽后，在 500～600℃炽灼使完全灰化，

放冷，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脂肪酸组成  取本品 0.1g，置 50ml 回流瓶中，加 0.5mol/L 氢氧化钠甲醇溶液 4ml，在

水浴中加热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 14%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5ml，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2 分钟，

放冷，加正庚烷 4ml，继续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1 分钟后，放冷，加饱和氯化钠溶液 10ml，

摇匀，静置使分层，取上层液，经无水硫酸钠干燥，作为供试品溶液；分别取十四烷酸甲

酯、棕榈酸甲酯、棕榈油酸甲酯、硬脂酸甲酯、油酸甲酯、亚油酸甲酯、亚麻酸甲酯、花

生酸甲酯、二十碳烯酸甲酯、山嵛酸甲酯、二十二碳烯酸甲酯、二十四烷酸甲酯适量，加

正庚烷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各含 0.1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

则 0521）试验，以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起始温度为 70℃，维持 2 分钟，以

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240℃，维持 24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

取对照品溶液 1µ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理论板数按油酸甲酯峰计算不低于 10000，

各色谱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取供试品溶液 1µ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

积归一化法以峰面积计算，供试品中含小于十四碳的饱和脂肪酸不得过 0.1%，十四烷酸不

得过 0.2%，棕榈酸应为 7.0%～16.0%，棕榈油酸不得过 1.0%，硬脂酸应为 1.3%～6.5%，

油酸应为 35.0%～72.0%，亚油酸应为 13.0%～43.0%，亚麻酸不得过 0.6%，花生酸应为

0.5%～3.0%，二十碳烯酸应为 0.5%～2.1%，山嵛酸应为 1.0%～5.0%，二十二碳烯酸不得

过 0.5%，二十四烷酸应为 0.5%～3.0%。 

【类别】 药用辅料，溶剂和分散剂等。 

【贮藏】 遮光，密封，在凉暗处保存。 

①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的制备：取 50％氢氧化钠溶液 2ml,加乙醇 250ml

（如溶液浑浊，配制后放置过夜，取上清液再标定）。取苯甲酸约 0.2g，精密称定，加乙

醇 10ml 与水 2ml 溶解，加酚酞指示液 2 滴，用上述滴定液滴定至溶液显持续浅粉红色。

每 1ml 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2.21mg 的苯甲酸。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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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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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二  酸 

 Ji’er Suan  

 Adipic Acid  

OH
HO

O

O

 

                              

                                        C6H10O4      146.14 

[124-04-9] 

本品为己二酸。按干燥品计算，含 C6H10O4应为 99.0%～101.0%。 

【性状】 本品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 

本品在乙醇中易溶，在丙酮中溶解，在水中略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 第一法）为 151℃～154℃。 

【鉴别】 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检查】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 1.0g，加甲醇 20ml 溶解，应澄清无色（通则 0902

第一法和 0901 第一法）。 

氯化物  取本品 5.0g，加水 50ml，加热至沸使溶解，放冷至析出结晶，垂熔漏斗滤过，用少

量水洗残渣，洗液并入滤液，置 5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

量取 2.5ml，用水稀释至 25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5.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

较，不得更深（0.02%）。 

硫酸盐  取上述氯化物项下供试品溶液 3ml，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1.5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深（0.05%）。 

硝酸盐  取上述氯化物项下供试品溶液 1ml，置 10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

量取 3ml，于冰浴中冷却，加 10%氯化钾溶液 0.4ml 与 0.1%二苯胺硫酸溶液 0.1ml，摇匀，缓缓

滴加硫酸 5ml，摇匀，将试管于 50℃水浴中放置 15 分钟，溶液产生的蓝色与标准硝酸盐[取硝酸

钾 0.163g，加水溶解并稀释至 100ml，摇匀，精密量取 1ml，加水稀释制成 100ml，再精密量取

10ml，加水稀释成 100ml，摇匀，即得（每 1ml 相当于 1µg 的 NO3）]0.9ml，加水 2.1ml，用同一

方法处理后的颜色比较，不得更深；同时取水 3ml，同法做空白试验，其颜色应明显浅于对照管

颜色，否则试验无效（0.003%）。 

铁盐  取上述氯化物项下剩余滤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7），与标准铁溶液 1.0ml 制成

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深（0.001%）。 

有关物质  取本品 0.2g，精密称定，置 10ml 量瓶中，加流动相超声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

匀，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1ml，置 100ml 量瓶中，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摇匀，

再精密量取 1ml，置 10ml 量瓶中，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溶液；照高效液相色谱

法（通则 0512）测定。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稀磷酸溶液（取磷酸 115g，加水

885ml，摇匀，量取 23.5ml，置 1000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乙腈（940：60）为流

动相；检测波长为 209nm；柱温为 30℃。另精密称取戊二酸 20mg，置 10ml 量瓶中，精密加入供

试品溶液 1ml，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精密量取 20μl注入液相色谱

仪，记录色谱图，戊二酸峰与己二酸峰的分离度应大于 9.0。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溶液各

2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至主峰保留时间的 4 倍。供试品溶液的色谱图中如显杂

质峰，单个杂质不得过对照溶液主峰面积（0.1%），杂质总量不得过对照溶液主峰面积的 5倍（0.5%）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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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面积小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 0.25 倍的杂质峰忽略不计）。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0.2%（通则 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06g，精密称定，加新沸冷水 50ml 溶解后，加酚酞指示液 0.2ml，

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即得。每 1ml 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相当于 7.307mg 的 C6H10O4。 

【类别】 药用辅料，pH 值调节剂。 

【贮藏】 遮光，密封，在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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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  瑰  油 

Meigui You 

ROSE OIL 

 

本品为蔷薇科蔷薇属植物玫瑰 Rosa gallica Linné, Rosa damascene Miller, Rosa alba 

Linné, Rosa centifolia Linné等的新鲜的花和花蕾经水蒸气蒸馏提取的挥发油。 

本品 1 毫升可溶于 1ml 三氯甲烷。加入 90%乙醇 20ml 至此混合溶液，显中性或酸性，

于 20℃静置 5 分钟，有结晶析出。 

相对密度  取本品于 30℃测定，与 15℃下的水相比较，应为 0.848～0.863（通则 0601）。 

旋光度  取本品于 25℃测定，应为-1°～-4°（通则 0621）。 

折光率  取本品于 30℃测定，应为 1.457～1.463（通则 0622）。 

【类别】 药用辅料，食用香料及香精。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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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  檬  油 

Ningmeng You 

Lemon Oil 

 

本品为芸香科植物柠檬（Citrus limon(L.) Burman fil.）的新鲜果皮在不加热的条件下经

适当机械方法得到的挥发油。 

【性状】 本品为浅黄色或黄绿色清澈可流动液体，低温下浑浊；具特异香气。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0.850~0.858。 

旋光度  取本品，依法测定（通则 0621），旋光度应为+57°~+70°。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应为 1.473~1.476。 

【鉴别】 （1）取本品 1ml，加甲苯 1ml，混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柠美内脂对

照品 10mg 和柠檬醛对照 50μl，置 10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

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10μl，分别点于同一硅

胶 GF254 薄层板上，以乙酸乙酯-甲苯（15:85）为展开剂，展开 15cm，取出，晾干，置紫

外光灯（254nm 和 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

同颜色的斑点。其余特征斑点见下图。 

前沿 

 荧光淬灭斑点（佛手柑素） 

柠檬醛：荧光淬灭斑点 荧光淬灭斑点（柠檬醛） 

 深蓝色斑点（5-香叶氧基-7-甲氧基香草醛） 

柠美内脂：浅蓝色荧光斑点 浅蓝色荧光斑点（柠美内脂） 

 荧光淬灭斑点（补骨脂素类似物） 

 荧光淬灭斑点（biakangelicin） 

对照品溶液 供试品溶液 

254nm 

前沿 

 黄色荧光斑点（佛手柑素） 

柠檬醛：荧光淬灭斑点 荧光淬灭斑点（柠檬醛） 

 亮蓝色斑点（5-香叶氧基-7-甲氧基香草醛） 

柠美内脂：亮蓝色荧光斑点 亮紫蓝色荧光斑点（柠美内脂） 

 黄色荧光斑点（补骨脂素类似物） 

 橙色斑点（biakangelicin） 

对照品溶液 供试品溶液 

365nm 

（2）在挥发油组成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

溶液保留时间一致。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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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项，鉴别（2）优先。 

【检查】 吸光度  取本品 0.250g，置 100ml 量瓶中，加乙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

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在 260nm~400nm 范围内扫描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坐标，波长为

横坐标，绘制吸收光谱。如图所示，在 A 和 B 之间作切线，最大吸收波长 C 应为 315±3nm。

从 C 点作一条与横坐标垂直的线，与 AB 切线相交与 D，以 C 点吸光度减去 D 点吸光度，

差值应为 0.20~0.86，意大利型柠檬油差值不得少于 0.45。 

 

柠檬油典型吸收光谱 

脂肪油和树脂化精油  取本品 1 滴滴于滤纸上，24 小时内油滴应完全挥发，不得留下

半透明或油性斑点。 

挥发油组成  取本品，作为供试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以聚乙二

醇 20000 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柱长为 30m（膜厚 1μm）~60m(膜厚 0.2μm)，内径为

0.25~0.53mm）为色谱柱，初始温度为 45℃，保持 6 分钟，以每分钟 3℃的速率升温至 90℃，

再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180℃，保持 16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20℃；分流进样，分流比为 100:1；载气为氦气，流速为每分钟 1ml/min。分别取 β-蒎烯、

桧烯、柠檬烯、γ-松油烯、β-石竹烯、柠檬醛、α-松油醇、乙酸橙花酯、乙酸香叶酯对照品

适量，精密称定，加丙酮制成每 1ml 含 β-蒎烯 20μl、桧烯 10μl、柠檬烯 100μl、γ-松油烯

10μl、β-石竹烯 5μl、柠檬醛 20μl、α-松油醇 5μl、乙酸橙花酯 5μl、乙酸香叶酯 5μl的溶液，

取 0.5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β-蒎烯峰与桧烯峰、香叶醛（柠檬醛 A）峰与乙酸

香叶酯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规定。取供试品溶液 0.2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

积归一化法计算，供试品中含 β-蒎烯应为 7.0%~17.0%，桧烯应为 1.0%~3.0%，柠檬烯应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 3 月 

 3 

为 56.0%~78.0%，γ-松油烯应为 6.0%~12.0%，β-石竹烯不得过 0.5%，橙花醛（柠檬醛 B）

应为 0.3%~1.5%，α-松油醇不得过 0.6%，乙酸橙花酯应为 0.2%~0.9%，香叶醛（柠檬醛 A）

应为 0.5%~2.3%，乙酸香叶酯应为 0.1%~0.8%。 

蒸发残渣  取本品 5g，置于蒸发皿中水浴加热 4 小时，移置干燥器中冷却，称重，残

渣应为 1.8%~3.6%。 

【类别】 药用辅料，着香剂和芳香矫味剂。 

【贮藏】 不超过 25℃。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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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硅酸铝镁 

Pianguisuanlümei 

Magnesium Aluminometasilicate 

[12408-47-8] 

本品是一种合成材料，成品以 IA 型和 IB 型存在，具有不同的 pH 值。按干燥品计算，

含氧化铝（Al2O3）应为 29.1％～35.5％，含氧化镁（MgO）应为 11.4％～14.0％，含二氧化

硅（SiO2）应为 29.2％～35.6％。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的小薄片或粉末；无臭、无味；在水中呈胶状分布。 

【鉴别】 （1）取本品 0.5g，加硫酸溶液（1→3）5ml，加热至出现白色烟雾，放冷，

加水 20ml，滤过，取沉淀，加 3 mol/L 盐酸溶液使溶解，溶液显铝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2）取鉴别（1）项下的滤液，加氨试液使成中性，溶液显镁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3）取铂丝制成环状，蘸取磷酸铵钠的结晶微粒在火焰上熔成透明的小球后，趁热蘸

取本品，熔融，二氧化硅即浮于小球表面，放冷，即成网状结构的不透明小球。 

【检查】 酸碱度  取本品 2g，加水 50 ml，将 pH 电极浸于混悬液中，并同时进行搅拌，

2 分钟后，依法测定（通则 0631），IA 型 pH 值应为 6.5～8.5，IB 型 pH 值应为 8.5～10.5。 

酸消耗量  取本品约 0.2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盐酸滴定液（0.1mol/L）

100ml，密塞，在 37±2℃振摇 1 小时，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50ml，用氢氧化钠滴定液

（0.1mol/L）滴定至 pH 值为 3.5，同时做空白试验。按干燥品计算，每 1g 偏硅酸铝镁消耗

盐酸滴定液（0.1mol/L）不得少于 210ml。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10℃干燥 7 小时，减失重量不得过 20.0％（通则 0831）。 

水溶性物质  取本品 10.0g，加水 150ml，振摇煮沸 15 分钟，放冷，置 200ml 量瓶中，

加水稀释刻度，摇匀，离心，取上清液作为供试品溶液（1）。取供试品溶液（1）25.0ml，

蒸干，在 700℃加热 2 小时，遗留残渣不得过 0.020g（1.6％）。   

碱度  取水溶性物质项下的供试品溶液（1）20.0ml，加酚酞指示液 2 滴：若显粉色，

用盐酸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无色，消耗盐酸滴定液的体积不得过 0.50ml。 

氯化物  取水溶性物质项下的供试品溶液（1）2.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

氯化钠溶液 5.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05%)。 

硫酸盐  取水溶性物质项下的供试品溶液（1）2.0ml，依法检査（通则 0802)，与标准

硫酸钾溶液 4.8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48%)。 

砷盐  取水溶性物质项下的供试品溶液（1）15.0ml，加盐酸 5ml 与水 8ml，依法检査

（通则 0822 第二法），应符合规定（0.0003%）。 

铁盐  取本品 0.11g，加 2mol/L 硝酸溶液 8ml，煮沸 1 分钟，放冷，加水稀释至 50ml，

离心，精密量取上清液 15ml，加水稀释至 25ml，依法检査（通则 0807），与标准铁溶液

1.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深（0.03%）。 

重金属  取本品 2.67g，加水 20ml 和盐酸 8ml，水浴蒸干，残渣加 1mol/L 乙酸 5ml 和

水 20ml，煮沸 2min，加盐酸羟胺 0.4g，煮沸，放冷，加水稀释至 100ml，滤过，取续滤液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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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l，依法检査（通则 0821 第一法），与取盐酸 2ml，蒸干，残渣加标准铅溶液 2.0ml 和

盐酸羟胺 0.1g，加水稀释至 25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三十。 

【含量测定】 氧化铝   取本品 1.25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 3mol/L 盐酸溶液 10ml

和水 50ml，水浴加热 15 分钟，加盐酸 8ml，水浴加热 10 分钟，放冷，转移至 250ml 量瓶

中，用水清洗锥形瓶，合并清洗液至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离心，精密量取上清

液 20.0ml，精密加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 05mol/L）20.0ml，加醋酸-醋酸铵缓冲液（取

醋酸铵 77.1g，加水使溶解，加冰醋酸 57ml，加水稀释至 1000ml，即得）15ml 和水 20ml，

煮沸 5min，放冷，加乙醇 50ml 和双硫腙试液（取双硫腙 25.6mg，加乙醇 100ml 使溶解，

即得）2ml，用锌滴定液（0.05mol/L）滴定至溶液由紫绿色转变为玫瑰红色，并将滴定的结

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相当于 2.5490mg 的氧化

铝（Al2O3）。 

     氧化镁  精密量取氧化铝含量测定项下的上清液 50.0ml，加水 50ml 和三乙醇胺溶液

（1→2）25ml，混匀，加氨-氯化铵缓冲液（取氯化铵 67.5g，加水使溶解，加氢氧化铵 570ml，

加水稀释至 1000ml，即得）25ml 和铬黑 T 指示剂 0.04g，用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

（0.05mol/L）滴定至溶液由紫红色转变为纯蓝色，并在 30s 内不褪色。每 1ml 乙二胺四醋

酸二钠滴定液（0.05 mol/L）相当于 2.0152mg 的氧化镁（MgO）。 

二氧化硅  取本品 1g，精密称定，加 3mol/L 盐酸溶液 30ml，置水浴上蒸干，遗留的残

渣用盐酸润湿，蒸干，加盐酸 8ml 和热水 25ml，搅拌，静置分层，上层液用倾泻法经无灰

滤纸滤过，残渣用倾泻法以热水 40ml 分 4 次洗涤，洗液一并滤过，在剩余残渣中加水 50ml，

水浴加热 15 分钟，滤过，最后将残渣移置滤纸上，用热水洗涤，直到取洗液 5ml 加硝酸银

试液 1ml 不生成沉淀。将残渣连同滤纸置铂坩埚中，干燥，炽灼灰化后，在 800±25℃继续

加热 1 小时，放冷，精密称定。再将残渣用氢氟酸 6ml 湿润，蒸干，炽灼 5 分钟，放冷，

精密称定，减失的重量，即为供试量中含有二氧化硅（SiO2）的重量。 

【类别】 药用辅料（分 IA 型和 IB 型），黏度改良剂和增稠剂等。 

【贮藏】 密封，凉暗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复核单位】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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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豆蔻醇 

Roudoukouchun 

Myristyl alcohol 

CH3HO
 

C14H30O  214.39  

[112-72-1]    

本品系从含十四醇酯的植物油脂中提取并在催化条件下加氢还原制得，含 C14H30O 不

得少于 90.0%。 

【性状】 本品为白色结晶性粉末、颗粒或蜡状物。 

本品在乙醇或乙醚中易溶，在水中不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 第二法）为 36~42℃。 

酸值  应不大于 2（通则 0713）。 

羟值  取本品 2g，精密称定，置干燥的 250ml 具塞锥形瓶中，加吡啶 2ml 与甲苯 10ml，

摇匀，精密加入酰化剂（取乙酰氯 10ml 加甲苯 90ml 混匀）10ml，密塞，于 60~65℃水浴

中放置 20 分钟。加水 25ml，密塞，剧烈振摇数分钟，加酚酞指示液 0.5ml，用氢氧化钠滴

定液（1mol/L）滴定，至粉红色连续 30 秒钟不褪，以供试品消耗氢氧化钠滴定液（1mol/L）

的容积（ml）为 A，空白试验消耗的容积（ml）为 B，供试品的重量（g）为 W，照下式

计算羟值，应为 250~267。 

供试品的羟值=
W

BA 1.56)( 
 

碘值  取本品 3.0g，精密称定，置 250ml 的干燥碘量瓶中，加三氯甲烷 10ml，依法操

作（通则 0713），应不大于 1。 

【鉴别】 在含量测定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溶

液主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有关物质  照含量测定项下的方法测定，含十二醇和十六醇均不得过 1.0%。 

【含量测定】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用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柱温为 205℃，

进样口温度为 275℃，检测器温度为 250℃。另取十二醇、肉豆蔻醇与十六醇适量，加无水

乙醇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十二醇 3mg、肉豆蔻醇 9mg、十六醇 1mg 的溶液，作为

系统适用性试验溶液。取系统适用性试验溶液 1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十二醇

峰、肉豆蔻醇峰与十六醇峰之间的分离度均应大于 4.0。 

测定法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置 10ml 量瓶中，加无水乙醇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 10mg 的溶液，取 1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至主峰保留时间的 2 倍。按峰

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润滑剂和软膏基质等。 

【贮藏】 密闭保存。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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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豆蔻酸 

Roudoukousuan 

Myristic Acid 

 

                                                 C
14

H
28

O
2
   228.37  

[544-63-8] 

本品系从椰子油和其他油脂中得到的固体脂肪酸，含 C
14

H
28

O
2
不得少于 97.0%。 

【性状】本品为白色或淡黄色坚硬、有光泽的结晶性固体，或为白色或黄白色粉末。 

本品在乙醚、三氯甲烷或乙醇中易溶，在水中几乎不溶。 

凝点  本品的凝点（通则0613）为48～55.5℃。 

酸值  应为242～249（通则0713）。 

碘值  取本品 5.0g，依法测定（通则 0713），应不大于 1.0。 

过氧化值  应不大于 10.0（通则 0713）。 

【鉴别】（1）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2）在含量测定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溶液主

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不皂化物  取本品 5.0g，精密称定，置 250ml 回流瓶中，加氢氧化钾乙醇

溶液（取氢氧化钾 12g，加水 10ml 溶解后，用乙醇稀释至 100ml，摇匀）50ml，水浴加热

回流 1 小时，放冷至 25℃以下，移至带有聚四氟乙烯活塞的分液漏斗中，用水洗涤回流瓶

2 次，每次 50ml，洗液并入分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100ml；合并乙醚提取液，

用水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每次 40ml，静置分层，弃去水层；依次用 3%氢氧化钾溶液与

水洗涤乙醚层各 3 次，每次 40ml，再用水 40ml 反复洗涤乙醚层直至最后洗液中加酚酞指

示液 2 滴不显红色。转移乙醚提取液至已恒重的蒸发皿中，用乙醚 10ml 洗涤分液漏斗，

洗液并入蒸发皿中，置 50℃水浴上蒸去乙醚，用丙酮 6ml 溶解残渣，置空气流中挥去丙酮。

在 105℃干燥至连续两次称重之差不超过 1mg，不皂化物不得过 1%。 

用中性乙醇 20ml 溶解残渣，加酚酞指示液数滴，用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①
滴定至粉红色持续 30 秒不褪色，如果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超过 0.2ml，

残渣总量不能当作不皂化物重量，试验必须重做。 

水溶性酸  取本品 5.0g, 加热熔化，加等容新沸热水，振摇 2 分钟，放冷，滤过，滤

液中加甲基橙指示液 1 滴，不得显红色。  

水分  不得过 0.2%(通则 0832 第一法 1)。 

炽灼残渣  不得过 0.1%(通则 0841)。 

铅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水中铅标准物质（1.000g/L）1ml，置 20ml 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1ml、2ml 和 5ml，分别置 5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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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摇匀，即得。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 5g，精密称定，置坩埚中，取 25%硫酸溶液 5ml，均匀加

在供试品上，置水浴上蒸去大部分水分，用小火缓缓加热，再剧烈炽灼至无烟并完全炭化，

置 525℃炽灼至无黑色炭粒，放冷，加 1mol/L 盐酸溶液 5ml，置水浴上蒸干，加 3mol/L

盐酸溶液 1ml 和水 5ml，置水浴上加热使残渣溶解，转移至 1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即得；同法制备空白溶液。 

测定法  取对照品溶液、空白溶液与供试品溶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在 283.3nm 的波长处分别测定吸光度，计算，即得。本品含铅不得过 0.0002%。 

【含量测定】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用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如 DBWAX 色谱

柱，30m×0.53mm×1μm）；起始温度为 70℃，维持 2 分钟，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240℃，

维持 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分别取棕榈酸甲酯与硬脂酸甲酯

适量，加正庚烷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分别含 0.1mg 的溶液，取 1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

记录色谱图，棕榈酸甲酯峰与硬脂酸甲酯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 

测定法  取本品 0.1g，置 50ml 回流瓶中，加 0.5mol/L 氢氧化钠甲醇溶液 4ml，在水

浴中加热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 14%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5ml，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2 分钟，

放冷，加正庚烷 4ml，继续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1 分钟后，放冷，加饱和氯化钠溶液 10ml，

摇匀，静置使分层，取上层液，经无水硫酸钠干燥，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 1µl 注入

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另取肉豆蔻酸对照品约 20mg，置 50ml 回流瓶中，自“加 14%

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5ml”起，同法操作并测定。按面积归一化法以峰面积计算，即得。 

【类别】药用辅料，消泡剂和软膏基质等。 

【贮藏】密闭保存。 

①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的制备：取 50％氢氧化钠溶液 2ml,加乙醇 250ml（如

溶液浑浊，配制后放置过夜，取上清液再标定）。取苯甲酸约 0.2g，精密称定，加乙醇 10ml

与水 2ml 溶解，加酚酞指示液 2 滴，用上述滴定液滴定至溶液显持续浅粉红色。每 1ml 乙

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2.21mg 的苯甲酸。 

 

【起草单位】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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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豆蔻酸甲酯 

Roudoukousuanjiazhi 

Methyl Myristate  

 
                                                          C

15
H

30
O

2
    242.40 

[124-10-7] 

本品系由肉豆蔻酸在催化剂存在下与甲醇酯化而得，含 C
15

H
30

O
2
不得少于 99%。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淡黄色液体。 

本品在乙醇、石油醚中溶解。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0601）约为0.87。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0612 第二法）约为20℃。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0622）为1.434~1.438。 

【含量测定】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用 100%二甲基聚硅氧烷（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起

始温度为 200℃，以每分钟 10℃的速率升温至 300℃；进样口温度为 300℃；检测器温度为

300℃。 

测定法  取本品 1µ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积归一化法以峰面积计算，

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溶剂、乳化剂、润湿剂和增塑剂等。 

【贮藏】 密封，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 3 月 

 1 

肉豆蔻油 

Roudoukou You 

Nutmeg Oil 

 

本品为肉豆蔻科植物肉豆蔻(Myristica fragrans Houtt.)的干燥粉碎种仁经水蒸汽蒸馏提

取的挥发油。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淡黄色的液体，味辛。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0.885~0.905。 

旋光度  取本品，依法测定（通则 0621），旋光度应为+8°~+18°。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应为 1.475~1.485。 

【鉴别】 （1）取本品 1ml，置 10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

供试品溶液。另取肉豆蔻醚对照品 20μl，置 10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

匀，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10μl，分别

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乙酸乙酯-甲苯（5:95）为展开剂，展开 15cm，取出，晾干，

喷以香草醛试液，在 100~105℃加热 10 分钟。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

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肉豆蔻醚）；在肉豆蔻醚斑点上方应显一褐色斑点（黄樟素）和一

紫色斑点（碳氢化合物）；在肉豆蔻醚斑点下方应显 5 个蓝色斑点。 

（2）在挥发油组成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

溶液保留时间一致。 

以上两项，鉴别（2）优先。 

【检查】 挥发油组成  取本品，作为供试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以聚乙二醇 20000 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柱长为 25~60m，内径为 0.3mm）为色谱柱，初

始温度为 50℃，保持 10 分钟，以每分钟 2℃的速率升温至 180℃，保持 55 分钟；进样口

温度为 200~220℃，检测器温度为 240~250℃；分流进样，分流比为 100:1；载气为氦气，

流速为每分钟 1.5ml/min。分别取 α-蒎烯、β-蒎烯、桧烯、3-蒈烯、柠檬烯、γ-松油烯、4-

松油烯醇、黄樟素、肉豆蔻醚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正己烷制成每 1ml 含 α-蒎烯 15μl、

β-蒎烯 15μl、桧烯 15μl、3-蒈烯 5μl、柠檬烯 5μl、γ-松油烯 5μl、4-松油烯醇 5μl、黄樟素 5μl、

肉豆蔻醚 10μl 的溶液，取 0.2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β-蒎烯峰与桧烯峰的分离

度应符合规定。取供试品溶液 0.2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

供试品中含 α-蒎烯应为 15%~28%，β-蒎烯应为 13%~18%，桧烯应为 14%~29%，3-蒈烯应

为 0.5%~2.0%，柠檬烯应为 2.0%~7.0%，γ-松油烯应为 2.0%~6.0%，4-松油烯醇应为

2.0%~6.0%，黄樟素不得过 2.5%，肉豆蔻醚应为 5.0%~12.0%。 

【类别】 药用辅料，芳香矫味剂和局部刺激剂。 

【贮藏】 置阴凉处。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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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二酸钙 

Tangersuanggai 

Calcium Saccharate 

 

 
C6H8CaO8·4H2O  320.26 

[5793-89-5]  

本品为葡萄糖二酸钙盐四水合物。含 C6H8CaO8·4H2O 不得少于 99.0%。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的粉末或结晶性粉末；无臭无味。                       

本品在稀盐酸或稀硝酸中易溶；在沸水中微溶；在冷水中极微溶；在乙醇、乙醚或三氯

甲烷中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加 4.8mol/L 的盐酸溶解，并定量稀释成每 1ml 含 60mg

的溶液（如溶液不澄清，应滤过），恒温放置 30 分钟后，立即依法测定（通则 0621）, 比

旋度应为+17.5°~ +21.5°。 

【鉴别】 (1) 取本品 0.2g，加盐酸 1ml 和水 10ml 使溶解，溶液显钙盐的鉴别反应（通

则 0301）。   

(2) 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糖二酸钙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检查】 氯化物  取本品 0.10g，加稀硝酸 10ml 使溶解，加水 3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7.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07%）。 

硫酸盐  取本品 0.50g，加稀盐酸 2ml 使溶解，加水 4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

标准硫酸钾溶液 6.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12%）。 

蔗糖和还原糖类  取本品 0.50g，加盐酸 0.5ml 和水 10ml 使溶解，煮沸 2 分钟，冷却，

加入碳酸钠试液 15ml，放置 5 分钟后，过滤，取滤液 5ml，加入到 2ml 的碱性酒石酸铜试

液中，煮沸 1 分钟，不得立即生成红色沉淀。 

重金属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二十。 

微生物限度  照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微生物计数法（通则1105）和控制菌检查

法（通则1106）及非无菌药品微生物限度标准（通则1107），取本品以常规法配制1:10供

试品溶液，需氧菌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控制菌（大肠埃希菌）检查采用直接接种法，

应符合规定。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6g，精密称定，置 250ml 锥形瓶中，加盐酸 0.5ml 和水 10ml，

振摇使溶解，再加入水 140ml，边搅拌边精密加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30ml，

加入 1mol/L 氢氧化钠 15ml 和羟基萘酚蓝指示液 5 滴，继续滴定至溶液由紫红色转变为纯蓝

色，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相当

于 16.01mg 的 C6H8CaO8·4H2O。 

   【类别】 药用辅料，稳定剂和解酸剂等。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javascript:modelesswin('imageViewer?render=2D&doc='+escape(parent.myTitle)+'&img=/uspnf/pub/images/v36311/cas-5793-89-5.gif&casNumber=5793-89-5&usp=36&nf=31&chemicalStructureImage=true&ID='+parent.myID,6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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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贮藏】 密闭保存。                                       

【起草单位】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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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菊  素 

Tianjusu 

Steviosin 

 [57817-89-7]                                                                                                                     

本品系自甜叶菊 Stevia rebaudiana bertoni 的叶子经热水提取，树酯分离富集，乙醇重结

晶精制而得的糖苷类化合物。按干燥品计算，含甜菊素（C38H60O18）不得少于 95.0%。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无臭，味浓甜微苦。                       

本品在乙醇中溶解，在水中微溶。  

【鉴别】 取本品与甜菊素对照品各 10mg，分别加无水乙醇 1ml 溶解，制成供试品溶

液与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2μl，分别点于同

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三氯甲烷-甲醇-水（65:35:10）的下层液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

干，喷以 30%硫酸乙醇溶液，在 110℃加热约 15 分钟至斑点清晰，供试品溶液所显主斑点

的位置应与对照品溶液的主斑点相同。 

【检查】 杂质吸光度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乙醇-水（50:50）的混合溶液溶解并定

量稀释制成每 1ml 含 20.0mg 的溶液。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1）在 370nm 波长

处测定，吸光度不得大于 0.10。 

酸度  取本品 0.50g，加中性乙醇（对酚酞指示液显中性）20ml，振摇使溶解，加酚酞

指示液 1 滴，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红色出现，并在 10 秒钟内不褪，消耗

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的量不得过 0.5ml。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5.0％（通则 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

百万分之十。 

铅  取本品 0.5g，置聚四氟乙烯消解罐内，加水 1.0ml 使润湿，加硝酸 8.0ml，混匀，

置电加热单元上 80℃预消解 30 分钟，放冷，盖上内盖，旋紧外套，置适宜的微波消解炉内，

进行消解。消解完全后，取消解内罐置电热板上，110℃加热至红棕色蒸气挥尽，并继续缓

缓浓缩至 2～3ml，放冷，用水转移至 25ml 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

同法制备试剂空白。另取铅单元素标准溶液，用 2%硝酸稀释制成每 1ml 含铅 1000ng 的铅

标准贮备液，临用时，用 2%硝酸溶液稀释制成每 1ml 含铅 0～60ng 的对照品溶液。分别精

密量取上述溶液 1ml，精密加含 1%磷酸二氢铵和 0.2%硝酸镁的溶液 0.5ml，混匀。取上述

溶液，以石墨炉为原子化器，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在 283.3nm 的波

长处测定，计算，即得。含铅不得过百万分之一。 

砷盐  取本品 1.0g，置聚四氟乙烯消解罐内，加水 2.0ml 使润湿，加硝酸 8.0ml，混匀，

置电加热单元上 80℃预消解 30 分钟，放冷，盖上内盖，旋紧外套，置适宜的微波消解炉内，

进行消解。消解完全后，取消解罐置电加热单元上，110℃加热至红棕色蒸气挥尽，并继续

缓缓浓缩至 2～3ml，放冷，用水转移至 100ml 磨口锥瓶中，加入盐酸 5ml，加水适量使成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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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8ml，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定（0.0002%）。 

甲醇和乙醇  取本品 0.2g，精密称定，置 10ml 顶空瓶中，精密加水 5ml 和内标溶液 1ml，

密封，振摇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甲醇与乙醇，精密称定，加水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甲醇和乙醇分别为 8μg 和 200μg 的溶液，精密量取 5ml 和内标溶液 1ml，置 10ml 顶空

瓶中，密封，作为对照品溶液。取正丁醇加水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 10μg 的溶液作为内标溶

液。照残留溶剂测定法（通则 0861）试验，以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柱温在

35℃维持 3 分钟，然后以 10℃/分钟的速率升至 180℃，维持 1 分钟；进样口温度 200℃，检

测器温度 250℃；顶空瓶平衡温度为 80℃，平衡时间 20 分钟，进样体积 1.0ml。取供试品

溶液与对照品溶液，分别顶空进样，记录色谱图，按内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含甲醇不得过

0.02%，乙醇不得过 0.5%。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和通则 1106），每 1g 中需氧菌总数不得

过 1000cfu，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100cfu，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3g，精密称定，置 250ml 锥形瓶中，加稀硫酸 25ml 与水 25ml，

振摇溶解后，加热至微沸，水解 30 分钟，冷却，滤过，滤渣用水洗至中性后，加中性乙醇

（对酚酞指示液显中性）50ml，溶解后，再加酚酞指示液 2 滴，用乙醇制氢氧化钾滴定液

（0.05mol/L）滴定至溶液显红色，10 秒钟内不褪。每 1ml 乙醇制氢氧化钾滴定液（0.05mol/L）

相当于 40.24mg 的 C38H60O18。 

   【类别】 药用辅料，矫味剂。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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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氢醋酸 

 Tuoqingcusuan 

 Dehydroacetic Acid 

OCH3 O

O

CH3

O      

                                                           C8H8O4      168.15 

[520-45-6]    

本品为 3-乙酰基-6-甲基-2H-吡喃-2,4(3H)-二酮，按无水物计算，含 C8H8O4 应为 98.0%～

100.5%。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结晶性粉末。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为 109~111℃。 

【鉴别】  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检查】 水分  取本品，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测定，含水分不得过 1.0%。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

万分之十。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5g，精密称定，置 250ml 锥形瓶中，加中性乙醇 75ml 溶解后，

加酚酞指示液 2~3 滴，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并 30 秒内不褪色。

每 1ml 盐酸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6.82mg 的 C8H8O4。 

【类别】  药用辅料，抑菌剂、增塑剂。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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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氢醋酸钠 

Tuoqingcusuanna 

Sodium Dehydroacetate 

OCH3 O

O

CH3

O- Na+     
                                                C8H7NaO4      190.13 

[4418-26-2]    

本品为 3-(1-羟基亚乙基)-6-甲基-2H-吡喃-2,4(3H)-二酮单钠盐，按无水物计算，含

C8H7NaO4应为 98.0%~100.5%。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鉴别】  1、取本品 1.5g，加水 10ml 使溶解，加 3mol/L 盐酸溶液 5ml，有沉淀生成，

抽滤除去沉淀中的水分，并加水 10ml 洗涤，取沉淀在 80℃干燥 4 小时后测定熔点（通则

0612），应为 109~111℃。 

2、本品的水溶液（1→20）显钠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 水分  取本品适量，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测定，含水分不得

过 0.5%或 8.5%～10.0%。 

重金属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15g，精密称定，置 150ml 锥形瓶中，加冰醋酸 25ml 溶解

后，加 α-萘酚苯甲醇指示液（精密称取 α-萘酚苯甲醇 0.25g，加冰醋酸 100ml 使溶解，即

得）5 滴，用高氯酸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显绿色，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

正。每 1ml 高氯酸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9.01mg 的 C8H7NaO4。 

【类别】  药用辅料，抑菌剂、增塑剂。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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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茴香油 

Xiaohuixiang You 

Bitter-Fennel Fruit Oil 

 

本品为伞形科植物茴香 Foeniculum vulgare Mill, ssp. vulgare var. vulgare.的成熟果实经

水蒸汽蒸馏提取的挥发油。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淡黄色的澄清液体，有特异香气。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0.961~0.975。 

旋光度  取本品，依法测定（通则 0621），旋光度应为+10.0°~+24.0°。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应为 1.528~1.539。 

【鉴别】 （1）取本品 0.1ml，置 5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

为供试品溶液。另取葑酮对照品 10μl和茴香脑对照品 80μl，置 5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

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

液各 10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乙酸乙酯-甲苯（5:95）为展开剂，展开 15cm，

取出，晾干，喷以 200g/L 磷钼酸乙醇溶液，在 150℃加热 15 分钟。供试品色谱中，在与

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2）在挥发油组成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

溶液保留时间一致。 

以上两项，鉴别（2）优先。 

【检查】 挥发油组成  取本品 0.20ml，置 10ml 量瓶中，加庚烷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以聚乙二醇 20000 为固定液的

毛细管柱（柱长为 60m，内径为 0.25mm，膜厚度为 0.25μm）为色谱柱，初始温度为 60℃，

保持 4 分钟，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170℃，保持 1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

测器温度为 270℃；分流进样，分流比为 200:1；载气为氦气，流速为每分钟 1ml/min。分

别取 α-蒎烯 20μl、柠檬烯 20μl、葑酮 50μl、草蒿脑 20μl、茴香脑 100μl 和茴香醛 20μl，置

于 10ml 量瓶中，加庚烷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取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

草蒿脑峰和反式茴香脑峰的分离度应大于 5.0。取供试品溶液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

谱图，供试品溶液典型色谱图如下（顺式茴香脑保留时间可参考），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

供试品中含 α-蒎烯应为 1.0%~10.0%，柠檬烯应为 0.9%~5.0%，葑酮应为 12.0%~25.0%，草

蒿脑不得过 6.0%，顺式茴香脑不得过 0.5%，反式茴香脑应为 55.0%~75.0%，茴香醛不得

过 2.0%，α-蒎烯与柠檬烯的峰面积比值应大于 1.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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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α-蒎烯  2、柠檬烯  3、葑酮  4、草蒿脑  5、顺式茴香脑  6、反式茴香脑  7、茴香醛 

小茴香油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类别】 药用辅料，祛风矫味剂。 

【贮藏】 不超过 25℃。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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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  子  油 

Yeziyou 

Coconut Oil 

[8001-31-8] 

本品系由棕榈科植物椰树种子中提取后精制而成的脂肪油。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淡黄色的块状物，或无色或淡黄色澄清的油状液体；微有特

征臭，味淡。 

本品在二氯甲烷、乙醚或石油醚中极易溶解，在乙醇中极微溶解，在水中几乎不溶。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0601)在40℃时相对于水在20℃时为0.908～0.921。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0612 第二法）为23～26℃。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在 40℃时为 1.448~1.450。 

酸值  应不大于 0.2（通则 0713）。 

皂化值  应为 250～264（通则 0713）。 

碘值  应为 7～11（通则 0713）。 

过氧化值  应不大于 5.0（通则 0713）。 

【鉴别】 在脂肪酸组成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中辛酸甲酯峰、癸酸甲酯峰、

月桂酸甲酯峰、肉豆蔻酸甲酯峰、棕榈酸甲酯峰、硬脂酸甲酯峰、油酸甲酯峰、亚油酸甲

酯峰的保留时间应分别与对照品溶液中相应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不皂化物  取本品 5.0g，精密称定，置 250ml 回流瓶中，加氢氧化钾乙醇

溶液（取氢氧化钾 12g，加水 10ml 溶解，用乙醇稀释至 100ml，摇匀）50ml，水浴加热回

流 1 小时，放冷至 25℃以下，移至带有聚四氟乙烯活塞的分液漏斗中，用水洗涤回流瓶 2

次，每次 50ml，洗液并入分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100ml；合并乙醚提取液，

用水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每次 40ml，静置分层，弃去水层；依次用 3%氢氧化钾溶液与

水洗涤乙醚层各 3 次，每次 40ml，再用水 40ml 反复洗涤乙醚层直至最后洗液中加酚酞指

示液 2 滴不显红色。转移乙醚提取液至已恒重的蒸发皿中，用乙醚 10ml 洗涤分液漏斗，

洗液并入蒸发皿中，置 50℃水浴上蒸去乙醚，用丙酮 6ml 溶解残渣，置空气流中挥去丙酮。

在 105℃干燥至连续两次称重之差不超过 1mg，不皂化物不得过 1.0%。 

用中性乙醇 20ml 溶解残渣，加酚酞指示液数滴，用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①
滴定至粉红色持续 30 秒不褪色，如果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超过 0.2ml，

残渣总量不能当作不皂化物重量，试验必须重做。 

甲氧基苯胺值  避光快速操作。取本品 2.0g，精密称定（W），置 10ml 量瓶中，加异

辛烷溶解并稀释至刻度，作为供试品溶液，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1），以异辛

烷作为空白，在 350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A1）；另取 10ml 具塞试管 2 支，样品管加供

试品溶液 5.0ml，空白管加异辛烷 5.0ml，再各加 0.25%的 4-甲氧基苯胺的冰醋酸溶液 1.0ml，

振摇，暗处放置 10 分钟。以空白管溶液作为空白，在 350nm 的波长处测定样品管溶液的

吸光度（A2）。按下式计算，甲氧基苯胺值应不大于 2.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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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氧基苯胺值=
W

AA )2.1(10 12 
 

碱性杂质  取本品 10.0g，加由新蒸馏的丙酮 10ml、水 0.3ml 与 0.04％溴酚蓝乙醇溶

液 1 滴组成的混合液（用 0.01 mol/L 盐酸溶液或 0.01 mol/L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至中性），振

摇使溶解，静置。用盐酸滴定液（0.01mol/L）滴定至上层液显黄色，消耗的盐酸滴定液

（0.01mol/L）不得过 0.1ml。 

水分  不得过 0.1%（通则 0832 第一法 2）。 

砷盐  取本品 4.0g，置凯式烧瓶中，加硫酸 5ml，用小火消化使炭化，控制温度不超

过 120℃（必要时可添加硫酸，总量不超过 10ml），小心逐滴加入浓过氧化氢溶液，俟反

应停止，继续加热，并滴加浓过氧化氢溶液至溶液无色，冷却，加水 10ml，蒸发至浓烟发

生使除尽过氧化氢。冷却，加水 10ml，洗涤瓶壁并转移至标准磨口锥形瓶中，加盐酸 5ml

与水适量，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二法），应符合规定（0.00005％）。 

脂肪酸组成  取本品 0.1g，置 50ml 回流瓶中，加 0.5mol/L 氢氧化钠甲醇溶液 4ml，

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 14%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5ml，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2

分钟，放冷，加正庚烷 4ml，继续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1 分钟后，放冷，加饱和氯化钠溶液

10ml，摇匀，静置使分层，取上层液，经无水硫酸钠干燥，作为供试品溶液；分别取己酸

甲酯、辛酸甲酯、癸酸甲酯、月桂酸甲酯、肉豆蔻酸甲酯、棕榈酸甲酯、棕榈油酸甲酯、硬

脂酸甲酯、油酸甲酯、亚油酸甲酯、亚麻酸甲酯、花生酸甲酯、二十碳烯酸甲酯对照品适

量，加正庚烷制成每 1ml 中各含 0.1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

试验，以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起始温度为 70℃，维持 2 分钟，以每分钟 5℃

的速率升温至 240℃，维持 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取对照品

溶液 1µ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理论板数按油酸甲酯峰计算不低于 10000，各色

谱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取供试品溶液 1µ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积归

一化法以峰面积计算，供试品中含己酸不得过1.5％，辛酸应为5.0％～11.0％，癸酸应为4.0％～

9.0％，月桂酸应为 40.0％～50.0％，肉豆蔻酸应为 15.0％～20.0％，棕榈酸应为 7.0％～12.0％，

棕榈油酸不得过 1.0%，硬脂酸应为 1.5％～5.0％，油酸应为 4.0％～10.0％，亚油酸应为

1.0％～3.0％，亚麻酸不得过 0.2％，花生酸不得过 0.2％，二十碳烯酸不得过 0.2％。 

【类别】 药用辅料，包衣材料、乳化剂和增溶剂等。 

【贮藏】 避光，密封保存。 

    ①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的制备：取 50％氢氧化钠溶液 2ml,加乙醇 250ml

（如溶液浑浊，配制后放置过夜，取上清液再标定）。取苯甲酸约 0.2g，精密称定，加乙

醇 10ml 与水 2ml 溶解，加酚酞指示液 2 滴，用上述滴定液滴定至溶液显持续浅粉红色。

每 1ml 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2.21mg 的苯甲酸。根据本液的消耗量

和苯甲酸的取用量，计算本液的浓度，即得。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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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钙 

Yingzhisuan Gai 

Calcium Stearate 

[1592-23-0]  

本品系由氯化钙和硬脂酸钠、棕榈酸钠混合物反应制得的硬脂酸钙（C36H70O4Ca）与棕榈酸钙

（C32H62O4Ca）的混合物。含氧化钙（CaO）应为 9.0%～10.5%。 

【性状】 本品为白色粉末。 

本品在水、乙醇或乙醚中不溶。 

【鉴别】 （1）取本品约 25g，加稀硫酸 60ml 与热水 200ml，加热并时时搅拌，使脂肪酸成油

层分出，取油层用沸水洗涤至洗液不显硫酸盐的反应，收集油层于小烧杯中，在蒸汽浴上温热至油

层与水层完全分离，并呈透明状，放冷，弃去水层，加热使油层熔化，趁热滤过，置干燥烧杯中，

在 105℃干燥 20 分钟。依法测定凝点（通则 0613），应不低于 54℃。 

（2）取本品 1.0g，加水 25ml 与盐酸 5ml，摇匀，加热，脂肪酸成油层分出，水层显钙盐的鉴

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 酸值  取本品 5.0g，加无过氧化物乙醚 50ml、稀硝酸 20ml 和水 20ml，加热回流使溶

解，放冷，置分液漏斗中静置分层，分取水层，乙醚层用水提取两次，每次 5ml，合并上述水层，

然后用无过氧化物乙醚 15ml 洗涤水层，将水层置 50ml 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作为检查用供

试溶液。合并上述乙醚层，挥干溶剂，于 105℃干燥后,依法测定，酸值（通则 0713）为 195～210。 

氯化物  取检查用供试溶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10.0ml 制成的对

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1%）。 

硫酸盐  取检查用供试溶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3.0ml 制成的对

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3%）。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4.0 %（通则 0831)。 

镍  取本品 0.05g 两份，分别置高压消解罐中，一份中加 2ml 硝酸消化后，定量转移至 10ml 量

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另一份中精密加标准镍溶液（精密量取镍单元素

标准溶液适量，用水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镍 0.5μg的溶液）0.5ml，同法操作，作为对照品溶液。

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二法），在 232.0nm 的波长处分别测定，应符合规定（0.0005%）。 

镉  取本品 0.05g 两份，分别置高压消解罐中，一份中加 2ml 硝酸消化后，定量转移至 100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另一份中精密加标准镉溶液（精密量取镉单元

素标准溶液适量，用水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镉 0.3μg的溶液）0.5ml，同法操作，作为对照品溶

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二法），在 228.8nm 的波长处分别测定，应符合规定

（0.0003%）。 

重金属  取本品 2.5g，置蒸发皿中，作为供试品。另取本品 0.5g，置另一蒸发皿中作为对照品。

分别加 25%硝酸镁乙醇溶液 5ml，用短颈漏斗盖于蒸发皿上，颈部朝上，在电热板上低温加热 30 分

钟，再中温加热 30 分钟，放冷；移开漏斗，对照品中精密加标准铅溶液 2ml，分别将蒸发皿炽灼至

样品灰化，放冷，加硝酸 10m，使残渣溶解，将溶液分别移人两个 250ml 烧杯中，各加高氯酸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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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5ml，蒸发至干，残渣中加盐酸 2ml，用水淋洗烧杯内壁，再蒸发至干，快干时旋动烧杯；

再加盐酸 2ml，重复上述操作，放冷后加水约 10ml 使残渣溶解。各加酚酞指示液 1 滴，用氢氧化钠

试液中和至出现粉红色，再加稀盐酸至无色。各加稀醋酸 1ml 与少量活性炭，混匀，滤过，滤液置

50ml 纳氏比色管中，用水冲洗滤残渣后稀释至 40ml，各加硫代乙酰胺试液 1.2ml 与醋酸盐缓冲液

（pH3.5）2ml，摇匀，放置 5 分钟后，同置白纸上，自上向下透视，供试品管中显示的颜色与对照

管比较，不得更深。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砷盐  取本品 1.0g，加入稀盐酸（1→2）5ml 和三氯甲烷 20ml，剧烈振摇 3 分钟，静置，分离，

取水层作为供试品溶液，依法检査（通则 0822 第二法），应符合规定（0.0002%）。 

脂肪酸组成  取本品约 0.1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 14%三氟化硼的甲醇溶液 5ml，摇匀，

加热回流 10 分钟，沿冷凝管加正庚烷 4ml，加热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饱和氯化钠溶液 20ml，振

摇，静置分层，将正庚烷层通过装有无水硫酸钠 0.1g 的玻璃柱，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照气相色

谱法（通则 0521）测定，以聚乙二醇 20000（PEG-20M）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为色谱柱，起始温度

为 70℃，维持 2 分钟，再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240℃，维持 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

测器温度为 260℃。分别称取棕榈酸甲酯与硬脂酸甲酯对照品适量，加正庚烷制成每 1ml 中约含 15mg

与 10mg 的溶液，量取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棕榈酸甲酯峰与硬脂酸甲酯峰的分离度应

大于 5.0。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1ml，置 10ml 量瓶中，用正庚烷稀释至刻度，摇匀，量取        1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下式计算硬脂酸钙中硬脂酸（棕榈酸）在脂肪酸中的百分含量。 

硬脂酸（棕榈酸）的 %100
B

A
% ）百分含量（  

式中 A 为供试品中硬脂酸甲酯（棕榈酸甲酯）的峰面积 

B 为供试品中所有脂肪酸酯的峰面积 

硬脂酸含量不得低于 40%，硬脂酸与棕榈酸含量的总和不得低于 90%。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每 lg 供试品中需氧菌总数不得过

1000cfu、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100cfu，还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1.2g，精密称定，置烧瓶中，加 0.05mol/L 硫酸溶液 50ml，加热约 3 小

时直至油层澄清（加热时盖上表面皿以防止溅出），必要时补充水至初始体积，放冷，滤过。用水洗

涤滤器和烧瓶直至对蓝色石蕊试纸不呈酸性。再用氢氧化钠试液中和滤液至对蓝色石蕊试纸呈中性。

在磁力搅拌器充分搅拌下，用 50ml 滴定管加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30ml，再加氢

氧化钠试液 15ml 与羟基萘酚蓝 2mg，继续用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滴定至溶液显纯蓝色。每 1ml

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相当于 2.804mg 的 CaO。 

【类别】 药用辅料，润滑剂和乳化剂等。 

【贮藏】 密闭，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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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铝 

Yingzhisuan Lü 

Aluminium Stearate 

 

本品系硬脂酸经加热熔融，加氢氧化钠溶液进行皂化，再与硫酸铝反应得到的硬脂酸铝。

主要成分为硬脂酸铝（C54H105AlO6）与棕榈酸铝（C48H96AlO6）的混合物。按干燥品计算，

含 Al 应为 3.0%～9.0%。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的细粉。 

本品在水和无水乙醇中几乎不溶。 

【鉴别】 （1）取本品 20g，加不含过氧化物的乙醚（通则 0721）200ml、12.5%硝酸

溶液 80ml 与水 80ml，加热回流至完全溶解，放至微温，移至分液漏斗中，振摇，放置使分

层，将水层移入另一分液漏斗中，用水提取乙醚层 2 次，每次 16ml，合并水层，用不含过

氧化物的乙醚 60ml 清洗水层，将水层移至 200ml 量瓶中，加水稀至刻度，摇匀，滤过，作

为供试品溶液。取乙醚层蒸干，残渣在 105℃干燥后，依法测定凝点（通则 0613），应不低

于 53℃。 

（2）在脂肪酸组分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两主峰的保留时间应分别与

对照品溶液两主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3）取鉴别（1）项下的供试品溶液，应显铝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 酸碱度  取本品 1.0g，加水 20ml，煮沸 1 分钟并时时振摇，放冷，滤过，取

滤液滴加溴麝香草酚兰指示液（取溴麝香草酚兰约 100mg，加 50%乙醇 100ml 使溶

解）]0.05ml，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或盐酸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颜色发

生变化，消耗滴定液不得过 0.05ml。 

酸值  取鉴别（1）项下所得残渣，依法测定酸值（通则 0713），应为 195～210。 

氯化物  量取鉴别（1）项下的供试品溶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

钠溶液 10.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1%）。 

硫酸盐  量取鉴别（1）项下的供试品溶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

钾溶液 5.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5%）。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6.0%（通则 0831）。 

脂肪酸组分  取本品约 0.1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 14%三氟化硼的甲醇溶液 5ml，

摇匀，加热回流 10 分钟使溶解，沿冷凝管加正庚烷 4ml，再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饱和氯

化钠溶液 20ml，振摇，静置使分层，将正庚烷层通过装有无水硫酸钠 0.1g（预先用正庚烷

洗涤）的玻璃柱，精密量取 1ml，置 10ml 量瓶中，用正庚烷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

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 试验。用聚乙二醇 20M 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为色谱

柱，起始柱温 70℃，维持 2 分钟，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240℃，维持 5 分钟；进样口

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分别称取棕榈酸甲酯与硬脂酸甲酯对照品适量，加正

庚烷制成每 1ml 中分别约含 1.5mg 和 1.0mg 的溶液，取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棕榈酸甲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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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甲酯的分离度应大于 3.0。再取供试品溶液 1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下

式计算硬脂酸铝中硬脂酸（棕榈酸）在脂肪酸中的百分含量。 

硬脂酸（棕榈酸）的百分含量（%）=
B

A
×100% 

式中  A 为供试品中硬脂酸甲酯（棕榈酸甲酯）的峰面积； 

B 为供试品中所有脂肪酸酯的峰面积。 

硬脂酸含量不得低于 40%，硬脂酸与棕榈酸含量的总和不得低于 90%。 

微生物限度  照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微生物计数法（通则 1105）和控制菌检

查法（通则 1106）检查。取本品 10g，加含 4%聚山梨脂 80 的 pH7.0 氯化钠蛋白胨缓冲液稀

释至 100ml，混匀，作为 1:10 供试液。取 1：10 的供试液 1ml 等量分注 2 个平皿中，每皿

0.5ml，进行需氧菌总数计数；采用 1：10 的供试液 1ml 平皿倾注法进行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计数。取 1:10 供试液 10ml 至 100ml 胰酪大豆胨肉汤培养基中，进行大肠埃希菌检查；取本

品 10g 至 100ml 含 4%聚山梨脂 80 胰酪大豆胨肉汤培养基中，进行沙门氏菌检查。每 1g 供

试品中需氧菌总数不得过 10
3
CFU，霉菌和酵母菌不得过 10

2
CFU，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

每 10g 不得检出沙门菌。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25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甲醇 20ml，缓缓加入硫酸

2ml，回流 30 分钟并时时振摇，放冷，加水 100ml，并用 2mol/L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 pH 值约

为 1，精密加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40ml，用乙酸钠调节 pH 值至 5～6，加

二甲酚橙约 70mg，用 0.05mol/L 锌滴定液滴定至溶液由黄色变为粉紫色，并将滴定的结果

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相当于 1.349mg 的 Al。 

【类别】 药用辅料，润滑剂。 

【贮藏】 密闭，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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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钠 

Yingzhisuan Na 

Sodium Stearate 

                                                            [822-16-2] 

本品是由硬脂酸与氢氧化钠皂化而制得。系以硬脂酸钠（C18H35O2Na）与棕榈酸钠

（C16H31O2Na）为主要成分的混合物。按干燥品计算，含 Na 应为 7.4%～8.5%。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细粉；与皮肤接触有滑腻感。 

本品在水或乙醇中微溶。 

【鉴别】 （1）取本品约 25g，加稀硫酸 60ml 与热水 300ml，加热并时时搅拌，使脂

肪酸成油层分出，取油层用沸水洗涤至洗液不显硫酸盐的反应，收集油层于小烧杯中，在蒸

汽浴上温热至油层与水层完全分离，并呈透明状，放冷，弃去水层，油层在 105℃干燥 20

分钟。依法测定凝点（通则 0613），应不低于 54℃。 

（2）在脂肪酸组成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两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

品溶液相应两主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3）取鉴别（1）项下水层溶液，应显钠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 酸度  取本品 2.0g，加中性乙醇 50ml 回流使溶解，滴加酚酞指示液 3 滴，

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颜色发生改变，消耗滴定液应为 0.60～0.85ml。 

酸值  取鉴别（1）项下所得的干燥品测定，酸值（通则 0713）为 195～210。 

碘值  取鉴别（1）项下所得的干燥品测定，碘值（通则 0713）不大于 4.0。 

氯化物  取本品 10.0g，加无过氧化物乙醚 100ml 和醋酸 80ml，加热回流使溶解，放冷，

置分液漏斗中静置分层，取水层；乙醚层用醋酸提取两次，每次 8ml，合并至上述水层。用

无过氧化物乙醚 30ml 洗涤水层，将水层置 100ml 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

溶液，取 0.4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8.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

得更浓（0.2%）。 

硫酸盐  取氯化物项下的供试品溶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

液 3.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3%）。 

干燥失重  在烧杯中加入 1.0g干净细沙，在 105℃干燥至恒重，加本品 0.5g及乙醇 10ml， 

于 80℃蒸干乙醇后，在 105℃干燥 4 小时，减失重量不得过 5.0%（通则 0831）。 

镍  取本品 0.05g 两份，分别置高压消解罐中，一份中加 2ml 硝酸消化完全后，定量转

移至 10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液；另一份中精密加标准镍溶液（精

密量取镍单元素标准溶液适量，用水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镍 0.5μg 的溶液）0.5ml，同

法操作，作为对照溶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二法），在 232.0nm 的波长处

分别测定，应符合规定（0.0005%）。 

乙醇中不溶物  取本品 1.0g，加乙醇 25ml，回流使溶解后，溶液应澄清或有轻微乳光。 

脂肪酸组成  取本品约 0.1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 14%三氟化硼的甲醇溶液 5ml，

摇匀，加热回流 10 分钟，沿冷凝管加正庚烷 4ml，再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饱和氯化钠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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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20ml，振摇，静置分层，将正庚烷层通过装有无水硫酸钠 0.1g（预先用正庚烷洗涤）的

玻璃柱，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试验，以聚乙二醇 20M 为固

定液的毛细管柱为色谱柱，起始柱温 70℃，维持 2 分钟，再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240℃，

维持 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分别称取棕榈酸甲酯与硬脂酸甲

酯对照品适量，用正庚烷制成每 1ml 中分别约含 15mg 和 10mg 的溶液，取 1μl注入气相色

谱仪，棕榈酸甲酯峰与硬脂酸甲酯峰的分离度应大于 5.0。再取供试品溶液 1μl 注入气相色

谱仪，记录色谱图，按下式计算硬脂酸钠中硬脂酸（棕榈酸）在脂肪酸中的百分含量。 

硬脂酸（棕榈酸）的百分含量（%）=
B

A
×100% 

式中  A 为供试品中硬脂酸甲酯（棕榈酸甲酯）的峰面积； 

B 为供试品中所有脂肪酸酯的峰面积。 

硬脂酸含量不得低于 40%，硬脂酸与棕榈酸含量的总和不得低于 90%。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每 1g 供试品中需氧菌总数

不得过 1000cfu，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100cfu，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每 10g 供试品中

不得检出沙门菌。 

【含量测定】 取本品 0.25g，精密称定，加醋酐 5ml 与冰醋酸 20ml，微热使溶解，放

冷，加二氧六环 20ml，照电位滴定法（通则 0701），用高氯酸滴定液（0.1mol/L）滴定，并

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高氯酸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2.299mg 的 Na。 

【类别】 药用辅料，润滑剂。 

【贮藏】 密闭，避光保存。 

【起草单位】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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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桂  醇 

Yueguichun 

Lauryl Alcohol 

H3C OH  

C12H26O  186.34 

[ 112-53-8] 

本品由椰子油在氢氧化钾存在下，用甲醇进行酯交换反应，再经氢化脱醇，然后蒸馏

而制得；或由椰子油先催化加氢，然后减压蒸馏而制得。含 C12H26O 应为 98.0%～102.0%。 

【性状】 本品在高于 21℃时为无色或浅黄色液体，在低于 20℃时为白色或类白色结晶；

有月桂油香气。 

本品在 70%乙醇、丙二醇、甲醇或不挥发性油中易溶，在水或甘油中均不溶。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在 25℃时为 0.830～0.836。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在 25℃时为 1.440～1.444。 

凝点  本品的凝点（通则 0613）不低于 21.0℃。 

酸值  本品的酸值应不大于 1.0（通则 0713）。 

【鉴别】 （1）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2）在含量测定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溶液主

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醇中溶解物  取本品 1ml，溶于 70%乙醇 3ml 中，稀释至 10ml，溶液保持澄

清。 

【含量测定】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以 5%苯基-95%甲基聚硅氧烷（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

起始温度为 60℃，维持 5 分钟，以每分钟 15℃的速率升温至 260℃，维持 8 分钟；进样口

温度为 260℃；检测器温度为 280℃。月桂醇峰和内标物质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 

内标溶液制备  取正十三烷适量，用无水乙醇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正十三烷

1.8mg 的溶液，作为内标溶液。 

测定法  取本品约 0.075g，精密称定，置 50ml 量瓶中，用内标溶液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精密量取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另取月桂醇对照品，同法测定。按内

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软膏基质和香味调节剂等。 

【贮藏】 密封，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复核单位】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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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桂  油 

Yueguiyou 

Laurel oil 

                                                               [8006-78-8] 

     本品为新鲜或微干的樟科植物月桂叶和非木质化小枝经水蒸气蒸馏而得。 

【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液体，有近似玉树油的清香香气，略有樟脑味 

不溶于甘油，在弱碱和有机酸中稳定。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为 1.507～1.516。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0.950～0.990。 

比旋度  本品的比旋度（通则 0621）为 0°～-3°。 

【鉴别】 取样品 1ml，加热水 20ml，摇匀滤过，滤液使蓝色石蕊试纸显红色；滤液加

入 1 滴氯化铁试液显灰青色，不得出现蓝色或紫色。 

【检查】 酚类含量  取本品 20ml，加酒石酸 0.4g，强烈振摇，再加入 3g 无水硫酸镁

振摇 2 小时，过滤，精密量取滤液 10ml 置 150ml 碦西亚定量瓶中，加入 1mol/L 的氢氧化

钾溶液 75ml，每隔 5 分钟振摇 1 次，振摇 6 次，静置数小时，如有油滴吸附于瓶壁可旋转

或轻轻敲击瓶身，使不溶性的油全部聚集到定量瓶颈部，读取油的体积（V）。酚类含量应

不低于 50%～65%。 

酚的含量 w 以体积百分比计算（%）：W= 10×(10- V)×100% 

【类别】 药用辅料。 

【贮藏】 阴凉干燥处置于玻璃或铝桶中贮藏。 

【起草单位】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复核单位】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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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核油 

Zonglüheyou  

Palm Kernel Oil 

                                                          [8023-79-8] 

本品系从非洲油棕（Elaeis guineensis Jacq）果实的核中提取到的一种不挥发油，含适

量抗氧剂。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的油状固体。 

本品在水中不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 第二法）为 27～29℃。 

酸值 应不大于 2.0（通则 0713）。 

过氧化值 应不大于 10.0（通则 0713）。 

【检查】 不皂化物  取本品 5.0g，精密称定，置 250ml 锥形瓶中，加氢氧化钾乙醇溶

液（取氢氧化钾 12g，加水 10ml 溶解后，用乙醇稀释至 100ml，摇匀）50ml，加热回流 1

小时，放冷至 25℃以下，移至分液漏斗中，用水洗涤锥形瓶 2 次，每次 50ml，洗液并入分

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100ml，合并乙醚提取液，用水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每

次 40ml，缓缓振摇，静置分层，弃去水层；依次用 3%氢氧化钾溶液与水洗涤乙醚层，每次

40ml，重复三次，再每次用水 40ml 洗涤乙醚层，至洗液中加入酚酞指示液 2 滴后不显红色；

转移乙醚提取液至已恒重的蒸发皿中，用乙醚 10ml 洗涤分液漏斗，洗液并入蒸发皿中，置

50℃水浴上蒸去乙醚，用丙酮 6ml 溶解残渣，置空气流中挥干，置 105℃干燥至连续两次称

重之差不超过 1mg，将所得残渣的重量除以称样量，不得过 1.5%。 

[用中性乙醇 20ml 溶解残渣，加酚酞指示液数滴，用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并持续 30 秒不褪色。如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超

过 0.2ml，试验需重做。]  

水分 取本品，以三氯甲烷为溶剂，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测定，含水分不

得过 0.1%。 

铅 取本品 1.0g，置试管中，加硝酸 1ml，于沸水浴中加热褪去锈色，滴加 30%过氧化

氢溶液 1ml，继续加热至生成气泡。放冷，将溶液转移至 10ml 量瓶中，加丁醇-硝酸溶液（在

约 500ml 丁醇中缓慢地加入 50ml 硝酸，摇匀，继续加丁醇至 1000ml，摇匀。）稀释至刻度，

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另精密量取铅单元素标准溶液适量，加丁醇-硝酸溶液定量稀释制

成每 1ml 中约含铅（Pb）0.02、0.05、0.1、0.2、0.5μ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1）、（2）、（3）、

（4）、（5）。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在 283.3nm 的波长处测定，应符

合规定（0.00001%）。 

【类别与用途】 药用辅料，溶剂。 

【贮藏】 密闭，在 45℃以下保存。 

【起草单位】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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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  榈  酸 

Zonglvsuan 

Palmitic Acid 

     
                                                       C

16
H

32
O

2
    256.42 

[57-10-3] 

本品系从天然动、植物油脂中得到的固体脂肪酸，含 C16H32O2不得少于 92.0%。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坚硬、有光泽的结晶性固体，或为白色或黄白色粉末；

微有特征臭。 

本品在乙醚、三氯甲烷中易溶，在乙醇中溶解，在水中几乎不溶。 

凝点  本品的凝点（通则0613）为60～66℃。 

酸值  应为216～220（通则0713）。 

碘值  取本品 3.0g，精密称定，置 250ml 的干燥碘瓶中，加三氯甲烷 35ml，依法测定

（通则 0713），应不大于 1。 

【鉴别】 在含量测定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溶

液主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溶液的颜色  取本品适量，加热至 75℃，与黄色 1 号标准比色液（通则 0901）

比较，不得更深。 

水溶性酸  取本品 5.0g, 加热熔化，加等容新沸热水，振摇 2 分钟，放冷，滤过，滤

液中加甲基橙指示液 1 滴，不得显红色。  

肉豆蔻酸  照含量测定项下的方法测定，含肉豆蔻酸不得过 2.0%。 

硬脂酸  照含量测定项下的方法测定，含硬脂酸不得过 6.0%。 

镍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水中镍标准物质（1.000g/L）1ml，置 200ml 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5ml，置 10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

量取 0.5ml、1.0ml、1.5ml 和 2.0ml，分别置 25ml 量瓶中，分别加 1%硝酸镁溶液 0.5ml、

10%磷酸二氢铵溶液 0.5ml 和硝酸 6.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另取 1%硝酸镁

溶液 1ml、10%磷酸二氢铵溶液 1ml 和硝酸 12ml，加水稀释至 50ml，摇匀，作为标准空白

溶液。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约 0.25g，精密称定，置聚四氟乙烯消解罐中，加硝酸 6.0ml

和浓过氧化氢溶液（30%）2ml，盖上内盖，旋紧外套，置适宜的微波消解仪内进行消解，

结束后取出消解罐，放冷，补加浓过氧化氢溶液（30%）2ml，重复上述消解步骤；消解完

全后取出消解罐，放冷，用水将内容物定量转移至 25ml 量瓶中，加 1%硝酸镁溶液 0.5ml

和 10%磷酸二氢铵溶液 0.5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即得；同法制备供试品空白溶液。 

测定法  取标准空白溶液、对照品溶液、供试品空白溶液与供试品溶液，照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采用石墨炉原子化器，在 232.0nm 的波长处分别测定吸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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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度，计算，即得。本品含镍不得过百万分之一。 

重金属  取本品1.0g，依法检查（通则0821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含量测定】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用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起始温

度为 170℃，以每分钟 3℃的速率升温至 230℃，维持 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30℃；检测

器温度为 250℃。取肉豆蔻酸、棕榈酸和硬脂酸各约 50mg，照测定法下，自“置回流瓶中”

起，同法操作，作为系统适用性试验溶液。取系统适用性试验溶液 1µl，注入气相色谱仪，

记录色谱图，棕榈酸甲酯峰与硬脂酸甲酯峰的分离度应大于 5.0。 

测定法  取本品约 0.1g，精密称定，置回流瓶中，加 14％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2ml，振

摇使溶解，置水浴中回流 30 分钟。加正庚烷 4ml，继续回流 5 分钟，放冷，加饱和氯化钠

溶液 10ml，振摇后静置使分层，取上层液，用水洗涤三次，每次 2ml，上层液经无水硫酸

钠干燥，精密量取 1µ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积归一化法以峰面积计算，

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润滑剂和软膏基质等。 

【贮藏】 密闭保存。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2：起草单位联系电话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电话

对氯苯酚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己二酸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脱氢醋酸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脱氢醋酸钠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肉豆蔻醇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肉豆蔻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肉豆蔻酸甲酯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肉豆蔻酸异丙酯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肉豆蔻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040

花生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玫瑰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039

柠檬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040

小茴香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040

椰子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棕榈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糖二酸钙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755-26031735

甜菊素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755-26031735

N-甲基-吡咯烷酮 沈阳药科大学 024-23986325

伽马环糊精 沈阳药科大学 024-23986325

偏硅酸铝镁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028-87877145

月桂醇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028-87877145

月桂油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028-87877145

硬脂酸钙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22-23377639

硬脂酸铝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22-23377639

硬脂酸钠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22-23377639

棕榈核油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22-23377639

白陶土 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0431-80833259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原辅包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更新功能的说明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30             发布日期：20180410 

 
     

    为更好的服务于申请人，我中心对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与信息公示平

台(以下简称“平台”)进行了更新。更新功能如下： 

  1、为便于收集平台登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建议，平台增加了提交“问题和建议”

功能，在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中增加了原辅包问题分类。 

  2、对于从审评系统导出至平台的在审任务，在信息公示平台备注字段中标注了原

受理号。 

 3、登记药用辅料和药包材时，申请人可自主选择本次行为是登记或更新，根据申请

人的选择生成登记号或更新版本号，并增加版本更新功能。 

  4、在平台公示“关联药品制剂审批情况”，并在原辅包公示栏下增加注解。 

 后续我中心将不断优化完善平台功能，提高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与信息

公示的便利性、高效性、直观性。 

 

 

 药品审评中心 

2018年 4月 10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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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审中心就药用辅料药包材与药品关联审评审批政策与企业进行交流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33              发布日期：20180410 

 

     为使相关企业进一步理解并支持药用辅料药包材与药品关联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近日，

药审中心相关负责人与近 400名来自制剂企业、药用辅料和药包材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解

读药用辅料、药包材与药品关联审评审批（以下简称关联审评）政策，解答企业疑惑。  

    业务管理处黄清竹介绍，关联审评的目的是从药品监管上加快与国际接轨，因时制宜调

整政策，降低政策对行业发展的限制，激发药用辅料药包材企业与制剂企业在商业行为中承

担各自的责任，推动行业发展。 

    化药药学二部高级审评员蒋煜从企业基本信息、药包材基本信息、生产信息、质量控制、

批检验报告、稳定性研究、安全性和相容性研究等七个方面讲解了关联技术审评的登记资料

要求。他提醒企业，关联审评基于风险分类，因此企业在开展药包材和药用辅料的研究中，

也要遵循风险管理原则。 

    数据管理处常江水讲解了如何在原辅包登记平台上进行注册和登记，并表示，针对企业

已反馈的错误数据无法修改等问题，药审中心已经从技术上进行了完善，登记平台的升级将

在近日完成。他同时介绍，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允许在提交登记后修改部门字段等内容已

被列入平台后续的升级计划。 

    最后，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对企业提出的技术和程序问题进行现场公开解答，得到了企业

的一致好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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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二十八批）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43                发布日期：20180423 

 

根据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号），我

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现将拟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及其

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 5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我中心网站“信息公开-->优先审评公示-->

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提出异议。 

 

           第二十八批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公示名单如下： 

序

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申请事项 理由 

1 CXHL1700283 水合氯醛口服溶液 
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特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2 CYHL1700006 水合氯醛直肠用溶液 
新疆特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特丰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临床 儿童用药品 

3 CXSL1700163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Fc 融合蛋白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辅仁

瑞辉生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远

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罕见病 

4 CXSL1700162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Fc 融合蛋白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辅仁

瑞辉生物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远

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罕见病 

5 CXHS1800001 甲苯磺酸瑞马唑仑 
江苏盛迪医药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6 CXHS1800002 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恒瑞

医药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7 CXSS1800004 注射用替奈普酶 
世贸天阶制药（江苏）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世贸东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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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XSS1800006 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 

苏州众合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君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君实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9 CXSS1800008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10 CXSS1800009 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盛迪

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

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11 CXSS1700034 
A 群 C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

结合疫苗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儿童用药品 

12 CXSS1700033 人凝血因子Ⅷ 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罕见病 

13 JXSL1800004 Inebilizumab 注射液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罕见病国际多中心临床

试验 

14 JXHS1800004 盐酸托莫西汀口服溶液 美国礼来亚洲公司上海代表处 新药生产 儿童用药品 

15 JXHS1800011 醋酸阿比特龙片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增加新适

应症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16 JYHB1800207 伊布替尼胶囊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增加新适

应症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17 JYSB1700154 雷珠单抗注射液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增加新适

应症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18 JXSS1800002 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 默沙东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19 JXSS1800008 
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酿酒酵母） 
默沙东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具有明显临床优势 

20 JXSS1800009 
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酿酒酵母） 
默沙东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具有明显临床优势 

21 JXHS1500079 拉考沙胺片 优时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22 JXHS1500076 拉考沙胺片 优时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3 JXHS1500078 拉考沙胺片 优时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24 JXHS1500077 拉考沙胺片 优时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新药生产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对甘露醇等 12 个药用辅料标准征集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04929a993768?a=BZFULIAO          发布时期: 2018-04-27  

 

为确保药用辅料国家标准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经国家药典委员会药用辅料与药包

材专业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就甘露醇等 12 个药用辅料标准草案稿（见附件 1）公开征

求意见。 

  请各相关辅料生产和使用单位按照拟定标准进行复核检验，提供近期生产或使用的

10批次产品的检验数据，并于标准公示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正式来函反馈意见。 

  各相关单位对标准操作需要咨询的，可与起草单位进行沟通（联系方式见附件 2）。

对标准草案稿是否有异议均请来函说明，逾期不提供检验数据和反馈意见者视为同意。

来函需注明收文单位“国家药典委员会”，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标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同时发送来函 word版到联系邮箱，邮件标题请注明“**品种标准征集意见反馈+单位”。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号楼 国家药典委员会 办公室 

  邮编：100061 

  联系电话：010-67079525、67079566 

  联系邮箱：475@chp.org.cn 

  附件：1、 桉油.pdf 

     2、 甘露醇.pdf 

     3、 瓜尔胶.pdf 

     4、 卡拉胶.pdf 

     5、 七氟丙烷(供外用气雾剂用).pdf 

     6、 乳酸.pdf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04929a993768?a=BZFULIAO�
mailto:475@chp.org.cn�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427/17101524789916685.pdf�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427/12521524789916718.pdf�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427/31201524789916758.pdf�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427/85181524789916864.pdf�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427/6221524789916892.pdf�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427/94861524789916957.pdf�


     7、 山梨醇.pdf 

     8、 四氟乙烷(供外用气雾剂用).pdf 

     9、 松香.pdf 

     10、 盐酸半胱氨酸.pdf 

     11、 右旋糖酐 20.pdf 

     12、 右旋糖酐 40.pdf 

     13、 起草单位的联系方式.pdf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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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  油 

An You 

Eucalyptus Oil 

本品为桃金娘科植物蓝桉Eucalyptus globulus Labill.、樟科植物樟Cinnamomum 

camphora(L.) Presl或上述两科同属其他植物经水蒸气蒸馏提取的挥发油。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微黄色的澄清液体；有特异的芳香气，微似樟脑，味辛、凉。

贮存日久，色稍变深。 

本品在70%乙醇中易溶。 

相对密度  应为0.895~0.920（通则0601）。 

折光率  应为1.458~1.468（通则0622）。 

【鉴别】 取本品0.1ml，加无水乙醇使成lml，振摇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桉

油精对照品，同法制成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2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G薄层板上，以环己烷-乙酸乙酯（9.5：0.5）为展开剂，展开，取出，

晾干，喷以1%香草醛硫酸溶液。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

色的斑点。 

【检査】 水茴香烃  取本品2.5ml，加石油醚（60~90℃）12.5ml，摇匀，加亚硝酸钠

溶液（5→8）5ml，再缓缓加人冰醋酸5ml，搅匀，10分钟内不得析出结晶。 

重金属  取本品lg，依法检査（通则0821第二法），不得过l0mg/kg。 

【含量测定】 取本品，照桉油精含量测定法（通则2203）测定，即得。 

本品含桉油精（C10H18O）不得少于70.0%(g/g)。 

【贮藏】 遮光，密封,置阴凉处。 

【类别】 药用辅料。 

【起草单位】 沈阳药科大学 

【复核单位】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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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露  醇 

Ganluchun 

Mannitol 

             

C6H14O6  182.17 

[87-78-5]   

本品为 D-甘露糖醇。按干燥品计算，含 C6H14O6应不得少于 98.0％。 

【性状】 本品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无臭。 

本品在水中易溶，在乙醚和乙醇中几乎不溶或不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为 166~170℃。  

比旋度  取本品约 1g，精密称定，置 100ml 量瓶中，加钼酸铵溶液（1→10）40ml，再

加入 0.5mol/L 的硫酸溶液 2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在 25℃时依法测定（通则 0621），

比旋度为+137°至+145°。 

【鉴别】 （1）取本品的饱和水溶液 1ml，加三氯化铁试液与氢氧化钠试液各 0.5ml，

即生成棕黄色沉淀，振摇不消失；滴加过量的氢氧化钠试液，即溶解成棕色溶液。 

（2）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的图谱（光谱集 1238 图）一致。  

【检查】 酸度  取本品 5.0g，加水 50ml 溶解后，加酚酞指示液 3 滴与氢氧化钠滴定

液（0.02mol/L）0.30ml，应显粉红色。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 1.5g，加水 10ml 溶解后，溶液应澄清无色；如显浑浊，

与 1 号浊度标准液（通则 0902 第一法）比较，不得更浓。 

有关物质  取本品，加水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 50mg 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精密量取 1ml，置 10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作为对照溶液；另取甘露醇与山梨醇各

0.5g，置 100ml 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作为系统适应性溶液。照高效液相色谱法

（通则 0512）试验，用磺化交联的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共聚物为填充剂的强阳离子钙型交换

柱（或分离效能相当的色谱柱），以水为流动相，流速为每分钟 0.5ml，柱温为 80℃，示差

折光检测器，检测温度为 55℃。取系统适用性溶液 2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甘

露醇峰与山梨醇峰之间的分离度应大于 2.0。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与对照溶液各 20μl，分别

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至主成分峰保留时间的 2 倍。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如有杂质峰，

各杂质峰面积的和不得大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的 2 倍（2.0%）。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小于

对照溶液主峰面积 0.05 倍的色谱峰忽略不计。 

还原糖  取本品 5.0g，置锥形瓶中，加 25ml 水使溶解，加枸橼酸酮溶液（取硫酸铜 25g、

枸橼酸 50g 和无水碳酸钠 144g，加水 1000ml 使溶解，即得）20ml，加热至沸腾，保持沸腾

3 分钟，迅速冷却，加 2.4%（V/V）的冰醋酸溶液 100ml 和 0.025mol/L 的碘滴定液 20.0ml，

摇匀，加 6%（V/V）的盐酸溶液 25ml（沉淀应完全溶解。如有沉淀，继续加该盐酸溶液至

沉淀完全溶解），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5mol/L）滴定，近终点时加淀粉指示液 1ml，继

续滴定至蓝色消失。消耗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5mol/L）的体积不得少于 12.8ml。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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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物  取本品 2.0g，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6.0ml 制成的对照液

比较，不得更浓（0.003%）。 

硫酸盐  取本品 2.0g，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2.0ml 制成的对照

液比较，不得更浓（0.01%）。 

草酸盐  取本品 1.0g，加水 6ml，加热溶解后，放冷，加氨试液 3 滴与氯化钙试液 1ml，

摇匀，置水浴中加热 15 分钟后，取出，放冷；如发生浑浊，与草酸钠溶液[取草酸钠 0.1523g，

置 1000ml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每 1ml相当于 0.1mg的草酸盐（C2O4）]2.0ml

用同一方法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02%）。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0.5%（通则 0831）。 

炽灼残渣  不得过 0.1%（通则 0841）。 

重金属  取本品 2.0g，加水 23ml 溶解后，加醋酸盐缓冲液（pH3.5）2ml，依法检查（通

则 0821 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砷盐  取本品 1.0g，加水 10ml 使溶解，加稀硫酸 5ml 与溴化钾溴试液 0.5ml，置水浴

上加热 20 分钟，使保持稍过量的溴存在（必要时可滴加溴化钾溴试液），并随时补充蒸散

的水分，放冷，加盐酸 5ml 与水适量使成 28ml，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

定（0.0002%）。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2g，精密称定，置 250ml 量瓶中，加水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精密量取 10ml，置碘瓶中，精密加高碘酸钠溶液[取硫酸溶液（l→20）90ml 与高碘

酸钠溶液（2.3→1000）110ml 混合制成]50ml，置水浴上加热 15 分钟，放冷，加碘化钾试液

10ml，密塞，放置 5 分钟，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5mol/L）滴定，至近终点时，加淀粉

指示液 1ml，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硫代硫酸钠滴

定液（0.05mol/L）相当于 0.9109mg 的 C6H14O6。 

【类别】 药用辅料，溶剂，填充剂，矫味剂，载体，增稠剂。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复核单位】 中国药科大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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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尔胶 

Gua’erjiao 

Guar Gum 

 [9000-30-0] 

本品系以豆科植物瓜尔豆 Cyamopsis tetragonolobus (L.) Taub 的种子为原料，去除表皮

及胚芽后，将胚乳加工精制得到的粉末，其主要成分为半乳甘露聚糖。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本品在水中溶胀成胶体溶液，在乙醇中不溶。 

【鉴别】 (1) 取本品适量，加碘试液，置显微镜下检视，多数细胞呈圆形、梨形或多

面体形，其胞内物呈黄色至棕色。 

（2）取本品 2g，加水 45ml，剧烈振摇 30 秒，室温放置 10 分钟，即形成凝胶或半凝胶

状物。 

（3）取本品 1g，加水 100ml 溶解，加 1%四硼酸钠溶液 10ml，即形成半透明有弹性的

凝胶状物。 

（4）取本品 0.01g，置于离心管中，加三氟醋酸溶液（7→100）2ml，混匀，120℃加热

1 小时。离心，取上清液，加水 10ml，减压干燥至产生胶状物，加水 0.1ml 和甲醇 0.9ml 溶

解，离心，取上清液，用甲醇稀释至 1ml，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半乳糖和甘露糖对照品各

0.01g，加水 2ml 溶解，用甲醇稀释至 20ml，作为混合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

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3μl，分别点于同一 Merck 硅胶 G 60 薄层板上，以乙腈-水（85:15）

为展开剂，二次展开，展开距离均为 15cm，晾干，喷以苯胺-二苯胺溶液（取二苯胺 1g 与

苯胺 1ml，加丙酮 50ml 和磷酸 5ml 使溶解，即得），在 85℃加热 10~20 分钟至斑点清晰。

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应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检查】 粒度  取本品 10.0g，照粒度和粒度分布测定法〔通则 0982 第二法（1）〕检

查，通过七号筛（125μm）的量应不低于供试量的 98%。 

黏度  取 105℃干燥 2 小时后的样品 5.0g，加异丙醇 10ml 湿润，边搅拌边加入 400ml

水中，用水稀释至 500ml。于 25℃恒温水浴中溶胀 2.5 小时，用玻璃棒搅拌均匀后立即依法

测定（通则 0633 第三法），用 NDJ-1 型旋转黏度计或其他同性能旋转黏度计，3 号转子，每

分钟 12 转，在 25℃时的动力黏度应不得小于 5000mPa·s。 

酸中不溶物  取本品约 0.5g，精密称定，加水 50ml 与硫酸 0.5ml，混匀，在烧杯上盖

一表面皿，水浴加热 6 小时，加水补充蒸发的水分。精密加入经 105℃干燥至恒重的硅藻土

0.5g，用已恒重的 4 号垂熔坩埚滤过，用热水反复冲洗滤器后，在 105℃干燥 3 小时，遗留

残渣不得过 7.0%。 

淀粉  取本品 1.0g，加水 100ml 溶解后，加入碘试液，不得有蓝色出现。 

蛋白质  取本品约 0.17g，精密称定，照氮测定法（通则 0704 第二法）测定，将结果乘

以 6.25，即得。按干燥品计算，含蛋白质不得过 10.0%。 

硼酸盐  取本品 1.0g，加水 100ml 溶解后，加盐酸溶液（10→100）10ml，摇匀，取 1

滴加于姜黄试纸上，不得出现褐红色，干后颜色不得加深，当用氨试液浸湿后不得变成墨绿

色。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 5 小时，减失重量不得过 12.0%（通则 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1.5%。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

过百万分之二十。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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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盐  取本品 0.67g，置凯氏烧瓶中，加硫酸 5ml，用小火使炭化（控制温度不超过 120℃，

必要时可添加硫酸，总量不超过 10ml），小心逐滴加入浓过氧化氢溶液，俟反应停止，继续

加热，并滴加浓过氧化氢溶液至溶液无色，冷却，加水 10ml，蒸发至浓烟发生使除尽过氧

化氢，加盐酸 5ml 与水适量，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二法），应符合规定（0.0003%）。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每 1g 供试品中需氧菌总数

不得过 1000 cfu，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100cfu，不得检出沙门氏菌和大肠埃希菌。 

【含量测定】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应性试验  用 8.0mm×30cm，7μm 的多孔聚苯乙烯凝胶和磺酸基组

成的阳离子交换树脂为填充剂，以水为流动相；用示差折光检测器检测，检测器温度 55℃，

柱温 80℃，流速 0.75ml/min，运行时间 17 分钟。用流动相配制成每 1ml 中含半乳糖、甘露

糖、木糖和葡萄糖各 5mg 的混合液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用流动相配制成每 1ml 中含半乳

糖和甘露糖各 10mg 的混合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精密量取系统适用性溶液、对照品溶液各

1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葡萄糖，木糖，半乳糖和甘露糖的相对保留时间分别为 0.88，

0.94，1.00，1.10。系统适用性溶液色谱图中，葡萄糖和木糖的分离度应不小于 0.9，木糖和

半乳糖的分离度应不小于 1.0，半乳糖和甘露糖的分离度应不小于 1.5。在对照品溶液色谱图

中，半乳糖和甘露糖的拖尾因子在 0.8~1.8 之间，半乳糖峰面积和甘露糖峰面积相对标准偏

差不得过 2.0%。 

测定法  取本品 100mg 置玻璃试管中，加水 2.0ml 和 1mol/L 的三氯乙酸 2.0ml，涡旋

30 秒混匀。在 105℃油浴加热 6 小时，在 15 分钟后涡旋 30 秒混匀， 30 分钟后涡旋 30 秒

混匀。进样前涡旋 30 秒，用 0.45μm 滤膜过滤，作为供试品溶液 A。另取本品，用流动相溶

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瓜尔胶 5mg 的溶液作为供试品溶液 B。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供

试品溶液 A 与供试品溶液 B 各 10μl 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供试品溶液 B 中，色谱

图中应无半乳糖和甘露糖的色谱峰出现。 

半乳糖（CG）和甘露糖(CM)在瓜尔胶中的组成计算公式： 

CG(或 CM)=（ru/rs）×(CS/CU) ×100 

ru =半乳糖或甘露糖在供试品溶液 A 中峰响应值 

rs =半乳糖或甘露糖在对照品溶液中峰响应值 

CS =半乳糖或甘露糖对照品在对照品溶液中的浓度（mg/ml） 

CU =瓜尔胶在供试品溶液 A 中的浓度（mg/ml） 

计算半乳甘露聚糖公式： 

       结果=CM+CG 

计算瓜尔胶中甘露糖与半乳糖的比例： 

结果= CM/CG 

半乳甘露聚糖含量不得少于 66.0%，甘露糖与半乳糖的比例为 1.4~2.2。 

【类别】 药用辅料，增稠剂和助悬剂等。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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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胶 

Kalajiao 

Carrageenan 

[9000-07-1] 

本品是以红藻（Rhodophyceae）类植物为原料，经水或碱液等提取并加工而成的 λ 型、

κ 型和 ι 型三种基本型号的混合物。 

【性状】 本品为类白色或白色或黄色至褐色粉末。 

本品在水中易溶，形成粘稠物或胶状液体，在甲醇、乙醇等有机溶剂中不溶。 

【鉴别】 （1）取本品约 2g，置烧杯中，加水 100ml，在 80℃水浴中加热使溶解，取出，

放冷，冷却后溶液变得更加粘稠，或形成凝胶。 

（2）取鉴别（1）中的溶液 10ml，趁热加 10%氯化钾溶液 4 滴，混合，冷却后，形成脆性

凝胶的主要为 κ型；形成弹性凝胶的主要为 ι 型；不能形成凝胶的主要为 λ 型。 

（3）取鉴别（1）中的溶液适量，加入 4 倍量的水，混匀，加入亚甲基蓝指示液 3 滴，形成

蓝色的粘性沉淀。 

（4）取本品约 2g，加入 2.5%氯化钾溶液 200ml，搅拌 1 小时，放置 18 小时后再搅拌 1 小

时，转移至离心管中，离心 15 分钟。取上清液，残渣中加 2.5%氯化钾溶液 200ml，混匀，

再次离心 15 分钟，合并上清液，加 90%乙醇 800ml，混匀，滤过，残渣用 90%乙醇 250ml

洗涤，残渣在 60℃下干燥 2 小时，即得非胶体的组分。（λ 型卡拉胶） 

取上述离心后的残渣，加水 250ml，混匀，在 90℃水浴加热 10 分钟，取出，放冷至 60℃，

离心，弃去上清液，残渣用 90%乙醇 250ml 洗涤，离心，弃去上清液，残渣于 60℃下干燥

2 小时，即得凝胶组分。（κ 型和 ι 型卡拉胶） 

分别取上述干燥品适量，用水制成每 1ml 中含 2mg 溶液，取溶液适量置于合适的非粘

性表面上，干燥形成薄膜，取薄膜，使薄膜粘附于溴化钾片表面，依法测定（通则 0402），

凝胶组分与非凝胶组分的最大吸峰收分别为 1065cm
-1 和 1020cm

-1，其他的特征吸收峰与

1050cm
-1 处的吸光度比值如下表所示：  

波数范围 

cm
-1

 
成分 吸光度比值（与 1050 cm

-1 比较） 

  κ 型 ι 型 λ 型 

1220～1260 硫酸酯 0.7～1.2 1.2～1.6 1.4～2.0 

928～933 3,6-半乳糖酐 0.3～0.6 0.2～0.4 0～0.2 

840～850 半乳糖-4-硫酸 0.3～0.5 0.2～0.4 — 

825～830 半乳糖-2-硫酸 — — 0.2～0.4 

810～820 半乳糖-6-硫酸 — — 0.1～0.3 

800～805 3,6-半乳糖酐-2-硫酸 0～0.2 0.2～0.4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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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凝胶组分应符合 λ 型，凝胶组分应符合 κ 型或 ι 型或部分符合 κ型与 ι 型。 

【检查】 黏度  取本品 3.75g，置烧杯中，加水 200ml，搅拌 15 分钟，加水至重量为 250g，

于水浴中加热至 80℃，并连续搅拌，补足失去的水分搅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取供试品溶

液适量，用同轴圆筒旋转黏度计（通则 0633 第三法）测定，测量系统的内筒直径为 25mm，

内筒浸入样品的深度为 42mm；外筒直径为 27mm。在 75℃时，以转速 18rpm 或角速度为

1.875rad·s
-1 测定动力黏度值，应不小于 5mPa·s。 

酸不溶物  取本品约 2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入硫酸溶液（1→100）150ml，混匀，

加热回流 6 小时，并补足失去的水分，精密加入在 105℃干燥至恒重的硅藻土约 500mg，搅

匀，用已恒重的 3 号垂熔坩埚滤过，并用热水洗涤锥形瓶，滤过，残渣于 105℃干燥至恒重。

酸不溶物不得过 2.0%。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12.0%（通则 0831）。 

灰分 取本品 1.0g，置炽灼至恒重的坩埚中，缓缓炽灼至完全炭化后，于 600℃下炽灼至恒

重，按干燥品计算，遗留残渣不得过 35%。 

重金属  取灰分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

之二十。 

砷盐  取本品约 0.67g，加氢氧化钙 1.0g，混合，加水适量，搅拌均匀，干燥后，以小火灼

烧使炭化，再以 500～600℃炽灼使完全炭化，放冷，加盐酸 8ml 与水 23ml，依法检查（通

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定（0.0003%）。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1105和通则1106），每1g中需氧菌总数不得过200cfu、

霉菌和酵母菌数不得过 100cfu，不得检出沙门氏菌和大肠埃希菌。  

【贮藏】 密封保存。 

【类别】 药用辅料，增稠剂，稳定剂等。 

【起草单位】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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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氟丙烷(供外用气雾剂用) 

 Qifubingwan（Gongwaiyongqiwujiyong） 

Heptafluoropropane  

                               

   C3HF7 170.03  

[431-89-0] 

本品系由六氟丙烯和氟化氢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加成制得，含 1,1,1,2,3,3,3-七氟丙烷

（C3HF7）不得少于 99.95%。  

【性状】 本品为无色气体，有轻微的醚样气味。在加压下呈液体。本品与乙醇互溶，

在水中微溶。  

【鉴别】 （1）取本品与七氟丙烷对照品各 1ml，照有关物质项下色谱条件试验，供试

品的主峰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的主峰保留时间一致。  

（2）将本品通入红外气体池中，排出气体池中的多余空气后作为供试品，依法测定（通

则 0402），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的图谱（附图 1）一致。            

【检查】 酸度  取本品约 100.0g，依次通过用导管串联的 3 个多孔式气体洗瓶（洗瓶

中预先加有无二氧化碳的水 100ml，在第 3 个洗瓶中加入溴甲酚绿指示液 3 滴）后。如指

示液未变色（如变色需重新实验），合并前 2 个洗瓶的吸收液，移入锥形瓶中，用氢氧化钠

滴定液（0.01mol/L）滴定，消耗滴定液的体积不得过 0.28ml（以 HCl 计,0.0001%)。  

高沸点残留物  取本品约 200.0g，置 105℃恒重的蒸发管中，室温挥发至干，用二氯甲

烷 10ml 洗涤管内壁，置 90℃水浴蒸干后，105℃干燥 30 分钟，遗留残渣不得过 10mg

（0.0050%）。  

氯化物  取本品约 40.0g，以每分钟约 3g 的速率通入加有硝酸 3 滴和饱和硝酸银溶液 9

滴的无水甲醇 30ml 中，不得发生浑浊。  

气相中不凝性气体  取本品，用导管（聚乙烯软管或金属管）连接钢瓶朝上出口，缓慢

开启阀门，待气流流出时，用进样针或直接与气相色谱仪的进样阀连接，用本品（大于被置

换容积的 10 倍量）反复置换和清洗进样针或进样系统，以排出系统中多余空气后作为供试

品。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用直径为（0.18～0.25）mm 的二乙烯苯-乙基乙烯

苯型高分子多孔小球为固定相的填充柱，柱温 100℃；进样口温度为 150℃；检测器为热导

检测器，温度为 150℃。量取供试品 1m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另取 1.5%标准空

气对照品同法 处理，依法测定。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供试品中不凝性气体含量（W1），

按下式计算 25℃时气相中不凝性气体含量，不得过 1.5%（V/V）。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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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为供试品测定温度 T（℃）时的饱和蒸汽压值（附表），  

P25 为供试品 25℃时的饱和蒸汽压值（附表）。  

有关物质  取本品与气相色谱仪的进样阀连接，反复置换和清洗进样针或进样系统，以

排出系统中多余空气后作为供试品，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用 14% 氰丙基苯基

-甲基聚硅氧烷（120m×0.25mm×1.0μm）和 6%氰丙基苯基 -94%甲基聚硅氧烷（60m× 

0.25mm×1.0μm）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串联使用；初始温度-20℃保持 20 分钟，以每分钟 2℃

速率升温到 40℃，保持 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80℃；检测器为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温度为

180℃；进样体积约 0.8ml；分流比为 30:1。取供试品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七氟

丙烷峰保留时间约为 27 分钟，理论板数按七氟丙烷峰计不低于 200000。本品色谱图中如有

杂质峰，以甲烷的保留时间作为死时间，计算各组分峰的相对校正保留时间（附图 2，必要

时可采用质谱法或相应对照品确证），相对校正因子见下表，按校正后的峰面积归一化法计

算。含 1,1,3,3,3-五氟-1-丙烯不得过 0.0020%，含六氟丙烯不得过 0.0020%，总不饱和烃不得

过 0.0050%；总杂质不得过 0.05%。 

序号  组分名称  相对校正保留时间  相对校正因子  

1  CH4  0  /  

2  CF3CF2CF2CF3  0.070  3.86  

3  CF3CF=CF2  0.18  0.72  

4  CF3CF=CFCF3（反）  0.27  0.78  

5  CF3CF=CFCF3（顺）  0.32  0.78  

6  CF3CFClCF3  0.40  1.13  

7  CF3CF2CH3  0.55  0.63  

8  CF3CH=CF2  0.58  0.59  

9  CF3CF=CHF（顺）  0.85  0.59  

10  HFC-227ea  1.0  1.0  

11  CF3CF=CHF（反）  1.12  0.59  

12  CF3CH2CF3  1.50  0.69  

13  CF3CHFCl  2.42  0.96  

 

水分  取本品约 10.0g，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 2）测定。含水分不得过 0.001%。  

【含量测定】 取本品，照有关物质项下测定杂质总量，并以 100.0%减去杂质总量，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抛射剂（供外用气雾剂用）。  

【贮藏】 置耐压容器中，通风、阴凉、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复核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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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3,3,3-七氟丙烷(供外用气雾剂用)质量标准附录 

 

图 1：七氟丙烷红外对照图谱（气体池法） 

 附表 七氟丙烷不同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 

温度（℃）  饱和蒸气压

（MPa）  

温度（℃）  饱和蒸气压

（MPa）  

温度（℃）  饱和蒸气压

（MPa）  

-60.0  0.00820  3.0  0.2158  30.0  0.5299  

-50.0  0.01619  4.0  0.2240  31.0  0.5459  

-40.0  0.02966  5.0  0.2323  32.0  0.5622  

-30.0  0.05099  6.0  0.2410  33.0  0.5788  

-20.0  0.08303  7.0  0.2498  34.0  0.5958  

-19.0  0.08695  8.0  0.2589  35.0  0.6132  

-18.0  0.09101  9.0  0.2683  36.0  0.6310  

-17.0  0.09521  10.0  0.2779  37.0  0.6491  

-16.0  0.09957  11.0  0.2877  38.0  0.6676  

-15.0  0.1041  12.0  0.2979  39.0  0.6865  

-14.0  0.1087  13.0  0.3083  40.0  0.7058  

-13.0  0.1136  14.0  0.3189  41.0  0.7255  

-12.0  0.1186  15.0  0.3299  42.0  0.7456  

-11.0  0.1237  16.0  0.3411  43.0  0.7661  

-10.0  0.1291  17.0  0.3526  44.0  0.7870  

-9.0  0.1346  18.0  0.3644  45.0  0.8084  

-8.0  0.1403  19.0  0.3764  46.0  0.8301  

-7.0  0.1461  20.0  0.3888  47.0  0.8523  

-6.0  0.1522  21.0  0.4015  48.0  0.8749  

-5.0  0.1584  22.0  0.4145  49.0  0.898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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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0.1649  23.0  0.4278  50.0  0.9215  

-3.0  0.1715  24.0  0.4414  60.0  1.182  

-2.0  0.1784  25.0  0.4553  70.0  1.494  

-1.0  0.1854  26.0  0.4696  80.0  1.863  

0.0  0.1927  27.0  0.4841  90.0  2.298  

1.0  0.2002  28.0  0.4991  100.0  2.814  

2.0  0.2079  29.0  0.5143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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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  酸 

Rusuan 

Lactic Acid 

 
                                           C3H6O3    90.08 

本品为2-羟基丙酸及其缩合物的混合物。含乳酸以（C3H6O3）计算，应为85.0%~92.0%（g/g）。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几乎无色的澄清黏稠液体；几乎无臭，味微酸；有引湿性；水溶液

显酸性反应。 

本品与水、乙醇能任意混合。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0601）为1.20~1.21。 

【鉴别】 本品的水溶液显乳酸盐（通则0301) 的鉴别反应 。 

【检查】 颜色  取本品，与黄色1号标准比色液（通则0901第一法）比较，不得更深。 

氯化物  取本品3.0g，依法检查（通则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6.0ml制成的对照液比较，

不得更浓（0.002%）。 

硫酸盐  取本品2.0g，依法检查（通则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2.0ml制成的对照液比较，

不得更浓（0.010%）。 

枸橼酸、草酸、磷酸或酒石酸  取本品0.5g，加水适量使成5ml，混匀，用氨试液调至微碱

性，加氯化钙试液1ml，置水浴中加热5分钟，不得产生浑浊。 

易炭化物  取95%（g/g）硫酸5ml，置洁净的试管中，注意沿管壁加本品5ml，使成两液层，

在15℃静置15分钟，接界面的颜色不得比淡黄色更深。 

还原糖  取本品0.5g，加水10ml混匀，用20%氢氧化钠溶液调至中性，加碱性酒石酸铜试液

6ml，加热煮沸2分钟，不得生成红色沉淀。 

炽灼残渣  不得过0.1%（通则0841）。 

钙盐  取本品1.0g，加水10ml溶解，加氨试液中和，加草酸铵试液数滴，不得产生浑浊。 

铁盐  取本品1.0g，依法检查（通则0807），与标准铁溶液1.0ml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

更深（0.001%)。 

重金属  取本品2.0g，加水10ml与酚酞指示液1滴，滴加氨试液适量至溶液显粉红色，加稀

盐酸3 ml与水适量使成25ml，依法检查（通则0821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砷盐  取本品2.0g，加水23ml溶解后，加盐酸5ml，依法检查（通则0822第一法），应符合

规定（0.0001 %）。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1g，精密称定，加水50ml，精密加氢氧化钠滴定液（1mol/L）25ml，

煮沸5分钟，加酚酞指示液2滴，趁热用硫酸滴定液（0.5mol/L）滴定，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

试验校正，即得。每lml氢氧化钠滴定液（lmol/L）相当于90.08 mg的C3H6O3。 

【类别】 药用辅料，酸化剂和增溶剂。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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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梨  醇 

Shanlichun 

Sorbitol  

CH2OH

C OHH

C HHO

C

C

CH2OH

OHH

OHH

 

C6H14O6  182.17 

[50-70-4] 

本品为 D-山梨糖醇。按干燥品计算，含 C6H14O6不得少于 98.0%。 

【性状】 本品为白色结晶性粉末；无臭，味甜；有引湿性。 

本品在水中易溶，在乙醇中微溶，在三氯甲烷或乙醚中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约 5g，精密称定，置 50ml 量瓶中，加硼砂 6.4g 与水适量，振摇使完全

溶解，并稀释至刻度（如溶液不澄清，应滤过），依法测定（通则 0621），比旋度为＋4.0
°

至＋7.0
°。  

【鉴别】 （1）取本品约 50mg，加水 3ml 溶解后，加新制的 10%儿茶酚溶液 3ml，摇

匀，加硫酸 6ml，摇匀，即显粉红色。 

（2）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的图谱（光谱集 1278 图）一致。 

【检查】 酸度  取本品 5.0g，加新沸放冷的水 50ml 溶解后，加酚酞指示液 3 滴与氢氧

化钠滴定液（0.02mol/L）0.30ml，应显淡红色。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 3.0g，加水 20ml 溶解后，溶液应澄清无色。 

氯化物  取本品 1.4g，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7.0ml 制成的对照液

比较，不得更浓（0.005%）。 

硫酸盐  取本品 2.0g，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2.0ml 制成的对照液

比较，不得更浓（0.01%）。 

还原糖  取本品 10.0g，置 400ml 烧杯中，加水 35ml 使溶解，加碱性酒石酸铜试液 50ml，

加盖玻璃皿，加热使在 4〜6 分钟内沸腾，继续煮沸 2 分钟，立即加新沸放冷的水 100ml，

用 105℃恒重的垂熔玻璃坩埚滤过，用热水 30ml 分次洗涤容器与沉淀，再依次用乙醇与乙

醚各 10ml 洗涤沉淀，于 105℃干燥至恒重，所得氧化亚铜重量不得过 67mg。 

总糖  取本品 2.1g，置 250ml 磨口烧瓶中，加盐酸溶液（9→1000）约 40ml，加热回流

4 小时，放冷，将盐酸溶液移入 400ml 烧杯中，用水 10ml 洗涤容器并入烧杯中，用 24%氢

氧化钠溶液中和，照还原糖项下自“加碱性酒石酸试液 50ml”起依法操作，所得氧化亚铜

重量不得过 50mg。 

有关物质  取本品约 0.5g，置 10ml 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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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溶液；精密量取 2ml，置 10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溶液。分别取

甘露醇对照品与山梨醇对照品各约 0.5g，置 10ml 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作为系统适用性试验溶液。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试验，用磺化交联的苯乙烯二

乙烯基苯共聚物为填充剂的强阳离子钙型交换柱（或分离效能相当的色谱柱）；以水为流动

相；流速为每分钟 0.5ml，柱温 72〜85℃，示差折光检测器。取系统适用性溶液 20μl 注人

液相色谱仪，甘露醇峰与山梨醇峰的分离度应大于 2.0。精密量取对照溶液与供试品溶液各

2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至主成分峰保留时间的 3 倍。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如

有杂质峰，单个杂质峰面积不得大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2.0%），各杂质峰面积的和不得大

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的 1.5 倍（3.0%）。 

干燥失重  取本品，置五氧化二磷干燥器中，在 60℃减压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

过 1.0%（通则 0831）。 

炽灼残渣  不得过 0.1 %（通则 0841）。 

重金属  取本品 2.0g，加醋酸盐缓冲液（pH3.5）2ml 与水适量，使溶解成 25ml，依法

检查（通则 0821 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砷盐  取本品 1.0g，加水 10ml 溶解后，加稀硫酸 5ml 与溴化钾溴试液 0.5ml，置水浴

上加热 20 分钟，使保持稍过量的溴存在（必要时，可滴加溴化钾溴试液），并随时补充蒸发

的水分，放冷，加盐酸 5ml 与水适量使成 28ml，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

定（0.0002%）。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2g，精密称定，置 250ml 量瓶中，加水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精密量取 10ml，置碘瓶中，精密加高碘酸钠（钾）溶液[取硫酸溶液（l→20）90ml

与高碘酸钠（钾）溶液（2.3→1000）110ml 混合制成]50ml，置水浴上加热 15 分钟，放冷，

加碘化钾试液 10ml，密塞，放置 5 分钟，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5mol/L）滴定，至近终

点时，加淀粉指示液 1ml，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05mol/L）相当于 0.9109mg 的 C6H14O6。 

【类别】 药用辅料，溶媒和稳定剂等。 

【贮藏】 遮光，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复核单位】 沈阳药科大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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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四氟乙烷（供外用气雾剂用） 

Sifuyiwan 

Tetrafluoroetnone 

F C C

F

F

H

F

H  

C2H2F4    102.03                     

[811-97-2]                     

本品为 1,1,1,2-四氟乙烷。含 CH2FCF3 不得少于 99.95%。 

【性状】 本品为无色、无臭的气体，在加压下成为液体。 

【鉴别】 （1） 取本品与四氟乙烷对照品各 1ml，照有关物质项下色谱条件试验，供

试品的主峰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的主峰保留时间一致。  

（2）在红外气体池中充满过量干燥氮气，加入适量的供试品，依法测定（通则 0402），

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的图谱（附图 1）一致。 

【检查】 酸度  取溴麝香草酚蓝乙醇指示液 6 滴，置 50ml 水中，摇匀。如溶液显黄

色，滴加 0.01mol/L 的氢氧化钠溶液使呈绿色；如溶液显绿色，滴加 0.01mol/L 的盐酸溶液

使呈黄色，再滴加 0.01mol/L 氢氧化钠溶液使呈绿色。取甲、乙、丙 3 支比色管，分别加

入上述溶液各 10ml，乙管中加盐酸滴定液（0.0001mol/L）1.4ml，丙管中通入本品 50g （控

制流速每分钟不得过 1.5g），甲管和丙管如显黄色，与乙管比较不得更深（以 HCl 计不得过 

0.00001%）。 

高沸点残留物  取本品约 400.0g，置 105℃ 恒重的蒸发管中，室温下挥发至干，用二

氯甲烷 10ml 冲洗蒸发管内壁，置 90℃水浴蒸干后，105℃ 干燥至恒重，遗留残渣不得过

40mg（0.01%）。 

氯化物  取本品约 37g，通入加有硝酸 6 滴和饱和硝酸银 18 滴的无水甲醇 30mL 中，

进样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溶液中应无白色絮状沉淀。 

气相中不凝性气体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用直径为 0.18~0.25mm 的二

乙烯苯-乙基乙烯苯型高分子多孔小球为固定相的填充柱，柱温为 100℃；进样口温度为

150℃；检测器为热导检测器，温度为 150℃。量取供试品 1m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

图（附图 3）。另取 1.5%标准空气（市售）同法处理，依法测定。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供

试品中不凝性气体含量（C2），按下式计算 25℃时气相中不凝性气体含量，不得过 1.5% 

（V/V）。计算公式如下： 

C2（%）=

25

1

)15.273(

15.298

PT

PC

S

S




    

其中：  

C1--- 该试验温度下的不凝性气体含量，%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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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25℃温度下的不凝性气体含量，% 

TS --- 待分析的四氟乙烷样品取样时的温度，℃；   

PS --- 待分析的四氟乙烷样品在取样温度下的饱和蒸汽压（见标准附录 3），kPa； 

P25--- 待分析的四氟乙烷样品在 25℃时的饱和蒸汽压（见标准附录 3），kPa；                                                                                                                                                                                                                                                                                                                                                                                                                                                                                                                                                                                                                                                                                                                                                                                                                                                                                                                                                                                                                                                                                                                                                                                                                                                                                                                                                                                                                                                                                                                                                                                                                                                                                                                                                                                                                                                                                                                                                                                                                                                                                                                                                                                                                                                                                                                                                                                                                                                                                                                                                                                               

  有关物质  取本品与气相色谱仪的进样阀连接，反复置换和清洗进样针或进样系统，以

排出系统中多余空气后作为供试品。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用氧化铝为固定相

（PLOT Al2O3 S 型或极性相近）的石英毛细管柱（50m×0.53mm×15μm）； 初始温度 50℃，

保持 5 分钟，以每分钟 2.0℃速率升温至 100℃，再以每分钟 10.0℃速率升温至 150℃，保

持 15 分钟；进样口温度 170℃；检测器为火焰离子化检测器，温度为 250℃； 分流比为 5:1。

在恒温环境下，另取四氟乙烷对照品和五氟乙烷对照品适量，用氮气逐级稀释至约 0.05%，

量取 1.0ml 注入气相色谱仪，调节仪器灵敏度，使四氟乙烷主成分色谱峰的峰高为满量程

的 20%以上，五氟乙烷峰和四氟乙烷峰的分离度不得小于 25.0，理论板数按四氟乙烷峰计

不低于 200000。量取供试品 1.0m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以上述四氟乙烷对照品

峰的保留时间为 1.0，计算各组分的相对保留时间（附图 2，必要时可采用质谱法或相应对

照品确证），相对校正因子见下表，按校正后的峰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含二氟乙烯不得过

0.0005%，含 1,1,-二氟-2-氯乙稀不得过 0.0005%，总不饱和烃不得过 0.0005%； 含五氟乙烷

不得过 0.0005%，含 1,1,1-三氟乙烷不得过 0.01%，含 1,1,1,2-四氟-1-氯乙烷不得过 0.01%，

含 1,1,2,2-四氟乙烷不得过 0.05%；未知杂质总量不得过 0.001%；杂质总量不得过 0.05%。 

序号  杂质名称  代码  相对保留时间  相对校正因子*  

1  二氟乙烯  1132  0.15  0.524  

2  五氟氯乙烷  115  0.22  3.318  

3  三氟甲烷  23  0.35  7.163  

4  1,1,1-三氟乙烷  143a  0.49  0.649  

5  1,1,-二氟-2-氯乙稀  1122  0.68  0.912  

6  1,1,2,2-四氟-1,2-二氯乙烷  114  0.70  2.676  

7  1,1,1,2-四氟-2,2-二氯乙烷  114a  0.79  2.379  

8  五氟乙烷  125  0.80  2.487  

9  四氟乙烷  134a  1.00  1.000  

10  1,1,1,2-四氟-1-氯乙烷  124  1.12  1.674  

11  1,1,2,2-四氟乙烷  134  1.13  1.037  

12  1,1,1-三氟-2-氯乙烷  133a  1.14  1.001  

13  2,2-二氯-1,1,1,-三氟乙烷  123  1.18  1.414  

*相对校正因子计算：用四氟乙烷为参考峰，以有效碳原子数法计算其他杂质的相对于四氟乙烷的校正因

子。 

计算公式如下：RRFi/ RRF134a= (ECN134a/ ECN)×(Mi/ M134a) 

式中：RRFi 为组分 i 相对于四氟乙烷的校正因子；Mi ----组分 i 的分子量；M134a----四氟乙烷的分子量； 

RRF134a----1.0； ECN ----有效碳原子数。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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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  取本品约 10.0g，通入阳极电解液中（流速约每分钟 3g），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 2）测定。含水分不得过 0.001%。 

【含量测定】 取本品，照有关物质项下测定杂质总量，并以 100.0%减去杂质总量，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抛射剂（供外用气雾剂用）等。 

【贮藏】 贮于金属气瓶中，密封、阴凉处保存。 

【起草单位】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复核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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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四氟乙烷(供外用气雾剂用)质量标准附录 

 

图 1：四氟乙烷红外对照图谱（气体池法） 

  

图 2：四氟乙烷和已知杂质典型色谱图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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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四氟乙烷不同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 

温度/℃  蒸汽压/kPa  温度/℃  蒸汽压/kPa  温度/℃  蒸汽压/kPa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84.74  

88.82  

93.05  

97.44  

101.99 

106.71 

111.60 

116.67 

121.93 

127.36 

132.99 

138.81 

144.83 

151.05 

157.49 

164.13 

171.00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43.42 

252.74 

262.33 

272.21 

282.37 

292.82 

303.57 

314.62 

325.98 

337.65 

349.64 

361.95 

374.59 

387.57 

400.89 

414.55 

428.57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571.61 

589.49 

607.79 

626.51 

645.67 

665.27 

685.31 

705.80 

726.76 

748.17 

770.07 

792.43 

815.29 

838.63 

862.48 

886.83 

911.69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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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香 

Songxiang 

Rosin 

[8050-09-7] 

本品系由松科松属植物 Pinaceae 的树干中取得的油树脂，经蒸馏除去松节油后制得。 

【性状】本品为淡黄色至淡棕色不规则块状，断面呈壳状，有玻璃样光泽，质脆，易碎。 

本品在乙醇、冰醋酸和乙醚中易溶。 

酸值  应为 150～177（通则 0713）。 

【鉴别】（1）本品燃烧时产生棕色浓烟。 

（2）取本品 1g，加入甲醇 10ml，加热溶解，防冷，作为供试品溶液；取麝香草酚与芳

樟醇对照品各 10mg，置 10ml 量瓶中，用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

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10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

中，以二氯甲烷为展开剂，展开，展开距离大于 15 厘米，晾干，喷以茴香醛溶液（取茴香

醛 0.5g，加入冰醋酸 10ml、甲醇 85ml 和硫酸 5ml，混匀即得。），在 105℃下加热 10 分钟，

供试品溶液色谱中不得出现与对照品溶液相同位置与颜色的斑点。 

【检查】 软化点  取本品适量，依法检查（通则 2102），软化点应不低于 76.0℃。 

乙醇不溶物  取本品约 20g，精密称定，加乙醇 75ml，置水浴中加热使溶解，趁热用

在 105℃恒重的 4 号垂熔玻璃坩埚滤过，滤渣用热乙醇洗涤至残渣和坩埚壁无色，在 105℃

干燥至恒重，遗留残渣不得过 0.030%。 

不皂化物  取本品约 5.0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入 10%氢氧化钾乙醇溶液 20ml，

加热回流 1.5 小时，并时时振摇。取出，放冷，转移至分液漏斗中，用水洗涤锥形瓶 2 次，

每次 25ml，洗液并入分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40ml，合并乙醚提取液，再用水

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每次 30ml。取乙醚提取液，置已恒重的蒸发皿中，用乙醚 15ml 洗涤

分液漏斗，洗液并入蒸发皿中，置 50℃水浴上蒸去乙醚，在 110℃干燥 1 小时，放冷，称定

重量。用中性异丙醇(对酚酞指示液显中性)15ml 溶解残渣，加酚酞指示液 2～3 滴，用氢氧

化钠滴定液（0.05mol/L）滴定至微红色持续 30 秒钟不褪色。按下式计算，含不皂化物不得

过 5.0%。 

%100
45.30205.0)1000/Vm-m

% 12 



m

F（）（
）不皂化物（  

m1：蒸发皿的质量（g）； 

m2：蒸发皿与残渣的质量（g）； 

m：供试品取样量（g）； 

V：消耗氢氧化钠滴定液的体积（ml）； 

F：滴定液的校正因子； 

302.45：一元树脂酸的摩尔质量的数值（g/ml）。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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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百万分之二十。 

【类别】 药用辅料，黏合剂等。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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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半胱氨酸 

Yansuan Banguang’ansuan 

Cysteine Hydrochloride 

 

C3H7NO2S·HCl·H2O    175.64 

本品为L-2-氨基-3-巯基丙酸盐酸盐一水合物。按干燥品计算，含C3H7NO2S·HCl不得少

于98.5%。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有臭。 

本品在水中易溶，在乙醇中略溶，在丙酮中几乎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 lmol/L盐酸溶液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l ml中约含80mg

的溶液，依法测定（通则0621），比旋度为+5.5
°至+7.0

°。 

【鉴别】 （1）取其他氨基酸项下的供试品溶液与盐酸半胱氨酸对照品贮备液各10ml，

分别用水稀释至25ml，作为供试品溶液与对照品溶液。照其他氨基酸项下的色谱条件试验。

供试品溶液所显主斑点的位置和颜色应与对照品溶液的主斑点相同。 

（2）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的图谱（光谱集816图）一致。 

【检查】 酸度  取本品0.20g，加水20 ml溶解后，依法测定（通则0631），pH值应为

1.5~2.0。 

溶液的透光率  取本品0.5g，加水10 ml溶解后，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0401），

在430 nm的波长处测定透光率，不得低于98.0%。 

含氯量  取本品约0.25g，精密称定，加水10ml与硝酸溶液（1→2）l0ml溶解后，精密

加入硝酸银滴定液（0.lmol/L）25ml与1%高锰酸钾溶液50 ml，在水浴上加热30分钟，放冷，

滴加30%过氧化氢溶液至溶液成无色，然后加硫酸铁铵指示剂8ml和硝基苯1ml，用硫氰酸铵

滴定液（0.lmol/L）滴定，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lml硝酸银滴定液（0.1mol/L）

相当于3.545mg的C1。含氯量应为19.8%~20.8%。 

硫酸盐  取本品0.7g，依法检查（通则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1.4ml制成的对照液

比较，不得更浓（0.02%）。 

其他氨基酸  取本品0.20g，置10ml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取5ml，加

4% N-乙基顺丁烯二酰亚胺乙醇溶液5ml，混匀，放置5分钟，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1ml，

置200ml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溶液；另取盐酸半胱氨酸对照品20mg，

加水10ml使溶解，加4% N-乙基顺丁烯二酰亚胺乙醇溶液10ml，混匀，放置5分钟，作为盐

酸半胱氨酸对照品贮备液；取酪氨酸对照品10mg，置25ml量瓶中，加水适量使溶解，加盐

酸半胱氨酸对照品贮备液1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照薄层色

谱法（通则0502）试验，吸取上述三种溶液各5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G薄层板上，以冰醋酸

-水-正丁醇（1∶1∶3）为展开剂，展开至少15 cm，晾干，80℃加热30分钟，喷以0.2%茚三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 4 月 

酮的正丁醇-2mol/L醋酸溶液（95∶5）混合溶液，在105℃加热约15分钟至斑点出现，立即

检视。对照溶液应显一个清晰的斑点，系统适用性溶液应显两个完全分离的斑点。供试品溶

液如显杂质斑点，其颜色与对照溶液的主斑点比较，不得更深（0.5%）。 

干燥失重  取本品，以五氧化二磷为干燥剂，减压干燥24小时，减失重量应为

8.0%~12.0%（通则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1.0g，依法检查（通则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0.1%。 

铁盐  取本品1.0g，依法检查（通则0807），与标准铁溶液1.0ml制成的对照液比较，

不得更深（0.0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0821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

百万分之十。 

砷盐  取本品2.0g，加水23ml溶解后，加盐酸5ml，依法检查（通则0822第一法），应

符合规定（0.0001%）。 

热原  取本品，加氯化钠注射液溶解并稀释制成每lml中含15mg的溶液，依法检查（通

则1142），剂量按家兔体重每lkg注射10ml，应符合规定。（供注射用）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0.25g，精密称定，置碘瓶中，加水20ml与碘化钾4g，振摇溶解

后，加稀盐酸5ml，精密加入碘滴定液（0.05mol/L）25ml，于暗处放置15分钟，再置冰浴中

冷却5分钟，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近终点时，加淀粉指示液2ml，继续

滴定至蓝色消失，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lml碘滴定液（0.05mol/L）相当于盐

酸头孢甲肟15.76mg的C3H7NO2S·HCl。 

【类别】 药用辅料，发酵促进剂，抗氧剂等。 

【贮藏】 遮光，密封，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 4 月 

右旋糖酐 20 

Youxuantanggan 20 

Dextran 20 

 

本品系蔗糖经肠膜状明串珠菌L.-M-1226号菌（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发酵后生成

的高分子葡萄糖聚合物，经处理精制而得。右旋糖酐20的重均分子量（Mw）应为16 000〜24 

000。 

【性状】 本品为白色粉末；无臭。 

本品在热水中易溶，在乙醇中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lml中约含10mg的溶液，在25℃

时，依法测定（通则0621），比旋度为+190
°至+200

°。 

【鉴别】 取本品0.2g，加水5ml溶解后，加氢氧化钠试液2ml与硫酸铜试液数滴，即生

成淡蓝色沉淀；加热后变为棕色沉淀。 

【检査】 分子量与分子量分布  取本品适量，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lml中约含

10mg的溶液，振摇，放置过夜，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4~5个已知分子量的右旋糖酐对照品，

同法制成每l ml中各含10m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分子排阻色谱法（通则0514），以亲

水性球型高聚物为填充剂（TSK G PWXL柱、Shodex OHpak SB HQ柱或其他适宜色谱柱）；

以0.71%硫酸钠溶液（内含0.02%叠氮化钠）为流动相；柱温为35℃；流速为每分钟0.5ml；

示差折光检测器。 

称取葡萄糖和葡聚糖2000适量，分别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lml中约含10mg的溶

液，取20 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得保留时间tT和t0，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色谱图中主峰

的保留时间tR均应在tT和t0之间。理论板数按葡萄糖峰计算不小于5000。 

取上述各对照品溶液20 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由GPC软件计算回归方

程。取供试品溶液20 μl，同法测定，用GPC软件算出供试品的重均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本

品10%大分子部分重均分子量不得大于70 000，10%小分子部分重均分子量不得小于3500。 

氯化物  取本品0.10g，加水50ml，加热溶解后，放冷，取溶液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5 ml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25%）。 

氮  取本品0.20g，置50ml凯氏烧瓶中，加硫酸1 ml，加热消化至供试品成黑色油状物，

放冷，加30%过氧化氢溶液2ml，加热消化至溶液澄清（如不澄清，可再加上述过氧化氢溶

液0.5~1.0ml，继续加热），冷却至20℃以下，加水10ml，滴加5%氢氧化钠溶液使成碱性，

移至50ml比色管中，加水洗涤烧瓶，洗液并入比色管中，再用水稀释至刻度，缓缓加碱性

碘化汞钾试液2ml，随加随摇匀（溶液温度保持在20℃以下）；如显色，与标准硫酸铵溶液

（精密称取经105°C干燥至恒重的硫酸铵0.4715g，置100ml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混匀，作为贮备液。临用时精密量取贮备液1 ml，置100ml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每lml相当于10μg的N）1.4 ml加硫酸0.5 ml用同法处理后的颜色比较，不得更深（0.007%）。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105°C干燥6小时，减失重量不得过5.0%（通则083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 4 月 

炽灼残渣  取本品1.5g，依法检查（通则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0.5%。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0821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

百万分之八。 

【类别】 药用辅料。 

【贮藏】 密封，在干燥处保存。 

【制剂】 （1）右旋糖酐20葡萄糖注射液 （2）右旋糖酐20氯化钠注射液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 4 月 

右旋糖酐 40 

Youxuantanggan 40 

Dextran 40 

 

本品系蔗糖经肠膜状明串珠菌L.-M-1226号菌（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发酵后生成

的高分子葡萄糖聚合物，经处理精制而得。右旋糖酐40的重均分子量（Mw）应为32 000〜42 

000。 

【性状】本品为白色粉末；无臭。 

本品在热水中易溶，在乙醇中不溶。 

比旋度  照右旋糖酐20项下的方法测定，应符合规定。 

【鉴别】 照右旋糖酐20项下的鉴别试验，显相同的反应。 

【检査】 分子量与分子量分布取本品，照右旋糖酐20项下的方法测定，10%大分子部

分重均分子量不得大于120 000，10%小分子部分重均分子量不得小于5000。 

氯化物、氮、干燥失重、炽灼残渣与重金属  照右旋糖酐20项下的方法检査，均应符合

规定。 

【类别】 药用辅料。 

【贮藏】 密封，在干燥处保存。 

【制剂】（1）右旋糖酐40葡萄糖注射液（2）右旋糖酐40氯化钠注射液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2：起草单位联系电话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电话

右旋糖酐 20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右旋糖酐 40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瓜尔胶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020-81886382

卡拉胶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020-81886382

松香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020-81886382

盐酸半胱氨酸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020-81886382

桉油 沈阳药科大学 024-23986325

乳酸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22-23377639

甘露醇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

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010-67095721

山梨醇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

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010-67095721

四氟乙烷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

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010-67095721

七氟丙烷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包装

材料与药用辅料检定所
010-6709572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安全性数据快速报告的标准和程序》的通知 

 

 

原文：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49               发布日期：20180427 

 

为落实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适用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二级指导原

则的公告》（2018 年第 10 号），我中心按照 ICH 技术指导原则要求，组织制定了《药物临床

试验期间安全性数据快速报告标准和程序》（简称“本标准和程序”），现予以发布。2018 年 5

月 1 日后开始实施的临床试验，按照本标准和程序执行。2018 年 5 月 1 日前已经进行的临床

试验，鼓励按照本标准和程序执行。 

       如有问题可发送电子邮件至：ywjjxtwt@cde.org.cn。 

       附件：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安全性数据快速报告标准和程序 

                                                                                                                   

                                                                                        

                                                            药品审评中心 

                                                                                                               2018 年 4 月 27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449�
mailto:ywjjxtwt@cde.org.cn�


 

附件  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安全性数据快速报告标准和程序 

                                                                                                              
为落实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适用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二级指导

原则的公告》（2018 年第 10 号）的要求，我中心依据 ICH 药物警戒相关指导原则【E2A、

E2B（R3）和 M1】，起草了《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安全性数据快速报告标准和程序》（以下称

“本标准和程序”），具体如下： 

一、 申请人获准开展药物（包括化药、中药及生物制品）临床试验后，对于临床试验期

间发生的（包括中国境内和境外）所有与试验药物肯定相关或可疑的非预期且严重的不

良反应（以下简称“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以及本标准和程序规定的其它情形，都应

按照本标准和程序在规定的时限内向国家药品审评机构进行快速报告。 

二、 严重不良反应指以下情形之一：（1）导致死亡；（2）危及生命，指严重病人即刻存

在死亡的风险，并非是指假设将来发展严重时可能出现死亡；（3）导致住院或住院时间

延长；（4）永久或显著的功能丧失；（5）致畸、致出生缺陷；（6）其他重要医学事件：

必须运用医学和科学的判断决定是否对其他的情况加速报告，如重要医学事件可能不会

立即危及生命、死亡或住院，但如需要采取医学措施来预防如上情形之一的发生，也通

常被视为是严重的。例如在急诊室的重要治疗或在家发生的过敏性支气管痉挛，未住院

的恶液质或惊厥，产生药物依赖或成瘾等。 

三、 非预期不良反应指不良反应的性质、严重程度、后果或频率，不同于试验药物当前

相关资料（如研究者手册等文件）所描述的预期风险。研究者手册作为主要文件提供用

以判断某不良反应是否预期或非预期的安全性参考信息。如：（1）急性肾衰在研究者手

册中列为不良反应，但试验过程中出现间质性肾炎，即应判断为非预期不良反应，（2）

肝炎在研究者手册中列为不良反应，但试验过程中发生急性重型肝炎，即应判断为非预

期不良反应。 

四、 申请人在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判断与试验药物肯定相关或可疑的非预期且严重的不

良反应，均需要按本标准和程序以个例安全性报告的方式快速报告。 

申请人和研究者在不良事件与药物因果关系判断中不能达成一致时，其中任一方判断不

能排除与试验药物相关的，也应该进行快速报告。 

五、 以下情况一般不作为快速报告内容：（1）非严重不良事件；（2）严重不良事件与试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验药物无关；（3）严重但属预期的不良反应；（4）当以严重不良事件为主要疗效终点时，

不建议申请人以个例安全性报告（ICSR）形式向国家药品审评机构报告。 

六、阳性对照药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申请人有责任决定是否向其他的药品生产商和/或

直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申请人必须向药品生产商或直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报告该类事件。与安慰剂相关的不良事件一般不符合不良反应的标准而快速报告。      

七、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个例安全性报告内容应按照 ICH 《E2B（R3）：临床安全数据的

管理：个例安全性报告传输的数据要素》相关要求报告。相关术语应采用 ICH《M1：监管

活动医学词典（MedDRA）》进行编码。 

八、 申请人是药物临床试验安全性信息监测与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报告的责任主体。申

请人应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临床试验安全性信息监测与严重不良事件报告管理；应制订临

床试验安全性信息监测与严重不良事件报告标准操作规程，并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培训；

应掌握临床试验过程中最新安全性信息，及时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向试验相关方通报有

关信息，并负责对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进行快速报告。 

九、 申请人获知严重不良事件后，应立即对严重不良事件进行全面分析、评估和判断。

根据严重不良事件的性质（类别）按以下时限向国家药品审评机构快速报告： 

（一）对于致死或危及生命的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申请人应在首次获知后尽快报告，

但不得超过 7天，并在随后的 8天内报告、完善随访信息。 

注：申请人首次获知当天为第 0天。 

（二）对于非致死或危及生命的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申请人应在首次获知后尽快报告，

但不得超过 15天。 

十、 快速报告开始时间为临床试验批准日期/国家药品审评机构默示许可开始日期，结

束时间为国内最后一例受试者随访结束日期。临床试验结束或随访结束后至获得审评审

批结论前发生的严重不良事件，由研究者报告申请人，若属于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也

应进行快速报告。 

十一、 申请人在首次报告后，应继续跟踪严重不良反应，以随访报告的形式及时报送有

关新信息或对前次报告的更改信息等，报告时限为获得新信息起 15天内。 

十二、 国家药品审评机构以符合 ICH E2B（R3）的电子传输方式接收申请人提交的药物

临床试验期间个例安全性报告后，进行分析评估，必要时按相关标准提出修改试验方案、

暂停或终止药物临床试验等意见。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十三、 除了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的个例安全性报告之外，对于其他潜在的严重安全性

风险信息，申请人也应尽快向国家药品审评机构报告，同时需对每种情况做出医学和科

学的判断。一般而言，对于明显影响药品风险获益评估的信息或可能考虑药品用法改变，

或影响总体药品研发进程的信息，均属于此类情况，例如：(1)对于已知的、严重的不良

反应，其发生率增加，判断具有临床重要性；(2)对暴露人群有明显的危害，如在治疗危

及生命疾病时药品无效；(3)在新近完成的动物试验中的重大安全性发现(如致癌性) 。 

十四、 申请人从其它来源获得的与试验药物相关的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及其他潜在严重

安全性风险的信息也应当向国家药品审评机构进行快速报告。 

十五、 无论境内、境外的个例安全性报告及其他潜在严重安全性风险报告均应采用中文

报告。 

十六、 个例安全性 报告及其他潜在严重安全性风险报告中均应清楚标明药物申请临床

试验的受理号。 

个例安全性报告中，申请临床试验的受理号填写在数据元素 G.k.3.1 批准号/许可号

（G.k.3.1 Authorisation / Application Number）项下。 

十七、个例不良反应电子传输方式： 

   1．GATEWAY方式提交 

    申请人申请 GATEWAY账号并进行电子传输测试，测试成功后，进行正式提交。 

   2．XML文件方式提交 

申请人登陆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官方网站（www.cde.org.cn），在“申请人之窗”注册账号，

在左侧菜单栏下的“药物警戒提交”提交 XML格式文件。 

以上两种方式可任选其一。具体方法详见附件。 

十八、其它潜在严重安全性风险信息的快速报告，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

lcqjywjj@cde.org.cn。 

附件：符合 ICH E2B（R3）要求的个例安全性报告电子传输技术文档 

 

 

药品审评中心 

                                                     2018年 4月 27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汇总） 

 

 

原文: http://aoc.nifdc.org.cn/sell/home/notice20180509.html        2018年 05月 04日 发布 

 

为及时向用户告知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网站将定期发布通知，提供国家药品标准物质新品种和即将换批品种的

预计上市时间，并发布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以及近期停用的品种

目录。 

从 2018年 1月 1日起，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

使用期限的非最新批次标准物质（一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

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不再对其进行质量监测，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

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为方便用户查询，我们将已发布的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进行汇

总，详见表 1、表 2、表 3、表 4。 

 

表 1：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查看公告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 

2018 年第一期 1 410018 重组人促卵泡激素 410018-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2 410017 B32 脱精氨酸（mono-Arg）甘精胰岛素 410017-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3 190182 2-叔丁基-4-羟基茴香醚 190182-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4 195013 苯乙烯 195013-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5 190180 肉豆蔻醚 190180-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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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 

2018 年第一期 6 510141 塞来昔布 510141-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7 121730 法落海 121730-2016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8 510140 盐酸莫西沙星 510140-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9 510139 枸橼酸他莫昔芬 510139-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10 510144 盐酸度洛西汀 510144-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11 510143 盐酸托莫西汀 510143-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12 420048 卡培他滨杂质 A 420048-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13 420050 卡培他滨杂质 C 420050-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14 420047 吉非替尼杂质 B 420047-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15 420049 卡培他滨杂质 B 420049-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16 420045 吉非替尼杂质 A 420045-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17 112035 马源寡肽 A 112035-2017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一期 18 420043 来度那胺 420043-201601 2018 年第 1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1 130677 利福定 130677-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2 510150 盐酸曲唑酮杂质 F 盐酸盐 510150-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3 510146 盐酸曲唑酮杂质 B 510146-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4 510147 盐酸曲唑酮杂质 C 510147-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5 510145 盐酸曲唑酮杂质 A 510145-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6 510142 丁羟甲苯 510142-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7 510148 盐酸曲唑酮杂质 D 510148-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8 101298 盐酸司来吉兰 101298-2018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9 121744 铁棒锤 121744-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二期 10 101299 消旋盐酸司来吉兰 101299-201801 2018 年第 2 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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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 

2018 年第四期 1 101424 七叶皂苷 A 101424-2018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四期 2 101298 盐酸司来吉兰 101298-2018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四期 3 101299 消旋盐酸司来吉兰 101299-2018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四期 4 510153 二甲砜 510153-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四期 5 510161 塞来昔布杂质 A 510161-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四期 6 510156 氯氮平杂质 A 510156-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四期 7 510158 氯氮平杂质 C 510158-2017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四期 8 121718 天竺黄 121718-201801 2018 年第 2 季度 

2018 年第五期 1 121734 鲜守宫（无蹼壁虎） 121734-201601 2018 年第 2 季度 

 
 

 

表 2：即将即将换批和即将失效的品种 

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2018

年第

一期 

1 111687 牡荆素（牡荆苷） 111687-201704 
2018年第

1 季度 
111687-201603 2018/5/26 

2018

年第

一期 

2 110743 冰片 110743-201706 
2018年第

1 季度 
110743-200905 2018/5/26 

2018

年第

一期 

3 110771 仙茅苷 110771-201707 
2018年第

1 季度 
110771-201506 2018/5/26 

2018

年第

一期 

4 111589 西红花苷-II 111589-201705 
2018年第

1 季度 
111589-201304 2018/5/26 

2018 5 110744 菝葜皂苷元 110744-201711 2018年第 110744-201310 201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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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年第

一期 

1 季度 

2018

年第

一期 

6 111866 大戟二烯醇 111866-201704 
2018年第

1 季度 
111866-201303 2018/5/26 

2018

年第

一期 

7 111849 细叶远志皂苷 111849-201705 
2018年第

1 季度 
111849-201504 2018/5/26 

2018

年第

一期 

8 111650 苯甲醛 111650-201704 
2018年第

1 季度 
111650-201303 2018/5/26 

2018

年第

一期 

9 111695 槐角苷 111695-201703 
2018年第

1 季度 
111695-201502 2018/5/26 

2018

年第

一期 

10 111837 古伦宾 111837-201703 
2018年第

1 季度 
111837-201102 2018/5/26 

2018

年第

一期 

11 111551 薄荷素油 111551-201704 
2018年第

1 季度 
111551-201603 2018/5/27 

2018

年第

一期 

12 190013 DL-苹果酸 190013-201702 
2018年第

1 季度 
190013-201001 2018/5/29 

2018

年第

一期 

13 190037 山嵛酸甲酯 190037-201703 
2018年第

1 季度 
190037-201102 2018/5/29 

2018

年第

一期 

14 130429 克拉维酸 130429-201708 
2018年第

1 季度 
130429-201307 2018/6/3 

2018

年第
15 130490 青霉素 V 130490-201705 

2018年第

1 季度 
130490-200904 20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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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一期 

2018

年第

一期 

16 130660 反式头孢曲松 130660-201702 
2018年第

1 季度 
130660-201001 2018/6/3 

2018

年第

一期 

17 140710 单磷酸阿糖腺苷 140710-201703 
2018年第

1 季度 
140710-201002 2018/6/3 

2018

年第

一期 

18 140661 次黄嘌呤 140661-140661 
2018年第

1 季度 
140660-200401 2018/6/3 

2018

年第

一期 

19 110823 姜黄素 110823-201706 
2018年第

1 季度 
110823-201405 2018/6/4 

2018

年第

一期 

20 111511 滨蒿内酯 111511-201704 
2018年第

1 季度 
111511-201403 2018/6/4 

2018

年第

一期 

21 110729 厚朴酚 110729-201714 
2018年第

1 季度 
110729-201513 2018/6/4 

2018

年第

一期 

22 110715 黄芩苷 110715-201720 
2018年第

1 季度 
110715-201619 2018/6/4 

2018

年第

一期 

23 110805 苦参碱 110805-201709 
2018年第

1 季度 
110805-200508 2018/6/4 

2018

年第

一期 

24 121280 小叶榕 121280-201708 
2018年第

1 季度 
121280-201107 2018/6/5 

2018

年第

一期 

25 121592 蕲蛇 121592-201602 
2018年第

1 季度 
121592-201201 20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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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2018

年第

一期 

26 121591 乌梢蛇 121591-201602 
2018年第

1 季度 
121591-201201 2018/6/5 

2018

年第

一期 

27 110741 秦皮乙素 110741-201708 
2018年第

1 季度 
110741-200607 2018/6/11 

2018

年第

一期 

28 111730 哈巴俄苷 111730-201709 
2018年第

1 季度 
111730-201508 2018/6/11 

2018

年第

一期 

29 110854 脱水穿心莲内酯 110854-201710 
2018年第

1 季度 
110854-201509 2018/6/11 

2018

年第

一期 

30 110738 异补骨脂素 110738-201715 
2018年第

1 季度 
110738-201614 2018/6/11 

2018

年第

一期 

31 111704 染料木素 111704-201703 
2018年第

1 季度 
111704-201302 2018/6/11 

2018

年第

一期 

32 111750 薏苡仁油 111750-201703 
2018年第

1 季度 
111750-201102 2018/6/12 

2018

年第

一期 

33 520054 偶氮玉红 520054-201702 
2018年第

1 季度 
520054-201401 2018/6/12 

2018

年第

一期 

34 150605 

细菌内毒素国家

标准品（活性炭吸

附力实验专用） 

150605-201702 
2018年第

1 季度 
150605-201501 2018/6/16 

2018

年第

二期 

1 110704 人参皂苷 Rb1 110704-201726 
2018年第

1 季度 
110704-201625 2018/6/25 

2018 2 111846 23-乙酰泽泻醇 B 111846-201705 2018年第 111846-201504 2018/6/25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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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年第

二期 

1 季度 

2018

年第

二期 

3 111865 马钱苷酸 111865-201704 
2018年第

1 季度 
111865-201403 2018/6/25 

2018

年第

二期 

4 100532 喜树碱 100532-201702 
2018年第

1 季度 
100532-200401 2018/6/25 

2018

年第

二期 

5 100367 奥美拉唑 100367-201706 
2018年第

1 季度 
100367-201305 2018/6/25 

2018

年第

二期 

6 130492 头孢呋辛酯 130492-201703 
2018年第

1 季度 
130492-200402 2018/6/26 

2018

年第

二期 

7 420012 枸橼酸西地那非 420012-201702 
2018年第

1 季度 
420012-201401 2018/6/27 

2018

年第

二期 

8 100666 多西他赛 100666-201704 
2018年第

1 季度 
100666-201403 2018/6/27 

2018

年第

二期 

9 130614 
（左）氧氟沙星杂

质 A 
130614-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30614-201202 2018/7/1 

2018

年第

二期 

10 140702 
N(2)-L-丙氨酰－

L-谷氨酰胺 
140702-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40702-201503 2018/7/1 

2018

年第

二期 

11 130493 头孢呋辛 130493-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30493-201105 2018/7/1 

2018

年第
12 130401 4－差向四环素 130401-201710 

2018年第

2 季度 
130401-200209 2018/7/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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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二期 

2018

年第

二期 

13 130609 
阿奇霉素系统适

用性对照品 
130609-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30609-201605 2018/7/1 

2018

年第

二期 

14 100165 盐酸乙胺丁醇 100165-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00165-201104 2018/7/1 

2018

年第

二期 

15 100282 

4-[2-(5-甲基吡嗪

-2-甲酰氨基)乙

基]苯磺酰胺（杂

质Ⅰ） 

100282-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282-201202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16 110822 蛇床子素 110822-201710 
2018年第

2 季度 
110822-201609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17 100238 米诺地尔 100238-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238-199701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18 100539 果糖二磷酸钠 100539-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539-200702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19 101190 盐酸普罗帕酮 101190-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1190-201101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20 100919 地氯雷他定 100919-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919-200902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21 100574 尼索地平 100574-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574-200401 2018/7/2 

2018

年第
22 100742 尼麦角林 100742-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742-200501 2018/7/2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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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二期 

2018

年第

二期 

23 111820 羌活醇 111820-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20-201504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24 100634 盐酸吡格列酮 100634-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634-201202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25 100067 盐酸苯海索 100067-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00067-201003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26 100695 
2-单硝酸异山梨

酯 
100695-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695-201202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27 100432 枸橼酸喷妥维林 100432-2018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432-200702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28 100620 依达拉奉 100620-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620-201202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29 100161 盐酸地尔硫卓 100161-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00161-201404 2018/7/2 

2018

年第

二期 

30 140636 
重组人生长激素

单体-二聚体 
140636-201804 

2018年第

2 季度 
140636-200703 2018/7/4 

2018

年第

二期 

31 140681 缬氨酸 140681-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40681-201202 2018/7/7 

2018

年第

二期 

32 100597 氯沙坦钾 100597-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597-201102 2018/7/7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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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2018

年第

二期 

33 140611 辅酶 Q10 140611-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40611-201505 2018/7/8 

2018

年第

二期 

34 130555 氯霉素 130555-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30555-201203 2018/7/11 

2018

年第

二期 

35 121518 白薇 121518-201604 
2018年第

2 季度 
121518-201103 2018/7/11 

2018

年第

二期 

36 120965 木芙蓉叶 120965-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65-200804 2018/7/11 

2018

年第

二期 

37 100140 
6-甲氧基-2-萘乙

酮 
100140-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00140-200303 2018/7/15 

2018

年第

二期 

38 121012 红豆蔻 121012-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21012-201503 2018/7/15 

2018

年第

二期 

39 100808 阿卡波糖 100808-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00808-201203 2018/7/15 

2018

年第

二期 

40 121107 芦根 121107-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21107-201405 2018/7/15 

2018

年第

二期 

41 121156 白附子（独角莲） 121156-201604 
2018年第

2 季度 
121156-201103 2018/7/15 

2018

年第

二期 

42 120926 肉豆蔻 120926-201608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26-201307 2018/7/15 

2018 43 130604 环丙沙星杂质 E 130604-201702 2018年第 130604-201001 2018/7/15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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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年第

二期 

2 季度 

2018

年第

二期 

44 130338 去甲万古霉素 130338-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30338-200303 2018/7/15 

2018

年第

二期 

45 101001 
双甲酚磺酸铵 

(聚甲酚磺醛杂质) 
101001-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1001-201202 2018/7/15 

2018

年第

二期 

46 120932 苍术(茅苍术) 120932-201708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32-201407 2018/7/15 

2018

年第

二期 

47 120938 蛇胆汁 120938-201707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38-201106 2018/7/16 

2018

年第

二期 

48 121286 地榆(地榆) 121286-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21286-200402 2018/7/23 

2018

年第

二期 

49 100708 氯化钾 100708-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708-201102 2018/7/23 

2018

年第

三期 

1 100886 依西美坦 100886-2018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886-201402 2018/7/28 

2018

年第

三期 

2 100248 维生素 B12 100248-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00248-201504 2018/7/28 

2018

年第

三期 

3 100998 
m-甲酚-4-磺酸铵

(聚甲酚磺醛杂质) 
100998-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998-201202 2018/7/28 

2018

年第
4 101000 

m-甲酚-6-磺酸铵

(聚甲酚磺醛杂质) 
101000-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1000-201202 2018/7/28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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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三期 

2018

年第

三期 

5 110858 虫草素 110858-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10858-201503 2018/7/29 

2018

年第

三期 

6 111909 鲁斯可皂苷元 111909-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11909-201204 2018/7/29 

2018

年第

三期 

7 111607 芒果苷 111607-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11607-201503 2018/7/29 

2018

年第

三期 

8 111794 苯甲酰乌头原碱 111794-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11794-201304 2018/8/1 

2018

年第

三期 

9 111833 6-姜辣素 111833-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33-201504 2018/8/1 

2018

年第

三期 

10 110734 酸枣仁皂苷 A 110734-201713 
2018年第

2 季度 
110734-201512 2018/8/1 

2018

年第

三期 

11 111504 D-果糖 111504-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1504-201602 2018/8/1 

2018

年第

三期 

12 111796 
苯甲酰次乌头原

碱 
111796-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11796-201304 2018/8/1 

2018

年第

三期 

13 111711 白花前胡甲素 111711-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1711-200602 2018/8/1 

2018

年第

三期 

14 111839 知母皂苷 B II   111839-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39-201505 2018/8/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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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2018

年第

三期 

15 110882 木兰脂素 110882-201708 
2018年第

2 季度 
110882-201607 2018/8/1 

2018

年第

三期 

16 121262 白及 121262-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21262-201405 2018/8/6 

2018

年第

三期 

17 120952 降香 120952-201709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52-201108 2018/8/6 

2018

年第

三期 

18 120951 前胡 120951-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51-201205 2018/8/6 

2018

年第

三期 

19 121014 两面针 121014-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21014-201204 2018/8/6 

2018

年第

三期 

20 100650 盐酸多奈哌齐 100650-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650-201302 2018/8/7 

2018

年第

三期 

21 100274 麦芽三糖 100274-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274-201102 2018/8/7 

2018

年第

三期 

22 111810 连翘酯苷 A 111810-201707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10-201606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23 121087 地骨皮 121087-201707 
2018年第

2 季度 
121087-201306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24 111918 女贞苷 111918-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1918-201102 2018/8/8 

2018 25 111832 甘松新酮 111832-201704 2018年第 111832-201603 2018/8/8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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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年第

三期 

2 季度 

2018

年第

三期 

26 100041 利血平 100041-201814 
2018年第

2 季度 
100041-201213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27 100113 阿司匹林 100113-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00113-201405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28 121286 地榆(地榆) 121286-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21286-200402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29 100179 布洛芬 100179-201707 
2018年第

2 季度 
100179-201406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30 121009 西红花 121009-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21009-201503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31 100601 辛伐他汀 100601-201805 
2018年第

2 季度 
100601-201504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32 100844 盐酸氟桂利嗪 100844-2018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844-200802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33 100376 氯化钠 100376-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376-201202 2018/8/8 

2018

年第

三期 

34 111588 西红花苷-Ⅰ 111588-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11588-201303 2018/8/8 

2018

年第
35 100433 苯甲酸钠 100433-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433-200301 2018/8/8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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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三期 

2018

年第

三期 

36 100022 格隆溴铵 100022-201805 
2018年第

2 季度 
100022-201404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37 110728 薄荷脑 110728-201707 
2018年第

2 季度 
110728-200506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38 110751 贝母素乙 110751-201712 
2018年第

2 季度 
110751-201611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39 111889 细辛脂素 111889-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89-201504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40 111880 α-常春藤皂苷 111880-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80-201202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41 111869 斯皮诺素 111869-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69-201203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42 110881 龙脑 110881-201709 
2018年第

2 季度 
110881-201508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43 111842 川楝素 111842-201804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42-201503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44 110878 表儿茶素 110878-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0878-200102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45 110719 麝香酮 110719-201716 
2018年第

2 季度 
110719-201215 2018/8/22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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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2018

年第

三期 

46 110725 丁香酚 110725-201716 
2018年第

2 季度 
110725-201615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47 111854 

槲皮素-3-O-β-D-

葡萄糖-7-O-β-D-

龙胆双糖苷 

111854-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54-201203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48 111860 杨梅苷 111860-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60-201102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49 111598 
脱水穿心莲内酯

琥珀酸半酯 
111598-201714 

2018年第

2 季度 
111598-201513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50 110833 D-无水葡萄糖 110833-201707 
2018年第

2 季度 
110833-201506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51 111754 罗汉果皂苷 V 111754-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1754-201502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52 110701 人参二醇 110701-201715 
2018年第

2 季度 
110701-201614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53 111624 α-亚麻酸甲酯 111624-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11624-201604 2018/8/22 

2018

年第

三期 

54 111819 β-丁香烯 111819-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19-201202 2018/8/23 

2018

年第

三期 

55 111671 醋酸辛酯 111671-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11671-201403 2018/8/23 

2018 56 111566 荷叶碱 111566-201706 2018年第 111566-201605 2018/8/23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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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年第

三期 

2 季度 

2018

年第

三期 

57 420020 甲磺酸伊马替尼 420020-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420020-201501 2018/8/23 

2018

年第

四期 

1 100664 盐酸二甲双胍 100664-201805 
2018年第

2 季度 
100664-201604 2018/8/25 

2018

年第

四期 

2 100299 盐酸二氧丙嗪 100299-2018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299-201202 2018/8/25 

2018

年第

四期 

3 100600 洛伐他汀 100600-201805 
2018年第

2 季度 
100600-201504 2018/8/25 

2018

年第

四期 

4 100911 乳酸钠 100911-2018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911-201501 2018/8/25 

2018

年第

四期 

5 100177 吡罗昔康 100177-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00177-201304 2018/8/29 

2018

年第

四期 

6 111851 桔梗皂苷 D 111851-201708 
2018年第

2 季度 
111851-201607 2018/8/29 

2018

年第

四期 

7 100445 β-胡萝卜素 100445-2018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445-200701 2018/8/29 

2018

年第

四期 

8 100921 氨甲苯酸 100921-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921-200701 2018/8/29 

2018

年第
9 100319 

卡托普利二硫化

物 
100319-2018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319-200602 2018/8/29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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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四期 

2018

年第

四期 

10 140765 
L-丙氨酰-L-谷氨

酸 
140765-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40765-201401 2018/8/29 

2018

年第

四期 

11 100502 盐酸赛庚啶 100502-2018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502-200401 2018/8/29 

2018

年第

四期 

12 100082 葡萄糖酸钙 100082-2018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082-201102 2018/8/29 

2018

年第

四期 

13 101277 亚硫酸氢钠 101277-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1277-201401 2018/8/29 

2018

年第

四期 

14 100390 维生素 B1 100390-201806 
2018年第

2 季度 
100390-201505 2018/8/29 

2018

年第

四期 

15 140711 生长抑素 140711-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40711-201304 2018/9/1 

2018

年第

四期 

16 100683 盐酸托烷司琼 100683-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683-201502 2018/9/1 

2018

年第

四期 

17 120917 人参 120917-201712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17-201211 2018/9/1 

2018

年第

四期 

18 121341 黄精（黄精） 121341-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21341-201404 2018/9/2 

2018

年第

四期 

19 140727 醋酸去氨加压素 140727-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40727-200901 2018/9/2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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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2018

年第

四期 

20 111998 莫诺苷 111998-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1998-201602 2018/9/2 

2018

年第

四期 

21 110723 甘草次酸 110723-201715 
2018年第

2 季度 
110723-201514 2018/9/2 

2018

年第

四期 

22 120914 紫苏叶 120914-201712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14-201411 2018/9/2 

2018

年第

四期 

23 120998 黄精(滇黄精) 120998-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98-201004 2018/9/2 

2018

年第

四期 

24 140648 D-葡萄糖醛酸 140648-201804 
2018年第

2 季度 
140648-201403 2018/9/9 

2018

年第

四期 

25 140728 胸腺五肽 140728-201806 
2018年第

2 季度 
140728-201405 2018/9/9 

2018

年第

四期 

26 121694 鹿角胶 121694-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21694-201301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27 121555 
茵陈[茵陈蒿(绵茵

陈)] 
121555-201602 

2018年第

2 季度 
121555-201101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28 100410 磷酸氢钙 100410-2018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410-200301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29 130617 
1-甲基-5 巯基四

氮唑 
130617-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30617-201001 2018/9/11 

2018 30 100913 咪唑斯汀 100913-201802 2018年第 100913-200701 2018/9/1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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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年第

四期 

2 季度 

2018

年第

四期 

31 121065 川牛膝 121065-201707 
2018年第

2 季度 
121065-201406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32 121013 麦冬 121013-201711 
2018年第

2 季度 
121013-201310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33 111514 汉黄芩素 111514-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11514-201605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34 110806 鹅去氧胆酸 110806-201708 
2018年第

2 季度 
110806-201507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35 111955 新品红 111955-201802 
2018年第

2 季度 
111955-201301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36 120907 红花 120907-201713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07-201412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37 121174 闹羊花 121174-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21174-201003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38 121635 海风藤 121635-201603 
2018年第

2 季度 
121635-201402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39 100749 盐酸艾司洛尔 100749-2018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749-200501 2018/9/11 

2018

年第
40 100850 对氯苯乙酰胺 100850-2018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850-201102 2018/9/1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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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四期 

2018

年第

四期 

41 121693 龟甲胶 121693-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21693-201301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42 111721 冬凌草甲素 111721-201704 
2018年第

2 季度 
111721-201403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43 120967 没药（天然没药） 120967-201706 
2018年第

2 季度 
120967-201405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44 121136 
山麦冬（湖北麦

冬） 
121136-201803 

2018年第

2 季度 
121136-200302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45 610001 
黄曲霉毒素混合

对照品 
610001-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610001-201602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46 121462 黄芪（膜荚黄芪） 121462-201705 
2018年第

2 季度 
121462-201304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47 100074 叶酸 100074-201715 
2018年第

2 季度 
100074-201214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48 111752 菊苣酸 111752-201703 
2018年第

2 季度 
111752-200902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49 111621 油酸 111621-201807 
2018年第

2 季度 
111621-201506 2018/9/11 

2018

年第

四期 

50 111626 5-羟甲基糠醛 111626-201711 
2018年第

2 季度 
111626-201610 2018/9/1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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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2018

年第

四期 

51 110781 黄芪甲苷 110781-201717 
2018年第

2 季度 
110781-201616 2018/9/15 

2018

年第

四期 

52 111646 D－半乳糖醛酸 111646-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11646-200301 2018/9/16 

2018

年第

四期 

53 130326 庆大霉素 130326-201716 
2018年第

2 季度 
130326-201015 2018/9/16 

2018

年第

四期 

54 140743 醋酸曲普瑞林 140743-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40743-201101 2018/9/18 

2018

年第

四期 

55 140797 曲普瑞林游离酸 140797-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40797-201101 2018/9/18 

2018

年第

五期 

1 140790 前列腺素 A1 140790-201802 
2018年第

2 季度 
140790-201001 2018/9/22 

2018

年第

五期 

2 140735 5'-胞苷酸 140735-201804 
2018年第

2 季度 
140735-201303 2018/9/22 

2018

年第

五期 

3 100890 

盐酸曲美他嗪杂

质 I（2，3，4-三

甲氧基苯甲醇） 

100890-2018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0890-200901 2018/9/22 

2018

年第

五期 

4 101348 地奥司明 101348-2018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1348-201501 2018/9/23 

2018

年第

五期 

5 100277 大豆油 100277-201805 
2018年第

2 季度 
100277-201404 2018/9/23 

2018 6 100816 氨磷汀 100816-201703 2018年第 100816-201302 2018/9/25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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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年第

五期 

2 季度 

2018

年第

五期 

7 100444 
羟苯丙酯（对羟基

苯甲酸丙酯） 
100444-201804 

2018年第

2 季度 
100444-201403 2018/9/25 

2018

年第

五期 

8 101097 草酸 101097-201702 
2018年第

2 季度 
101097-201101 2018/9/25 

2018

年第

五期 

9 100191 甲硝唑 100191-201808 
2018年第

2 季度 
100191-201507 2018/9/25 

2018

年第

五期 

10 100334 双氯芬酸钠 100334-201803 
2018年第

2 季度 
100334-200302 2018/9/25 

2018

年第

五期 

11 121099 土荆皮 121099-201703 
2018年第

3 季度 
121099-201002 2018/9/30 

2018

年第

五期 

12 140705 L-谷氨酰胺 140705-201804 
2018年第

3 季度 
140705-201403 2018/10/6 

2018

年第

五期 

13 140606 
纤维蛋白溶酶原

（牛血） 
140606-201826 

2018年第

3 季度 
140606-201325 2018/10/9 

2018

年第

五期 

14 121096 乌药 121096-201606 
2018年第

3 季度 
121096-201405 2018/10/9 

2018

年第

五期 

15 121188 姜黄 121188-201605 
2018年第

3 季度 
121188-201304 2018/10/9 

2018

年第
16 190157 

聚氧乙烯（35）蓖

麻油 
190157-201802 

2018年第

3 季度 
190157-201601 2018/10/9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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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五期 

2018

年第

五期 

17 100533 甘露醇 100533-201805 
2018年第

3 季度 
100533-201304 2018/10/9 

2018

年第

五期 

18 100778 唑来膦酸 100778-201702 
2018年第

3 季度 
100778-200501 2018/10/9 

2018

年第

五期 

19 121303 甘草（胀果甘草） 121303-201704 
2018年第

3 季度 
121303-201003 2018/10/9 

2018

年第

五期 

20 100352 卡莫氟 100352-201803 
2018年第

3 季度 
100352-201102 2018/10/9 

2018

年第

五期 

21 121430 紫草（新疆紫草） 121430-201705 
2018年第

3 季度 
121430-201504 2018/10/10 

2018

年第

五期 

22 140650 蚓激酶 140650-201804 
2018年第

3 季度 
140650-201703 2018/10/10 

2018

年第

五期 

23 140693 盐酸组氨酸 140693-201803 
2018年第

3 季度 
140693-201102 2018/10/10 

2018

年第

五期 

24 110897 α-蒎烯 110897-201803 
2018年第

3 季度 
110897-200502 2018/10/10 

2018

年第

五期 

25 110726 延胡索乙素 110726-201819 
2018年第

3 季度 
110726-201718 2018/10/10 

2018

年第

五期 

26 121120 香橼（香圆） 121120-201803 
2018年第

3 季度 
121120-201102 2018/10/1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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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

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即将换批的品种批

号 

即将换批的

品种预计上

市 

即将失效的品种批

号 
即将失效的品种

有效期限 

2018

年第

五期 

27 121208 乌梅 121208-201707 
2018年第

3 季度 
121208-201506 2018/10/10 

2018

年第

五期 

28 100836 
缬沙坦对映异构

体 
100836-201802 

2018年第

3 季度 
100836-201001 2018/10/14 

2018

年第

五期 

29 100912 盐酸美利曲辛 100912-201802 
2018年第

3 季度 
100912-200901 2018/10/14 

2018

年第

五期 

30 100999 
间甲酚-4，6-二磺

酸铵 
100999-201703 

2018年第

3 季度 
100999-201202 2018/10/17 

2018

年第

五期 

31 100696 氟比洛芬酯 100696-201702 
2018年第

3 季度 
100696-200401 2018/10/17 

2018

年第

五期 

32 100509 苯酚 100509-201804 
2018年第

3 季度 
100509-201203 2018/10/17 

2018

年第

五期 

33 140675 胞磷胆碱钠 140675-201806 
2018年第

3 季度 
140675-201505 2018/10/17 

2018

年第

五期 

34 190033 硬脂酸甲酯 190033-201804 
2018年第

3 季度 
190033-201603 2018/10/22 

2018

年第

五期 

35 110747 樟脑 110747-201810 
2018年第

3 季度 
110747-201409 2018/10/22 

 
 

 

表 3：近期停用的品种 

查看公告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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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公告通知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2018 年第一期 1 510071 阿托伐他汀杂质 II 510071-201401 2017/12/19 

2018 年第一期 2 100897 培美曲塞二钠 100897-201302 2017/12/18 

2018 年第一期 3 100401 顺铂 100401-201302 2017/12/18 

2018 年第一期 4 100352 卡莫氟 100352-201102 2017/12/18 

2018 年第一期 5 100616 巴柳氮钠 100616-200401 2017/12/18 

2018 年第一期 6 100757 盐酸尼莫司汀 100757-200501 2017/12/18 

2018 年第三期 1 111796 苯甲酰次乌头原碱 111796-201304 2018/1/29 

2018 年第四期 1 100816 氨磷汀 100816-201302 2018/3/9 

2018 年第五期 1 101361 罗库溴铵 101361-201501 2018/4/11 

 
 
 
 

2018 年 5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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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五期） 

 
 

原文: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0994.html            2018年 05月 04日 发布 

  

   现发布 2018年第五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 1个新品种，35个即将

换批品种的预计上市时间、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和 1 个停用品种名单，详见

表 1、表 2、表 3、表 4。 

 

表 1 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21734 鲜守宫（无蹼壁虎） 121734-201601 2018年第 2季度 

表 2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40790 前列腺素 A1 140790-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2 140735 5’-胞苷酸 140735-201804 2018年第 2季度 

3 100890 
盐酸曲美他嗪杂质 I（2，

3，4-三甲氧基苯甲醇） 
100890-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4 101348 地奥司明 101348-201802 2018年第 2季度 

5 100277 大豆油 100277-201805 2018年第 2季度 

6 100816 氨磷汀 100816-201703 2018年第 2季度 

7 100444 
羟苯丙酯（对羟基苯甲

酸丙酯） 
100444-201804 2018年第 2季度 

8 101097 草酸 101097-201702 2018年第 2季度 

9 100191 甲硝唑 100191-201808 2018年第 2季度 

10 100334 双氯芬酸钠 100334-201803 2018年第 2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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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1099 土荆皮 121099-201703 2018年第 3季度 

12 140705 L-谷氨酰胺 140705-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13 140606 纤维蛋白溶酶原（牛血） 140606-201826 2018年第 3季度 

14 121096 乌药 121096-201606 2018年第 3季度 

15 121188 姜黄 121188-201605 2018年第 3季度 

16 190157 聚氧乙烯（35）蓖麻油 190157-201802 2018年第 3季度 

17 100533 甘露醇 100533-201805 2018年第 3季度 

18 100778 唑来膦酸 100778-201702 2018年第 3季度 

19 121303 甘草（胀果甘草） 121303-201704 2018年第 3季度 

20 100352 卡莫氟 100352-201803 2018年第 3季度 

21 121430 紫草（新疆紫草） 121430-201705 2018年第 3季度 

22 140650 蚓激酶 140650-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23 140693 盐酸组氨酸 140693-201803 2018年第 3季度 

24 110897 α-蒎烯 110897-201803 2018年第 3季度 

25 110726 延胡索乙素 110726-201819 2018年第 3季度 

26 121120 香橼（香圆） 121120-201803 2018年第 3季度 

27 121208 乌梅 121208-201707 2018年第 3季度 

28 100836 缬沙坦对映异构体 100836-201802 2018年第 3季度 

29 100912 盐酸美利曲辛 100912-201802 2018年第 3季度 

30 100999 间甲酚-4，6-二磺酸铵 100999-201703 2018年第 3季度 

31 100696 氟比洛芬酯 100696-201702 2018年第 3季度 

32 100509 苯酚 100509-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33 140675 胞磷胆碱钠 140675-201806 2018年第 3季度 

34 190033 硬脂酸甲酯 190033-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35 110747 樟脑 110747-201810 2018年第 3季度 

表 3 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40790 前列腺素 A1 140790-201001 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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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40735 5’-胞苷酸 140735-201303 2018-09-22 

3 100890 
盐酸曲美他嗪杂质 I（2，3，

4-三甲氧基苯甲醇） 
100890-200901 2018-09-22 

4 101348 地奥司明 101348-201501 2018-09-23 

5 100277 大豆油 100277-201404 2018-09-23 

6 100816 氨磷汀 100816-201302 2018-09-25 

7 100444 
羟苯丙酯（对羟基苯甲酸丙

酯） 
100444-201403 2018-09-25 

8 101097 草酸 101097-201101 2018-09-25 

9 100191 甲硝唑 100191-201507 2018-09-25 

10 100334 双氯芬酸钠 100334-200302 2018-09-25 

11 121099 土荆皮 121099-201002 2018-09-30 

12 140705 L-谷氨酰胺 140705-201403 2018-10-06 

13 140606 纤维蛋白溶酶原（牛血） 140606-201325 2018-10-09 

14 121096 乌药 121096-201405 2018-10-09 

15 121188 姜黄 121188-201304 2018-10-09 

16 190157 聚氧乙烯（35）蓖麻油 190157-201601 2018-10-09 

17 100533 甘露醇 100533-201304 2018-10-09 

18 100778 唑来膦酸 100778-200501 2018-10-09 

19 121303 甘草（胀果甘草） 121303-201003 2018-10-09 

20 100352 卡莫氟 100352-201102 2018-10-09 

21 121430 紫草（新疆紫草） 121430-201504 2018-10-10 

22 140650 蚓激酶 140650-201703 2018-10-10 

23 140693 盐酸组氨酸 140693-201102 2018-10-10 

24 110897 α-蒎烯 110897-200502 2018-10-10 

25 110726 延胡索乙素 110726-201718 2018-10-10 

26 121120 香橼（香圆） 121120-201102 2018-10-10 

27 121208 乌梅 121208-201506 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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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00836 缬沙坦对映异构体 100836-201001 2018-10-14 

29 100912 盐酸美利曲辛 100912-200901 2018-10-14 

30 100999 间甲酚-4，6-二磺酸铵 100999-201202 2018-10-17 

31 100696 氟比洛芬酯 100696-200401 2018-10-17 

32 100509 苯酚 100509-201203 2018-10-17 

33 140675 胞磷胆碱钠 140675-201505 2018-10-17 

34 190033 硬脂酸甲酯 190033-201603 2018-10-22 

35 110747 樟脑 110747-201409 2018-10-22 

表 4 ：近期停用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1 101361 罗库溴铵 101361-201501 2018-4-11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最新批次标准物质

（一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不再对其进行

质量监测，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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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化学仿制药注射剂注册申请现场检查

工作的公告（2018 年第 20 号） 

 

原文：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028.html                       发布时期: 2018-05-14 

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

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的要求，严格药品注射剂审评审批，

保障药品安全、有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加强对化学仿制药注射剂注册申

请开展现场检查。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对已由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受理并正在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审评审批的化学仿制药注射剂注册申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加大有

因检查的力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

在严格审评的基础上，根据审评需要提出现场检查需求，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以下简称核查中心）实施现场检查。 

  二、需要现场检查的情况包括： 

  （一）注射剂的处方、工艺、内包材、生产设备发生变更，属于《已上市化

学药品变更研究的技术指导原则（一）》《已上市化学药品生产工艺变更研究技

术指导原则》规定的Ⅲ类变更或重大变更的情形的。 

  （二）国产制剂的生产地点（生产线）发生变更的。 

  （三）首次申报化学药注射剂型，相应生产线尚未生产过其他品种的。 

  （四）审评过程发现真实性存疑等需要核实的。 

  （五）收到真实性和可靠性问题投诉举报线索需要核实的。 

  三、核查中心将根据审评需要对化学仿制药注射剂注册申请开展现场检查，

并通知注册申请人。检查重点包括注册申请人整体实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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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申报品种无菌保证能力，以及品种申报时动态生产批次情况，包括生产批量

等与申报资料的一致性、真实性等相关内容。必要时，核查中心可要求注册申请

人在检查期间安排动态生产和抽样检验。 

  四、属于第二条（一）和（二）情况的，待审评结束后，药审中心不再通知

省级药品监管部门重复进行生产现场检查。 

  五、注册申请人发现相关化学仿制药注射剂注册申请内容存在不真实、不完

整等问题的，可以在核查中心通知现场检查前申请撤回。通知现场检查后不再接

受撤回申请。 

  六、对现场检查发现存在真实性问题甚至弄虚作假的，将依法严肃查处。 

  特此公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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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协助提供药用辅料标准研究用样品的单位名单的公告  

（2018 年第一批）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6d33763a2ddb?a=tz        发布时期: 2018-05-17 

 

为进一步发挥企业在标准制定中的积极作用,增强药用辅料标准的适用性和样品

的代表性，确保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我委于 2018年 2月通过网站公开征

集供药用辅料标准制修订研究用的样品。此项工作得到了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的

大力支持，截至目前，共有 97 家企业提供了 103 个辅料的 768 批次样品。我委

特对上述单位名单（见附件）予以公示，并特此致谢。 

  我委还将在官网继续公布拟制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品种名单、起草单位信息

以及标准草案，希望各有关单位随时关注国家药典委员会官网，了解药用辅料标

准制修订进展，及时提供所需样品、数据及意见建议等，为国家药用辅料标准提

高工作而共同努力！ 

 

附件： 

 

相关协会（排名不分前后） 

国际药用辅料协会（中国） 

中国药用辅料发展联盟（CPEC）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RDPAC） 

 相关企业（排名不分前后）  

品种名称 样品收集单位 主动提供样品或有关资料的企业 

苯甲酸苄酯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梯希爱（上海）化成工业发展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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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Alfa Aesar、 

北京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 

苯乙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 

二氧化硅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枸橼酸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默克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Bulk  Phamaceutical Chemical 

三乙醇胺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 

陕西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 

山梨酸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 

阿拉伯胶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香雪制药有限公司、 

诺瑞沃（苏州）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虫白蜡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康和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香雪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甲基环糊精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山东滨州智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盖特 

间甲酚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斯百全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甘云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可溶性玉米淀粉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湖州展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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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县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磷酸钠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普惠药品有限公司 

磷酸氢钙二水合物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湖州展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优普惠药品有限公司、 

JRS Pharma、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马铃薯淀粉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罗盖特、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万和制药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岳葡萄糖厂有限公司、 

宜瑞安 

木薯淀粉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宜瑞安、 

东莞市东岳葡萄糖厂有限公司 

羟丙基淀粉（豌豆、

木薯、玉米来源）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宜瑞安、 

罗盖特、 

东莞市东岳葡萄糖厂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可溶性马铃薯淀粉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湖州展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岳葡萄糖厂有限公司 

纤维素乳糖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美剂乐、 

东阳光药业集团 

氢氧化铝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青平药业有限公司、 

石家庄五岳制药有限公司 

氢氧化镁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汕头鮀滨制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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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甲淀粉钠（分型 A、

B、C）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罗盖特、 

JRS、 

DFE、 

曲阜市天利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湖州展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台湾永日 

豌豆淀粉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罗盖特、 

东莞市东岳葡萄糖厂有限公司 

胶态二氧化硅（微粉

硅胶）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雅柏药业 

微晶纤维素羧甲基纤

维素钠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旭化成株式会社、 

湖州市菱湖新望化学有限公司、 

JRS、 

FMC富曼实 

小麦淀粉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罗盖特 

玉米淀粉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东莞市东岳葡萄糖厂有限公司、 

曲阜市天利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罗盖特、 

宜瑞安、 

甘云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预胶化淀粉（部分预

胶化、完全预胶化）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深圳信立泰、 

罗盖特、 

湖州展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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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曲阜市天利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旭化成株式会社、 

上海卡乐康包衣技术有限公司 

预胶化羟丙基淀粉

（木薯、豌豆来源）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东莞市东岳葡萄糖厂有限公司、 

罗盖特 

羟丙基二淀粉磷酸酯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强生、 

东莞市东岳葡萄糖厂有限公司、 

宜瑞安 

糊精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曲阜市天利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岳葡萄糖厂有限公司、 

宜瑞安、 

湘潭县淀粉制品有限公司 

甘油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Olin、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 

江西益普生药业有限公司、 

泰柯棕化（张家港）有限公司 

甘油（供注射用）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丰益油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禾大西普化学（四川）有限公司、 

泰柯棕化（张家港）有限公司、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 

硫酸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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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醇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禾大化学品(上海)有限公司、 

湖南芙蓉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阿尔法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十六醇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禾大化学品(上海)有限公司、 

湖南芙蓉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阿尔法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十六十八醇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禾大化学品(上海)有限公司、 

湖南芙蓉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阿尔法高科药业有限公司 

稀盐酸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华邑药用辅料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乙二胺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硬脂酸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 

湖南芙蓉制药有限公司、 

泰柯棕化（张家港）有限公司 

苯甲酸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

验研究院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 

羧甲纤维素钠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

验研究院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 

白凡士林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Croda japan kk公司、 

天津市宏发双盛凡士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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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甲酸钠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武汉有机实业有限公司 

二甲基亚砜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黄凡士林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天津市宏发双盛凡士林有限公司 

磷酸二氢钾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无水磷酸氢二钾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磷酸氢二钾三水合物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木糖醇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山东福田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羟苯乙酯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微晶纤维素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曲阜市天利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旭化成医、 

FMC、 

JRS PHARMA、 

Dupont 

亚硫酸氢钠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硬脂酸镁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

究所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曲阜市天利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PG 

丙二醇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

督检验研究所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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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化学公司、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陕西省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卡乐包衣技术有限公司 

丙二醇（供注射用）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

督检验研究所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责任公

司、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乙醇胺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

督检验研究所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尿素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

督检验研究所 

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聚维酮 K30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

督检验研究所 

博爱新开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玻璃酸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华熙福瑞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醋酸纤维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低取代羟丙纤维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大连业建贸易有限公司、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硬脂酰基磷脂酰胆

碱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南京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优诺康（北京）医药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二硬脂酰基磷脂酰乙

醇胺-聚乙二醇 2000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南京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优诺康（北京）医药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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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酯酰磷脂酰甘油

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优诺康（北京）医药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羟丙甲纤维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业建贸易有限公司、 

泰安瑞泰纤维素有限公司、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羟丙纤维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大连业建贸易有限公司 

羧甲纤维素钠（供注

射用）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羟丙甲纤维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山东聊城阿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瑞泰纤维素有限公司 

单双甘油酯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胆固醇（供注射用）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广州白云山汉方现代药业有限公

司、 

南京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滑石粉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昌平工厂、 

广西龙胜华美滑石开发有限公司 

磺丁基倍他环糊精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淄博千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性炭（供注射用）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南平元力活性炭有限公司 

聚山梨酯 6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聚山梨酯 65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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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山梨酯 85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聚乙二醇 100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聚乙二醇 150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Clariant、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聚乙二醇 200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聚乙二醇 40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聚乙二醇 400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聚乙二醇 60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聚乙二醇 600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氢化大豆磷脂酰胆碱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 

德国 Lipoid GMBH 

丙二醇单月桂酸酯 中国药科大学 嘉法狮（Gattefosse SAS） 

单亚油酸甘油酯 中国药科大学 嘉法狮（Gattefosse SAS） 

单油酸甘油酯 中国药科大学 嘉法狮（Gattefosse SAS）、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胶囊用羟丙甲纤维素 中国药科大学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展望药业有限公司 

纤维醋丁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辛酸癸酸聚乙二醇甘

油酯 

中国药科大学 嘉法狮（Gattefosse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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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乙二醇酯 中国药科大学 湖北葛店人福药用辅料有限公司、 

禾大化学品(上海)有限公司 

丙二醇单辛酸酯 中国药科大学 嘉法狮（Gattefosse SAS） 

没食子酸丙酯 中国药科大学 张家界久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棕榈酸异丙酯 中国药科大学 禾大化学品(上海)有限公司   

硅化微晶纤维素 中国药科大学 安徽山河药用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德国瑞登梅尔公司（JRS） 

卡波姆均聚物 A型 中国药科大学 路博润特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卡波姆均聚物 B型 中国药科大学 路博润特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卡波姆均聚物 C型 中国药科大学 路博润特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卡波姆共聚物 A型 中国药科大学 路博润特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卡波姆共聚物 B型 中国药科大学 路博润特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卡波姆间聚物 A型 中国药科大学 路博润特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卡波姆间聚物 B型 中国药科大学 路博润特种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硅酸钙 中国药科大学 南京化学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罗辅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附件名单中如有遗漏，可按附件格式提供相关信息，并发送电子邮件至

475@chp.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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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关于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

的实施细则》的通告（2018 年第 27 号） 

 

原文：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059.html        发布时期: 2018-05-17 

 

为维护药品注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和加强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确保药品

审评审批工作合法高效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的

通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办法》等，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关于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的实施细则》，现

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关于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的实施细则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5月 11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第 27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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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加强药品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的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维护药品注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和加强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的通知》《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信息保密管理办法》等，结合药品审评审批

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从事药品注册受理、技术审评、现场核查、注册检验、行政审批等审评

审批活动的相关人员及外请专家，应当增强保密意识，严格遵守保密纪律规定，

严格管理涉密资料，严防泄密事件发生。非因工作需要不得接触、查阅与审评审

批相关的资料，打探审评审批信息。 

第三条  涉及药品注册受理、技术审评、行政审批、项目管理、资料管理、信息

管理、公文管理、制证制件的岗位为重点涉密岗位。 

第四条  下列信息属于保密信息： 

（一）审评审批阶段申请人提交的信息和审评审批结束后的生产工艺、关键技术

参数、技术诀窍、试验数据等属于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的信息和个人隐私信息； 

（二）未获准对外披露的审评审批信息，包括各类会议信息、专家信息、尚未签

发的审评审批结论以及未公布的审评审批过程中的讨论意见、咨询意见和技术报

告等； 

（三）与审评审批工作相关的投诉举报信息； 

（四）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的其他保密信息。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泄露保密信息： 

（一）擅自披露申请人技术资料或者其他商业秘密； 

（二）擅自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属于申请人商业秘密、技术秘密信息或个人隐

私信息用于非工作目的； 

（三）违反涉密会议管理规定使用不符合保密要求的电子设备设施、随意处置涉

密资料； 

（四）泄露参加审评会议的外部专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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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散布会议讨论内容； 

（六）散布他人审评观点； 

（七）擅自披露尚未签发的审评审批结论； 

（八）擅自披露未公布的审评审批过程中的讨论意见、咨询意见和技术报告； 

（九）泄露与审评审批工作相关的投诉举报信息； 

（十）擅自复制、拍摄、抄录、记录相关纸质或电子保密信息； 

（十一）擅自将保密信息带离工作场所或者擅自在指定网络、设备以外使用保密

信息； 

（十二）将药品审评信息网络系统的登陆密码透漏给其他人员； 

（十三）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的其他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第六条  审评资料的印刷、收发、传递、承办、保管、归档、借阅、移交、销毁

等各个环节均应当办理清点登记手续和批准手续，做好保密工作。审评资料的借

阅人为资料保管第一责任人，应当妥善保管，安全存放于工作区的加锁柜。药品

审评资料存储仓库应当严格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

简称药审中心）保密规定进行管理。 

第七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外请专家、挂职人员参加学术活动的报告、对

外授课的课件、对外投稿的文章等，不得违规使用保密信息。 

第八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进入审评审批等信息系统的权限需按程序经批

准后方能开通，开通后，需严格按照保密管理的要求使用该系统。 

第九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不得私下与申请人见面沟通技术审评问题，违规

泄露审评审批信息。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申请人按规定程序进行沟通交流时，

须由项目管理人全程参与并做好会议记录，按规定程序将会议记录提交药审中心

会议管理系统。 

第十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不得参加申请人及其相关工作人员以老乡、同学、

校友、战友等名义组织的可能影响审评公正性、公平性的聚会或者其他活动。 

第十一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不能与医药企业有利益关系，不能投资于医药

企业，不能持有医药企业的股票，不能以审评谋取私利，严禁利用内部消息谋取

利益。 

第十二条  申请人可以通过药审中心网站的“申请人之窗”栏目或药审中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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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项目管理人的电话和邮件等方式，查询品种申报进度，查看发补通知、审评

结论，提交沟通交流申请。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通过公务电子邮箱与申请人沟

通交流时，应当同时在邮箱系统里点击“关联受理号”按钮。在未作关联之前，

不得随意删除相关邮件。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不得利用个人电子邮箱与申请人沟通交流审评审批业务

工作。 

第十三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一般应当通过专用录音电话与申请人沟通交

流，并将主要内容整理成书面记录，经所在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按规定程序归档。

特殊情况下，确需使用私人电话与申请人沟通交流审评审批业务工作的，也应当

按规定程序提交书面电话记录。 

第十四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应当认真遵守电脑数据保密规定，不得将审评

资料从审评信息系统复制到 U盘、移动硬盘、光盘等移动存储设备中，如因个人

学习研究确实需要的，需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经同意后，可以将有关内容复制

到安全的移动存储设备，按照保密要求严格管理，严防泄密问题发生。 

第十五条  对申请人为获取审评审批保密信息而实施拉拢行贿、威胁恐吓、滋事

骚扰、跟踪尾随、暴力伤害等行为的，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向药审中

心报告。药审中心应当在第一时间根据具体情形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组织调查

处理，或向有关部门报告。调查处理期间，暂停申请人相关品种的审评审批，调

查处理的时间不计入审评审批时限。 

第十六条  对申请人为获取审评审批保密信息给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造成人

身伤害的，以及由于申请人的拉拢、腐蚀，致使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受到组织

处理、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处罚的，可作出以下处理： 

（一）及时约谈申请人； 

（二）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府网站上曝光相关信息； 

（三）向申请人所在地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通报； 

（四）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五）对于可能影响药品审评审批公平公正的，需要重新开展相关审评审批工作。 

第十七条  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泄密的，尚未造成后果的，给予批

评教育、调离工作岗位、诫勉谈话、警告、记过、记大过等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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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后果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降级、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窃密的

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一经查实，给予开除党籍、撤职、开除处分。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八条  尚在试用期内的药品审评审批工作人员，违反国家、单位保密规定的，

一经查实，一律解除合同；外聘、返聘、挂职、实习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一

经查实，一律给予解聘、终止挂职和实习等处理。挂职人员违反保密规定的，除

终止挂职外，应当通报原单位并建议作出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

机关处理。 

已离职、已退休人员应当对相关审评审批信息承担保密责任。对于泄露审评审批

信息的，依法予以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聘请的专家应当与聘用部门签署保密协议，承担保密责任。违反保密协议的，立

即终止聘用关系，通报专家所在单位并建议作出相应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九条  各药品审评审批单位应当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定期开展保密工作检查，

并建立保密工作台账。 

第二十条  对履行保密职责不到位的部门和人员，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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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阿托伐他汀钙片等 12 个品种规格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第四批）

（2018 年第 24 号） 

 

 

原文：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115.html                                                                         发布时期: 2018-05-22 

经审查，阿托伐他汀钙片等 12个品种（目录见附件 1）符合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要求，现予发布。上述品种的说明书、企

业研究报告及生物等效性试验数据信息可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www.cde.org.cn）查询。 

  此外，为规范“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的使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编写了关于“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使用有关事宜的说明（见

附件 2）。 

  特此公告。 

  附件：1.2018年 5月份已批准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第四批） 

    2.关于“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使用有关事宜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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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 5 月份已批准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第四批） 

 

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CYHB1703359 
奈韦拉

平片 

Nevirapine 

Tablets 
0.2g 片剂 

奈韦拉平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合用治疗 HIV-1感染。 

单用此药会很快产生耐药病毒。因

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30872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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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此，奈韦拉平应与至少两种以上的其

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一起使用。 

对于分娩时未使用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的孕妇，应用奈韦拉平（可以不与

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合用）可预防

HIV-1的母婴传播。孕妇分娩时只需

口服单剂量奈韦拉平，新生儿在出生

后亦只需口服单剂量奈韦拉平。如果

可行的话，建议产妇在产前合用奈韦

拉平与其他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减少

HIV-1病毒母婴传播的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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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CYHB1703639 

恩替卡

韦分散

片 

Entecavir 

Dispersible 

Tablets 

0.5mg 
分 散

片 

本品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血清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ALT）持续升高或肝

脏组织学显示有活动性病变的慢性

成人乙型肝炎的治疗。 

也适用于治疗 2 岁至<18 岁慢性 HBV

感染代偿性肝病的核苷初治儿童患

者，有病毒复制活跃和血清 ALT水平

持续升高的证据或中度至重度炎症

和/或纤维化的组织学证据。 

正大天晴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药准字

H20100019 
否 

 CYHB1704400 
依非韦

伦片 

Efavirenz 

Tablets 
0.6g 片剂 

适用于与其他抗病毒药物联合治疗

HIV-1感染的成人、青少年及儿童。 

上海迪赛诺生

物医药有限公

司 

国药准字

H2016346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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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CYHB1740002 
左乙拉

西坦片 

Levetiracetam 

Tablets 
0.25g 片剂 

用于成人及 4 岁以上儿童癫痫患者

部分性发作的加用治疗。 

浙江京新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143177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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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CYHB1750004 

阿托伐

他汀钙

片 

Atorvastatin 

Calcium 

Tablets 

10mg 片剂 

高胆固醇血症 

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包括家族

性高胆固醇血症（杂合子型）或混合

性高脂血症（相当于 Fredrickson

分类法的Ⅱa 和Ⅱb 型）患者，如果

饮食治疗和其他非药物治疗疗效不

满意，应用本品可治疗其总胆固醇

（TC）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升高、载脂蛋白 B（apo B）

升高和甘油三酯（TG）升高。 

在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

阿托伐他汀钙可与其他降脂疗法（如

低密度脂蛋白血浆透析法）合用或单

独使用（当无其他治疗手段时），以

降低 TC和 LDL-C。 

冠心病 

北京嘉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1999025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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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冠心病或冠心病等危症（如：糖尿病，

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等）合并

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血脂异常的

患者，本品适用于：降低非致死性心

肌梗死的风险、降低致死性和非致死

性卒中的风险、降低血管重建术的风

险、降低因充血性心力衰竭而住院的

风险、降低心绞痛的风险。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CYHB1750005 

阿托 

伐他汀

钙片 

Atorvastatin 

Calcium 

Tablets 

20mg 片剂 

高胆固醇血症 

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包括家族

性高胆固醇血症（杂合子型）或混合

性高脂血症（相当于 Fredrickson

分类法的Ⅱa 和Ⅱb 型）患者，如果

饮食治疗和其他非药物治疗疗效不

满意，应用本品可治疗其总胆固醇

（TC）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LDL-C）升高、载脂蛋白 B（apo B）

升高和甘油三酯（TG）升高。 

在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

阿托伐他汀钙可与其他降脂疗法（如

低密度脂蛋白血浆透析法）合用或单

独使用（当无其他治疗手段时），以

降低 TC和 LDL-C。 

冠心病 

北京嘉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93819 
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冠心病或冠心病等危症（如：糖尿病，

症状性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等）合并

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血脂异常的

患者，本品适用于：降低非致死性心

肌梗死的风险、降低致死性和非致死

性卒中的风险、降低血管重建术的风

险、降低因充血性心力衰竭而住院的

风险、降低心绞痛的风险。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CYHB1750007 

恩替 

卡韦分

散片 

Entecavir 

Dispersible 

Tablets 

0.5mg 
分 散

片 

本品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血清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ALT）持续升高或肝

脏组织学显示有活动性病变的慢性

成人乙型肝炎的治疗。 

也适用于治疗 2 岁至<18 岁慢性 HBV

感染代偿性肝病的核苷初治儿童患

者，有病毒复制活跃和血清 ALT水平

持续升高的证据或中度至重度炎症

和/或纤维化的组织学证据。 

江西青峰药业

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100141 
否 

 CYHB1750018 
恩替卡

韦胶囊 

Entecavir 

capsule 

0.5 

mg 
胶囊 

本品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血清转氨

酶 ALT 持续升高或肝脏组织学显示

有活动性病变的慢性成人乙型肝炎

的治疗。 

江西青峰药业

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130011 
否 

 CYHB1750010 

草酸艾

司西酞

普兰片 

Escitalopram 

Oxalate 

Tablet 

10 mg 片剂 
治疗抑郁症。治疗伴有或不伴有广场

恐怖症的惊恐障碍。 

湖南洞庭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143391 
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CYHB1750012 
盐酸曲

马多片 

Tramadol 

Hydrochloride 

Tablets 

50mg 片剂 

用于治疗疼痛程度严重到需要使用

阿片类镇痛剂并且替代疗法不足的

成人疼痛。 

石药集团欧意

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10960106 
否 

 CYHB1750015 
奥氮 

平片 

Olanzapine 

Tablets 
10mg 片剂 

奥氮平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初始治疗有效的患者，奥氮平在维持

治疗期间能够保持其临床效果。 

奥氮平用于治疗中、重度躁狂发作。 

对奥氮平治疗有效的躁狂发作患者，

奥氮平可用于预防双相情感障碍的

复发。 

江苏豪森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10799 
否 

 CYHB1750016 
奥氮 

平片 

Olanzapine 

Tablets 
5mg 片剂 

奥氮平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初始治疗有效的患者，奥氮平在维持

治疗期间能够保持其临床效果。 

奥氮平用于治疗中、重度躁狂发作。 

对奥氮平治疗有效的躁狂发作患者，

奥氮平可用于预防双相情感障碍的

江苏豪森药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52688 
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复发。 

 

注：* 289 基药目录：是指根据《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06号）附件所附 2018年底前须完成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 

 

 

附件 2  关于“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使用有关事宜的说明 

 

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国办发〔2018〕20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及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的公告》（2017 年第 100 号）的要求，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现就“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使用有关事宜说明如下： 

一、凡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代药品目录即《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仿制药可使用“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 

二、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仿制药，申请人按照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

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号）的相关要求进行说明书、标签备案，国产药品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进口药品报国家药品监管

部门备案后，即可使用。 

三、本说明发布后备案使用“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的，取消标识下方的公告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

事宜的公告（2018 年第 23 号） 

 

  原文：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140.html            发布时期: 2018-05-23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

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的意见》（国发〔2015〕44号），提高创新药上市审批效率，科学简化审批程序，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进一步落实药品优先审评审批工作机制，对防治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

段疾病以及罕见病药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

建立与申请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加强对药品研发的指导，对纳入优先审评审批范围的

注册申请，审评、检查、审批等各环节优先配置资源，加快审评审批。 

  二、对于境外已上市的防治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以及罕见病药品，

进口药品注册申请人经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以提交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直

接申报药品上市注册申请。对于本公告发布前已受理并提出减免临床试验的上述进口药品

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要求的，可以直接批准进口。 

  三、基于产品安全性风险控制需要开展药品检验工作。药品临床试验申请受理后，药

审中心经评估认为需要检验的，提出检验要求，通知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或委托检验

机构对临床试验样品出具检验报告；药审中心经评估认为无需检验的，不再通知开展检验

工作。2017 年 12 月 1 日前受理的药品临床试验申请，药审中心经评估认为无需检验的，

通知相关检验机构终止检验并继续审评审批工作。检验机构已作出不符合规定的检验结论

的，药审中心不批准其临床试验申请。 

  四、取消进口药品再注册核档程序，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受理后，全部资料转交药审

中心审评审批。对于本公告发布前已受理的进口药品再注册申请，包括进口再注册核档意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140.html�


见为无需质量标准复核的注册申请，统一转入药审中心进行审评审批。将目前由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各类临时进口行政审批决定，调整为由药审中心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名义作出。 

  五、对《进口药品注册证》和《医药产品注册证》实施新的编号规则，进口药品再注

册及补充申请获得批准后，不再重新编号（具体编号规则见附件）。 

  六、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本公告中未涉及的事项，仍按照现有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进口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编号规则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8年 5月 17日 

附件：进口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编号规则.doc 

  

 

附件  进口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编号规则 

 

一、进口药品再注册批准后，原注册证收回注销，核发新的《进口药品注册证》或《医药

产品注册证》（以下简称核发新证）。其注册证号保持原注册证号，不再重新编号，如原注

册证仍在有效期内的，新注册证有效期自原注册证有效期截止之日起 5年有效；如原注册

证已到期，新注册证有效期为自批准之日起 5年有效。每个注册证仅收载 1个规格，可收

载多个包装规格。 

二、进口药品分包装用大包装再注册批准后，原注册证收回注销，核发新证。其注册证号

保持原注册证号，不再重新编号，注册证有效期与小包装规格的注册证有效期相同。并在

备注项注明专供国内药品生产企业分包装用的内容。 

三、改变生产厂地址（生产厂实际生产地址变更）的补充申请批准后，原注册证收回注销，

核发新证。其注册证号保持原注册证号，不再重新编号，如原注册证仍在有效期内的，新

注册证有效期自原注册证有效期截止之日起 5年有效；如原注册证已到期，新注册证有效

期为自批准之日起 5年有效。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cnda.cfd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uL28qO6vfi2tKpxrfF+te81qTD987EvP6x4LrFuebU8i5kb2M=.doc�


四、对于增加规格的补充申请批准后，核发新证。其注册证号按批准时所在年份的顺序重

新编号，注册证有效期与原规格的注册证有效期相同。 

五、分包装用大包装规格的补充申请批准后，核发新证。其注册证号按批准时所在年份的

顺序重新编号，注册证有效期限仍为原包装规格注册证的有效期。在备注项注明专供国内

药品生产企业分包装用的内容。 

六、变更公司和生产厂名称、地址名称（生产厂实际生产地址不变）、变更（包括增加或

减少）包装规格以及变更药品名称等的补充申请批准后，原注册证收回注销，核发新证。

其注册证号保持原注册证号，不再重新编号，注册证有效期限仍为原注册证的有效期。 

七、其他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补充申请事项，一律以《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形

式批准，不核发新证。 

八、进口药品在中国国内分包装的补充申请（非首次申请）批准后，以《药品补充申请批

件》的形式批准，药品批准文号保持原药品批准文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柴胡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           

(2018 年第 26 号) 

   原文：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214.html             发布时期: 2018-05-29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和安全性评价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决定对柴胡注射液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并对【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项

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柴胡注射液生产企业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柴胡注射液

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年 7月 31日前报省级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准

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柴胡注射液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

柴胡注射液临床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柴胡注射液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

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柴胡注射液为处方药，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柴胡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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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5月 23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第 26号公告附件.doc 

 

附件   柴胡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应增加警示语，内容应包括： 

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使用者应接受过过敏

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二、【不良反应】项应增加以下内容： 

过敏反应：皮肤潮红或苍白、皮疹、瘙痒、呼吸困难、心悸、紫绀、血压下降、过敏性

休克、过敏样反应等。 

全身性反应：畏寒、寒战、发热、疼痛、乏力等。 

皮肤及其附件：可表现多种皮疹，以荨麻疹、皮炎伴瘙痒为主。 

呼吸系统：憋气、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等。 

心血管系统：心悸、胸闷、紫绀、血压下降等。 

神经精神系统：头晕、头痛、麻木、眩晕、晕厥、抽搐、意识模糊等。 

消化系统：口干、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 

用药部位：疼痛、皮疹、瘙痒、局部红肿硬结等。 

三、【禁忌】项应当包括： 

1．对本品或含有柴胡制剂及成份中所列辅料过敏或有严重不良反应病史者禁用。 

2．儿童禁用。 

四、【注意事项】项应当包括： 

1．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使用者应接受过

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2．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功能主治使用，禁止超功能主治用药。 

3．本品为退热解表药，无发热者不宜。 

4．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的用法用量使用，尤其注意不超剂量、不长期连续用药。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cnda.cfda.gov.cn/directory/web/WS04/images/ufq80tKpxre84La9udzA7b7WMjAxOMTqtdoyNrrFuau45ri9vP4uZG9j.doc�


5．用药前应仔细询问患者情况、用药史和过敏史。有药物过敏史或过敏体质者慎用。 

6．有家族过敏史者慎用。 

7．本品保存不当可能会影响药品质量，用药前应认真检查本品，发现药液出现浑浊、

沉淀、变色、结晶等药物性状改变以及瓶身有漏气、裂纹等现象时，均不得使用。 

8．严禁混合配伍，谨慎联合用药。本品应单独使用，禁忌与其他药品混合配伍使用。 

9．对老人、孕妇、肝肾功能异常患者等特殊人群和初次使用中药注射剂的患者应慎重

使用，加强监测。 

10．加强用药监护。用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用药反应，特别是开始 30 分钟。发现异

常，立即停药，采用积极救治措施，救治患者。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典委公开征求《中国药用辅料通用名称命名原则》（第二次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通知 

原文：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b014c61878de?a=BZFULIAO          发布时期: 2018-05-30 

 

为进一步规范药用辅料通用名称命名，做好药用辅料与药品关联审评审批中药用辅料

名称核定，我委组织有关专家草拟了《中国药用辅料通用名称命名原则》（征求意见稿）。

2017年 10月公开征求意见后，我委组织专家对命名原则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2018年 4

月，我委就修订稿征求了药品审评部门以及药用辅料相关协会的意见，结合反馈意见形成

了《中国药用辅料通用名称命名原则》（第二次征求意见稿）（见附件 1），现再次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请于 2018年 8月 25日前将相关意见或建议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我委（反馈意见

表见附件 2）。邮件名称请标注“辅料命名原则反馈意见+单位”,并同时发送反馈意见表

word版和加盖公章的 PDF版。 

  联系邮箱：475@chp.org.cn 

  联系电话：67079525、67079566 

  附件： 180524药用辅料通用名命名原则（第二次征求意见稿）.pdf 

     反馈意见表.docx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年 5月 30日 

 

 

附件  反馈意见表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b014c61878de?a=BZFULIAO�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530/6453152766748685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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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530/64531527667486855.pdf�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530/64531527667486855.pdf�


单位：            （单位盖章） 

 

原文条款 建议修改为 修改原因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例：总体意见    

例：一、1.    

例：建议增加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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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用辅料通用名称命名原则

(1805，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1.本原则适用于药用辅料的命名，按本命名原则制定的名称

为中国药用辅料通用名称。药用辅料通用名不采用商品名（包括

外文名和中文名）。药用辅料的通用名及其专用词干的英文及中

文译名均不得作为商品名或用以组成商品名，不得用于商标注册。

2.药用辅料中文通用名和英文名称应尽量采用世界卫生组

织编订的国际非专利药名（International Nonproprietary

Names for Pharmaceutica1 Substances，简称 INN）或中国药

品通用名称（China Approved Drug Names,简称：CADN）。INN、

CADN 没有收载的，且本命名原则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参照其

他通用的命名原则（如有机化合物命名原则、高分子化学命名原

则等）进行命名。药用辅料通用名应科学、明确、简短，兼顾曾

用名或俗名。

3.确定药用辅料通用名时，应首先确定该辅料的主体结构，

主体结构的名称一般放在修饰结构的名称之后。

4.药用辅料具有不同规格的，规格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

通用名加前缀或后缀区分。药用辅料改变给药途径（从低风险向

高风险途径），如结构组成未发生改变，可沿用已有名称，并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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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给药途径以示区分，如吸入制剂标注“（供吸入用）”、注射剂

标注“（供注射用）”、眼用制剂标注“（供眼用）”等。除特殊情

况外，口服和外用辅料一般不需在名称中注明。

5.对于光学异构体、消旋体和几何异构体的命名应参照CADN。

6.通用名中表示化学基团的“基”字常可省去。已习惯加“基”

字的可保留，删去“基”字会产生歧义的要保留。

7.含有不同结晶水的药用辅料的中文通用名为非结晶水部

分的名称加“X 水合物”，X 表示结晶水的个数，如磷酸氢二钾

三水合物。

二、药用辅料通用名称命名细则

1.糖、苷类

苷类化合物以“-in”为后缀者，翻译为“XX 素”，如甜菊

素 Steviosin。

糖醇中文通用名为“XX 糖醇”，英文名为“XXtol”，如赤藓

糖醇 Erythritol、麦芽糖醇 Maltitol。

多糖中文通用名通常加后缀“多糖”，或音译而成，英文名

通常有后缀“XX-an”，如壳聚糖 Chitosan、普鲁兰多糖 Pollulan。

2.纤维素类

纤维素醚的中文通用名为“XX（基）纤维素”，英文名后缀

为“XXylcellulose”，如甲基纤维素 Methylcellulose。

取代度不同的纤维素，由于结构、组成发生了变化，为不同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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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料，在名称中应体现，如低取代羟丙纤维素Low-Substituted

Hydroxypropyl Cellulose。

对于 2 个或 2 个以上烷基醚，一般按不同烷基英文字母先后

排列，加“纤维素”,如羟丙甲纤维素 Hypromellose。

羧烷基纤维素醚金属盐中文通用名为羧烷加“纤维素”加金

属离子，如羧甲纤维素钠 Carboxymethylcellulose Sodium。

纤维素酯中文通用名为“XX 酸 YY 纤维素(酯）”，英文名为

“YYcelluloseXXate”，如醋酸纤维素 Cellulose Acetate，邻

苯二甲酸羟丙甲纤维素酯（曾用名羟丙甲纤维素邻苯二甲酸酯）

Hypromellose Phthalate。

对于多个酸形成的酯中文通用名为“XX 酸 YY 酸 ZZ 纤维素

酯”，英文名为“ZZcelluloseXXateYYate”，如醋酸琥珀酸羟丙

甲纤维素酯（曾用名醋酸羟丙甲纤维素琥珀酸酯）Hypromellose

Acetate Succinate。

3.淀粉类

分为原淀粉和改性淀粉。

（1）原淀粉根据来源命名，中文通用名为来源加“淀粉”，

英文名为“XX starch”，如玉米淀粉 Maize Starch、小麦淀粉

Wheat Starch、马铃薯淀粉 Potato Starch、木薯淀粉 Tapioca

Starch。

（2）预胶化淀粉是一类重要的物理和/或化学改性淀粉，由

淀粉进行预胶化而得。根据预胶化程度，可分为部分预胶化淀粉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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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ly Pregelatinized Starch 和完全预胶化淀粉 Fully

Pregelatinized Starch。

由改性淀粉进行预胶化而得的，中文通用名通常为“预胶化

+XX+YY+淀粉”，英文名为“Pregelatinized XX YY starch”，XX

为 取 代 基 ， YY 为 来 源 ， 如 预 胶 化 羟 丙 基 豌 豆 淀 粉

PregelatinizedHydroxypropyl Pea Starch。

（3）淀粉醚是由淀粉与醚化剂反应而得。

羧烷基淀粉醚一般可由淀粉与卤代羧酸醚化而得，中文名通

常为 XX 羧烷淀粉，如羧甲基淀粉。其金属盐中文通用名为 XX 羧

烷加“淀粉”加金属离子，英文名为金属离子加“Starch XXate”，

如羧甲淀粉钠 Sodium Starch Glycolate。

羟烷基淀粉醚由淀粉与环氧烷化合物醚化而得，中文通用名

为“XX 烷基淀粉”，英文名为“XX starch”，如羟丙基淀粉

Hydroxypropyl Starch。

淀粉醚可用淀粉来源修饰，中文通用名“XX 烷基 YY 淀粉”，

XX为取代基，YY为来源，如羟丙基玉米淀粉Hydroxypropyl Maize

Starch 。

（4）淀粉酯是由淀粉与酯化剂反应而得。中文通用名“XX

酸淀粉（酯）”，英文名通常为 Starch XXate，如醋酸淀粉酯，

Starch acetate。

如淀粉酯由改性淀粉酯化而来，中文通用名“XX 酸 YY 淀粉

酯”，YY 为取代基，英文名为 YY Starch XXate，如醋酸羟丙基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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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酯，英文名为 Hydroxypropyl Starch acetate。

淀粉酯的金属盐中文通用名为“XX 酸淀粉”加金属离子，

英文名为金属离子加“starch XXate”，如磷酸淀粉钠 Sodium

Starch Phosphate。

（5）可溶性淀粉是一类酸化学改性淀粉，以改变其溶解性

能，俗称可溶性淀粉。

不同淀粉来源的可溶性淀粉，根据不同来源，中文通用名为

可溶性 XX 淀粉，英文名为 Soluble XX Starch。如可溶性玉米

淀粉 Soluble Maize Starch。

（6）糊精类根据水解方式和/或水解程度不同，分为糊精

Dextrin、麦芽糊精 Maltodextrin 和环糊精，其中环糊精根据成

环糖数目，分为阿法环糊精 Alfadex、倍他环糊精 Betadex 和伽

马环糊精 Gammadex，分别代表 6、7、8 个成环葡萄糖。

（7）环糊精醚由环糊精与醚化剂反应而得。羟烷基环糊精

醚中文通用名为“XX 烷基 YY 环糊精”，英文名为“XX + YYdex”，

如羟丙基倍他环糊精 Hydroxypropyl Betadex。磺烷基环糊精醚

中文通用名为 XX 磺烷（基）YY 环糊精，如磺丁基倍他环糊精；

其金属盐中文通用名为 XX 磺烷（基）加 YY 环糊精加金属离子，

如磺丁基倍他环糊精钠 Betadex Sulfobutyl Ether Sodium。

4.油脂类

（1）油脂类命名通常按来源命名为油（常温下为液体）、脂

（常温下为半固体）、蜡（常温下为固体）。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6 / 16

（2）经过处理的油脂在命名中加入处理方式，如精制玉米

油 Refined Corn Oil。

（3）氢化油脂中文通用名为“氢化”加来源加“油”，英文

名为“Hydrogenated”加来源加“oil”。

（4）挥发油中文通用名为物种名（加提取部位）加“油”，

如丁香茎叶油 Clove Leaf Oil、丁香油 Clove Oil。

（5）脂肪醇类中文通用名为“XX 醇”，如十八醇 Stearyl

Alcohol。

（6）脂肪酸采用俗名命名，如辛酸 Caprylic Acid。

（7）聚山梨酯系列品种中文通用名为“聚山梨酯 XX”，后

面用数字表示不同脂肪酸酯，20 为月桂酸酯、40 为棕榈酸酯、

60 为硬脂酸酯、80 为油酸酯、85 为三油酸酯。

（8）山梨坦脂肪酸酯中文通用名为司盘 YY， YY 为数字，

表示不同脂肪酸酯，20 为月桂酸酯、40 为棕榈酸酯、60 为硬脂

酸酯、80 为油酸酯、85 为三油酸酯。

（9）脂肪酸甘油酯是高级脂肪酸与甘油酯化形成的酯。当

三个高级脂肪酸一样时，根据所用脂肪酸分子的数目可分为脂肪

酸单甘油酯、脂肪酸双甘油酯和脂肪酸三甘油酯。中文通用名为

“ XX 酸 （ 单 / 双 / 三 ） 甘 油 酯 ”， 英 文 名 为 “ XX

(mono/di/tri)glyceride ”， 如 硬 脂 酸 单 甘 油 酯 Stearic

Monoglyceride 、 中 链 脂 肪 酸 三 甘 油 酯 Medium-chain

Triglycerides。当三个酸都不同时，或二个相同时，叫混合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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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酯。

（10）聚氧乙烯脂肪酸酯为环氧乙烷和脂肪酸反应生成的酯。

中文通用名为“聚氧乙烯（XX）YY” ，XX 为聚氧乙烯的聚合度，

YY 为脂肪酸名，英文名称为“Polyoxyl（XX）YY-ate”,如聚氧

乙烯油酸酯[曾用名：油酸聚氧乙烯酯]Polyoxyl Oleate、聚氧

乙烯（40）硬脂酸酯[曾用名：硬脂酸聚烃氧(40)酯]Polyoxyl (40)

Stearate、聚氧乙烯（35）蓖麻油 Polyoxyl(35) Castor Oil。

（11）甘油、聚乙二醇（或聚氧乙烯）和脂肪酸形成的酯混

合物是一类特殊的酯，中文通用名为 “XX 聚氧乙烯（YY）甘油

酯” ，XX 为脂肪酸名称，YY 为数字，代表聚氧乙烯的聚合度，

英文名为“XX-oylmacrogolglycerides(YY)”，如月桂酰聚氧乙

烯(12)甘油酯 LauroylMacrogolglycerides(12)。

有的可采用习惯名称直译，如维生素 E 琥珀酸聚乙二醇酯

Vitamin E Polyethylene Glycol Succinate。

（12）磷脂类中文通用名按天然磷脂、半合成磷脂、合成磷

脂分类命名。天然磷脂通常具有词尾“-磷脂”，即“-lecithin”，

如大豆磷脂 Soya Lecithin、蛋黄卵磷脂 Egg Yolk Lecithin。

半合成磷脂和合成磷脂参照化学药命名原则命名。

（13）矿蜡类中文通用名一般沿用俗名，如石蜡 Paraffin。

5.聚合物类

合成或半合成高分子辅料的命名方法参照高分子化学命名

原则。一般采用以聚合物产生的过程，即以参与聚合的单体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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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来源基础命名法，或采用以聚合物主链的组成重复单元，即

链节为基础的结构基础命名法。已被广泛采用的通用名可沿用其

命名。

聚合物因结构不同通常分为均聚物、共聚物及交联聚合物。

（1）均聚物系由一种单体聚合而成，可按来源基础命名法

或结构基础命名法命名。中文通用名通常为“聚 XX”，XX 为单体，

英文名为“PolyXX”。对具有不同规格（如分子量差异）的聚合

物，可采用其通用名后加特定后缀的方式进行表述。例如：

聚乙烯醇 Polyvinyl Alcohol。

聚乙二醇分子量低于20000的，中文通用名为“聚乙二醇”，

英文名为“Polyethylene glycol”；后缀加数字表示平均分子量，

从 200 起到 20000 成系列标注。如聚乙二醇 400， Polyethylene

Glycol 400。

当分子量超过 20000 时，中文通用名为“聚氧乙烯”，英文

名为 Polyethylene Oxide。

聚维酮可表述为“聚维酮”加标示 K 值作为后缀，如聚维

酮 K30。英文名为“Povidone”加相应后缀，如 PovidoneK30。

（2）共聚物是由一种以上单体通过聚合而得的聚合物。中

文通用名的基本结构为“XX-YY（-ZZ）共聚物”。

XX、YY、ZZ 一般可按共聚物参与聚合的单体的英文名称字

母顺序依次排列，或参照已广泛使用的英文通用名的各部分对应

顺序排列，并用半字线“-”连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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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缀一般为“共聚物”（Copolymer），必要时区分“无规共

聚”（Random Copolymer）、“嵌段共聚物”（Block Copolymer）、

“交替共聚物”（Alternating Copolymer）、“接枝共聚物”（Graft

Copolymer）等。

应体现单体比例的可在名称后加“（a:b:c）”,a、b、c 为 XX、

YY、ZZ 的比例，a:b:c 一般为最简比或相加为 100。

以乙交酯和丙交酯为单体的共聚物，中文通用名可根据不

同单体比例表述为“丙交酯乙交酯共聚物（aabb）”，如丙交酯乙

交酯共聚物（7525）[曾用名乙交酯丙交酯共聚物（7525)]；英

文 名 为 “ Poly(lactide-co-glycolide) (aabb) ”， 如

Poly(lactide-co-glycolide) (7525)，其中“aa”和“bb”是

两位数字，表示丙交酯和乙交酯单体的摩尔比。

泊洛沙姆是聚氧乙烯和聚氧丙烯共聚物，根据聚氧乙烯和

聚氧丙烯不同的分子量，中文通用名可表述为“泊洛沙姆”加特

定的三位数字作为后缀，如泊洛沙姆 188；英文名为“Poloxamer”

加相应后缀，如 Poloxamer 188。

三位数字后缀中前两位表示聚氧丙烯链段分子量/100 的大

约数值，后一位表示聚氧乙烯分子量在共聚物中的质量百分比的

十位数字。如泊洛沙姆 188，表示聚氧丙烯的分子量约为 1800，

聚氧乙烯的质量百分比约为 80%。

丙烯酸树脂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二元共聚物、含季铵盐氯

化物三元共聚物、含胺基三元共聚物。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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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共聚物中文通用名为两种单体加“共聚物”，如丙烯酸

乙酯-甲基丙烯酸甲酯共聚物水分散体 Ethyl Acrylate And

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 Dispersion。对不同聚合比例

的产品，可在其通用名后增加后缀（a:b），代表两种单体的摩尔

比。如甲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酯共聚物（1:1），英文名为

Methacrylic Acid–MethylMethacrylate Copolymer (1:1)；甲

基丙烯酸-甲基丙烯酸甲酯共聚物（1:2），英文名为 Methacrylic

Acid–MethylMethacrylate Copolymer (1:2)。

含季铵盐三元共聚物是丙烯酸乙酯-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

丙烯酸氯化三甲铵基乙酯共聚物，中文通用名为“季铵基甲基丙

烯酸酯共聚物”，对不同聚合摩尔比的产品，可在其通用名后增

加后缀，如“（A 型）”；英文名表述方式为“AmmonioMethyacrylate

Copolymer（Type A）”。A 型对应的丙烯酸乙酯、甲基丙烯酸甲

酯、甲基丙烯酸氯化三甲铵基乙酯的比例约为 1:2:0.2，B 型对

应的丙烯酸乙酯、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氯化三甲铵基乙

酯的比例约为 1:2:0.1。后续如有需要可增加 C 型、D型等。

含胺基的三元共聚物是甲基丙烯酸二甲胺基乙酯-甲基丙烯

酸丁酯-甲基丙烯酸甲酯共聚物（2:1:1），中文通用名为“甲基

丙烯酸胺烷酯共聚物”，英文名为“Amino Methyacrylate

Copolymer”。

（注：2015 版《中国药典》中丙烯酸树脂类药用辅料的名

称暂不修订，新增品种按上述原则命名。）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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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缀为“cros XX”的聚合物，中文通用名为“交联

XX”，如交联羧甲纤维素钠 Croscarmellose Sodium，交联聚维

酮 Crospovidone。

（4）卡波姆根据聚合过程中使用的溶剂及聚合方式的不同，

可在其通用名后增加特定的后缀。

a.对聚合过程中使用苯溶剂的卡波姆，中文通用名为“卡波

姆”加数字后缀，英文名为“Carbomer”加数字后缀。

如卡波姆 934 由聚丙烯酸与蔗糖烯丙基醚交联而成，动力黏

度范围 30,500–39,400 mPa.s；卡波姆 934P 由聚丙烯酸与蔗糖

烯丙基醚或季戊四醇烯丙基醚交联而成，动力黏度范围 29,400

–39,400 mPa.s；卡波姆 940 由聚丙烯酸与季戊四醇烯丙基醚交

联而成，动力黏度范围 40,000–60,000 mPa.s；卡波姆 941 由

聚丙烯酸与季戊四醇烯丙基醚交联而成，动力黏度范围 4000–

11,000 mPa.s；卡波姆 1342 代表丙烯酸和长链甲基丙烯酸烷酯

的共聚物与季戊四醇烯丙基醚交联而成，动力黏度范围 9500–

26,500 mPa.s。

b.对聚合过程中使用非苯溶剂的聚合物，可在其通用名“卡

波姆”后增加聚合物类型和粘度分类进行表述。

卡波姆共聚物（Carbomer Copolymer）是丙烯酸和长链甲基

丙烯酸烷酯的共聚物与多元醇烯丙基醚交联而成。卡波姆均聚物

（CarbomerHomopolymer）是聚丙烯酸与多元醇烯丙基醚交联而

成。卡波姆间聚物（CarbomerInterpolymer）是含有聚乙二醇和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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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链烷基酸酯嵌段共聚物的卡波姆均聚物或共聚物。可按黏度不

同分为 A、B、C 分型，如中文通用名表述为“卡波姆共聚物（A

型）”,英文名为“Carbomer Copolymer (TypeA)”。

卡波姆均聚物（A 型）（曾用名：卡波姆），动力黏度范围

4,000-11,000 mPa.s；卡波姆均聚物（B 型）（曾用名：卡波姆），

动力黏度范围 25,000-45,000 mPa.s；卡波姆均聚物（C 型）（曾

用名：卡波姆），动力黏度范围 40,000-60,000 mPa.s。

卡波姆共聚物（A 型），动力黏度范围 4,500-13,500 mPa.s；

卡波姆共聚物（B 型），动力黏度范围 10,000-29,000 mPa.s；卡

波姆共聚物（C 型），动力黏度范围 25,000-45,000 mPa.s。

卡波姆间聚物（A型），动力黏度范围 45,000-65,000 mPa.s；

卡波姆间聚物（B 型），动力黏度范围 47,000-77,000 mPa.s；卡

波姆间聚物(C 型)，动力黏度范围 8,500-16,500 mPa.s。

（5）后缀为“thicone”的聚合物中文通用名一般以俗名硅

油或硅酮结尾，如二甲基硅油 Dimethicone。

6.预混与共处理类

预混辅料与共处理辅料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辅料通过不同

处理方式获得的辅料混合物，在命名中应予以体现。

（1）预混辅料一般是多种辅料的简单物理混合物，在中文

通用名后加“预混物”，英文名前加“pre-mixed”。通常按用途

命名，如薄膜包衣预混物（胃溶型）、薄膜包衣预混物（含乳糖）、

薄膜包衣预混物（肠溶型）等。若只有两个组分，采用两个组分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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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称叠加，再加预混物，组分叠加顺序根据组分质量比由大到

小排序。

（2）共处理辅料不是简单的物理混合物，一般由两个或两

个以上辅料共加工处理形成，辅料的物理特性发生了改变但化学

特性无明显变化。

中文通用名一般为组分叠加后加“共处理物”，组分叠加次

序根据共处理辅料中组分的质量比由大到小排序；当组分比例一

致时，根据其英文名首字母次序排序；当组分超过两个时，为避

免中文通用名过长，比例在 2%以下的组分可不在名称中体现，

但应在来源与定义中描述。

英文名通常为“Co-processed”加组分叠加，应将全部组分

列出，每个组分之间用逗号间隔，最后两个组分用 and 相隔。

1 两个组分的共处理辅料，中文通用名以两个组分的全

称叠加。如微晶纤维素胶态二氧化硅共处理物（曾用名：硅化微

晶纤维素），Co-processe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and

Colloidal Silicon Dioxide （ 曾 用 名 ： Silicified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乳糖聚维酮共处理物，

Co-processed Lactose and Povidone。

2 三个或三个组分以上的共处理辅料，中文通用名第一

个组分采用全称，之后的组分可采用缩词法，选词见所附缩词表

及选词原则。如乳糖微晶淀粉共处理物，Co-processed

Lactose,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and Maize Starch（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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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水乳糖 70%、微晶纤维素 20%、玉米淀粉 10%）；乳糖交聚

聚维酮共处理物，Co-processed Lactose,Crospovidone and

Povidone（备注：一水乳糖 93%、交联聚维酮 3.5%、聚维酮 3.5%）。

附：缩词表及选词原则（缩词表根据个案及时补充）

组分 三个字 两个字 一个字

微晶纤维素 微晶纤 微晶 晶

羟丙甲纤维素 丙甲纤 丙甲 /

粉状纤维素 粉纤维 粉纤 /

羧甲基纤维素钠 羧甲纤 羧纤 /

玉米淀粉、马铃薯淀

粉、木薯淀粉、小麦淀

粉、豌豆淀粉等

玉淀粉、马淀粉、

木淀粉、麦淀粉、

豌淀粉等

淀粉 /

预胶化淀粉 预胶淀 预淀 /

羧甲淀粉钠 羧甲淀 羧淀 /

胶态二氧化硅 胶态硅 胶硅 硅

硬脂富马酸钠 硬脂富 硬富 /

甘露醇 / 甘露 /

麦芽糊精 麦芽糊 麦糊 /

聚维酮 / 聚维 酮

交联聚维酮 交聚酮 交聚 /

选词原则：共处理辅料若只有三个组分，第一个组分取全称，

第二个组分取 2 个字，第三个组分取 2-3 个字；超过三个成分时，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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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组分取全称，第二至第三组分取 2个字，第四组分后各取

1 个字，如无特殊规定，一般取中文首字。选词组合的名称应符

合常用语言习惯，避免不符合伦理学的组合名称及其他不适宜的

情况。

③当共处理辅料的组分相同，比例的次序相同但比例不同时，

不同的比例可不在名称中体现，但应在产品的规格和标签标识中

加以注明。

7.分散体类

以某种辅料为主制备的分散液中文通用名为辅料名加分散

介质“分散体”，如乙基纤维素水分散体 Ethylcellulose Aqueous

Dispersion、乙基纤维素水分散体（B 型）Ethylcellulose

Aqueous Dispersion Type B、丙烯酸乙酯-甲基丙烯酸甲酯共聚

物 水 分 散 体 Ethyl Acrylate and Methyl Methacrylate

Copolymer Dispersion。

8.空心胶囊类

空心胶囊中文通用名为（释放特性）加来源加“空心胶囊”，

英文名为(释放特性)加“vacant” 加来源加 “capsules”,如

明胶空心胶囊 Vacant Gelatin Capsules、肠溶明胶空心胶囊

Enterosoluble Vacant Gelatin Capsules、羟丙基淀粉空心胶

囊 Vacant Hydroxypropyl Starch Capsules。

9.空白丸芯

空白丸芯中文通用名为材料名加“丸芯”，如蔗糖丸芯 Sugar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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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heres、微晶纤维素丸芯 Mycrostalline Cellulose Spheres。

10.人源或动物源组织来源药用辅料

对人源或动物源组织来源药用辅料，经过组分提取的，可直

接以提取组分命名，如去氧胆酸钠、胰酶；如为人源组织提取，

必须在名称中注明人以及组织来源，如人血白蛋白；如为动物来

源组织提取，原则上应在名称中注明动物以及组织来源，如牛血

清。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原辅包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更新功能的说明（二）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01         发布日期：20180531 

 

 近日来，我中心陆续收到申请人反馈有关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以下简称“原

辅包”）登记过程中存在修改登记信息、删除新版本号的相关诉求。为妥善解决申请人使

用中出现的问题，更好的服务于申请人。我中心对原辅包登记平台进行了调整，调整内

容如下： 

       一、申请人在原辅包平台登记信息后且尚未在中心网站公示前，申请人可对已登记

的信息进行修改。同时，平台记录修改痕迹，版本号不变。 

       二、在中心收到原辅包光盘资料后，相关业务人员将核对登记信息与光盘资料的一

致性。若信息一致，则生成版本号并在原辅包信息公示平台公示；若信息不一致，及时

向申请人发送书面补正通知，直至平台登记的电子信息与邮寄光盘资料相一致。  

       为确保登记信息及时在中心网站备案公示，请申请人认真填写登记信息，仔细复核

正确性，保证登记信息与光盘资料一致，避免反复修改登记信息和光盘资料，延误备案

公示时间。 

                                                                                                               

                                                                                    

                                                             药品审评中心  

                                                                                                                                         

                                                           2018 年 5 月 31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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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

品种的通告(2018 年第 32 号) 

 

  原文：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233.html                发布时期: 2018-05-31     

 为落实《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00号）的要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办公室经调研论证和征求意

见，确定了 2018年底前需完成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中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BE）

试验品种（见附件），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品种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5月 25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第 32 号通告附件.doc 

  

附件  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品种 

序号 
289目录 

编号 
通用名称 规格 备注 

可豁免人体 BE品种 

1 108 口服补液盐散（Ⅰ）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可豁免人体 BE，不推荐

参比制剂，需满足药学

研究和评价要求。 2 121 口服补液盐散（Ⅱ）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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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89目录 

编号 
通用名称 规格 备注 

3 8 维生素 B6片 10mg 

4 9 维生素 B2片 5mg；10mg 

5 44 葡萄糖酸钙片 0.5g 

6 99 叶酸片 0.4mg 

7 20 碳酸氢钠片 0.3g；0.5g 

8 273 琥珀酸亚铁片 0.1g 

可豁免人体 BE，与参比

制剂进行药学比较，评

价一致性。 

9 141 硫酸亚铁片 0.3g 

10 217 氯化钾颗粒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11 99 叶酸片 5mg 

12 171 蒙脱石散 3g 

13 226 聚乙二醇 4000散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14 12 对乙酰氨基酚片 0.5g 

15 262 对乙酰氨基酚颗粒 0.1g 

可申请豁免人体 BE品种 

16 134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25mg；50mg 根据《人体生物等效性

豁免指导原则》申请豁

免人体 BE研究，采用药

学方法评价一致性。 

申请人应自证药物的

BCS 分类，申请 BCS1 类

豁免的仿制制剂，渗透

性数据可引用已公布参

比制剂说明书中的信息

作为支持性数据；申请 

BCS3 类豁免的仿制制剂

应与参比制剂处方完全

17 57 盐酸普萘洛尔片 10mg 

18 286 左氧氟沙星片 0.5g 

19 137 氟康唑片 50mg；100mg 

20 81 氟康唑胶囊 50mg；100mg 

21 4 甲硝唑片 0.2g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289目录 

编号 
通用名称 规格 备注 

22 219 司他夫定胶囊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相同，各组成用量相似。 

23 200 齐多夫定片 300mg 

24 188 齐多夫定胶囊 100mg 

25 205 磷酸可待因片 15mg；30mg 

26 104 磷酸氯喹片 250mg 

27 48 盐酸多西环素片 50mg；100mg 

28 288 拉米夫定片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29 53 盐酸雷尼替丁片 0.15g 

30 10 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0.15g 

31 51 阿替洛尔片 25mg；50mg 

32 6 异烟肼片 100mg；300mg 

可简化人体 BE品种 

33 106 替硝唑片 0.5g 可豁免空腹 BE研究。 

34 7 利福平胶囊 0.15g；0.3g 

可豁免餐后 BE研究。 

35 16 卡托普利片 12.5mg；25mg 

36 145 
硝酸甘油片 

（舌下含片） 
0.5 mg 

37 109 吲达帕胺片 2.5mg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289目录 

编号 
通用名称 规格 备注 

38 159 盐酸特拉唑嗪片 2mg 

39 155 乙酰唑胺片 0.25g 

40 161 氟哌啶醇片 2mg；4mg 

41 189 巯嘌呤片 25mg；50mg 

42 211 硫唑嘌呤片 50mg；100mg 

43 289 依非韦伦片 50mg；200mg；600mg 

44 1 复方磺胺甲噁唑片 
100mg：20mg 

400mg：80mg 

45 31 磺胺嘧啶片 0.2g；0.5g 

进行人体 PK比较研究，评价安全性 

46 76 枸橼酸铋钾颗粒 0.11g铋 

可选择与原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公布的参比制剂

进行。人体 PK比较研究，

仿制制剂人体铋吸收不

应高于参比制剂。 

47 124 枸橼酸铋钾胶囊 0.3g/0.11g铋 

48 195 枸橼酸铋钾片 0.3g/0.11g铋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 年第六期） 

原文: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1091.html           2018年 05月 04日 发布 
 

现发布 2018年第六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 6个新品种，26

个即将换批品种的预计上市时间、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和 5个停用品种

名单，详见表 1、表 2、表 3、表 4。 

表 1 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00541 钆喷酸单葡甲胺 100541-201801 2018年第 3季度 

2 190196 乙酸丁酯 190196-201801 2018年第 3季度 

3 130545 头孢匹罗 130545-201701 2018年第 3季度 

4 112036 异佛司可林 112036-201801 2018年第 3季度 

5 112034 
白皮杉醇-3'-O-β-D-

吡喃葡萄糖苷 
112034-201701 2018年第 3季度 

6 112015 酸性黄 36 112015-201801 2018年第 3季度 

表 2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10747 樟脑 110747-201810 2018年第 3季度 

2 190033 硬脂酸甲酯 190033-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3 100388 依托泊苷 100388-201803 2018年第 3季度 

4 121628 车前子（车前） 121628-201702 2018年第 3季度 

5 121000 川贝母（暗紫贝母） 121000-201609 2018年第 3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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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0924 平贝母 120924-201711 2018年第 3季度 

7 121550 草果 121550-201602 2018年第 3季度 

8 121144 白果 121144-201604 2018年第 3季度 

9 121022 珍珠 121022-201604 2018年第 3季度 

10 140699 盐酸半胱氨酸 140699-201803 2018年第 3季度 

11 100116 维生素 B6 (盐酸吡哆辛) 100116-201805 2018年第 3季度 

12 100607 厄贝沙坦 100607-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13 140796 抗甘露聚糖肽血清 140796-201803 2018年第 3季度 

14 190024 溶血磷脂酰乙醇胺 190024-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15 140787 肝素钠 140787-201802 2018年第 3季度 

16 100633 富马酸福莫特罗 100633-201803 2018年第 3季度 

17 101248 恩替卡韦 101248-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18 100706 依那普利双酮 100706-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19 110731 甘草酸铵 110731-201720 2018年第 3季度 

20 121569 拳参 121569-201602 2018年第 3季度 

21 120975 黑豆 120975-201707 2018年第 3季度 

22 111826 欧当归内酯 A 111826-201806 2018年第 3季度 

23 111913 通关藤苷 H 111913-201803 2018年第 3季度 

24 110852 隐丹参酮 110852-201807 2018年第 3季度 

25 111809 异槲皮苷 111809-201804 2018年第 3季度 

26 121168 苍耳子 121168-201707 2018年第 3季度 

表 3 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10747 樟脑 110747-201409 2018-10-22 

2 190033 硬脂酸甲酯 190033-201603 2018-10-22 

3 100388 依托泊苷 100388-201302 2018-10-30 

4 121628 车前子（车前） 121628-201001 2018-11-04 

5 121000 川贝母（暗紫贝母） 121000-201108 2018-11-05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6 120924 平贝母 120924-201410 2018-11-05 

7 121550 草果 121550-200501 2018-11-05 

8 121144 白果 121144-201003 2018-11-05 

9 121022 珍珠 121022-200403 2018-11-05 

10 140699 盐酸半胱氨酸 140699-201302 2018-11-06 

11 100116 维生素 B6 (盐酸吡哆辛) 100116-201404 2018-11-06 

12 100607 厄贝沙坦 100607-201603 2018-11-06 

13 140796 抗甘露聚糖肽血清 140796-201502 2018-11-06 

14 190024 溶血磷脂酰乙醇胺 190024-201603 2018-11-11 

15 140787 肝素钠 140787-201001 2018-11-11 

16 100633 富马酸福莫特罗 100633-201502 2018-11-11 

17 101248 恩替卡韦 101248-201503 2018-11-11 

18 100706 依那普利双酮 100706-201603 2018-11-11 

19 110731 甘草酸铵 110731-201619 2018-11-18 

20 121569 拳参 121569-201301 2018-11-18 

21 120975 黑豆 120975-201406 2018-11-18 

22 111826 欧当归内酯 A 111826-201605 2018-11-18 

23 111913 通关藤苷 H 111913-201202 2018-11-20 

24 110852 隐丹参酮 110852-200806 2018-11-20 

25 111809 异槲皮苷 111809-201403 2018-11-20 

26 121168 苍耳子 121168-201406 2018-11-20 

表 4 ：近期停用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1 110852 隐丹参酮 110852-200806 2018.5.14 

2 130435 α-对羟基苯甘氨酸 130435-200502 2018.5.11 

3 130338 去甲万古霉素 130338-200303 2018.5.11 

4 130683 酮康唑杂质 C 130683-201301 2018.5.11 

5 140623 粪肠球菌 140623-200708 2018.4.27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最新批次

标准物质（一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

不再对其进行质量监测，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年 6月 1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2018 年国家药品跟踪检查有关事宜

的通告（2018 年第 35 号） 

 

原文：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269.html                   发布日期：2018-6-4 

 

为进一步加强对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推进药品检

查“双随机、一公开”，根据《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制定了《2018年药品跟踪检查计划》，由国家组织对计划中列明的全国共

201家药品生产企业逐一开展现场检查。为做好 2018年国家药品跟踪检查工作，

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 

  一、《2018年药品跟踪检查计划》制定，基于 2017年度国家药品检查、抽

检、不良反应监测、投诉举报等方面发现的问题和风险信号，坚持风险防控原则，

突出问题导向。年度计划涵盖的 201家药品生产企业中，包括 2017年国家抽检

发现问题较多的企业 38家，疫苗类生物制品生产企业 40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28家，麻醉、精神药品和药品易制毒类生产企业 15家，新批准上市的注射剂仿

制药生产企业 60家，专项检查生产企业 20家。 

  二、除年度检查计划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同

时根据重点监管工作需要、风险监测和评估结果，适时增加被检查企业名单。对

2017年飞行检查发现严重问题的企业，采取“回头查”等方式，重点检查上次

飞行检查后整改落实情况。 

  三、《2018年药品跟踪检查计划》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

审核查验中心具体组织落实，通过调配使用国家药品检查员等资源，逐月开展。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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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检查工作效果，提高国家检查的震慑作用，检查计划不对外公开。检查采

取不事先告知方式，坚持“双随机、一公开”原则，对发现的问题将及时公开曝

光。 

  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配

合做好国家跟踪检查工作，同时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督促生产企业全面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主动排查潜在风险，自觉规范生产行为，切实保证药品质量。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5月 31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公开征求《药用辅料登记资料要求（征求意见稿）》和《药包材登记资料要求（征求意见稿）》

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04            发布日期：2018-6-5 

 

根据《关于调整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审评审批事项的公告》（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7

年第 146 号），我中心组织起草了《药用辅料登记资料要求（征求意见稿）》和《药包材登记资料要

求（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前通过电

子邮件反馈至我中心。   

       联 系 人：鞠梦琪 

       联系邮箱：jumq@cde.org.cn      

                                                                                                                                                     

                                                                    药审中心 

                                                                                                                    2018 年 6 月 5 日 

附件 1 ： 药用辅料登记资料要求（征求意见稿）.doc  

附件 2 ： 药包材登记资料要求（征求意见稿）.doc  

 
 

附件 1  药用辅料登记资料要求(征求意见稿) 

  

品种名称：XXXXX 

                           登 记 人：XXXXX 

 

辅料分类： 

国内外批准制剂中未有使用历史的，且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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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的分子结构的辅料以及不属于第 1.2、1.3的辅料； 

○1.2 由已有使用历史的辅料经简单化学结构改变（如盐基，水合物等）； 

○1.3 两者及两者以上已有使用历史的辅料经共处理得到的辅料； 

○1.4 已有使用历史但改变给药途径的辅料。 

 

国内外批准制剂中已有使用历史的，且 

○2.1 中国药典/USP/EP/BP/JP均未收载的辅料; 

○2.2 USP/EP/BP/JP已收载，但未在国内上市制剂中使用的辅料; 

○2.3 USP/EP/BP/JP已收载，中国药典未收载; 

○2.4 中国药典已収载的辅料。 

 

在食品或化妆品中有使用历史的辅料，且 

○3.1 具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用于口服制剂的辅料； 

○3.2 具有化妆品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用于外用制剂的辅料。 

 

○其他 

拟用制剂给药途径：○注射 ○吸入 ○眼用 ○局部及舌下 ○透皮 ○口服 ○其他 

来源：○动物或人 ○矿物 ○植物 ○化学合成 ○其他 

 

 

 

登记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一、申报资料项目 

 

1 登记人基本信息 

1.1 登记人名称、地址、生产地址 

1.2 证明性文件 

1.3 研究资料保存地址 

2 辅料基本信息 

2.1 名称 

2.2 结构与组成 

2.3 理化性质及基本特性 

2.4 境内外批准上市及使用信息 

2.5 境内外药典收载情况 

3 生产信息 

3.1 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 

3.2 物料控制 

3.3 关键步骤和中间体的控制 

3.4 工艺验证和评价 

3.5 生产工艺的开发 

4 特性鉴定 

4.1 结构和理化性质研究 

4.2 杂质研究 

4.3 功能特性 

5 质量控制 

5.1 质量标准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5.2 分析方法的验证 

5.3 质量标准制定依据 

6 批检验报告 

7 稳定性研究 

7.1 稳定性总结 

7.2 稳定性数据 

7.3 辅料的包装 

8 药理毒理研究 

 

二、申报资料正文及撰写要求 

 

1 登记人基本信息 

1.1 登记人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地址 

提供登记人的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厂、生产地址。 

生产地址应精确至生产车间、生产线。 

1.2 证明性文件 

境内药用辅料登记人需提交以下证明文件： 

（1）登记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对登记人委托第三方进行生产的，应同时提交委托书

等相关文件及生产者相关信息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2）对于申请药用明胶空心胶囊、胶囊用明胶和药用明胶的国内登记人，需另提供：

①申请药用空心胶囊的，应提供明胶的合法来源证明文件，包括药用明胶的批准证明文

件、标准、检验报告、药用明胶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药品生产许可证》、销售发票、

供货协议等的复印件；②申请胶囊用明胶、药用明胶的，应提供明胶制备原料的来源、

种类、标准等相关资料和证明。 

境外药用辅料登记人应授权中国代表机构提交以下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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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记人合法生产资格证明文件、公证文件及其中文译文。对登记人委托第三方

进行生产的，应同时提交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及生产者相关信息及证明文件（如有）。 

（2）登记人委托中国境内代理机构注册的授权文书、公证文件及其中文译文。中国

境内代理机构的营业执照或者登记人常驻中国境内办事机构的《外国企业常驻中国代表

机构登记证》。 

（3）申报药用空心胶囊、胶囊用明胶、药用明胶等牛源性药用辅料进口的，须提供

制备胶囊的主要原材料——明胶的制备原料的来源、种类等相关资料和证明，并提供制

备原料来源于没有发生疯牛病疫情国家的政府证明文件。 

境外药用辅料建议提供人源或动物源性辅料的相关证明文件。 

1.3 研究资料保存地址 

提供药用辅料研究资料的保存地址，应精确至门牌号。如研究资料有多个保存地址

的，均需提交。 

2 辅料基本信息 

2.1 名称 

提供辅料的中文通用名（如适用，以中国药典名为准）、英文通用名、汉语拼音、

化学名、曾用名、化学文摘（CAS）号。如有 UNII 号及其他名称（包括国内外药典收载

的名称）建议一并提供。 

预混辅料[注 1]和共处理辅料[注 2]应明确所使用的单一辅料并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描述，可

提交典型配方用于说明，实际应用的具体配方应根据使用情况作为附件包括在登记资料

中或在药品注册时进行提供。 

注：1、预混辅料（pre-mixed excipient）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辅料通过低至中等

剪切力进行混合，这是一种简单的物理混合物。各组分混合后仍保持为独立的化学实体，

各成分的化学特性并未变化。预混辅料可以是固态的也可以是液态的，单纯的物理混合

时间较短。 

2、共处理辅料（co-processed excipient）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辅料的结合物，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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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的物理特性发生了改变但化学特性无明显变化。这种物理特性的改变无法通过单纯

的物理混合而获得，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以成盐形式存在。 

2.2 结构与组成 

提供辅料的结构与组成信息，如结构式、分子式、分子量，高分子药用辅料应明确

分子量范围、聚合度等。有立体结构和多晶型现象应特别说明。 

预混辅料和共处理辅料应提交每一组分的结构信息。 

2.3 理化性质及基本特性 

提供辅料已知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如：性状（如外观，颜色，物理状态）、熔点或

沸点、比旋度、溶解性、溶液 pH、粒度、密度（堆密度、振实密度等）以及功能相关性

指标等。 

预混辅料应提交产品性状等基本特性信息。 

2.4 境内外批准登记等相关信息及用途 

2.4.1 境内历史批准信息 

提供境内历史批准的相关信息（如有）。 

2.4.2 其他国家的相关信息 

提供拟申请产品在国外作为药用辅料的相关信息（如适用）。 

2.4.3 用途信息 

提供本辅料的给药途径信息以及最大每日参考剂量及参考依据。使用该辅料的药品

已在国内外获准上市的，提供相关药品的剂型、给药途径等；尚未有使用该辅料的药品

获准上市的，应提供该药用辅料的预期给药途径以及正在使用该辅料进行注册的药品信

息。如有生产商已知的不建议的给药途径或限定的使用剂量，也应予以明确并提供相关

参考说明。以上信息应尽可能提供。 

2.5 境内外药典收载情况 

提供该药用辅料被国内外药典及我国国家标准收载的信息。 

3 生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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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 

（1）工艺综述：按工艺步骤提供工艺流程图，并进行生产工艺综述。 

（2）工艺详述：按工艺流程标明工艺参数和所用溶剂等。如为化学合成的药用辅料，

还应提供反应条件（如温度、压力、时间、催化剂等）及其化学反应式，其中应包括起

始原料、中间体、所用反应试剂的分子式、分子量、化学结构式。 

以商业批为代表，列明主要工艺步骤、各反应物料的投料量及各步收率范围，明确

关键生产步骤、关键工艺参数以及中间体的质控指标。 

对于人或动物来源的辅料，该辅料的生产工艺中应有明确的病毒灭活与清除的工艺

步骤，并须对其进行验证。 

（3）说明商业生产的分批原则、批量范围和依据。 

（4）设备：提供主要和特殊的生产设备。 

生产设备资料可以按照下述表格形式提交：  

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用途   

1     

2     

…     

3.2 物料控制 

3.2.1 关键物料控制信息 

对关键物料的控制按下表提供信息。 

关键物料控制信息 

物料名称 来源注 质量标准 使用步骤 

    

    

注：如动物来源、植物来源、化学合成等。 

3.2.2 物料控制信息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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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工艺流程图中的工序，以表格的形式列明生产中用到的所有物料（如起始物料、

反应试剂、溶剂、催化剂等），并说明所使用的步骤，示例如下。 

物料控制信息 

物料名称 来源注 质量标准 使用步骤 

    

    

注：如动物来源、植物来源、化学合成等。 

提供以上物料的来源、明确引用标准，或提供内控标准（包括项目、检测方法和限

度），必要时提供方法学验证资料。 

3.3 关键步骤和中间体的控制 

列出关键步骤（如：终产品的精制、纯化工艺步骤，人或动物来源辅料的病毒灭活/

去除步骤）。适用时，提供关键过程控制及参数，提供具体的研究资料（包括研究方法、

研究结果和研究结论），支持关键步骤确定的合理性以及工艺参数控制范围的合理性。

存在分离的中间体时，应列出其质量控制标准，包括项目、方法和限度，并提供必要的

方法学验证资料。 

3.4 工艺验证和评价 

3.4.1 工艺稳定性评估 

提供辅料工艺稳定的相关评估资料，如 5批以上的产品质量回顾性报告等。 

3.4.2 工艺验证 

提供工艺验证方案、验证报告等资料，必要时提供批生产记录样稿。 

3.5 生产工艺的开发 

提供工艺路线的选择依据（包括文献依据和/或理论依据）。 

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包括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和研究结论）以说明关键步骤确定

的合理性以及工艺参数控制范围的合理性。 

详细说明在工艺开发过程中生产工艺的主要变化（包括批量、设备、工艺参数以及

工艺路线等的变化）及相关的支持性验证研究资料。提供工艺研究数据汇总表，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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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工艺研究数据汇总表 

批号 
试制 

日期 

试制地

点 

试制目的 /样

品用途注 1 
批量 收率 工艺注 2 

样品质量 

含量 
功能性指

标 
性状等 

          

          

注 1：说明生产该批次的目的和样品用途，例如工艺验证/稳定性研究。 

注 2：说明表中所列批次的生产工艺是否与 3.1项下工艺一致，如不一致，应明确不

同点。 

4 特性鉴定 

4.1 结构和理化性质研究 

4.1.1 结构确证研究 

（1）结构确证信息 

提供可用于对药用辅料的结构进行确证的相关信息。 

（2）结构确证研究 

应结合制备工艺路线以及各种结构确证手段对产品的结构进行解析，如可能含有立

体结构、结晶水/结晶溶剂或者多晶型问题要详细说明，对于高分子药用辅料，还需关注

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聚合度、红外光谱等结构确证信息。提供结构确证用样品的精制

方法、纯度、批号；提供具体的研究数据和图谱并进行解析。 

为了确保生物制品来源的药用辅料质量的一致性，需要建立标准品/对照品或将辅料

与其天然类似物进行比较。对于生物制品类辅料具体见 ICH关于生物技术/生物产品的指

南。 

对来源于化学合成体或来源于动/植物的预混辅料，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描述其特性，

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描述，包括所有特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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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理化性质 

提供辅料理化性质研究资料，如：性状（如外观，颜色，物理状态）、熔点或沸点、

比旋度、溶解性、吸湿性、溶液 pH、分配系数、解离常数、将用于制剂生产的物理形态

（如多晶型、溶剂化物或水合物）、粒度、来源等。 

4.2 杂质研究 

4.2.1杂质信息 

结合辅料生产工艺，描述杂质情况。 

4.2.2 杂质研究 

应根据药用辅料的分子特性、来源、制备工艺等进行杂质研究，如对于高分子辅料，

应重点研究残留单体、催化剂以及生产工艺带来的杂质。评估杂质对药用辅料安全性、

功能性等的影响，并进行相应的控制。 

4.3 功能特性 

4.3.1 功能特性信息 

结合辅料在制剂中的用途及给药途径，提供辅料有关功能性指标信息（如适用）。 

4.3.2 功能特性研究 

结合辅料在制剂中的用途及给药途径，详细说明该药用辅料的主要功能特性并提供

相应的研究资料。 

如：粘合剂可提供表面张力、粒度及粒度分布、溶解性、粘度、比表面积、堆积度

等适用的特性指标。 

5 质量控制 

5.1 质量标准 

提供药用辅料的质量标准。质量标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现行版的通

用技术要求和格式，并使用其术语和计量单位。 

5.2 分析方法的验证 

提供质量标准中各项目的方法学验证资料。对于现行版中国药典/美国药典/欧洲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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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英国药典/日本药典已收载的品种，如采用药典标准方法，可视情况开展方法学确认。 

5.3 质量标准制定依据 

说明各项目设定的考虑，总结分析各检查方法选择以及限度确定的依据。质量标准

起草说明应当包括标准中控制项目的选定、方法选择、检查及纯度和限度范围等的制定

依据。 

6 批检验报告 

提供不少于三批生产样品的检验报告。如果有委托外单位检验的项目需说明。委托检验

的受托方需具备相关资质。 

7 稳定性研究 

稳定性研究的试验资料及文献资料。包括采用直接接触药用辅料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共同进行的稳定性试验。如适用，描述针对所选用包材进行的相容性和支持性研究。 

7.1 稳定性总结 

总结所进行的稳定性研究的样品情况、考察条件、考察指标和考察结果，对变化趋

势进行分析，并提出贮存条件和有效期。 

7.2 稳定性数据 

以表格形式提供稳定性研究的具体结果，并将稳定性研究中的相关图谱作为附件。 

7.3 辅料的包装 

说明辅料的包装及选择依据，提供包装标签样稿。 

8 药理毒理研究 

一般需提供的药理毒理研究资料或文献资料包括： 

（1）药理毒理研究资料综述。 

（2）对拟应用药物的药效学影响试验资料或文献资料。 

（3）非临床药代动力学试验资料或文献资料。 

（4）安全药理学的试验资料或文献资料。 

（5）单次给药毒理性的试验资料或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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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复给药毒理性的试验资料或文献资料。 

（7）过敏性（局部、全身和光敏毒性）、溶血性和局部（血管、皮肤、粘膜、肌肉

等）刺激性等主要与局部、全身给药相关的特殊安全性试验研究或文献资料。 

（8）遗传毒性试验资料或文献资料。 

（9）生殖毒性试验资料或文献资料。 

（10）致癌试验资料或文献资料。 

（11）其他安全性试验资料或文献资料。 

根据药用辅料的上市状态、应用情况、风险程度等确定需提交的研究资料和/或文献

资料，如不需要某项研究资料时，应在相应的研究项目下予以说明。药用辅料的药理毒

理研究可单独进行也可通过合理设计与关联制剂的药理毒理研究合并进行。 

 

三、登记资料说明 

 

1 基于辅料（在制剂中）的使用历史及药典收载情况，附表 1 列出了不同类别辅料

所需提供的资料文件。 

2 登记资料应列出全部资料项目，对按附表 1 规定无需提供的资料，应在该项资料

项目下进行说明。 

3 对于之前按注册程序已获批准证明文件的药用辅料，可按附表 1 第 2.4 类资料要

求提供资料。审评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补充资料。 

4 辅料已有使用历史的定义：该辅料已在国内外批准制剂中使用且给药途径相同。 

5 国外批准制剂的范围：仅限在美国、欧盟、日本批准上市的制剂。 

 6 对于分类未涵盖的药用辅料，请选择“其它”，其登记资料的要求根据使用历史

和药典收载情况提交相关的登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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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药用辅料登记资料表 

资

料

项

目 

内容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1 登记人基本信息 + + + + + + + + + + 

2 辅料基本信息 + + + + + + + + + + 

3 

3.1（1）工艺综述 + + + + + + + + + + 

3.1（2）工艺详述 + ± ± ± ± ± - - ± ± 

3.1（3）说明商业生产

的分批原则、批量范围

和依据 

+ + + + + + + + + + 

3.1（4）设备 + + + + + + + + + + 

3.2.1 关键物料控制

信息 
- - - + - - + + + + 

3.2.2 物料控制信息

详述 
+ + + - + + - - - - 

3.3 关键步骤和中间

体的控制 
+ + + + + + - - + + 

3.4.1工艺稳定性评估 - - - + + + + + + + 

3.4.2 工艺验证 + + + - - - - - - - 

3.5 生产工艺的开发 + ± ± - ± ± - - - - 

4 

4.1.1（1） 结构确证

信息 
+ + + + + + ± - + + 

4.1.1（2）结构确证研

究 
+ ± + - - - - - - - 

4.1.2 理化性质 + ± ± ± ± ± - - ± ± 

4.2.1 杂质信息 + + + + + + + + + + 

4.2.2 杂质研究 + ± ± ± ± ± - - ± ± 

4.3.1 功能特性信息 + + + + + + + + + + 

4.3.2 功能特性研究 + + + ± ± ± - - ± ± 

5 

5.1 质量标准 + + + + + + + + + + 

5.2 分析方法的验证 + + + ± + + - - ± ± 

5.3 质量标准制定依

据 
+ + + + + + + + + + 

6 批检验报告 + + + + + + + + + + 

7 

7.1 稳定性总结 + + + + + + + + + + 

7.2 稳定性数据 + + + + + + + + + + 

7.3 辅料的包装 + + + + + + + + + + 

8 药理毒理研究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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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需提供相关资料的项目 

- 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的项目 

± 根据需要提供相关资料的项目 

备注：* 

国内外批准制剂中未有使用历史的，且 

1.1 新的分子结构的辅料以及不属于第 1.2、1.3的辅料； 

1.2 由已有使用历史的辅料经简单化学结构改变（如盐基，水合物等）； 

1.3 两者及两者以上已有使用历史的辅料经共处理得到的辅料； 

1.4 已有使用历史但改变给药途径的辅料。 

 

国内外批准制剂中已有使用历史的，且 

2.1 中国药典/USP/EP/BP/JP均未收载的辅料; 

2.2 USP/EP/BP/JP已收载，但未在国内上市制剂中使用的辅料; 

2.3 USP/EP/BP/JP已收载，中国药典未收载; 

2.4 中国药典已收载的辅料。 

 

在食品或化妆品中有使用历史的辅料，且 

3.1具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用于口服制剂的辅料； 

3.2 具有化妆品国家或行业标准的用于外用制剂的辅料。 

 

注： 

（1）高风险药用辅料一般包括：动物源或人源的药用辅料；用于注射剂、眼用制剂、

吸入制剂等的药用辅料。对于高风险辅料的登记资料要求，可根据辅料在特定制剂中的

应用以及相应的技术要求，按需提供，或在审评过程中根据特定制剂及辅料在制剂中的

应用情况根据需要补充资料。 

（2）对于已有使用历史的辅料，若该辅料超出相应给药途径的历史最大使用量，应

提供相关安全性数据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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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预混辅料，应根据其在制剂中的应用及配方组成中各辅料成分情况，选择合

适的资料要求进行登记。 

（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134号公告及其解读中已规定不纳入关联审评审批

的药用辅料，仍不纳入药用辅料登记的范围。 

（5）以上登记资料分类要求作为登记人资料准备的指导，药品审评中心可根据制剂

的技术审评需要提出资料补充要求。 

（6） 根据辅料分类不同，登记资料 3.2.1 与 3.2.2， 3.4.1 与 3.4.2，4.1.1(1)

与（2）中提供一组研究资料即可。 

 

附件 2  药包材登记资料要求（征求意见稿） 

 

品种名称：XXXXX 

登 记 人：XXXXX 

 

 

使用情况分类： 

○1未在上市药品中使用过的药包材（如新材料、新结构）； 

○2已在上市药品中使用过，但改变给药途径且风险提高的药包材； 

○3未在上市药品中使用过，但是可证明在食品包装中使用过的与食品直接       接触

的药包材（仅限用于口服制剂）； 

4已在相同给药途径的上市药品中使用过的药包材 

    ○4.1无注册证的药包材 

○4.2有注册证的药包材 

○5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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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名 

   

一、申报资料项目 

 

1 登记人基本信息 

1.1名称、地址、生产厂、生产地址 

1.2证明性文件 

1.3 研究资料保存地址 

2 药包材基本信息 

2.1 药包材名称 

2.2 包装系统/组件 

2.3 配方 

2.4 基本特性 

2.5 境内外批准上市及使用信息 

2.6 国家标准以及境内外药典收载情况 

3 生产信息 

3.1 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 

3.2 物料控制 

3.3 关键步骤和半成品的控制 

3.4 工艺验证和评价 

4 质量控制 

4.1 质量标准 

4.2 分析方法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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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质量标准制定依据 

5 批检验报告 

6 自身稳定性研究 

7 相容性和安全性研究 

7.1 相容性研究 

7.2 安全性研究 

附表 1高风险药包材使用情况与登记资料表 

附表 2非高风险药包材使用情况与登记资料表 

附表 3实行关联审评审批的药包材及风险分类 

 

                      二、申报资料正文及撰写要求 

 

1 登记人基本信息 

1.1 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厂、生产地址 

提供登记人的名称、注册地址。 

提供生产厂的名称、生产地址（如有多个生产场地，都应提交）。 

生产地址应精确至生产车间。 

1.2证明性文件 

境内药包材登记人需提交以下证明文件： 

登记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应包含此次申报产品。对登记人委托第三方进行

生产的，应同时提交生产者相关信息及营业执照。 

境外药包材登记人应授权中国代表机构提交以下证明文件（参照进口药品注册有关

规定）： 

（1）登记人合法生产资格证明文件、公证文件及其中文译文。对登记人委托第三方

进行生产的，应同时提交生产者相关信息及证明文件（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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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记人如委托中国境内代理机构登记，需提交授权文书、公证文件及其中文译

文。中国境内代理机构需提交其工商执照或者注册产品生产厂商常驻中国境内办事机构

的《外国企业常驻中国代表机构登记证》。 

（3）产品在国外的生产、销售、应用情况综述及在中国申请需特别说明的理由。 

1.3 研究资料保存地址 

提供研究资料保存地址，应精确至门牌号。如研究资料有多个保存地址的，都应提

交。 

2 药包材基本信息 

采用相同的生产工艺和材料、具有相同功能的产品可以作为同一药包材登记，药包

材企业可在同一登记号下按不同的型号和规格进行登记。 

2.1 药包材名称 

提供药包材的中英文通用名称、化学名称（如适用）、曾用名，对于尚无法确定通

用名称的，需提供拟定名称。药包材名称应与品种质量标准中的名称一致，也可参考主

管部门制定的命名原则进行命名。应当参照已批准的药包材名称或国家标准命名原则对

产品进行命名。 

2.2 包装系统/组件 

药包材可以是包装系统，也可以是包装组件，组件需说明适用的包装系统。 

包装系统/组件需分别提供每一个单独组件/材料的相关信息，包括构成系统的组件

产品名称、来源、生产地址等相关信息及质量标准、检验报告等。如果有多个来源，需

分别列出或提供组件的登记号。 

说明：请按照附件填写包装系统各包装组件的名称。如：经口鼻吸入制剂应填写容

器（如罐、筒）、阀门等配件。 

对于某些制剂，如需在直接接触药品的药包材外增加功能性次级包装材料（如高阻

隔性外袋），或者需包装初级以及次级包装材料后进行灭菌处理的制剂，需将初级以及

次级包装材料作为包装系统，一并进行填写，例如某些采用初级及次级塑料包装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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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制剂，对于所用的干燥剂，也应填写，如影响制剂质量的，需订入包材的质量标准

中。制剂生产过程中不参与灭菌处理，仅为防尘用的外袋，可不作为功能性次级包装材

料。 

2.3 配方 

应分别填写药包材中各个组件的配方信息，包括组分名称、来源、质量标准及检验

报告、用量配比和预期用途、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有登记号的组件也可提供登

记号。配方信息应覆盖药包材所涉及的所有组成部分。 

2.3.1名称：包括原辅料及添加剂（着色剂、防腐剂、增塑剂、遮光剂及油墨等）的

化学名（IUPAC名和/或 CAS名）、中文译名和商品名等。 

说明：原辅料名称中应同时注明该原料的使用等级（如有，需提供），聚合物和金

属材料应注明牌号。 

2.3.2来源：提供原辅料的生产商，分析原辅料的作用。 

2.3.3 相对分子量、分子式、化学结构：未应用于相同给药途径的系统或组件中的

新物质需提供化学结构的确认依据（如核磁共振谱图、元素分析、质谱、红外谱图等）

及其解析结果。 

2.3.4 理化性质：包括各组分的理化性质，如颜色、气味、状态、溶解度、分子量、

聚合度等（如适用可提供）。 

2.3.5用量配比和预期用途：对原辅料的用量范围或比例进行说明，并对其在材料生

产、加工及使用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分别进行描述。 

2.3.6 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SDS）：应提供原辅料生产厂家提供的或从公开途径获

得的所使用各种物质的化学品安全说明书。提供配方汇总表，示例如下： 

 

配方汇总表 

组件一：胶塞 

a 主要原料 来源 标准 用量 用途 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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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辅料      

      

      

      

注：来源是指制备材料的来源，如：天然（动植物）或人工合成等。 

2.4 基本特性 

2.4.1基本信息 

根据具体药包材种类，分别提供药包材以及各组件的基本特性信息。 

例如：对于吸入制剂，应填写整体药包材的相关物化性质，如外观、尺寸、形状、

颜色、组成、规格、用途等，还应填写阀门等组件的相关物化性质（具体可参考药包材

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 

2.4.2保护性和功能性 

如果申报的是包装组件，保护性和功能性可能需要由包装系统的组合单位进行相应

研究。 

保护性：药包材应保证对药品制剂在生产、运输、储存及使用过程中的保护性能，

包括光线、温度、湿度以及在受力条件下对材料及容器保护性能的影响进行相关研究（或

提供长期上市使用的证明或相关文献资料）。 

需根据药包材的用途，提供相应的保护性和功能性研究资料，以及方法学验证资料

（如适用）。如：避光防护、防止溶剂流失/渗漏、保护灭菌产品或有微生物限度要求的

产品免受细菌污染、防止产品接触水汽、防止产品接触反应性气体等。说明药包材质量

标准中是否有相应的质控项目。例如：透光率，氧气、水分、氮气、二氧化碳透过率等

密闭性能的验证数据等。对于需灭菌处理的无菌制剂用包装，必须提供灭菌工艺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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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验证资料，目前常用的灭菌工艺包括环氧乙烷灭菌、湿热灭菌、辐射灭菌等，需考察

灭菌工艺对材料的影响（是否适合灭菌过程），环氧乙烷灭菌还需考察环氧乙烷及其相

关物质的残留情况。终端灭菌制剂包装需提供温度适应性研究资料，并在质量标准中列

出可耐受的灭菌条件等信息。如适用，无菌制剂用包装还需要进行灭菌效果的验证，并

对包装材料的微生物学性质进行研究，从而确定无菌包装的储存期。 

功能性：药包材功能性是指包装系统按照预期设计发挥作用的能力，如满足特殊人

群（儿童、老年人、盲人等）用药、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以及附带给药装置的性能。 

需根据药包材的用途，提供相应的功能性研究资料，以及方法学验证资料。如果采

用国家标准收载的试验方法，则不需提供方法学验证资料。 

对于具有特定功能的包装，如控制药物释放的喷雾剂定量给药装置、带高阻隔性外

袋的塑料药包材等，需提供针对特定功能进行的相关验证资料，以满足特定的功能性要

求。对于提高用药依从性，降低错误用药的包装形式，如儿童安全盖、粉液双室袋、盲

文印刷、老年人易开启等，还应提供操作可行性实验分析以及一定人群范围的应用数据

分析。 

2.5 境内外批准及使用信息 

2.5.1境外批准上市的相关证明性文件 

对于进口药包材，提供境外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证明性文件，如 DMF 备案文件

（说明状态）、批准时间和/或其他证明性文件，并简述在制剂中的使用情况。 

2.5.2生产、销售、应用情况综述 

填写本企业所生产药包材在境内上市（包括进口）的制剂中是否已经应用，以及所

应用的剂型、产品。 

2.6国家标准以及境内外药典收载情况 

提供该药包材及各组件被国家标准及国内外药典以及相关国际标准收载的信息。 

3 生产信息 

3.1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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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生产厂区及洁净室（区）平面图及洁净区的检测报告。 

（1）工艺流程图：按工艺步骤提供工艺流程图，标明工艺参数、关键步骤等。若使

用溶剂请列出所用溶剂种类。 

（2）工艺描述：根据工艺流程来描述工艺操作，以商业批为代表，列明主要工艺步

骤、添加剂、粘合剂、生产条件（温度、压力、时间等）和操作程序等，如产品涉及印

刷，需说明印刷工艺及采用的印刷介质等相关信息，说明生产工艺的选择依据。 

（3）说明商业化生产的分批原则、批量范围和依据。 

（4）设备：提供主要和特殊的生产、检验设备的型号或技术参数。 

生产、检验设备资料可以按照下述表格形式提交： 

 

药包材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生产厂 

1 

    

2 

    

… 

    

 

药包材检验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生产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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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2物料控制 

按照工艺流程图中的工序，以表格的形式列明生产中用到的所有物料和添加剂，如

油墨和粘合剂等并说明所使用的步骤，示例如下： 

 

 

物料控制信息 

物料名称 来源注 质量标准 生产商 使用步骤 

     

     

注：如动物来源、植物来源、化学合成等。 

提供以上物料的质量控制信息，明确引用标准，或提供内控标准(包括项目、检测方

法和限度）并提供必要的方法学验证资料。 

3.3关键步骤和半成品的控制 

列出所有关键步骤，提供关键过程控制及参数，提供可确定关键步骤合理性以及工

艺参数控制范围合理性的研究资料。需说明是否为连续生产。 

如有半成品，列出半成品的质量控制标准，包括项目、方法和限度，并提供必要的

方法学验证资料。 

3.4工艺验证和评价 

对产品质量有重大影响的工艺，应提供验证方案、验证报告、批生产记录等资料，

或提供足够信息以证明生产工艺能稳定生产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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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质量控制 

4.1 质量标准 

提供药包材的标准： 

已有国家标准的申报产品，可使用国家标准作为申报产品的质量标准，也允许企业

起草制定安全性指标不低于国家标准的质量标准。申报产品的材料、用途、生产工艺（适

用时）、组合件配合方式（适用时）的要求应与质量标准的规定相符。 

关于企业标准的要求： 

质量标准应当符合现行版中国药典和国家标准 YBB 的技术要求和格式，并使用其术

语和计量单位。尚未收入国家标准的申报产品，申报单位应根据申报产品的材质、用途、

性能等特点，设立相关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和技术要求，自行拟定产品注册标准，并进

行方法学验证； 

提供标准编制和起草说明，提供项目、方法、指标设立的依据等内容。同一个包装

系统/组件用于不同的制剂或不同的制剂企业，检测项目和指标可能不同。安全性指标应

不得低于国家标准同类产品的要求； 

根据药包材产品种类及其适用剂型的不同，在质量标准中需包含材料、容器的阻隔

性能和密闭性能等相应的保护性检测项目：如避光、防潮、隔绝气体（氧气、水分、氮

气、二氧化碳透过率等）、密闭、防止微生物污染等保护性检测项目。可使用药典等方

法进行透光性，防潮性，微生物限度和无菌测试。必要时，除药典等标准里列出的这些

测试以外，可以增加有关性能测试（如气体传导，溶剂渗漏，容器完整性）； 

质量标准中需包含药包材安全性、保护性、功能性与生产过程相关的检测项目； 

提供产品的结构示意图（包括尺寸信息）和实样图片。 

4.2 分析方法的验证 

提供质量标准中相关项目的方法学验证资料。某些无需进行验证的检查项，如酸碱

度滴定，水分测定等，无需提供；对于采用国家药包材标准的分析方法无需提供分析方

法的验证；对于采用相关国际标准或国外药典收载的方法，可视情况开展方法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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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质量标准制定依据 

企业标准需要说明各项目设定的考虑，总结分析各检查方法选择以及限度确定的依

据。质量标准起草说明应当包括标准中控制项目的选定、方法选择等制定依据。 

5 批检验报告 

逐批检验项目需提供不少于三批样品的检验报告，YBB 中*号检验项目可以检一批。

如果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检验的项目需予以说明。委托检验的受托方需具备相关资质。 

6 自身稳定性研究 

提供药包材自身的稳定性研究资料，描述针对所选用包材进行的支持性研究。 

药包材自身稳定性重点考察包装系统或包装组件在规定的温度及湿度环境下随时间

变化的规律，以确认药包材产品在规定的贮存条件下的稳定期限。 

说明稳定性研究的样品情况（包括批号、批量等信息）、考察条件、考察指标和考

察结果，对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贮存条件和使用期限。以表格形式提供稳定性研

究的具体结果，并将稳定性研究中的相关图谱作为附件。 

药包材稳定性研究可参照相关技术指导原则进行，如加速条件下的老化研究，也可

提供药包材在稳定期内的长期试验数据。稳定性评价的样品应具有代表性，通常应采用

稳定规模生产的样品。样品的质量标准应与规模生产所使用的质量标准一致。 

药包材自身稳定性研究一般适用于药用塑料和橡胶等高分子材料。 

7 相容性和安全性研究 

7.1相容性研究 

用于吸入制剂、注射剂、眼用制剂的药包材，登记人应根据配方提供提取试验信息，

包括定量或定性地获取材料中挥发性或不挥发性提取物的提取特性（提取物库）以及相

应的谱图。如有可能，可同时提供潜在的浸出物提示信息，供制剂生产企业进行制剂与

药包材的相容性试验使用。 

提取试验可参照国家发布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或国内外药典收载的相关标准进行。

提取试验的方法和溶剂的选取应根据提取目的和包装组件的性质决定。理想情况下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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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应与制剂对提取物质具有相同的特性以获得同样的定量提取特征。 

7.2安全性研究 

下列产品需要进行安全性研究： 

7.2.1 新材料，新结构，新用途的药包材：应提供产品及所用原材料相关的安全性

（生物学和毒理学）研究资料，具体产品安全性研究资料可参考相应技术要求进行。 

7.2.2 用于吸入制剂、注射剂和眼用制剂的药包材：无明确证据应用于此类包装的

材料和添加剂，需提供相应的安全性资料。为证明相容性，对有可能发生药品与包装材

料发生相互作用的情况，应提交可提取物的毒理学研究，必要时提供可提取物的生物学

安全性评价资料；应提交已知可提取物的结构（包括结构已知且毒理学数据明确的可提

取物，以及结构已知但毒理学数据不明确的可提取物）。 

 

 

 

 

三、登记资料说明 

 

1 药包材登记资料是制剂注册资料中的一部分，与制剂的申报资料组合后，应能够

证明该产品可以满足预期包装药品的要求。 

2 登记资料依据药包材风险程度和药包材使用情况进行分类，确定至少需要提交的

登记资料，具体内容见附表 1和附表 2。 

3 药包材产品及所用原材料、添加剂相关的安全性研究资料，可包括以下资料：国

内外药包材标准或药典中的生物学测试；国内外毒理学文献资料；材料的生物学安全性

测试等。 

4 对于非高风险制剂使用的药包材，暂不要求提供 3.4工艺验证和评价及 7相容性

和安全性研究资料。采用无菌工艺的外用制剂，以及所有的液体制剂使用的药包材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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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开展相应的研究。 

5 如果申请的药包材涉及多个组件组成包装系统，除包装系统要填报完整的申报资

料外，每个组件需分别提供资料 2.2～7。例如大容量注射剂的输液袋包装，需分别填写

多层共挤输液袋、塑料组合盖、阻隔外袋等信息。如果仅申报包装组件，如药用胶塞，

可仅填写胶塞的相关信息。 

6 对于分类未涵盖的药包材，请选择“其它”，其登记资料要求根据风险程度和使

用历史提交相关的登记资料。 

 

 

 

 

 

附表 1 

高风险药包材使用情况与登记资料表 

 

资料项目 资料内容 1* 2* 4.1* 4.2* 

1 登记人基本信息 

1.1名称、注册地址、生产地址 + + + + 

1.2证明性文件 + + + + 

1.3研究资料保存地址 + + + + 

2 药包材基本信息 

2.1药包材名称 + + + + 

2.2包装系统/组件 + + + + 

2.3配方 + + + + 

2.4基本特性 + + + + 

2.5境内外批准及使用信息 

 

- + +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注：+ 需提供相关资料的项目 

- 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的项目 

± 根据需要提供相关资料的项目 

2.6国家标准以及境内外药典收 

载情况 
+ + + + 

3 生产信息 

3.1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 + + + + 

3.2 物料控制 + + + + 

3.3 关键步骤和半成品的控制 + ± - - 

3.4工艺验证和评价 + ± - - 

4 质量控制 

4.1 质量标准 + + + + 

4.2 分析方法的验证 + + + - 

4.3 质量标准制定依据 + + - - 

5 批检验报告 + + + + 

6 自身稳定性研究 + + + - 

7 相容性和安全性

研究 

7.1 相容性研究 + + + - 

7.2 安全性研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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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非高风险药包材使用情况与登记资料表 

 

资料项目 资料内容 1* 2* 3* 4.1* 4.2* 

1 登记人基本信息 

1.1名称、注册地址、生产

地址 
+ + + + + 

1.2证明性文件 + + + + + 

1.3研究资料保存地址 + + + + + 

2 药包材基本信息 

2.1药包材名称 + + + + + 

2.2包装系统/组件 + + + + + 

2.3配方 + + + + + 

2.4基本特性 + + + + + 

2.5境内外批准及使用信息 - + - + + 

2.6国家标准以及境内外药

典收载情况 
+ + + - - 

 

3 生产信息 

3.1生产工艺和过程控制 + + + + + 

3.2 物料控制 + + + + + 

3.3关键步骤和半成品的控

制 
+ - - - - 

3.4工艺验证和评价 + - - - - 

4 质量控制 

4.1 质量标准 + + + + + 

4.2 分析方法的验证 + + + + - 

4.3 质量标准制定依据 + + + - - 

5 批检验报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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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自身稳定性研究 + + + + - 

7 相容性和安全性

研究 

7.1相容性研究 - - - - - 

7.2安全性研究 + ± - - - 

 

注：+ 需提供相关资料的项目 

- 无需提供相关资料的项目 

± 根据需要提供相关资料的项目 

 

备注：* 

1未在上市药品中使用过的药包材（如新材料、新结构）； 

2已在上市药品中使用过，但改变给药途径且风险提高的药包材； 

3未在上市药品中使用过，但是可证明在食品包装中使用过的与食品直接触的药包材（仅

限用于口服制剂）； 

4已在相同给药途径的上市药品中使用过的药包材 

4.1无注册证的药包材 

4.2有注册证的药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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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实行关联审评的药包材及风险分类 

 

制剂类别 剂型 包装系统 包装组件 

经口鼻吸入制剂 
气雾剂、喷雾剂、

粉雾剂 
吸入制剂密闭系统 罐（筒）、阀门 

注射制剂 

小容量注射剂 

预灌封注射剂密闭

系统 

针筒（塑料、玻璃）、注射钢针（或者

鲁尔锥头）、活塞 

笔式注射器密闭系

统 
卡式玻璃瓶+玻璃珠、活塞、垫片+铝盖 

抗生素玻璃瓶密闭

系统 
玻璃瓶、胶塞、铝盖（或者铝塑组合盖） 

玻璃安瓿 

塑料安瓿 
 

大容量注射剂 

玻璃瓶密闭系统 玻璃瓶、胶塞、铝盖（铝塑组合盖） 

软袋密闭系统 
多层共挤输液膜、塑料组合盖、胶塞、

接口 

塑料瓶密闭系统 塑料瓶、塑料组合盖 

冲洗液、腹膜透析

液、肠内营养液等 
软袋密闭系统 输液膜、塑料组合盖或者其他输注配件 

眼用制剂 

眼用液体制剂 塑料瓶密闭系统  

其他眼用制剂，如

眼膏剂等 
眼膏剂管系统 软膏管、盖、垫片 

透皮制剂 贴剂 透皮制剂包装系统 基材、格拉辛纸+复合膜 

口服制剂 口服固体制剂 塑料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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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瓶系统 

复合膜袋 复合膜 

中药球壳  

泡罩包装系统 泡罩材料、易穿刺膜 

口服液体制剂 
塑料瓶系统、 

玻璃瓶系统 
瓶身、瓶盖、垫片 

外用制剂 

气雾剂、喷雾剂、

粉雾剂 
外用制剂密闭系统 罐（筒）、阀门 

软膏剂、糊剂、乳

膏剂、凝胶剂、洗

剂、乳剂、溶液剂、

搽剂、涂剂、涂膜

剂、酊剂 

外用制剂包装系统  

 药用干燥剂 

其它  

注： 

1、高风险药包材一般包括：用于吸入制剂、注射剂、眼用制剂的药包材；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监测数据特别要求监管的药包材；新材料、新结构、新

用途的药包材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2、鼓励按照包装系统进行登记，如因为技术原因不能按照完成的包装系统

登记，也可按照包装组件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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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二十九批）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20               发布日期：2018-6-5 

 

根据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号），

我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现将拟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

申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 5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我中心网站“信息公开-->

优先审评公示-->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提出异议。 

 第二十九批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公示名单如下： 

序

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申请事项 理由 

1 CXHS1800005 优替德隆注射液 
成都华昊中天药业有限公司；北京

华昊中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

明显治疗优势 

2 CXSS1700035 
鼻喷冻干流感减毒活

疫苗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新药上市 儿童用药品 

3 CXSS1800010 
母牛分枝杆菌疫苗

（结核感染人群用） 

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

明显治疗优势 

4 CXSS1700032 人凝血因子Ⅷ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罕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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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XHL1400131/2 特立氟胺片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新药临床 罕见病 

6 JXHL1800043 
小儿盐酸头孢卡品酯

颗粒 
北京华卫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新药临床 儿童用药品 

7 JXSS1800010 依洛尤单抗注射液 
安进生物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

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

明显治疗优势 

8 JXHS1800017/8 富马酸沃诺拉赞片 武田药品（中国）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

明显治疗优势 

9 JXHS1800019 格卡瑞韦哌仑他韦片 艾伯维医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

明显治疗优势 

10 JXHS1800020 恩扎卢胺软胶囊 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

明显治疗优势 

11 JXSS1800003 培塞利珠单抗注射液 优时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

明显治疗优势 

12 JXSS1800005/6 注射用贝利尤单抗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

明显治疗优势 

13 JXHS1800014/5/6 
醋酸兰瑞肽缓释注射

液（预充式） 

博福-益普生（天津）制药有限公

司 
新药上市 罕见病 

14 CYHS1700093/4 
沙美特罗氟替卡松吸

入粉雾剂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重大专项 

15 CYHS1700058 
盐酸左旋沙丁胺醇吸

入溶液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上海方予

健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重大专项，儿童用药品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16 JXHS1800002 屈螺酮炔雌醇片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17 CYHS1700453/4 左乙拉西坦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18 CYHS1600172 右旋布洛芬混悬液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19 CXHS1700029 注射用左亚叶酸钠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上海

汇伦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20 CYHS1700443/4 昂丹司琼口溶膜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21 CYHS1790006/7 拉米夫定片 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22 CYHS1600175/6 盐酸普拉克索片 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23 CYHS1700599/600/601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24 CYHS1700436 碳酸镧咀嚼片 沈阳福宁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25 CYHS1700524 碳酸镧咀嚼片 沈阳福宁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26 CYHS1700365 塞来昔布胶囊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7 CYHS1700321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

呋酯片 

杭州苏泊尔南洋药业有限公司；杭

州和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28 CYHS1700731 盐酸莫西沙星片 江苏天一时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29 CYHS1700451/2 拉莫三嗪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

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

仿制药注册申请 

30 CYHS1700254/5 氯化钾缓释片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通过美

国 FDA 生产现场检查 

31 CYHS1800020/1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青岛百洋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通过美

国 FDA 生产现场检查 

32 CYHS1700334 赛洛多辛胶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通过美

国 FDA 生产现场检查 

33 CYHS1800050/1 恩替卡韦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7

年美国上市 

34 CYHS1700282/3 
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

胶囊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7

年欧盟上市 

35 CYHS1700557/8 多西他赛注射液 
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司；成都汇宇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3

年欧盟上市 

36 CYHS1700548 阿仑膦酸钠片 杭州民生滨江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09

年美国上市 

37 CYHS1700525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上海宣泰海门药业有限公司；浙江

海正宣泰医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8

年美国上市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38 CYHS1700326/7 奥美沙坦酯片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7

年欧盟上市 

39 CYHS1800079/80/81 替米沙坦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7

年美国上市 

40 CYHS1700445/6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6

年美国上市 

41 CYHS1800071/2/3 阿立哌唑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7

年美国上市 

42 CYHS1700392/3/4 格列本脲片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6

年美国上市 

43 CYHS1700103/4/5/6 瑞舒伐他汀钙片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6

年美国上市 

44 CYHS1700575/6 盐酸多奈哌齐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

市 

同一条生产线生产，2013

年美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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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情况

的公告（2018 年第 30 号） 

 

  原文：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294.html              发布时期: 2018-6-6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新收到的 192个已完成临床试验申报生产或进口的药

品注册申请（见附件）进行临床试验数据核查。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核查前，药品注册申请人自查发现药物临床

试验数据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应主动撤回注册申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其

名单，不追究其责任。 

  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将在其网站公示现场

核查计划，并通知药品注册申请人及其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示 10个

工作日后该中心将通知现场核查日期，不再接受药品注册申请人的撤回申请。 

  三、对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现场核查中发现数据造假的申请人、药物临床试验

责任人和管理人、合同研究组织责任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依法严肃处理。 

  特此公告。 

  附件：192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清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6月 5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第 30号公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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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2 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清单 

序

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1 / JXHS1700026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优生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西藏那曲康晖医药有限

 

进口 

2 / JXHS1700039 普卢利沙星片 
AZ. CHIM. RIUN. ANGELINI FRANCESCO A.C.R.A.F. 

S.P.A.； 

 

进口 

3 / JXHS1700044 咪康唑口腔贴片 赛生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进口 

4 / JXHS1700048 甲磺酸艾立布林注

 

Eisai Europe Ltd；NerPharMa S.r.l.； 

  

 

进口 

5 / JXHS1700049 甲苯磺酸艾多沙班

 

Daiichi Sankyo Europe GmbH；第一三共（中国）投资

 

进口 

6 / JXHS1700050 甲苯磺酸艾多沙班

 

Daiichi Sankyo Europe GmbH；第一三共（中国）投资

 

进口 

7 / JXHS1700051 甲苯磺酸艾多沙班

 

Daiichi Sankyo Europe GmbH；第一三共（中国）投资

 

进口 

8 / JYSZ1700001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

 

Wyeth Pharmaceuticals Inc.,Philadelphia；Wyeth 

  

 

进口再注册 

9 / JYSZ1700002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

 

Wyeth Pharmaceuticals Inc.,Philadelphia；Wyeth 

  

 

进口再注册 

10 / JYSZ1700003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

 

Wyeth Pharmaceuticals Inc.,Philadelphia； 

   

进口再注册 

11 / JYSZ1700004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

 

Wyeth Pharmaceuticals Inc.,Philadelphia； 

   

进口再注册 

12 / JYSZ1700005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

 

Pfizer Limited；Wyeth Farma S.A.；惠氏制药有限公

 

进口再注册 

13 / JYSZ1700006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

 

Pfizer Limited；Wyeth Farma S.A.；惠氏制药有限公

 

进口再注册 

14 / JYSZ1700007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

 

Pfizer Limited；Wyeth Farma S.A.；惠氏制药有限公

 

进口再注册 

15 / JYSZ1700008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

 

Pfizer Limited；Wyeth Farma S.A.；惠氏制药有限公

 

进口再注册 

16 北京 
CYHB170658

9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17 北京 CYHS1700213 吡非尼酮片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18 北京 CYHS1700240 索磷布韦片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9 北京 CYHS1700500 恩替卡韦片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20 北京 CYHS1700501 恩替卡韦片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21 北京 CYHS1700662 盐酸奥洛他定片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爱力佳医药科技

 

仿制 

22 天津 CXZS1700002 止动颗粒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23 天津 CYHS1700252 盐酸普拉克索片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24 天津 CYHS1700253 盐酸普拉克索片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25 天津 CYHS1700470 盐酸沙格雷酯片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26 河北 CXZS1700005 参乌胶囊 华北制药河北华诺有限公司；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

 

新药 

27 河北 
CYHB170560

2 
那屈肝素钙注射液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28 河北 
CYHB170560

3 
那屈肝素钙注射液 河北常山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29 河北 CYHS1700224 盐酸普拉克索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30 河北 CYHS1700225 盐酸普拉克索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31 河北 CYHS1700226 苹果酸舒尼替尼胶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32 河北 CYHS1700264 奥拉西坦片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创健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33 河北 CYHS1700421 奥氮平口崩片 河北龙海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34 河北 CYHS1700575 盐酸多奈哌齐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35 河北 CYHS1700576 盐酸多奈哌齐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36 山西 CXSS1700033 人凝血因子Ⅷ 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37 山西 CYHS1700049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38 山西 CYHS1700050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39 山西 CYHS1700051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40 辽宁 CXSS1700037 水痘减毒活疫苗 科兴（大连）疫苗技术有限公司 新药 

41 辽宁 CYHS1700683 吉非替尼片 大连珍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42 辽宁 CYHS1800067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43 吉林 CXSS1700035 鼻喷冻干流感减毒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新药 

44 吉林 CYHS1700400 布洛芬注射液 吉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45 吉林 CYHS1700401 布洛芬注射液 吉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46 吉林 CYHS1700428 拉米夫定片 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47 吉林 CYHS1700571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48 吉林 CYHS1700572 左氧氟沙星片 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49 吉林 CYHS1700598 左氧氟沙星片 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50 黑龙

 

CYHS1700346 盐酸阿那格雷胶囊 黑龙江天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51 上海 CYHS1700418 吉非替尼片 上海创诺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52 江苏 CXHS1700029 注射用左亚叶酸钠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上海汇伦生命科技有

 

新药 

53 江苏 CXHS1700030 注射用左亚叶酸钠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上海汇伦生命科技有

 

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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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江苏 CYHS1700103 瑞舒伐他汀钙片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仿制 

55 江苏 CYHS1700104 瑞舒伐他汀钙片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仿制 

56 江苏 CYHS1700105 瑞舒伐他汀钙片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仿制 

57 江苏 CYHS1700106 瑞舒伐他汀钙片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仿制 

58 江苏 CYHS1700156 左乙拉西坦注射液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恒道医药科技有限公

 

仿制 

59 江苏 CYHS1700183 维格列汀片 南京优科制药有限公司；南京优科生物医药集团股

 

仿制 

60 江苏 CYHS1700227 盐酸曲美他嗪缓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61 江苏 CYHS1700234 塞来昔布胶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62 江苏 CYHS1700281 注射用左旋泮托拉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63 江苏 CYHS1700349 他达拉非片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64 江苏 CYHS1700353 替格瑞洛片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65 江苏 CYHS1700365 塞来昔布胶囊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66 江苏 CYHS1700397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南京优科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67 江苏 CYHS1700404 盐酸普拉克索缓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68 江苏 CYHS1700405 盐酸普拉克索缓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69 江苏 CYHS1700443 昂丹司琼口溶膜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70 江苏 CYHS1700444 昂丹司琼口溶膜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71 江苏 CYHS1700472 替格瑞洛片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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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江苏 CYHS1700495 卡格列净片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仿制 

73 江苏 CYHS1700496 卡格列净片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仿制 

74 江苏 CYHS1700568 奥氮平盐酸氟西汀

 

江苏长泰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75 江苏 CYHS1700624 替格瑞洛片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76 江苏 CYHS1700633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77 江苏 CYHS1700634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78 江苏 CYHS1700651 苹果酸舒尼替尼胶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仿制 

79 江苏 CYHS1700655 恩替卡韦片 信泰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仿制 

80 江苏 CYHS1700677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81 江苏 CYHS1700678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82 江苏 CYHS1700679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83 江苏 CYHS1700682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84 江苏 CYHS1700704 二甲双胍维格列汀

 

南京优科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85 江苏 CYHS1700705 二甲双胍维格列汀

 

南京优科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86 江苏 CYHS1700721 瑞舒伐他汀钙片 阿斯利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江苏美罗药业有

 

仿制 

87 江苏 CYHS1700722 瑞舒伐他汀钙片 阿斯利康药业（中国）有限公司；江苏美罗药业有

 

仿制 

88 江苏 CYHS1700731 盐酸莫西沙星片 江苏天一时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89 江苏 CYHS1700732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江苏中天药业有限公司；江苏华世通生物医药科技

 

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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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江苏 CYHS1700733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江苏中天药业有限公司；江苏华世通生物医药科技

 

仿制 

91 江苏 CYHS1700734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江苏中天药业有限公司；江苏华世通生物医药科技

 

仿制 

92 浙江 
CYHB170669

5 
乳酸左氧氟沙星片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补充申请 

93 浙江 CYHS1700084 盐酸多奈哌齐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94 浙江 CYHS1700085 盐酸多奈哌齐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95 浙江 CYHS1700256 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96 浙江 CYHS1700265 伏立康唑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97 浙江 CYHS1700266 伏立康唑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98 浙江 CYHS1700267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99 浙江 CYHS1700268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00 浙江 CYHS1700269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01 浙江 CYHS1700307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02 浙江 CYHS1700308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03 浙江 CYHS1700321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

 

杭州苏泊尔南洋药业有限公司；杭州和泽医药科技

 

仿制 

104 浙江 CYHS1700334 赛洛多辛胶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05 浙江 CYHS1700427 盐酸莫西沙星片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06 浙江 CYHS1700445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07 浙江 CYHS1700446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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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浙江 CYHS1700525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

 

上海宣泰海门药业有限公司；浙江海正宣泰医药有

 

仿制 

109 浙江 CYHS1700548 阿仑膦酸钠片 杭州民生滨江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10 浙江 CYHS1700560 安立生坦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11 浙江 CYHS1700603 琥珀酸索利那新片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12 浙江 CYHS1700628 磷酸西格列汀片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仿制 

113 浙江 CYHS1700629 磷酸西格列汀片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仿制 

114 浙江 CYHS1700673 他达拉非片 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15 安徽 CXSS1600012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药 

116 安徽 CXSS1600013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药 

117 安徽 CYHS1700216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

 

安徽安科恒益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18 安徽 CYHS1700260 拉米夫定替诺福韦

 

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19 福建 CXSS1700036 重组人乳头瘤病毒

 

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厦门大学；北京

 

新药 

120 福建 CYHS1700248 阿托伐他汀钙片 兴安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21 江西 CXSS1700032 人凝血因子Ⅷ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122 江西 CYHS1700262 拉考沙胺片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23 江西 CYHS1700263 拉考沙胺片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24 山东 CXZS1700004 侧金盏口腔溃疡贴

 

山东省药学科学院 新药 

125 山东 
CYHB129001

2 
左炔诺孕酮片 山东鲁抗大禹药业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

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126 山东 CYHS1700456 依托考昔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27 山东 CYHS1700457 依托考昔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28 山东 CYHS1700458 依托考昔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29 山东 CYHS1700459 依托考昔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30 山东 CYHS1700543 盐酸达泊西汀片 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山东华铂凯盛生物科技有

 

仿制 

131 山东 CYHS1700646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32 湖北 CYHS1700254 氯化钾缓释片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133 湖北 CYHS1700255 氯化钾缓释片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134 湖北 CYHS1700323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湖北荆江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35 湖南 CXSS1700024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南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 

136 湖南 CXSS1700025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南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 

137 湖南 CYHS1700505 盐酸美金刚片 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38 湖南 CYHS1700546 盐酸莫西沙星片 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39 湖南 CYHS1700639 阿托伐他汀钙片 湖南迪诺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40 湖南 CYHS1700640 阿托伐他汀钙片 湖南迪诺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41 广东 CXSS1700028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142 广东 CXSS1700029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143 广东 CXSS1700030 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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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广东 CXSS1700031 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145 广东 CYHS1700270 异丙托溴铵气雾剂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46 广东 CYHS1700282 艾司奥美拉唑镁肠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47 广东 CYHS1700283 艾司奥美拉唑镁肠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48 广东 CYHS1700287 米索前列醇阴道片 广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49 广东 CYHS1700325 左乙拉西坦缓释片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50 广东 CYHS1700326 奥美沙坦酯片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51 广东 CYHS1700327 奥美沙坦酯片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52 广东 CYHS1700364 盐酸曲美他嗪缓释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53 广东 CYHS1700366 匹伐他汀钙片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54 广东 CYHS1700387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55 广东 CYHS1700388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56 广东 CYHS1700389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57 广东 CYHS1700390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58 广东 CYHS1700391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59 广东 CYHS1700392 格列本脲片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60 广东 CYHS1700393 格列本脲片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61 广东 CYHS1700394 格列本脲片 佛山德芮可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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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广东 CYHS1700468 奥美沙坦酯片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63 广东 CYHS1700529 瑞舒伐他汀钙片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仿制 

164 广东 CYHS1700530 瑞舒伐他汀钙片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仿制 

165 广东 CYHS1700605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广州朗圣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66 广东 CYHS1700613 盐酸莫西沙星片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67 广西 CYHS1700545 盐酸莫西沙星片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68 海南 CYHS1700339 他达拉非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 

169 海南 CYHS1700340 他达拉非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 

170 海南 CYHS1700341 他达拉非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 

171 海南 CYHS1700342 他达拉非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 

172 海南 CYHS1700599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 

173 海南 CYHS1700600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 

174 海南 CYHS1700601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 

175 海南 CYHS1700609 阿托伐他汀钙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 

176 海南 CYHS1700612 阿托伐他汀钙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仿制 

177 重庆 CYHS1700184 左乙拉西坦注射液 重庆圣华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78 重庆 CYHS1700241 盐酸文拉法辛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179 重庆 CYHS1700242 盐酸文拉法辛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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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180 重庆 CYHS1700243 盐酸文拉法辛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181 重庆 CYHS1700244 盐酸文拉法辛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182 重庆 CYHS1700245 盐酸文拉法辛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183 重庆 CYHS1700626 苯磺贝他斯汀片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184 四川 CXSS1700034 A 群 C 群脑膜炎球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185 四川 CYHS1700301 醋酸阿比特龙片 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仿制 

186 四川 CYHS1700304 瑞格列奈二甲双胍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87 四川 CYHS1700305 瑞格列奈二甲双胍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88 四川 CYHS1700309 非那雄胺片 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蓉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89 四川 CYHS1700485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90 四川 CYHS1700562 依托考昔片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91 四川 CYHS1700563 依托考昔片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192 四川 CYHS1700564 依托考昔片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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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2017 年度药品检查报告》的公告（2018 年

第 32 号） 

 

原文：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316.html                    发布时期: 2018-06-08 

为进一步加强药品检查信息公开，提高检查工作透明度，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 2017 年国家

开展的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药品 GMP跟踪检查、药品飞行检查、进口药品境外生产现场检

查、药品流通检查、国际药品 GMP 观察检查等工作情况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形成《2017

年度药品检查报告》（中文版、英文版），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1.2017年度药品检查报告（中文版） 

     2.2017年度药品检查报告（英文版）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6月 5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第 32号公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第 32号公告附件 2.doc 

  

 

附件 1  2017 年度药品检查报告（中文版） 

 

前  言 

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场

检查、药品 GMP跟踪检查、飞行检查、进口药品境外生产现场检查、流通检查及国际观察检查

共计 75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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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完成各类药品检查任务一览表 

检查工作 检查企业数/品种数 派出组数 派出人次 

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 52 47 168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检查 12 8 38 

药品 GMP跟踪检查 428 296 1234 

药品飞行检查 57 55 183 

进口药品境外生产现场检查 51 41 148 

药品流通检查 67 62 202 

国际观察检查 84 84 92 

合计 751 593 2065 

第一节   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28号)、《药品注册现场核查管理规

定》等法规文件的要求，组织开展了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有因检查工作，同时根据《关于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7年

第 100号)开展了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学、生产现场检查工作。  

一、检查基本情况 

2017年共有 68个检查任务，共派出 47个检查组 168人次对 52个品规进行了现场检查。完成

现场检查报告 45个，其中通过 42个，占比 93.3%；不通过 3个，占比 6.7%。 

 

图 1-1  近五年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任务数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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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7年注册生产现场检查剂型分布图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 

2017年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中，申报资料不真实、数据无法溯源等数据可靠性问题已不再突出。

这与 2017 年度注册生产现场检查任务大部分通过了临床试验数据核查、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对

数据可靠性问题普遍提高重视有一定关系。但是，批准上市前药品 GMP符合性问题较多，说明

企业在药品研发过程中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比较薄弱，对药品 GMP的符合性关注不够。2017年度

发现企业存在研发过程中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执行不足、偏差及超标调查不充分、工艺验证不科

学等问题。具体如下： 

（一）中试或技术转移过程中药品 GMP规范执行不足 

目前大多数企业已意识到从研发到生产的技术转移需要进行质量管理，但仍存在不足。个别企

业仍未将此过程纳入药品 GMP体系之中，存在人员职责不清、生产部门对品种工艺知识理解不

够、研发部门实施工艺验证未完全遵循药品 GMP规定等现象。 

（二）偏差、超标结果调查不充分  

存在对偏差、超标结果未能及时调查，或者调查不深入、不全面，未能对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

充分调查。特别是当发现稳定性试验数据偏离趋势的异常数据，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未及时开

展调查，后期再查找原因变得十分困难。 

（三）工艺验证不科学、不充分 

部分企业对产品和工艺前期研究不足，对工艺理解不够，药品工艺验证方案设计不科学。工艺

验证出现偏差不能按照药品 GMP要求进行记录、分析，不能找到根本原因并制定纠正与预防措

施。个别企业甚至把连续生产 3批合格产品作为判定工艺验证合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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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现场检查工作 

2017年 11月 23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启动首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的有因检查

工作。首批现场检查的 7个品种均在完成立卷审查的基础上开展，共派出 6个检查组对 7个品

种的 7家研制和生产单位进行了现场检查，涉及 9个场地。同时本年度还对 5个品种（涉及 2

家企业）的原研地产化产品进行了现场检查。具体检查品种见下表： 

 

表 1-1 原研地产化现场检查品种 

序号 检查品种 规格 检查企业 

1 尼莫地平片 30mg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2 阿卡波糖片 50mg；100mg 

3 利培酮片 1mg；2mg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4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5mg 

5 多潘立酮片 5mg；10mg 

表 1-2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场检查品种 

序号 检查品种 规格 检查企业 

1 阿法骨化醇片 0.5µg；0.25µg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 盐酸阿米替林片 25mg 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10mg 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阿莫西林胶囊 0.25g 浙江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5 阿托伐他汀钙片  10mg；20mg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mg 

(按 C20H25ClN205计 ) 
江苏黄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 恩替卡韦分散片 0.5mg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第二节  药品 GMP跟踪检查 

2017年药品 GMP跟踪检查遵循“以风险为基础，以品种为主线”的原则，采取“双随机”“回

头看”等多种方式，在总结过去两年跟踪检查经验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国家抽验、不良反应监

测等风险信号制定国家药品检查计划，并按计划开展药品 GMP跟踪检查。 

一、检查基本情况 

根据《2017 年国家药品检查计划》，2017 年计划对 315 家风险较高的企业和 150 家“双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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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的企业开展跟踪检查。其中有 37 家企业因未通过药品 GMP 认证、药品 GMP 证书被收回、

无相应药品批准文号等原因不具备现场检查条件。全年共完成药品 GMP 跟踪检查 428 家（478

家次），较 2016年同比增长 234%。对于跟踪检查发现问题的企业都已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 

表 2-1 检查派组情况 

检查总数（家） 检查组数 检查员人次 

428 296 1234 

表 2-2检查分布情况 

类别 
检查数量 

（家次） 

风险

较高

的企

业 

上次跟踪检查结论为不通过、有严重缺陷或主要缺

陷超过 3 项、发过告诫信的企业，国外药品监管机

构检查发现问题的企业，注册生产现场检查发现有

必要进行跟踪检查的企业，2015 年飞行检查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的企业等 

114 

疫苗类生物制品生产企业 39 

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26 

2016年国家抽验不合格及抽验发现问题较多 27 

不良反应监测发现 ADR或预警事件 8 

专项检查品种 123 

双随

机检

查企

业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类生产企业 15 

中药材及饮片 48 

2016年省认证企业 30 

中药提取物 15 

生化药 17 

中药注射剂 16 

合计 
单位：家次 478 

单位：家 428 

2017年药品 GMP跟踪检查结论为不符合的企业共 37家，占 8.6%，发告诫信的企业 108家，占

25%。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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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7年跟踪检查不符合企业分布情况 

图注：检查不符合的原因包括严重违反药品 GMP、涉嫌违法、产品质量不稳定等多种因素，不

同原因导致不符合的处理措施存在不同。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总体情况 

428 家药品生产企业的检查发现药品 GMP 缺陷 4339 项，其中涉及药品 GMP 正文部分的缺陷共

3512项，涉及计算机化系统附录的缺陷 224项，涉及无菌药品附录的缺陷 200项，涉及中药饮

片的缺陷 116项。 

 

图 2-2 药品 GMP跟踪检查缺陷项目分布情况 

如图 2-2所示，在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部分发现的缺陷最多，共 1205条，占全部缺陷的 28%；

其次是文件管理，占比 16%；再次是设备，占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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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出缺陷的条款进行分析，频次超过 20次的条款进行统计如图 2-3： 

图 2-3 

药品 GMP跟踪检查不符合条款分布情况 

图注：“计”表示计算机化系统附录，“无”表示无菌药品附录 

缺陷不符合最多的条款是第 223 条（药品检验），其次是第 27 条（人员培训），排第三位的是

第 266条（产品质量回顾分析），第四位的是第 175条（批生产记录）、第五位的是第 250条（偏

差调查及预防措施）。 

整体上看，当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

文件管理、设备、物料与产品、确认与验证、计算机化系统附录、厂房与设施、无菌药品附录、

机构与人员、生产管理、中药饮片附录、确认与验证附录、取样附录及质量管理等。上述缺陷

占全部缺陷的 95%，其中前八项占比 80%。常见的一些问题包括： 

1.药品检验操作不符合要求，部分分析方法未经确认，检验用对照品、标准物质和菌种管理不

规范，相关检验记录管控不足，记录信息不全，追溯性差； 

2.培训管理不符合要求，培训计划和培训方案针对性不强，部分人员培训效果较差，GMP相关

工作内容未进行培训； 

3.产品质量回顾规定不合理，回顾内容未涵盖产品关键信息，回顾数据与实际情况不一致，回

顾发现的异常情况未采取相应措施； 

4.批记录信息不完整，可追溯性差，存在记录不规范、不及时等情况； 

5.偏差管理系统不能有效运行，一些偏差未开展偏差调查，部分偏差调查不充分； 

6.工艺规程中缺少部分操作的描述或描述不清晰，部分信息变更后未及时修订工艺规程； 

7.物料管理不规范，相关标识、记录信息不完整，可追溯性差，储存环境不符合要求； 

8.计算机化系统附录方面，主要是权限设置不合理，电子数据管理存在不足，审计追踪功能不

完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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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无菌药品附录方面，在培养基模拟灌装试验和洁净区监测方面的问题比较集中，包括培养基

模拟灌装试验不科学、洁净区监控记录未纳入批生产记录中审核等。 

通过对检查不符合的企业缺陷进行分析，导致不符合的主要问题包括： 

1. 存在严重数据可靠性问题，包括修改系统时间后检测、关键数据无法溯源，原始记录、原

始图谱、原始数据及计算过程缺失，检验原始记录内容不一致，恶意修改积分参数，套用图谱，

生产和检验记录管理混乱，提前填写记录，未对分析仪器的计算机系统进行权限管理和有效控

制等； 

2.质量管理体系不能有效运行，存在系统性问题。如人员资质和数量与生产要求不匹配，未对

偏差、超标结果进行有效识别、调查，变更未执行变更控制程序等； 

3.物料质量控制不符合要求。如未按照《中国药典》（2015年版）进行有效红外鉴别，物料账

物不符等； 

4.未经注册批准擅自在处方中增加辅料，擅自修改关键工艺参数后生产； 

5.违法外购中药饮片进行分包装； 

6.产品质量不可控； 

7.实际生产工艺与注册申报工艺不一致。 

（二）疫苗类生物制品生产企业检查情况 

2017 年对持有药品 GMP 证书的疫苗生产企业进行了 100%覆盖检查，除 1 家企业因搬迁停产及

计划注销 GMP证书未实施检查外，对剩余 39家企业均进行了检查。 

 

图 2-4 疫苗生产企业缺陷分布图 

疫苗生产企业检查缺陷主要集中在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文件管理、无菌药品附录、确认与验

证、设备、物料与产品、机构与人员、生产管理部分。检查中发现的比较突出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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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工艺验证的实施方面，存在没有确定产品的关键质量属性、关键工艺参数及范围等问题； 

2.无菌工艺模拟试验方面没考虑最差条件，起始点没有从无菌操作的第一步开始模拟； 

3.一些企业使用一瓶原液用于多批成品的配制，多次开瓶存在污染风险； 

4.使用佐剂的质量标准不能反映佐剂的性能，也未对佐剂配制工艺、性能确认； 

5.中间产品的配制和分装的均一性验证存在取样量不足的情况； 

6. 一些企业因产品生产季节性，存在招聘临时人员从事质量控制工作的情况； 

7.一些企业未严格执行《中国药典》2015年版规定，如减毒活疫苗主种子未进行全基因测序；  

8.一些企业年度质量回顾内容不全，没有将批签发不合格批次、撤检批次列入统计的情况。 

（三）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检查情况 

2017 年对持有药品 GMP 证书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进行了 100%覆盖检查，除 1 家因药品 GMP 证

书被回收未实施检查外，其余 26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均进行了跟踪检查。 

 

图 2-5 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缺陷分布图 

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缺陷主要集中在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文件管理、设备、无菌药品附录、物

料与产品、血液制品附录、计算机化系统附录、确认与验证部分。检查中发现的比较突出问题

如下： 

1.部分企业在产品效期内铝离子含量有上升的趋势，企业未及时启动相关调查或调查不彻底； 

2.部分企业存在乙醇回收情况，相关研究不足； 

3.年度质量回顾报告未能指导后续改进、提升工作。 

（四）四类专项产品检查情况 

按照 2017 年检查计划，对棓丙酯系列产品、胞磷胆碱钠原料药、长春西汀注射剂和丹参注射

剂等四类产品进行了跟踪检查，检查共发现缺陷 1243 项，其中棓丙酯系列产品检查发现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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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项（包括严重缺陷 4项、主要缺陷 31项、一般缺陷 330项），胞磷胆碱钠检查发现缺陷 59

项（包括主要缺陷 6项、一般缺陷 53项），丹参注射剂检查发现缺陷 486项（包括主要缺陷 38

项、一般缺陷 448项），长春西汀注射剂检查发现缺陷 333项（包括主要缺陷 26项、一般缺陷

307项）具体分布如下： 

 

图 2-6 四类特定产品生产企业缺陷分布排列图 

上述四类产品缺陷分布情况基本与整体检查缺陷分布情况一致。检查过程中针对一些企业对应

产品在近期不生产的情况，检查组基于风险原则选择较高风险的产品进行检查。检查发现企业

在偏差处理、变更控制、验证科学性、设备维护、记录完整性、数据管理规范性、年度产品质

量回顾等方面的问题较突出。其中严重缺陷包括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系统性问题、关键物料质量

控制不符合要求、擅自改变处方后生产、存在较大污染与交叉污染的风险等。 

（五）双随机检查情况 

2017年共对 141家企业开展了双随机检查，共发现缺陷 1283项，其中严重缺陷 8项，主要缺

陷 122项，一般缺陷 1153项。具体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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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双随机”检查缺陷分布排列图 

整体上看，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部分的缺陷在各类生产企业的检查中缺陷均排第一位。根据生

产企业类型的不同，缺陷不符合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2016年省认证企业、中药提取物生产企

业和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双随机检查的缺陷分布情况基本与整体缺陷分布情况一致。生化药品

生产企业检查中，不符合生化药品附录的缺陷排第二位，主要是在供应链管理和避免交叉污染

的措施方面存在不足。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药品类易制毒类生产企业检查发现存在不符合《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管理办法》的情况，主要问题集中在特殊药品管控方面，包括检验剩余

样品、生产过程不合格品的控制等。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检查发现的不符合条款中，居第二位的

是中药饮片附录，主要问题包括购入药材检验、药材留样、药材养护、人员素质和操作规范性

等方面。 

第三节  药品飞行检查 

按照《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规定，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药品生产企

业开展了飞行检查及相关延伸检查。 

一、检查基本情况 

2017年共开展药品 GMP飞行检查 57家次。涉及吉林、四川、福建等 21个省（市），包括 5家

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含血液制品）、14 家普通化学药品生产企业、28 家中药制剂生产企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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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和 3家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 

  

图 3-1 药品飞行检查剂型分布情况 

2017年开展的 57家次飞行检查中，占比最高的是中药制剂生产企业，占全部飞行检查工作的

49%。中药饮片占比约 12%，普通化学药品占比约 25%，生物制品占比约 9%。全年飞行检查发现

存在问题的共有 39家企业，占比约 68%，其中有 27家问题严重的企业要求省局收回 GMP证书

或立案查处。 

 

图 3-2 药品飞行检查发现严重问题的品种分布情况 

2017年飞行检查对中药类生产企业的检查较为集中，针对中药制剂、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生

产企业共派出 30个检查组 129人次对 38家企业进行了飞行检查。其中全国评价性抽验探索性

研究发现问题的有 16家企业，信访举报的有 12家企业，针对检查发现问题开展延伸检查的有

8 家企业，经研判发现风险较高的企业 2 家。38 家中药类生产企业的飞行检查中共有 29 家企

业不符合相关要求，其中 21家企业被收回药品 GMP证书，符合要求的共有 7家企业，2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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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无相关生产资质。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中药类企业发现的主要问题 

1.中成药生产企业 

（1） 不按处方标准投料。 

检查发现该类违法违规的中成药生产企业只要求最终产品能够满足法定的质量控制标准，不考

虑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患者的权益，主观故意不按处方标准投料生产。比如： 

●湖北康源药业有限公司，其一批鹿角胶的生产投料配方是熬骆驼皮时的上层白沫，再添加鹿

皮熬制的胶，生产处方中未见鹿角。一批龟甲胶的生产投料配方是以单一杂皮胶和多种杂皮胶

为主，再添加部分不合格胶，最后加入约 5%的龟甲胶。 

●吉林省鑫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藿香正气水，437批藿香正气水甘草浸膏的实际投料量只是标

准投料量的 18%，广藿香油的实际投料量仅是标准投料量的 28%。 

（2）违背法定制法，擅自改变工艺。 

2017 年飞行检查发现的该类问题集中体现在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或使用不合格原药材投料

将处方中部分应提取的中药材不按标准提取，而是粉碎后直接投料。问题举例如下： 

●炎可宁片的处方由五味药材组成，其中黄柏药材需单独处理--水煎煮三次，合并浓缩后加乙

醇静置、滤过，回收乙醇，浓缩。企业均出于降低原药材成本、降低工艺生产成本的原因，将

黄柏药材直接粉碎进入制剂工序投料，飞行检查发现三家企业存在上述问题。 

●清热解毒片在《中国药典》（2010版）第三增补本中，增加了栀子苷含量检测指标（≥0.6mg/

片）。个别企业因生产投料的栀子药材不合格，故在正常生产外每批产品制剂工序还要单独添

加栀子药材原粉，以保证最终产品检验栀子苷含量检测符合要求。 

（3）为应对监督检查，编造相关记录文件。 

2017年的飞行检查发现多家企业存在两套甚至三套物料账、物料出入库记录和生产批记录的情

况。 

●湖北康源药业有限公司内部有三套账，真实的一套供企业内部使用，第二套是为应对抽检不

合格预减轻处罚而设立的“低收率”账目，第三套是为应对市场反馈价格偏低而设立的“高收

率”账目。 

●安徽济人药业有限公司存在二套物料账和批生产记录，一套是为了应对监督检查，其处方和

生产工艺与注册标准完全一致，另一套是实际的批生产记录，与注册标准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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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药饮片生产企业 

2017年，对中药饮片的飞行检查主要针对外购中药饮片直接进行分装、销售，购进中药材或炮

制后的产品不按标准进行检验，以及染色、增重等问题。检查发现为应对监督检查，一些企业

存在编造批生产记录和批检验记录的行为。 

（1）外购饮片直接分装、销售。 

●亳州市豪门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中药饮片成品库中所有的饮片未建立物料库卡，保管员仅销售

后建立了成品出入库分类账。西红花产品留样记录显示 2016年 10月以来企业共生产了 3批西

红花（161101、161201、170201），但企业无法提供 3批产品的批生产记录。 

●安国路路通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熟地、黄精、酒苁蓉、酒萸肉、酒女贞子、酒大黄的生产需使

用黄酒作为辅料，上述品种 2016年以来均有正常生产，但企业生产用黄酒的《2017年辅料总

账与分类明细账》与现场实物存在严重不符，且无法供货单位销售黄酒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武山县医药公司所属的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在《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到期后停止生产，

并将厂房出让。但该企业相关人员继续直接采购中药饮片直接分装，套用企业停产前的生产批

号，通过其上级医药公司进行销售。 

（2）未按照标准对购入或销售的中药材、中药饮片进行全检。 

●不能提供对应药材检测设备使用登记记录。 

●缺少药材检验用对照品、毛细管柱，无对应项目检测能力，但仍出具全检报告。 

（3） 批生产记录不真实。 

●不能提供主要生产设备的使用日志，特定药材批生产记录显示用量与领料单显示用量相差 5

倍，部分生产用辅料批生产记录用量前后不一致。 

●批生产记录中员工签名不真实。 

3.中药提取物的生产备案 

2017年选取了两家低价销售的藿香正气水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同时延伸至三家甘草浸膏、

广藿香油的中药提取物生产厂进行检查。发现企业还是有不同形式的违反 《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关于加强中药生产中提取和提取物监督管理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监〔2014〕135号）的情

况。具体问题如下： 

●四川禾邦旭东制药有限公司在 2016年 1月 26日按规定对甘草浸膏、广藿香油进行外购提取

物备案的同时，自 2016 年 2 月起即开始了私自进行甘草浸膏和广藿香油的提取。该企业还恶

意编制其他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的票据，私刻其他中药提取物生产企业的出库专用章，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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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物料台账、批生产记录以应对监督检查。 

●广东同德药业有限公司尽管通过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但其不具备生产广藿香油的主

要生产设备，而是在药材产地收购粗油，对不合格的广藿香油增加一道精制工序，经本企业中

药提取车间再精制后进行销售。 

（二）化学药品生产企业发现的主要问题 

2017 年共对 14 家普通化学药品生产企业进行了飞行检查，发现其中有 7 家企业存在问题。

主要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违反注册批准工艺生产 

违法外购原料粗品生产本公司原料药。企业不能提供能够追溯原料药生产的起始物料来源记录，

不能提供追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过程的相关记录。原料药无任何物料、生产、检验记录即放

行销售，关键人员未履行职责。 

检测原始数据无法溯源，数据可靠性存在严重问题 

随意开启、删除审计追踪日志。设备所用电脑系统时间可以修改，且系统日志中出现 2016、2017

年修改系统时间的记录；更改系统时间后进行有关物质检测。 

部分超标调查处理不彻底，如超标结果调查描述到检验及取样过程无异常，但仍重新取样复检

合格后放行。 

3．采用不合格原料生产药品 

使用不符合《中国药典》2015年版标准的原料药生产片剂并上市销售；伪造、更换原料药生产

企业标签，伪造原料药生产企业检验报告书；更换检验样品和留样样品，部分原料药进厂检验

结果不真实；企业关键管理人员不能依法依规履职尽责，直接参与实施违法行为。 

（三）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发现的主要问题 

2017年共对 5家生物制品生产企业进行了飞行检查，发现其中有 3家企业存在问题。主要问题

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过程控制数据或产品结果数据不真实 

广州丹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用于申报生产注册的 9个批次的人血白蛋白长期稳定性考察 3个月、

6个月、加速试验 6个月大部分铝离子实际检测结果高于《中国药典》规定的 200µg/L的标准。

该生物制品上市后持续稳定性考察铝离子检测结果与报告不一致，实际检测结果不符合标准，

企业存在修改样品名、删除检测记录重新检测等问题。 

杭州普济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伪造中间品和成品检测数据、猪全血分离的血浆微生物限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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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猪血冷藏车运输温度记录、纯化水系统验证微生物限度检测数据、培养基模拟灌装试

验培养室温度监测数据、洁净区空气监测数据、上市批次的冻干工艺批生产记录等，并掩盖不

合格产品真实原因的有关数据、篡改 QC实验室计算机系统时间等。 

2.实际生产工艺与产品注册工艺不一致 

产品实际生产工艺催化剂活化工序存在反复活化操作的行为与注册批准工艺不一致。 

3.使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原材料、中间体及半成品进行投料 

采用微生物标准不合格的血浆进行试验批投料生产；采用乙醇残留量、细菌内毒素、凝固活力、

微生物限度、纯度、氯化钡残留量不合格的中间体和 pH 值、蛋白浓度、酶活力不合格的半成

品进行投料。 

4.生产工艺及批量变更未进行相关研究 

催化剂精制工序由 6000 分子量的超滤膜变更为 10000 分子量的超滤膜包，无验证数据支持此

变更；催化剂超滤工序中重复超滤，未进行相关验证研究；主体胶纯化及精制工序变更滤芯组

合，由滤芯变更为滤饼，除菌过滤工序材质由 PVDF变更为 PES，未进行相关验证研究或验证数

据不充分；溶解液批量由 2万瓶变更至 4万瓶，未进行相关验证研究。 

5.铝佐剂质量控制问题 

未进行氢氧化铝佐剂对抗原吸附效果的检测，未开展佐剂氢氧化铝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氢

氧化铝作为重要的辅料（佐剂）没有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第四节  进口药品境外生产现场检查 

一、检查基本情况 

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共派出 41个检查组 148名检查员完成了 51个品种的进口

药品境外生产现场检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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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11年-2017年境外检查执行数量 

2017年境外检查品种剂型较多，其中加大了对化学药品制剂延伸检查力度。全年任务中包括化

学药品 36 个，含注射剂、固体制剂、粉雾剂、原料药等，疫苗、血液制品、治疗用生物制品

14个，植物药 1个。全年境外检查药品包括申报生产、再注册、补充申请阶段及正常进口销售

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地区，对印度等国家的检查数量呈增长趋势。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 

对 51个开展现场检查的品种中，9个品种现场检查结论为不符合药品 GMP要求或不通过，根据

产品处于的不同阶段（上市前审评或已上市），都已经分别进行了处理。8个未开展现场检查的

品种中，6个品种企业已主动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其余的列入到下年度检查计划中。 

检查共发现缺陷项 665 项，其中严重缺陷 27 项，主要缺陷 140 项。问题主要集中在质量控制

与质量保证、文件管理、无菌药品管理等方面。严重缺陷主要包括生产工艺不一致、重大变更

未及时向我国申报，注册申报资料存在真实性问题，生产厂房设施、设备和生产操作行为等不

能有效降低产品污染或混淆的风险，不能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有效控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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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17年境外检查缺陷分布情况 

根据出现缺陷频次统计，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部分发现缺陷最多，共 164项（占比 24.7%）；其

次是文件管理部分，发现缺陷 72 项（占比 10.8%），无菌药品附录部分发现缺陷 61 项（占比

9.2%）。常见问题包括： 

1.偏差管理系统不能有效运行，一些偏差未开展调查，部分偏差调查不充分。 

2. 药品检验取样操作和记录不符合要求；未对纯化水生产过程数据进行监控和验证；检验数

据、环境监测数据采用不便于趋势分析的方法保存。 

3.批生产记录记录信息不足，如缺少灌装后已灭菌剩余胶塞和铝盖的数量和去向。 

4.年度回顾报告不完整，如没有对趋势分析规定纠偏限、警戒限。 

5.生产工艺规程内容制定不完整，如：缺少部分工艺参数（乳化温度、剪切速度等、隧道灭菌

烘箱停留的最长时限、氮气压力等）规定。 

6.无菌药品附录中培养基模拟灌装验证不科学的问题较集中，如验证频次不合理、最差条件未

考虑生产线最多允许人数、储罐灭菌后放置时间等。 

2017年境外检查中，企业出现检查不通过的主要问题包括： 

1.实际生产工艺、生产场地、检验项目等与注册申报不一致，或有重大变更等情况未向我国进

行申报即已执行。如注射剂油相配制过程中，实际过滤方式、滤材与注册申报资料不一致；放

行出口中国的产品未按进口注册标准进行有关物质检验及含量均匀度的测定；改变工艺处方；

实际生产厂、生产地址与进口药品注册证标示的生产厂和生产地址不符等。 

2.存在严重数据可靠性问题。如多批次释放度检测图谱使用粘贴信息纸条进行复印伪造的材料

作为提交注册审评的资料；现场检查无法提供原始检验记录；处方筛选样品试制批号与有关中

间品、成品检验的批号不一致，同一批次样品试制记录、颗粒含量测定、释放度测定（成品）、

含量测定（素片）批号不一致等。 

3.生产厂房设施、设备和生产操作行为等不能有效降低产品污染或混淆的风险。如注射水针配

置灌装生产线与粉针制剂生产线（该生产线有激素类产品）位于同一车间，共用空气净化系统，

企业未进行风险评估也未能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以避免激素类产品对其他产品的污染；灌装操作

人员需手工将胶塞压进铝盖,再将其放置于已灌装的三腔袋相应腔口；厂区内多处污水、垃圾；

一般生产区防蚊虫措施不力，生产厂区常年高温（最高 45℃），无降温措施，门窗不能密闭；

纱窗多处破损，生产现场多处发现蚊虫；多处敞口投料或转料操作，无局部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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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品质量不可控制。在一项因进口检验细菌内毒素项目不合格启动的现场检查中发现企业重

新检测该项目仍不符合规定未进行超标结果调查，未对产品及其所用原料药前后生产的相关批

次进行风险评估；未按中国药典进行全检等。 

第五节  药品流通检查 

为进一步加强药品流通环节质量监管，规范药品经营秩序，2017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组织了对药品批发企业的跟踪检查和对零售药店的检查。 

一、检查基本情况 

（一）任务概况 

按照《2017年药品 GSP 跟踪检查计划》，全年共组织完成药品批发企业跟踪检查 55家，涵盖广

东、四川、湖北等 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部署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药店诊所药品质

量安全集中整治，还组织对辽宁、湖南、贵州 3省 12家零售药店进行了飞行检查。与 2016年

检查任务相比，本年度检查任务增加 34%。检查情况如下： 

表 5-1 2016、2017年度药品流通检查任务量 

年度 检查企业数（家） 派出人数（人次） 

2016 50 77 

2017 67 202 

总计 117 206 

 

图 5-1 2016、2017药品流通检查任务量 

（二）检查原则及检查范围 

按照风险管控原则，本年度药品流通跟踪检查选择经营品种安全风险高、品种储存条件要求高、

有国家药品抽检不合格、有过被投诉举报的药品批发企业进行跟踪检查，检查采取“双随机”

方式，从全国药品批发企业中按不同类型随机抽取 55 家批发企业，从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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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中抽取 12家零售药店进行了检查。见下表： 

表 5-2 药品 GSP检查范围 

类别 企业数（家） 

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含复方制剂） 15 

经营范围含生物制品、冷链药品 15 

新开办企业 15 

国家药品抽检不合格 5 

被投诉举报 5 

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零售药店 12 

共计 67 

（三）检查结果 

依据《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29家经营企业严重违反《药品经营质量管

理规范》，结果判定为检查不通过。 

1.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含复方制剂）的批发企业：3 家检查不通过，占检查企业数 15

家的 20%。 

2.经营范围含生物制品、冷链药品的批发企业：1 家处于歇业状态，检查无结论，6 家检查不

通过，占检查企业数 15家的 40%。 

3.新开办批发企业：5家检查不通过，占检查企业数 15家的 33.3%。 

4.有国家药品抽检不合格的批发企业：2家检查不通过，占检查企业数 5家的 40%。 

5.有过投诉举报的批发企业：3家（其中 1家处于 GSP认证公示期间）检查不通过，占检查企

业数 5家的 60%。 

6.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零售药店：10家检查不通过，占检查企业数 12家的 83.3%。 

综上，药品批发企业跟踪检查不通过企业 19家，不通过率 34.5%。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零售

药店飞行检查不通过企业 10家，不通过率 83.3%。与 2016年检查情况对比，批发企业不通过

率出现明显下降。对于检查不通过的企业，都已依法依规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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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2016、2017年药品批发企业检查不通过率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 

药品批发企业检查情况 

本年度对药品批发企业的跟踪检查共发现缺陷 436项，其中严重缺陷 58项，主要缺陷 330项，

一般缺陷 48项。各类型缺陷分布情况见下图: 

 

 

 

 

 

 

 

 

图 5-3 药品批发企业缺陷分布 

药品批发企业严重缺陷主要分布在总则、采购、计算机系统、销售等方面。药品批发企业主要

缺陷主要分布在机构和质量管理职责、储存与养护、设施与设备、校准与验证等方面。药品批

发企业一般缺陷主要分布在储存与养护、设施与设备、采购、人员与培训等方面。 

1.经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含复方制剂）的批发企业检查情况。 

该类 15家企业检查共存在缺陷 115项，其中严重缺陷 10项，分布在总则、计算机系统、质量

管理体系，占全部缺陷的 8.7%，主要缺陷 90项，一般缺陷 15项。 

检查发现的缺陷较多存在于机构和质量管理职责、校准与验证、设施与设备、采购、计算机系

统、人员与培训等方面。现场检查时，检查组除对企业经营符合 GSP情况进行检查外，还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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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管理药品经营情况进行了针对性检查，必要时根据情况对下游进行了延伸检查。检查发现，

大部分企业特药经营情况较好，主要存在一些个别问题，如：邮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未办理

准予邮寄证明；不能提供特殊药品运输证明等。 

2.经营范围含生物制品、冷链药品的批发企业检查情况。 

该类 15家企业检查共存在缺陷 115项，其中严重缺陷 14项，分布在总则、计算机系统、采购，

占全部缺陷的 12.2%，主要缺陷 94项，一般缺陷 7项。 

检查发现的缺陷较多存在于机构和质量管理职责、设施与设备、校准与验证、储存与养护、计

算机系统、人员与培训等方面。由于此类企业经营冷藏、冷冻药品，检查组特别关注其冷链情

况。企业存在共性问题包括：冷藏设施设备不符合要求；验证不符合规定；从事冷藏药品储存、

运输人员操作培训不到位；部分温湿度记录缺失；冷库温湿度超标后不能及时报警和发送短信；

冷藏药品运送过程未能记录温度数据等。 

3.新开办批发企业检查情况。 

该类 15家企业检查共存在缺陷 132项，其中严重缺陷 21项，分布在总则、采购、销售，占全

部缺陷的 15.9%，主要缺陷 95项，一般缺陷 16项。 

检查发现的缺陷较多存在于储存与养护、设施与设备、机构和质量管理职责、人员与培训、采

购等方面。新开办企业存在问题较前两类企业有所增加，严重缺陷比例上升，如深泽县医药药

材公司永济批发部存在缺陷 30 项，其中严重缺陷 9 项，违反《关于整治药品流通领域违法经

营行为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94 号，以下简称 94 号公告）1—

10项；重庆恩康医药有限公司存在缺陷 9项，其中严重缺陷 4项，违反 94号公告第 1、4、5、

10项。新开办批发企业存在共性问题包括：未按包装标示的温度要求储存药品；未对库房温湿

度进行有效监测、调控；堆垛不符合要求；药品、非药品未分开存放；温湿度监控数据不能合

理备份；质量管理人员兼职或未在岗等。 

4.国家药品抽检不合格的批发企业检查情况。 

该类 5 家企业检查共存在缺陷 36 项，其中严重缺陷 4 项，分布在总则、采购、计算机系统，

占全部缺陷的 11.1%，主要缺陷 29项，一般缺陷 3项。 

检查发现的缺陷较多存在于机构和质量管理职责、储存与养护、设施与设备等方面。企业存在

共性问题包括：设置岗位未制定岗位职责；药品质量档案填写内容不全；质量管理部门验收管

理不到位；部分岗位未分配计算机系统操作权限；不同药品混品种码放；温湿度记录备份不符

合要求；温湿度监测设施设备不符合规范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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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投诉举报的批发企业检查情况。 

该类 5 家企业检查共存在缺陷 38 项，其中严重缺陷 9 项，分布于总则、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计算机系统、销售，占全部缺陷的 23.7%，主要缺陷 22项，一般缺陷 7项。 

检查发现的缺陷较多存在于储存与养护、总则、机构和质量管理职责等。此类企业严重缺陷比

其他企业均高，且主要存在于总则部分。企业存在共性问题包括：涉嫌违法经营行为；存在虚

假、欺骗行为；药品流向，温湿度监测数据、计算机系统数据等无法追溯；未按要求温度储存

药品；未对温湿度进行有效监控；企业存在外部人员兼职行为；质量负责人未独立履行职责等。 

（二）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零售药店检查情况 

该类 12 家企业检查共存在缺陷 91 项，其中严重缺陷 31 项，分布于总则、采购与验收，占全

部缺陷的 34.1%，主要缺陷 50项，一般缺陷 10项。 

检查发现的缺陷较多存在于陈列与储存、采购与验收、总则等方面。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零

售药店检查不通过率为 83.3%，严重缺陷比例最高。企业存在共性问题包括：未能提供购进药

品的随货同行单、发票，不能追溯该药品的来源；中药饮片未标识生产企业、无外包装、无产

地、无生产批号；超范围经营药品、涉嫌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处方药与非处方药未分区陈列、

处方药开架销售；违规销售米非司酮片；伪造处方、计算机系统自动生成处方等。 

综上，94号公告发布以来，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对药品流通企业开展了多轮的飞行检查及跟踪检

查（飞行检查形式），严厉打击流通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药品经营秩序有所改善。2016年，原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 50 家药品批发企业进行的飞行检查，其中 38 家存在严重缺陷，

检查通过率仅为 24%。本年度对 55家批发企业进行检查，其中 19家存在严重缺陷，检查通过

率 65.5%，企业经营行为日趋规范。随着检查力度不断加大，药品流通行业合规意识在逐步增

强，违法违规现象逐渐减少。检查促进了行业良性竞争和健康有序发展，为公众用药安全提供

有力保障。 

第六节  国外机构 GMP观察检查 

根据国外药品监管及检查机构的通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国外药品监管及检查机

构对我国药品生产企业的现场检查进行了观察，以掌握我国药品生产企业产品出口及生产质量

管理情况，掌握主要国际组织和国外药品监管机构检查情况，评估分析风险信号、为药品检查

工作提供参考。 

一、检查基本情况 

 2017年共组织完成国外观察检查 84次，涉及企业 81家，涵盖浙江、广东等 23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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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浙江、广东、北京、河北、江苏、山东占 60%，与上年度相比基本一致。 

 

图 6-1 2017年国外药品检查观察各省（市）分布情况 

  2017年检查观察涉及的检查机构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US FDA）、世界卫生组织（WHO）、

欧洲药品质量理事会（EDQM）、德国汉堡健康及消费者保护部（BGV）、巴西卫生监督局（ANVISA）、

印度药物管制总局（DCGI）、英国药品与健康产品管理局（MHRA）、意大利药品管理局(AIFA)、

泰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荷兰健康监察局(IGZ）、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坦桑尼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俄罗斯联邦国家药物和 GMP 研究院(FSI“SID&GP”)

和哥伦比亚药监局等 15 个国际组织或国外药品监管部门。其中发现 9 家制药企业存在严重缺

陷，未通过国外监管/检查机构的现场检查（占比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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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2017年国外药品检查观察情况 

与 2016年相比，发现严重缺陷的企业占比基本一致（均为 11%）。在 9家未通过检查的企业中，

多数严重缺陷项均涉及数据可靠性问题（包括重复测试至合格、删除数据、选择性使用数据、

试进样、记录不及时、记录不真实、数据和记录缺失、文件记录控制不足等），部分企业涉及

到检验方法错误、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系统性缺陷、故意隐瞒阿莫西林合成中间体等问题。总体

上，数据可靠性问题较为突出，这也是 2017 年国内企业接受国外检查发现严重缺陷的主要方

面。对于未通过检查的药品生产企业，已经要求各地加强日常监管督促企业持续合规，同时将

观察检查发现的问题，作为风险信号，在下一年度跟踪检查中也一并考虑加强跟踪。 

2017年检查观察共涉及 170个产品，包括 98个原料药、26个口服固体制剂、33个注射剂、10

个生物制品、3个其他产品。在 84次检查中涉及原料药的检查共 46次，约占全部检查次数的

55%；涉及注射剂的检查 15次，占比 18%；涉及口服固体制剂的检查 13次，约占全部检查次数

15%；涉及生物制品的检查 8次，占比 10%。 

表 6-1 不同检查机构检查药品类型分布情况 

检查机构 WHO EDQM 美国 FDA 德国 BGV 
巴西 

ANVISA 
其他机构 合计 

药品

类型 

原料药 18 16 26 11 5 22 98 

口服固体制剂 2 0 6 6 1 1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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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剂 6 0 9 1 4 13 33 

生物制品 5 0 0 0 1 4 10 

其他 0 1 2 0 0 0 3 

合 计 31 17 43 18 11 50 170 

 

图 6-3 不同剂型检查情况分布 

二、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整体情况分析 

2017年国外观察检查工作共发现缺陷项 1071项，依据 2010版中国 GMP正文章节对缺陷项进行

分类分析发现：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文件管理、设备、厂房与设施、确认与验证、物料与产

品六个类别的缺陷占了全部缺陷的 88%。与 2016年相比，“厂房与设施”部分缺陷由第 6位上

升至第 4位，占比由 9.1%增加至 11.0%，呈现增长趋势，其余缺陷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图 6-4 2017年国外药品检查观察缺陷排列图 

在国外药品GMP检查中，“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部分共提出了299条缺陷，占总缺陷数的27.9%，

位居首位，主要问题集中在偏差处理与 CAPA、实验室计算机化分析仪器的管理、变更控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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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回顾分析、超标/超趋势结果处理、微生物检验管理、检验相关物料管理、取样及实验

室未遵循控制程序的规定。“文件管理”部分出现的缺陷居第二位，主要问题集中在记录完整

性和可追溯性、文件完整性、文件的生命周期管理、记录操作四个方面。“设备”部分的缺陷

居第三位，主要问题包括设备的使用与清洁、维护与维修、校准、设计选型安装改造、制水系

统管理。“厂房与设施”部分的缺陷主要集中在降低污染和交叉污染的措施、厂房设施的生命

周期管理、环境控制、人员进出控制。“确认与验证”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验证的科学性、验

证管理、验证有效性。“物料与产品”部分出现的缺陷项集中在物料与产品标识、供应商管理、

物料流程管理、放行管理、物料与产品标准的合规性等五个方面。 

（二）部分国外药品监管/检查机构缺陷分布情况 

尽管不同药品监管/检查机构对药品生产企业检查的重点存在一定差异，但通过对 2017年国外

观察检查中的缺陷情况分析发现缺陷分布情况基本一致。 

 

 

 

 

 

 

 

 

 

 

 

图 6-5 WHO、EDQM 、US FDA 及德国 BGV检查缺陷分布 

与整体检查缺陷分布情况相同，WHO、EDQM 、US FDA 及德国 BGV 的检查发现在质量控制与质

量保证、文件管理、设备、物料与产品、确认与验证、厂房与设施等六个部分出现的缺陷相对

较多。 

 

附件  22017 Drug Inspection Report（英文版） 

Fore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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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7, Chin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FDA) organized 

to conduct a total of 751 inspec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including pre-approval 

inspection, generic drug consistency on-site inspection, pharmaceutical GMP follow-up 

inspection, unannounced inspection, overseas inspections for imported pharmaceuticals, 

GSP unannounced inspection and GMP observation inspection by foreign organizations. 

Overview of Pharmaceutical Inspection Tasks in 2017 

Inspections 
Amount of Inspected 

Enterprises / Varieties 

Amount of 

Inspectorates 

Amount of 

Inspection

s 

Pre-approval inspection 52 47 168 

Generic drug consistency 

on-site inspection 
12 8 38 

Pharmaceutical GMP follow-up 

inspection 
428 296 1234 

Unannounced inspec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57 55 183 

Overseas inspections for 

imported pharmaceuticals 
51 41 148 

GSP unannounced inspection 67 62 202 

GMP observation inspection by 

foreign organizations. 
84 84 92 

Total 751 593 2065 

Section I Pre-approval inspection 

In 2017,CFDA carried out the pre-approval inspection and for-cause inspe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ory documents of Provisions for Drug Registration and 

Requirements for On-site Verification for Drug Registration, and in addition, it 

performed the on-site inspection of generic drug quality and efficacy consistency 

according to CFDA Announcement on Matters Related to the Consistency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and Efficacy of Generic Drugs (2017, No.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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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Basic information of inspection 

There were 68 inspection tasks totally in 2017. A total of 168 person-times, 47 

inspection teams have been sent out to conduct on-site inspections on 52 varieties; 

45 pre-approval on-site inspection reports have been completed, of which 42 passed 

the inspection, accounting for 93.3%; and 3failed, accounting for 6.7%. 

 

    Figure 1-1 Diagram of the Number of Pre-approval Inspection Tasks in Recent Five 

Years 

 

Figure 1-2 Diagram of Dosage Form Distribution in Pre-approval Inspections in 2017 

II. Main findings 

In the pre-approval inspections in 2017, such problems in data integrity as untraceable 

data and untruthful application dossier were not prominent. This is in line with the 

Amount of task 

Amount of inspection 

Adjuvant       biological products         blood product     adiopharmaceutical drug   traditional TCM drug     substance      Chemical drug product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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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that most of the pre-approval inspection tasks in 2017 have been verified by 

clinical trial data.However, the pre-market approval GMP compliance problem is 

relatively common, indicating that the company's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during the 

drug development process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re i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conformity of GMP.  In 2017,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process were detected: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pharmaceutical GMP and deviation 

and out of specification investigation insufficiency, and process validation being 

not scientific. The details are as follows: 

(I) Insu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pharmaceutical GMP in pilotscale experiment or 

transfer process 

At present, most enterprises have realized that quality management is need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fer from R&D to production technology, but there are still 

deficiencies. Some enterprises still do not include this process in the GMP system 

of pharmaceuticals, and there are phenomena such as unclear responsibilities of 

personnel,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production department on the variety and 

process knowledge, and failure of the R&D department to implement process validation 

to fully comply with the GMP regulations of pharmaceuticals. 

(II) Insufficient investigation of deviation and out of specification results  

There are cases where there are deviations and out of specification results that cannot 

be investigated in time, or investigations are insufficient and root causes cannot 

be found. In particular, when abnormal data that deviated from the trend were found 

in the stability test, no enough attention was paid to it, and the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 of reasons became very difficult. 

(III) Process validation is not scientific or sufficient 

Some enterprises had insufficient preclinical studies on products and processes and 

had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n the process, and their design of pharmaceutical 

process validation protocol was unscientific. Deviations in process validation could 

not be recorded and analyz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MP requirements of pharmaceuticals, 

and root causes could not be found and corrective and preventative actions could not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be taken. Some enterprises even used three consecutive batches of qualified products 

as the criteria for the process validation. 

III. On-site inspection of the consistency evaluation of quality and efficacy of 

generic drugs 

On November 23, 2017, CFDA initiated inspections of consistency evaluation varieties 

for the first time of generic drugs. 7 varieties in the first time of on-site inspections 

were comple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filing review. A total of six 

inspection teams were sent to conduct inspections on seve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units of seven varieties, involving nine sites. At the same time, on-site inspections 

were also conducted on the domestic originator of five varieties (two enterprises). 

Specific inspection varietie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Table 1-1 Varieties of on-site inspection of domestic originator 

Seria

l No. 

Inspection 

varieties 
Specification Inspecting enterprises 

1 Nimodipine tablets 30mg Bayer Pharmaceutical Health 

Co., Ltd. 2 Acarbose tablets 50mg; 100mg 

3 Risperidone 

tablets 
1mg; 2mg 

Xi’an Janss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4 Flunarizine 

hydrochloride 

capsules 

5mg 

5 Domperidone 

tablets 

5mg; 10mg 

 

 

Table 1-2 Varieties of on-site inspection of the consistency evaluation of generic drugs 

Seria

l No. 
Inspection varieties Specification Inspecting enterprises 

1 Alfacalcidol tablets 0.5μg; 0.25μg Chongqing Yaop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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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2 
Amitriptyl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25mg 

Hunan Dongting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3 
Escitalopram oxalate 

tablets 
10mg 

Hunan Dongting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4 Amoxicillin capsules 0.25g 
Zhejiang Conba 

Bio-Pharmaceutical Co., Ltd. 

5 
Atorvastatin calcium 

tablets  
10mg; 20mg 

Beijing Jialin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6 
Amlodipine besylate 

tablet 

 5mg 

(ON the basis of 

C20H25ClN205) 

Jiangsu Yellow River 

Pharmaceutical Co., Ltd. 

7 
Entecavir dispersible 

tablets 
0.5mg 

Jiangxi Qingfe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Section II Pharmaceutical GMP follow-up inspection 

In 2017, the follow-up inspection of pharmaceutical GMP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risk-based and variety-focused”, and adopted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double 

randomization” and “lookback”. Based on of the summarization of the past two years of 

follow-up inspection experienc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national 

sampling, monitoring of adverse reactions and other risk signals to formulate national 

drug inspection plans, and carry out GMP follow-up inspections as planned. 

I. Basic information of inspection 

According to the 2017 National Drug Inspection Plan, 465 drug manufacturers were 

scheduled be subject to GMP follow-up inspections, including 315 enterprises that had 

high risk and 150 enterprises that had been selected into the “double randomization” 

plan. Among them, 37 enterprises were not qualified for the on-site inspection because 

they did not pass the 2010 GMP certification, the drug GMP certificate was recovered, 

and there was no corresponding drug approval number. Throughout the year,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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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s were given drug GMP follow-up inspections (478 enterprise-times), an 

increase of 234% from the same period of 2016. Enterprises that did not comply with 

GMP have been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able 2-1 Designation of inspectorates 

Total amount of 

inspections (enterprises) 

Amount of 

inspectorates 

Person-time(s) of 

inspectors 

428 296 1234 

 

Table 2-2 Inspection distribution 

Category 

Amount of actual 

inspections 

enterprise - 

time(s) 

High 

risk 

enterpr

ises 

⑴The enterprises th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last follow-up inspection was not passing，

or showed the presence of critical defects or 

more than three major defects，or the warning 

letter was sent during the last follow-up 

inspection. ⑵  The enterprises that the 

pre-approval inspection found it wa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follow-up inspections，

⑶High risk defects was found by the overseas 

drug regulatory administration inspection⑷

The enterprises notified by CFDA to be 

included in the 2015 unannounced inspection 

114 

Vaccine bioprodu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39 

Blood product manufacturers 26 

In 2016, failed in the national sampling and 

many problems were detected during the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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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Adverse reaction monitoring found ADR or 

warning events 
8 

Specific inspection 123 

Enterpr

ises 

subject 

to 

double 

random 

inspect

ions 

Narcotic drugs, psychotropic drugs and 

precursor pharmaceutical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15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and herbal pieces 

prepared for decoction 
48 

Provincial certified enterprise in 2016 30 

Herbal extract 15 

Biochemicals 17 

TCM injection 16 

Total 
Unit: enterprise - time(s) 478 

Unit: enterprise(s) 428 

In 2017, there were 37 enterprises that did not pass the GMP inspection requirements, 

accounting for 8.6%, and about 108 enterprises were issued withe warning letter, 

accounting for 25%. Of the 37 companies that did not meet the inspection requirements. 

The distribution was as follows: 

 

Figure 2-1 2017 Distribution of enterprises that did not meet the GMP requirements 

of follow-up inspections 

High risk enterprises  

Double random (certificated by provinces in 2016) 

Double random (TCM decocting pieces) 

Double random (TCM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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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nd: The reasons for the non-compliance of inspections included serious violations 

of GMP, suspected illegal activities, and unstable product quality etc. Different 

handling measures could be adopted for non-compliance due to different reasons. 

II. Main findings 

(I) Overall situation 

The inspections on 428 drug manufacturers identified a total of 4339 defects, including 

3,512 defects involving the general rule of GMP for pharmaceuticals, 224 defects 

involving the computer system appendices, 200 defects involving the appendices for 

sterile drugs, and 116 the defects involving the TCM decocting pie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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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2 Distribution of defect items in GMP follow-up inspections 

According to Figure 2-2, the defects found in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section are the most prominent, with a total of 1,205 defects, accounting for 28%, 

followed by document management, accounting for 16% of the total, and then by equipment 

defects (ranking the third), accounting for 10%. The clauses that corresponded to 

non-conformity items proposed based on the defec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clauses that 

corresponded to defects items that were submitted for more than 20 times were sorted 

out; they are shown below: 

 

 

Figure 2-3 Distribution of non-conformity items detected in drug GMP follow-up 

inspection 

Legend: “计” represents the appendix of the computer system, “无” represents the 

appendix of sterile drugs 

The clause that corresponded to the most defects was Article 223 (Drug Testing), 

followed by Article 27 (Personnel Training), by Article 266 (Product Quality Review) 

(ranking third), by Article 175 (batch record) (ranking fourth), and by Article 250 

(deviation investigation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ranking fifth). 

On the whole, the current defects in China’s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on the following items: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document management, equipment, materials and products, qualific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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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on, computer system appendix, premises and facilities, sterile drug appendix,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production management, appendix of TCM decocting pieces, 

qual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appendix, sampling appendix and quality management, 

accounted for 95% of the total and the defects in the first eight items accounted for 

80%. Some common problems included:  

1. The drug inspection procedures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some analysis methods 

were not verified, the management of reference products, standard substance and strains 

for inspection was not standardized, the relevant inspection records were not 

sufficiently controlled, the records were incomplete, and the traceability was poor; 

2. The training management fail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the training plan and the 

training protocol were not well-targeted, the training effects on some personnel were 

poor, and some of the work contents were not covered in the training; 

3. The product quality review regulations were unreasonable, the review did not cover 

all the crucial information, the review data were inconsistent, and the abnormalities 

found during review were not coped with corresponding measures; 

4. The batch record information was incomplete, the traceability was poor, and 

sometimes the recording was not standardized and untimely; 

5. The devi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ould not operate effectively, no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some deviations, and the investigations of some deviations was 

insufficient; 

6. There was no description on some operations in the technological procedure or the 

description was unclear, and for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the technological procedure 

was not revised in time after the change; 

7. The material management was not standardized, the relevant sign and record 

information were incomplete, the traceability was poor, and the storage environment 

fail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8. In terms of the appendixes of the computer system, the main defects included the 

unreasonable permission sett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electronic data management, and 

the incomplete audit follow-up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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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n terms of the appendix of sterile drugs,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culture medium 

simulated filling test and the monitoring of the clean area we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including the unscientific operation in the medium simulated filling 

test as well as the failure of the clean area monitoring records to be included in 

the batch production records, etc. 

The main problems that lead to non-conformity were analyzed through the defect analysis 

of the enterprise that fail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spections: 

1. There were serious data integrity problems: the detection after system time was 

modified, the key data were non-traceable, the original records, original maps, raw 

data, and computation processes were missing, the contents of original records of 

inspection were inconsistent, the integration parameters were maliciously modified, 

the maps were indiscriminately used, the production and inspection records were managed 

in disorder, the records were written prematurely, and no authority management and 

effective control were exercised on the the analytical instrument's computer system; 

2.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ould not operate effectively and compromised by 

systemic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qualifications and quantity of personnel did not 

match the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no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deviations and out of s results, deviation processing system, and change control system 

would be out of control; 

3. The material quality control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no effective 

infrared ident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15 edition) and 

inconsistency in materials account; 

4. Excipients were added to prescriptions without the registration and approval and 

the production was initiated after the key process parameters were modified without 

authorization; 

5. The sub-packaging breached the regulations on the outsourcing of TCM decocting 

pieces; 

6. The product quality was not controllable; 

7. The actual production process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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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nspection of vaccine biological produ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2017, complete-coverage inspections were conducted on vaccine manufacturers. Except 

for 1 enterprise that did not receive the inspections due to relocation, production 

suspension and planned cancellation of GMP certificates, the remaining 39 enterprises 

were inspected.  

Figure 2-4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defects in vaccine manufacturers 

In the defect distribution of vaccin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defects are mainly 

found on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document management, sterile drug 

appendix, qual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equipment, materials and products, 

organization and personnel,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The relatively prominent 

problems found during the inspection are as follows: 

1. There are certain deficienc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cess validation, and 

the 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s, critical  process parameters, and scope of the 

product were not determined; 

2. The aseptic process simulation test did not consider the worst conditions;  failed 

tostart the simulation from the first step of aseptic operation; 

3. Some enterprises used a bottle of stock solution for the preparation of multiple 

batches of finished products, and there were risks of contamination as the bottles 

were opened for several times. 

4. The specifications for adjuvant could not refl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djuvant, 

and the adjuvant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were not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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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uniformity validation of the preparation and subpackaging of semi-finished 

products had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sampling; 

6. Some enterprises recruited temporary personnel to perform quality control work due 

to the seasonality of product production; 

7. Some enterprises failed to strictly implement the 2015 version of the Pharmacopoeia; 

for example, the no genome -wid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on the main attenuated vaccine 

seeds;  

8. Some enterprises did not completeannual quality review, and they did not include 

unqualified batches of examination, approval and issuance as well as the batches of 

withdrawals into statistical analysis. 

 (III) Inspections of blood product manufacturers 

In 2017, complete-coverage inspections were conducted on blood produ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Except for one enterprise that was not subject to inspection due to the 

withdrawn of GMP certificates for pharmaceuticals, the remaining 26 blood product 

manufacturers were subject to followed up insp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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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5 Distribution diagram of defects in blood product manufacturers 

In the defect distribution of blood produ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defects 

are mainly found in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document management, 

equipment, sterile drug appendix, materials and products, blood product appendix, 

computer system appendix, and qual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The relatively prominent 

problems found during the inspection are as follows: 

1. For some enterprises, the aluminum ion content during the product’s term of validity 

was on the rise, and the enterprises did not initiate relevant investigations nor 

carried out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2. Some enterprises had ethanol recovery, but the related studies were deficient; 

3. The annual quality review report failed to guide subsequent improvement and 

upgrading. 

(IV) Inspection of four categories of specific produ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2017 inspection plan, four categories of products, including 

the propyl gallate product series, citicoline sodium, vinpocetine injection, and 

Danshen injection, were inspected. A total of 1,243 defects were detected, among which 

365 defects (including 4 critical defects, 31 major defects, and 330 general defects) 

were in the inspection on propyl gallate product series, 59 defects (including 6 major 

defects and 53 general defects) were detected in the inspection on citicoline sodium, 

486 defects  (including 38 major defects and 448 general defects) were detected in 

the injection on the Dashen injection and 333 defects (including 26 major defects and 

307 general defects) were detected in the inspection on Vinpocetine Injection, with 

the specific distribution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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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6 Distribution and arrangement diagram of defects in manufacturers of four 

categories of products 

The distribution of defects in the above four categories of products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defects in the overall inspection. During the inspection 

process, the inspectorates selected products with higher risk for inspection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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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inciple of risk according to the fact some enterprises did not manufacture 

the corresponding products recently. The inspections found that the problems of the 

enterprises in deviation handling, change control, validation scientificity, 

equipment maintenance, record integrity, data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annual 

product quality review etc. were relatively prominent. The critical defects included 

systematic problems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nformity of quality control 

of critical materials with requirements, manufacturing after the unauthorized changes 

in prescriptions, and the presence of risks of major pollution and cross-contamination. 

(V) Double random inspections 

In 2017, 141 enterprises were subject to double random inspections, a total of 1283 

defects were found in the inspection, including 8 critical defects, 122 major defects 

and 1153 general defects. The specific distribution is as follows: 

 

 

 

 

 

 

 

 

 

 

 

 

 

 

 

 

Figure 2-7 Distribution and arrangement diagram of defects found in the “double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random” inspections 

On the whole, defects in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parts ranked first 

in the inspections 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produc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re we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defect non-conformity. The distribution of defects found in 

double-random inspections on provincial certification enterprises, Chinese herbal 

extra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defects. In inspections of biochemical drug manufacturers, the defects of 

non-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appendix of biochemical drugs ranked second, 

and the defects were mainly the deficiency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d measures 

to avoid cross-contamination. The inspections on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f 

narcotic drugs, psychotropic drugs and precursor chemicals found the non-conformity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Drugs. The main problems were mainly found in the control of special drugs, including 

the control of the remaining samples, and the unqualified products during the 

production. Among the clauses that corresponded the non-conformity items found in the 

inspections of TCM decocting pieces, the clause that ranked No. 2 was appendix of TCM 

decocting pieces, and the main problems included the inspection of purchased medicinal 

materials, sample retention, medicinal material maintenance, personnel quality, and 

operational standardization. 

Section III Unannounced inspection for pharmaceutica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asures for Unannounced Inspection of Drugs and Medical Device, 

in 2017 the CFDA carried out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and relevant extended inspections 

on drug manufacturers. 

I. Basic information 

In 2017, CFDA carried out 57 drug GMP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They involved 2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including Jilin, Sichuan, and Fujian, including 5 

biological product manufacturers (including blood products), 14 general chemical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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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ers, 28 manufacturers of TCM drug products, 7 manufacturers of TCM decocting 

pieces, and 3 domestic manufacturers of TCM extracts. 

 

 

 

 

 

 

 

Figure 3-1 

Distribution of dosage forms in drug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Of the 57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conducted in 2017, the manufacturers of TCM drug 

product accounted the highest proportion, accounting for 49% of all. TCM decocting 

pieces accounted for about 12%, general chemical drug products accounted for about 

25%, and biological products accounted for about 9%. A total of 39 companies were 

detected with problems in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accounting for 

about 68% of the total, and 27 companies that had critical defeats have been withdrawn 

the GMP certificates by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r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3
7

22

5

2

Biological 
product

Chemical drugs

TCM drug 
product

TCM decocting 
pieces

Other drugs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Figure 3-2 Distribution of serious problems in drug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The 2017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focused more on the inspections of TCM produ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30 inspections involving 129 person-times were 

dispatched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of 38 enterprises of TCM 

drug product, TCM decocting pieces and TCM extracts. Among them, 16 enterprises were 

found to have problems in the exploratory research and tests, and 12 enterprises were 

reported by complaint letters and visits. There were 8 enterprises that carried out 

extended inspections on inspection-detected problems, and 2 enterprises were subject 

to higher risk. The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on 38 TCM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 

total of 29 did not meet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Among them, 21 enterprises were 

withdrawn GMP certificates for pharmaceuticals, 7 enterprises met the requirements, 

and 2 enterprises had no relevant production qualifications. 

II. Main findings 

(I) Major problems found in TCM product manufacturers 

1.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1) Failure to conform to the prescription standards for the feeding 

The inspections found that, th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breach with the 

regulations lowered the requirement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final products satisfied 

the legal specifications without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drug safety, effectiveness 

and patient’s rights and interests; failed to conform to the prescription standards 

for the feeding deliberately. For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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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Hubei kangyuan pharmaceutical co. LTD, the formula of production and feeding of 

a batch of deerhorn glue was the upper layer of foam when the camel skin was decocted, 

and then the glue obtained from the buckskin decoction, but no deerhorn was seen in 

the production prescriptions. The formula of production and feeding of a batch of 

tortoise shell glue was mainly based on a single miscellaneous skin glue and a variety 

of miscellaneous skin glue, then some unqualified glue was added, and finally about 

5% of turtle shell glue was added. 

● In Jilin xinhui pharmaceutical co. LTD, the actual feeding amount of 437 batches 

of Huoxiangzhengqi liquid licorice extract was only 18% of the standard feeding amount, 

and the actual feeding amount of patchouli oil was only 28% of the standard feeding 

amount. 

(2) Violation of the legal preparation methods and unauthorized changes to the process.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in 2017 were: the extraction some 

of Chinese crude drugs that should be extracted in the prescription failed to be based 

on the standards in order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or use unqualified raw medicinal 

materials; instead, direct feeding was performed after the smashing. The examples are 

as follows: 

● The prescription of Yancongning tablets consists of five medicinal materials, among 

which phellodendron bark needed separate decoction - water decoction for three times; 

after combination and concentration, ethanol was added to let them stand and filtered, 

and finally ethanol was recovered and concentrated. Due to the reasons for reducing 

the cost of raw materials and lowering the cost of process production, the phellodendron 

bark was directly smashed and fed into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and the unannounced 

inspection found that three enterprises had the above problems. 

● As for the Qingrejiedu tablets, the detection index of jasminoidin content 

(≥0.6mg/tablet) was increased in the third supplement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2010 edition). Some enterprises failed to pass the test on cape jasmine fruit fed 

in the production,so in addition to normal production, each batch of product 

preparation process also needed the separate addition of the original powder of 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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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mine fruit to ensure that the jasminoidin content of the final product met the 

requirements as shown in the inspection. 

(3) To cope with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relevant record files were fabricated. 

The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in 2017 found that multiple enterprises had two or even 

three sets of material accounts, material warehousing and ex-warehousing records, and 

production batch records. 

●Hubei kangyuan pharmaceutical co. LTD had three sets of internal accounts, a real 

set for internal use for the enterprise, a second set as the “low yield” accounts set 

up to cope with the unqualified situation in the sampling for the expected relieve 

of punishment, and a third set as the “high yield” account to respond to market feedback 

of relatively low price. 

● There were two sets of material account and batch production records in Anhui jiren 

pharmaceutical co. LTD , a set used to respond to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with 

the prescriptio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 registration 

standards, and the other set as the actual batch production record, which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gistration standards. 

2.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f TCM decocting pieces 

In 2017, the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on TCM decocting pieces were mainly directed to 

the direct subpackaging and sales of purchased TCM decocting pieces, the non-complying 

inspections on the purchased TCM decocting pieces or the  pr ocessed products, as well 

as problems in dyeing and weight gain. The inspection found that in response to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some enterprises had the behaviors of fabricating batch 

production records and batch inspection records. 

(1) Direct packaging and sales of purchased decocting pieces. 

● All the decocting pieces in the finished product warehouse of TCM decocting pieces 

of Bozhou haomen TCM decocting pieces co. LTD had no material warehouse card. The 

storekeeper only set up the finished product warehousing and classification account 

after sales. The saffron product retention record showed that, since October 2016, 

the enterprise had produced 3 batches of saffron (161101, 161201, 170201), 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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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was unable to provide batch production records for the three batches. 

● The yellow rice wine was needed by Anguo lulutong TCM decocting pieces co. LTD as 

a supplementary material for the production of prepared rehmannia root, solomonseal 

rhizome, wine-prepared desert cistanche, wine-prepared fructus corni, and 

wine-prepared glossy privet fruit. The above varieties had normal production since 

2016, but the enterprise’s 2017 Excipient Total Account and Classification Detail of 

the yellow rice wine for production used in 2017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physical 

presence on the site, and the enteprise failed to provide VAT invoices for sales of 

rice wine by the supply units. 

● A TCM decocting piece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affiliated to Wushan medical company 

suspended the production after the expiration date of the Drug Production License and 

transferred the plant. However, the relevant personnel of the enterprise continued 

the direct purchasing of TCM decocting pieces and the direct repackaging, and 

indiscriminately used the production batch number before the production suspension, 

and engaged the marketing through its superior pharmaceutical company. 

(2) Failure to follow the standards for the full inspection of purchased or sol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TCM decocting pieces. 

● Failure to provide registration records for the corresponding medicinal material 

testing equipment. 

● Absence of references for the medicinal material testing and capillary columns for 

drug testing, and no detection capability for corresponding item, but a full inspection 

report was still issued. 

(3) Batch production records were untrue. 

● The use log of the main production equipment could not be provided, the used amount 

of the specific medicinal materials in batch production records showed a difference 

of 5 times from the amount used for the requisition list, and some of the batches of 

production adjuvants had inconsistent batch production records before and after. 

● The employee’s signature in the batch record was untrue. 

3. Production records of TCM extracts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In 2017, two low-priced Huoxiangzhengqi liqui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were selected 

for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spections were extended to three 

glycyrrhiza extract and patchouli oil production factories of TCM extrac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enterprises still had different forms of violations with the Notice 

of the CFDA on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of Extraction and 

Extracts in the P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SYJYHJ (2014) No. 135). 

The specific problems are as follows: 

● On January 26, 2016, Sichuan hebang xudong pharmaceutical co. LTD filed the 

glycyrrhiza extract and patchouli oil for recording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since February 2016, it began to conduct the extraction of glycyrrhiza 

extract and patchouli oil privately. The enterprise also maliciously fabricated the 

bills of the relevant Chinese medicine extra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privately made the special seals of the ex-warehousing of Chinese medicine extract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nd made up the relevant material account and batch production 

records to cope with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Guangzhou tongde pharmaceutical co. LTD, although recorded by provincial department, 

it had no main production device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patchouli oil; instead, it 

purchased crude liquid from the medicinal material production base and added a refining 

process to the unqualified patchouli oil to obtain the product after the refining by 

its TCM extraction workshop and then market the final products. 

(II) Major problems found in chemical manufacturers 

In 2017, a total of 14 general chemical manufacturers were subject to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and it turned out that 7 of them had problems. The main problems were mainly 

foun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The production violated the registered and approved process 

● Illegal purchasing of crude raw materials for the production of drug substance of 

the company. The enterprise could not provide the records on the source of the starting 

materials used to trace the production of drug substance, and could not provide relevant 

records used to trace the drug produc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process. The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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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ce was released and sold without any recording on materials, production, and 

inspection, and key personnel failed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2.The original data of inspection could not be traced and the data integrity was 

compromised. 

● For example, the audit tracing on HPLC was started on December 13, 2015, but the 

system log before December 13, 2015 was deleted. The computer system time used by the 

device could be modified, and records of the system time modified in 2016 and 2017 

appeared in the system log; modification in the system time could be found in the related 

substance detection mapping material detection maps. 

● Some of the out of specification investigation and treatment measures were not 

thorough. For example, although no abnormality was mentioned when the out of 

specification result investigation described the inspection and sampling process, the 

release could be done only after the qualification by re-sampling and reinspection. 

3. Drug production using unqualified raw materials 

●Buying and using drug substances that were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2015 edition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for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tablets; 

counterfeiting and changing of the label of drug substanc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and counterfeiting the inspection report of drug substanc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hanging the inspection samples and retained samples, and the in-coming inspection 

results of some drug substances being not true; the key management personnel of the 

enterprise could not perform their duties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and we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llegal activities. 

(III) Major problems found in biological product manufacturers 

In 2017, a total of 5 biological product manufacturers were subject to unannounced 

inspection and it turned out that three of them had problems. The main problems were 

mainly foun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Process control data or product result data is not true  

● As for the 9 batches of Human Albumin used by Guangzhou danxia biopharmaceutical 

co. LTD to declare production and registration, the 3-month and 6-month long-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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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nd 6-month acceleration test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actual aluminum ion 

detection results were higher than the 200 μg /L, a criterion specified in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The continuous stability investigation after the marketing of this 

biological product showed that, the aluminum ion detection result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port, the actual inspection results did not meet the standards, and problems 

such as modification of sample name, deletion of detection records and re-detection 

were found in the enterprise. 

●Hangzhou puji pharmaceutic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forged intermediate 

product and finished product test data, plasma microbial limit detection data for pig 

whole blood separation, pig blood refrigerated van transport temperature record, 

purified water system validation microbiological limit test data, cultivation room 

temperature monitoring data of culture medium simulated filling test, air monitoring 

data of clean area, the freeze-drying process batch production records of marketing 

batches, etc., and concealed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real cause for the unqualified 

products and falsified the time of the QC laboratory computer system. 

2. The actual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product registration process were inconsistent 

The behavior of repeated activation operation in the catalyst activation working 

procedure of the actual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e product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gistered and approved process. 

3. The use of raw materials, intermediates and semi-finished products that did not 

meet quality standards for feeding 

The use of microbiologically unqualified plasma for trial batch feeding and production; 

the use of intermediates unqualified in the ethanol residues, bacterial endotoxins, 

coagulation activity, microbial limits, purity and barium chloride residues as well 

as semi-finished products unqualified in pH value, protein concentration and enzyme 

activity failure for the feeding. 

4. No relevant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batch changes 

In the catalyst purification process, the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with a molecular 

weight of 6000 was changed into the ultrafiltration membrane package with a mol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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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 of 10,000, and no validation data supported this change; the ultrafiltration 

was repeated in the ultrafiltration process of the catalyst and no relevant validation 

studies were performed; in the main gel purification and refining working procedure, 

the filter element was changed, the filter element was changed to the filter cake, 

the material of the sterilization and filtration working procedure was changed from 

PVDF to PES, and no relevant validatio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or the validation data 

were insufficient; the batch volume of the solution was changed from 20,000 to 40,000 

bottles, and no relevant validation research was conducted. 

5. Problems in aluminum adjuvant quality control 

Not test the effect of aluminum hydroxide adjuvant on antigen adsorption, and did not 

study the effect of aluminum hydroxide adjuvant on product quality. Aluminum hydroxide, 

as the most important excipient (adjuvant), was not subject to effective quality 

control. 

 

Section IV Overseas inspections for imported pharmaceuticals 

I. Basic information of inspection 

In 2017, a total of 148 inspectors from 41 inspectorates were dispatched to complete 

overseas inspections for 51 categories of imported pharmaceuticals. 

 

 

 

Figure 4-1. Overseas inspection tasks from 2011 to 2016 

Drug substance 

Chemical solid preparation 

Chemical injection 

Biological product 

Botanical drug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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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7, there were many types of dosage forms for overseas inspections; in addition, 

the efforts of extended examinations on chemical drug products were intensified. The 

annual tasks covered 36 chemical products, including injections, solid drug products, 

and powder aerosols, etc; 14 vaccines, blood products, and therapeutic biological 

products; and 1 botanical drugs. 

The overseas inspection tasks in 2017 covered the products at the declaration 

production, re-registration, supplementary application phases, and those which are 

normally imported and sold. The inspection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the number of inspections in India and Thailand etc. showed an 

increasing trend. 

 

II. Main findings 

Of the 51 varieties that were subject to on-site inspections on overseas production, 

9 failed to pass insp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roduct 

(pre-market review or post-market), they have been processed separately.Of the 8 

varieties that have not been inspected on-site, the enterprises of 6 varieties took 

the initiative to take risk-control measures,and the rest are included in the 

inspection plan of next year. 

A total of 665 defects were found on the site, including 27 critical defects and 140 

major defects. The problems were mainly found in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document management, and sterile drug management. Critical defects mainly included 

inconsistent production process, no timely reporting of major changes to Chinese 

organizations, the problem with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materials, production plant facilities, equipment and production operation practices 

failing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 contamination or mixing, and the 

failure of exercising effective control on unqualifi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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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2. Summarization and analysis of defects found in 2017 overseas insp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defect frequency, the defects in the part of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were the most, with a total of 164 items (24.7%), followed 

by those in the document management part, with a total of 72 items (accounting for 

10.8%), and 61 items were found in the part of sterile drug appendix (accounting for 

9.2%). Common problems included: 

1.The deviation management system could not operate effectively, no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for some deviations, and the investigations of some deviations was 

insufficient; 

2.The sampling operation and records of the drug testing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the data of the purified water production process were not monitored and validated; 

the testing data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were not conductive to the data 

saving of trend analysis methods. 

3. The informations in the batch records are not sufficient, such as the amount and 

whereabouts of the remaining sterilized rubber plugs and aluminum caps after filling 

were recorded. 

4. The annual retrospective report was incomplete; for example, there was no regulation 

on deviation-correcting line and the warning line for the corrective analysis. 

5. The content of the technological procedure of the production was not complete, such 

as: lack of some of the process parameters (emulsification temperature, shear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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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 the longest time limit for tunnel sterilization oven, nitrogen pressure, etc.). 

6. The problems of non-scientific validation of medium simulated filling in the sterile 

drug appendix were more prominent, such as unreasonable validation frequency, the worst 

condition not including the maximum allowable number of people in production lines, 

and storage time after tank sterilization. 

In the overseas inspection in 2017, the major problems that prevented the enterprises 

from passing the inspection included: 

1. Actual production process, production sites, inspection items, etc.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gistration and application, or major changes were implemented 

without being reported to Chinese organization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preparation 

of injection oil phase, the actual filtration method and filter material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gistered and declared materials; the products released and 

exported to China were not tested in terms of the related substance test and content 

uniformity according to the import registration standards; the process prescriptions 

were changed; the actual production plants and the production addres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manufacturing factory and production address labeled on the imported drug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2. Presence of serious problems in data reliability. For example, in multiple batches 

of release detection maps, the materials copied and forged using the information strips 

at different speeds and at different times served as materials submitted for 

registration and review; on-site inspections could not provide original inspection 

records; the pilot batch numbers of the prescription-screened sample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relevant intermediate products and finished product 

inspection, and there was an inconsistency in the pilot preparation records, particle 

assay, releasing rate determination (finished product), and assay (naked tablet) of 

the same batch of samples. 

3. The production plant facilities, equipment and production operation practices 

faile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product contamination or mixing. For example, 

the filling production line set for the hydro-acupuncture therapy was located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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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workshop for the powder injection production line (the production line had hormone 

products), they also shared the same air purification system, the enterprise did not 

conduct risk assessments nor took effective protective measures to avoid the 

contamination of hormonal products on other products. Filling operators needed to 

manually press the rubber plug into the aluminum cover, and then place it in the 

corresponding cavity of the filled triple-chamber bag. There were many places of sewage 

and garbage in the factory area. Insufficient measures were taken to prevent mosquitoes 

in the general production area and the factory was annually under a high temperature 

(up to 45 °C), without cooling measures adopted, and the doors and windows could not 

be closed. The screen windows were damaged in many places, and many mosquitoes and 

insects were found on the production site. the feeding took plac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exposure or the materials were transferred, and there was no local protection. 

4. The product quality was not controllable. For example, an on-site inspection was 

initiated because the import test of bacterial endotoxin project item found an 

unqualified result, the enterprise performed a re-determination on the item and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but still no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on the 

out-of-limit results, and no risk evaluation was performed on the product-related 

batches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used drug substance; the failure to perform full 

inspection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Section V GSP inspec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of drug circulation links and 

standardize the order of the pharmaceutical market, CFDA organized follow-up 

inspections of drug wholesalers and inspections on retail pharmacies. 

I. Basic information of inspection 

(I)  Overvie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2017 Drug GSP Follow-up Inspection Plan, CFDA organized 

follow-up inspections on a total of 55 drug wholesalers throughout the year, covering 

2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including Guangdong, Sichuan and 

Hubei.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Centralized Rectification of the Drug Qua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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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of Drugs in Pharmacies and Clinics in Urban-Rural Interfaces and in Rural Areas, 

CFDA also organized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on 12 retailing pharmacies in Liaoning, 

Hun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Compared with the 2016 inspection tasks, the inspection 

tasks this year increased by 34%. The inspection details were as follows: 

Table 5-1 Number of tasks of GSP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in 2016 and 2017 

Year Number of inspected 

enterprises 

Number of dispatches 

inspectors (man-time) 

2016 50 77 

2017 67 202 

Total 117 206 

 

 

Figure 5-1 Number of tasks of GSP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in 2016 and 2017 

(II) Inspection principles and inspection scop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the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which provided varieties of high safety risks, had high requirements for 

variety storage conditions, had unqualified results in national drug sampling, and 

were complained of and reported, were selected for the drug GSP follow-up inspections; 

the “double-random” approaches were adopted in the inspection, and 55 wholesales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typ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national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and 12 retailing pharmacies were selected among the pharmacies in 

urban-rural interfaces and in rural areas for inspections. See the following table: 

Retailing pharmacies  

Wholesales enterprises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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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2 Inspection scope of drug GSP 

Category Number of 

enterprises 

Operation of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active 

drugs (including compound preparations) 

15 

Business scope included biological products 

and cold-chain drugs 

15 

Newly-established enterprises 15 

Unqualified national drug sampling  5 

complained of and reported 5 

Retailing pharmacies in urban-rural 

interfaces and in rural areas 

12 

Total 67 

(III) Inspection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On-site Inspection of Good Supply Practice, 

29 operating enterprises severely violated the Good Supply Practice, and the results 

were judged as not passing the inspection. 

1. Wholesale enterprises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active 

drugs (including compound preparations): 3 failed to pass the inspections, accounting 

for 20% of the 15 enterprises inspected. 

2. The scope included the wholesales enterprises selling biological products and 

cold-chain medicines: 1 company was in the state of business suspension, no conclusion 

was drawn from the inspection, and 6 failed to pass the inspections, accounting for 

40% of the 15 enterprises inspected. 

3. Newly-established wholesales enterprises: 5 failed to pass the inspections, 

accounting for 33.3% of the 15 enterprises inspected. 

4. Wholesales enterprises unqualified in the national drug sampling: 2 failed to pass 

the inspections, accounting for 40% of the 5 enterprises inspected. 

5. Wholesales enterprises that were complained of and reported: 3 (of which 1 was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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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P certification publicity period) failed to pass the inspection, accounting for 60% 

of the 5 enterprises inspected. 

6. Retailing pharmacies in urban-rural interfaces and in rural areas: 10 failed to 

pass the inspections, accounting for 83.3% of the 12 enterprises inspected. 

In summary, 19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failed to pass the follow-up inspection, 

and the rate of failure was 34.5%. 10 enterprises failed to pass the unannounced 

inspection of retailing pharmacies in urban-rural interfaces and in rural areas, and 

the rate of failure was 83.3%. Compared with the inspections in 2016, the failure rate 

of wholesales companies dropped significantly. Enterprises that  fail to pass the 

inspection have been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Figure 5-2 Failure rate of inspections of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in 2016 and 

2017 

II. Main findings 

(I) Inspections on drug wholesales company  

A total of 436 defects were found in the inspection on the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throughout the year, including 58 critical defects, 330 major defects and 48 general 

defects. The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defects is shown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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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3 Distribution of critical defects in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The critical defects in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general rule, procurement, computer system, and sales etc.The major defects of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were mainly in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storage and maintenanc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The general defects of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storage and maintenanc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procurement, 

personnel and training. 

1. Inspections on wholesale enterprises engaged in the operation of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active drugs (including compound preparations). 

15 enterprises in this category had a total of 115 defects, including 10 critical 

defects, distributed in the general rule, computer systems, a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accounted for 8.7% of all defects, with 90 major defects and 15 general 

defects.  

The defects found in inspections on this type of enterprises were more often found 

in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procurement, computer systems, personnel 

and training. During the on-site inspections, the inspectorates conducted targeted 

inspections on the conformity of operating enterprises with GSP, targeted insp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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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erformed on the operation of drugs subject to special management and even extended 

inspections were conducted on the downstream. Inspections found that most enterprises 

did well in the operation of special drugs and no abuse occurred.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no handling of mailing certificates before the mailing 

of narcotic drugs and psychotropic drugs; failure to provide transportation 

certificates for special drugs and so on. 

2. Inspections of wholesales enterprises with a business scope including biological 

products and cold-chain drugs 

15 enterprises in this category had a total of 115 defects, including 14 critical 

defects, distributed in the general rule, computer systems, and procurement, which 

accounted for 12.2% of all defects, with 94 major defects and 7 general defects.  

The defects found in inspections on this type of enterprises were more often found 

in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calibration and validation, storage and maintenance, computer systems, 

personnel and training. As such companies are engaged in the sales of refrigerated 

and frozen pharmaceuticals, the inspectorate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ir cold 

chain conditions. The common problems of enterprises are as follows: Cold storag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did not meet requirements; the validation wa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gulations; the  operation training for cold storage of 

pharmaceuticals and transportation personnel was insufficient; som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records were missing; after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the cold storage 

were out of limit, alarms and short messages could not be promptly sent; the temperature 

data of refrigerated drugs could not be recorded. 

3. Inspections on the newly established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15 enterprises in this category had a total of 132 defects, including 21 critical 

defects, distributed in the general rule, procurement, and sales which accounted for 

15.9% of all defects, with 95 major defects and 16 general defects.  

The defects found in inspections on such enterprises were more often found in storage 

and maintenanc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rganiz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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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ies, personnel and training, and procurement. There were more problems 

in the newly established enterprises than in the former two types of enterprises. The 

proportion of critical defects was on the rise. There were serious problems in some 

enterprises. For example, there were 30 defects in Shenze county pharmaceutical company 

yongji wholesale department, including 9 critical defects, which violated Announcement 

of CFDA on Remediating Illegal Distribution Behaviors in Drug Circulation Field (2016 

No.94)No.1-10; Chongqing enkang medicine co. LTD had 9 defects, including 4 critical 

defects, which violated No. 94 Notice No. 1, No. 4, No. 5 and No. 10 items. The newly 

established wholesales companies had the following common problems: they failed to 

store the drugs according to the temperature requirements of the packaging; they failed 

to effectively monitor and control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the warehouse; the 

stacking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the pharmaceuticals and non-pharmaceuticals 

were not stored separately;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onitoring data could not 

be reasonably backed up; quality management personnel was part-time or not in post. 

4. Inspections of wholesales enterprises unqualified in the national drug sampling. 

5 enterprises in this category had a total of 36 defects, including 4 critical defects, 

distributed in the general rule, procurement and computer systems, which accounted 

for 11.1% of all defects, with 29 major defects and 3 general defects.  

The defects found in inspections on this type of enterprises were more often found 

in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storage and 

maintenance, and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There wer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enterprise 

as follows: no job responsibilities established for the position; the contents of the 

drug quality file were incomplet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department failed to perform 

inspection and management sufficiently; some positions were not assigned with 

permission to operate on the computer system; different drug were mixed and stacked;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record backup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th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onitoring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did not meet the 

specification requirements. 

5.Inspections on the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complained of and repo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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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nterprises in this category had a total of 38 defects, including 9 critical 

defectsdistributed in the general rul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file,  computer 

system and sales, which accounted for 23.7% of all defects, with 22 major defects and 

7 general defects.  

The defects found in inspections on such enterprises were more often found in storage 

and maintenance, general rule, organiza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The critical defects of such enterpris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enterprises, 

and they mainly existed in the general part. Th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enterprises 

were as follows: suspected illegal business practices; falsification and cheating; 

drug flow,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monitoring data and computer system data could 

not be traced; failure to store drugs at the required temperature; no effective 

monitoring of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presence of external personnel for part-time 

work; quality responsible person did not perform their duties independently.   

(II) Inspections on retailing pharmacies in urban-rural interfaces and in rural areas 

12 enterprises in this category had a total of 91 defects, including 31 critical defects, 

distributed in the general rule, procurement and acceptance check, and sales which 

accounted for 34.1% of all defects, with 50 major defects and 10 general defects.  

The defects found by inspections on such companies were more often found in display 

and storage, procurement and acceptance check, and general rules. The failure rate 

of passing the inspections of the retailing pharmacies in urban-rural interfaces and 

in rural areas was 83.3%, and the proportion of critical defects was the highest. There 

were common problems in the enterprise as follows: Failed to provide the accompanying 

documents and invoices of the purchased drugs, so the source of the drug could not 

be traced; there were no labeled production enterprises, no outer package, no place 

of production or production lot number of the TCM decocting pieces; over-range 

marketing of drugs, and alleged purchasing of drugs from illegal channels; there was 

no partitioned display between the prescription drugs and over-the-counter drugs, and 

prescription drugs were sold on shelves; illegal sales of mifepristone tablets; 

prescriptions were faked and computer system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pre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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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mmary,since the announcement of 2016 No.94, drug regulatory authorities at all 

levels conducted multiple rounds of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and follow-up inspections 

(unannounced forms) on drug distribution companies to strictly crack down on illegal 

activities and violations in the circulation field, and the situation of pharmaceutical 

operations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ing. In 2016, CFDA carried out unannounced 

inspection on 50 drug wholesales enterprises, of which 38 had critical defects and 

the inspection pass rate was only 24%. This year, 55 wholesales enterprises were 

inspected, of which 19 had critical defects, and the inspection pass rate was 65.5%, 

and the business practices of the enterprises were increasingly standardized.As 

inspections continue to scale up, awareness of compliance in the pharmaceutical 

circulation industry wa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illegal violations were gradually 

reduced. The inspections have promoted virtuous competition and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in the industry, providing strong guarantees for people’s medication 

safety. 

Section VI GMP observation inspection by foreign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notifications from foreign drug regulatory and inspection agencies, , 

CFDA observed the on-site inspections on the dru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performed by foreign drug regulatory agencies to grasp the product export and 

prod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of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China, grasp 

the inspections by maj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oreign drug regulatory 

agencies, assess and analyze risk signal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drug inspections. 

I. Basic information of inspection 

The CFDA organized a total of 84 foreign observations and inspections in 2017, involving 

81 enterprises, covering 23 provinces (cities) including Zhejiang and Guangdong etc, 

of which Zhejiang, Guangdong, Beijing, Hebei, Jiangsu, and Shandong accounted for 60% 

of the total, which was basically the same with l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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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1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rug inspections in various provinces (cities) 

in 2017 

Inspection agencies involved in 2017 insp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included 15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r foreign drug regulatory agencies such as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the European 

Directorate for the Quality of. Medicines & HealthCare (EDQM), the Behörde für 

Gesundheit und Verbraucherschutz (BGV),  Brazilian Health Regulatory Agency (Anvisa), 

Indian 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 (CDSCO), British Medicines and 

Health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MHRA), Italian Medicines Agency (AIFA), Thai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Dutch Health Care Inspectorate (IGZ),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European Medicines Agency (EMA), Tanzani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Russian State Institute of Drugs and Good Practices” (FSI “SID & GP”) and Colombi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mong them, 9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were found to have 

critical defects and did not pass the on-site inspections by foreign 

regulatory/inspection agencies (accounting for abou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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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2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rug inspections in 2017 

Compared with 2016, the overall failure rate was similar (11%). Of the nine companies 

that failed to pass the inspections, most of the critical defects were related to data 

integrity issues (including repeated testing until the qualified results were obtained, 

data deletion, selective use of data, test sample injection, failing to record timely, 

untruthful records, loss of data and records, insufficient file record control, etc.), 

some enterprises involved the problems of incorrect inspection methods, systematic 

defects in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ntentional concealment of intermediates 

for the synthesis of amoxicillin, etc. In general, the data integrity problem was more 

prominent, which was also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failure rate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to pass foreign inspections in 2017.For enterprises that have 

not passed inspection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required to strengthen daily 

supervision and supervise the company's continuous compliance. At the same time, as 

a risk signal, problems discovered during observation and inspection are also 

considered for follow-up inspection in the next year. 

The insp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in 2017 involved a total of 170 products, including 

Number of Inspections 

Number of passes 

Number of no passes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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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drug substances, 26 oral solid preparations, 33 injections, 10 biological products, 

and 3 other products. In 84 inspections, 46 of them involved drug substance, accounting 

for about 55% of the total number of inspections; 15 involved injections, accounting 

for 18%; 13 involved oral solid preparations, accounting for about 15%; 8 involved 

biological products, accounting for 10%. 

Table 6-1 Distribution of drug types inspected by different inspection agencies 

Inspection 

agencies 
WHO EDQM US FDA 

German 

BGV 

Brazilia

n 

ANVISA 

Other 

organizatio

ns 

Total 

Drug 

type

s 

Drug 

substance 
18 16 26 11 5 22 98 

Oral solid 

preparations 
2 0 6 6 1 11 26 

Injection 6 0 9 1 4 13 33 

Biological 

products 
5 0 0 0 1 4 10 

Others 0 1 2 0 0 0 3 

Total 31 17 43 18 11 50 17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Figure 6-3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dosage forms 

II. Main findings 

(I) Analysis on overall situation 

1071 defects were found in the foreign observation and inspection in 2017, and the 

analysis on the defect items according to the main body of 2010 version of China GMP: 

the defects in six categorie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document 

management, equipment, premisesand facilities, qual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and 

materials and products accounted for 88% of all. Compared with 2016, the rank of the 

defects in the part of “premises and facilities” increased from No. 6 to No. 4, the 

proportion increased from 9.1% to 11.0%, showing a growing tren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other defects was basically the same. 

 

 

 

 

 

 

 

 

 

 

Figure 6-4 Arrangement diagram of defects found in foreign drug insp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in 2017 

In foreign drug GMP inspections, the defects in the part of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accounted for 27.9% of the total number of defects, which ranked firs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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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of 299 defects were proposed. The main problems were mainly found on deviation 

handing and CAPA, management of computerized analytical instrument of laboratories, 

change control, product quality review, out of specification/out of trend results 

handing, microbiological test management, test-related material management, sampling, 

and non-compliance of laboratory with the control procedures. The defects found in 

the part of “document management” ranked the second, the main problems were found in 

the four aspects: record integrity and traceability, document integrity, file life 

cycle management, and record operation. The defects in the part of “equipment” ranked 

the third, and the main problems involved the use and cleaning of equipment, maintenance 

and repair, calibration, design and pattern selection, installation and modification, 

and water production system management. The defects in the part of “premises and 

facilities” were mainly found on measures to reduce contamination and 

cross-contamination, life cycle management of plant facilities, environmental control, 

and personnel access control. The main issues in the part of “qual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included validation scientificality, validation management, and 

validation effectiveness. The defects in the part of “materials and products” were 

mainly found on five aspects: material and product identification, supplier management, 

material procedure management, release management, and compliance of materials and 

product standards. 

(II) Distribution of defects in some foreign drug regulatory/inspection agencies 

Although there were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 focus of inspections by drug 

regulatory/inspection agencies on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 the 

distribution of defects wa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analysis of defects observed 

in foreign inspections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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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5 Defect distributions of WHO, EDQM, US FDA, and Germany BGV inspections 

Similar to the overall inspection defect distribution, the number of the defects found 

by WHO, EDQM, US FDA and Germany BGV in six parts: quality control and quality assurance, 

document management, equipment, materials and products, qual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and premises and facilities, were relatively high. 

 

(Note: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report is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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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伽马环糊精等 24 个药用辅料标准的公示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1653a930163f2fab54f4372?a=BZFULIAO    发布时期: 2018-06-12  

 

经我委相关专业委员会审议，现对伽马环糊精等 24个拟制修订的药用辅料标准（见附件

1-24）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3个月。 

  如对公示稿有疑问，可与起草单位沟通（联系方式见附件 25）。如对公示稿有异议，请

提供近期生产或使用的 10批次产品的检验数据。对标准公示稿是否有异议均请来函说明，逾

期无书面反馈意见者视为同意。 

来函需注明收文单位“国家药典委员会”，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标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同

时发送来函 word版到联系邮箱，邮件标题请注明“**品种标准公示反馈+单位”。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号楼 国家药典委员会 办公室 

  邮编：100061 

  联系电话：010-67079525、67079566 

  联系邮箱：475@chp.org.cn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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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氯苯酚.pdf 

伽马环糊精.pdf 

己二酸.pdf 

卡拉胶.pdf 

玫瑰油.pdf 

柠檬油.pdf 

偏硅酸铝镁.pdf 

肉豆蔻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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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陶  土 

Baitaotu 

Kaolin 

[68515-07-1] 

    本品系取天然的含水硅酸铝，用水淘洗去砂，经稀酸处理并用水反复冲洗，除去杂质制

成。 

    【性状】 本品为类白色细粉；加水湿润后，有类似黏土的气味，颜色加深。 

    本品在水、稀酸或氢氧化钠溶液中几乎不溶。 

    【鉴别】 取本品约 1g，置瓷蒸发皿中，加水 10ml 与硫酸 5ml，加热至产生白烟，冷

却，缓缓加水 20ml，煮沸 2～3 分钟，滤过，滤渣为灰色。滤液显铝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 吸着力 取本品 1.0 g，置具塞试管中，加 0.37%亚甲蓝溶液 10ml，振摇 2 分

钟，使沉降，离心，取上清液 1ml，用水稀释至 100ml，溶液颜色与 0.003%亚甲蓝溶液比较，

不得更深。 

膨胀力 取本品 2g，加水 2ml，研磨，混合物无流动性。 

酸碱度 取本品 1.0g,加水 20ml,振摇 2 分钟，滤过，取滤液 10ml，加酚酞指示液 0.1ml，

溶液应无色；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02mol/L）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时，消耗氢氧化钠滴定

液（0.02mol/L）不得过 0.25ml。 

氯化物  取本品 0.20g，加水 25ml 与硝酸 1 滴，煮沸 5 分钟，滤过，滤液依法检查(通

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6.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03％)。 

    硫酸盐  取本品 0.30g，加水 40ml 与稀盐酸 2ml，加热煮沸 5 分钟，放冷，滤过，滤液

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3.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1％)。 

    碳酸盐  取本品 1.0g，加水 10ml 与硫酸 5ml，混匀，不得有气泡产生。 

酸中溶解物  取本品 1.0g，加盐酸溶液(18→1000)50ml，煮沸 5 分钟，滤过，滤液蒸干，

炽灼至恒重，遗留残渣不得过 10mg。 

    炽灼失重  取本品，炽灼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15.0％。 

    砂粒  取本品 2g，置烧杯中，加水 50ml，搅拌均匀，倾入已用水湿润的七号药筛上，

烧杯反复用水冲洗至全部供试品移至药筛上，并用水冲洗药筛，使残留物集中，用手在筛网

上抚摸，不得有砂粒感。 

    铁盐  取本品 0.42g，加稀盐酸 25ml 与水 25ml，煮沸 2 分钟，放冷，滤过，滤液加水

使成 100ml，摇匀；分取 20ml，加过硫酸铵 50mg，用水稀释成 35ml 后，依法检查(通则 0807)，

与标准铁溶液 5.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深(0.06％)。 

重金属  取本品 4.0g，加醋酸盐缓冲液(pH3.5)4ml 与水 46ml，煮沸，放冷，滤过，滤

液加水使成 50ml，摇匀，分取 25ml，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一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

之十。 

砷盐  取本品 1.0g，加盐酸 5ml 与水 23ml，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定

(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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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每 1g 中需氧菌总数不得过

1000cfu、霉菌及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100cfu，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 

细菌内毒素  取本品适量，加细菌内毒素检查用水配置成混合溶液，旋涡混合 10 分钟，

然后 2500 转离心 5 分钟，离心后取上清液，依法检查（通则 1143），每 1g 白陶土中含内毒

素的量应小于 2EU。（供注射用） 

【类别】 药用辅料，吸附剂和助悬剂等。 

【贮藏】 密闭保存。 

【起草单位】 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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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氯苯酚 

Duilübenfen 

Parachlorophenol 

 

OH

CI  

C6H5ClO      128.56 

［106-48-9］ 

本品为 4-氯苯酚。本品含 C6H5ClO 应为 99.0%~100.5%。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淡粉色结晶。 

凝点  本品的凝点（通则 0613）为 42~44℃。 

【鉴别】 （1）取本品的水溶液（1→100）5ml，滴加溴试液，即生成瞬即溶解的白色

沉淀，继续滴加溴试液至过量，即生成持久的白色沉淀。 

（2）取本品的水溶液（1→100）5ml，加三氯化铁试液 1 滴，即显蓝紫色。 

（3）取铜丝，蘸取本品，在无色火焰中燃烧，火焰显绿色。  

【检查】 酸度  取溶液澄清度项下的溶液 5ml，加石蕊指示液 2 滴，应显红色。 

溶液的澄清度  取本品 1g，加水 100ml 溶解后，溶液应澄清（通则 0902 第一法）。 

氯化物  取本品水溶液（1→100）10ml，用 2mol/L 硝酸溶液酸化后，加硝酸银试液数

滴，溶液应不出现浑浊。 

不挥发物  取本品 1g，置 105℃恒重的坩埚中，在水浴上加热至完全挥发，并在 105℃

干燥至恒重，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

百万分之十。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1g，精密称定，置 500ml 量瓶中，加水适量使溶解并稀释

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25ml，置碘瓶中，冰浴中冷却，精密加入溴滴定液（0.05mol/L）

20ml，再加盐酸 5ml，立即密塞，冰浴中放置 30 分钟，并时时振摇，静置 15 分钟后，

注意微开瓶塞，加碘化钾溶液（1→5）5ml，立即密塞，充分振摇后，用少量水冲洗瓶

塞和瓶颈合并洗液，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近终点时加淀粉指示液

3ml，继续滴定至蓝色消失，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溴滴定液

（0.05mol/L）相当于 3.214mg 的 C6H5ClO。 

【类别】 药用辅料，防腐剂。 

【贮藏】 避光，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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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马环糊精 

Gama Huanhujing 

Gamma Cyclodextrin 

 

 (C6H10O5)8 1297.12 

[17465-86-0] 

本品为环状糊精葡萄糖基转移酶作用于淀粉而生成的8个葡萄糖以α-1,4-糖苷键结合的

环状低聚糖。按干燥品计算，含(C6H10O5)8应为98.0%~102.0%。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结晶性粉末。 

本品在水中易溶，在乙醇中几乎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制成每 1ml 中约含 10mg 的溶液，依法测定（通

则 0621），比旋度为+174°至+180°。 

【鉴别】 （1）在含量测定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

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2）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 

【检查】 酸碱度  取本品 0.20g，加水 20ml 溶解后，加饱和氯化钾溶液 0.2ml，依法

测定（通则 0631），pH 值应为 5.0~8.0。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 2.5g，加水 25ml 使溶解，溶液应澄清无色；如显浑浊，

与 2 号浊度标准液（通则 0902 第一法）比较，不得更浓。 

杂质吸光度  取本品约 1g，精密称定，加水 100ml 溶解，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

则 0401）测定，在 230～350nm 波长范围内的吸光度不得过 0.10，在 350～750nm 波长范围

内的吸光度不得过 0.05。 

还原糖  取本品 1.0g，精密称定，加水 25ml 使溶解，加碱性酒石酸铜试液 40ml，缓缓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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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沸 3 分钟，室温放置过夜，用 4 号垂熔漏斗滤过，沉淀用温水洗至洗液呈中性，弃去滤液

和洗液，沉淀用热硫酸铁试液 20ml 溶解，滤过，滤器用水 100ml 洗涤，合并滤液与洗液，

加热至 60℃，趁热用高锰酸钾滴定液（0.02mol/L）滴定。按干燥品计算，每 1g 消耗高锰酸

钾滴定液（0.02mol/L）不得过 1.6ml（0.5%）。 

有关物质  取含量测定项下的供试品贮备液，作为供试品溶液；取含量测定项下的系统

适用性溶液 5ml，至 5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照含量测定

项下的色谱条件，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与对照品溶液各 50µ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

色谱图至主成分峰保留时间的 4 倍。供试品溶液色谱图中，阿尔法环糊精或者倍他环糊精的

峰面积不得大于对照品液中的相应峰的峰面积（0.5%），除阿尔法环糊精、倍他环糊精的

峰、溶剂峰以外，如显杂质峰，各杂质峰面积之和不得大于对照品溶液中伽马环糊精的峰面

积（0.5%）。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11.0%（通则 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

过百万分之十。 

微生物限度  取样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 与通则 1107），每 1g 供试品

中除细菌数不得过 1000 个、霉菌及酵母菌数不得过 100 个外，还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 

【含量测定】 照高效液相色谱法（通则 0512）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实验  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水-甲醇（93：7）

为流动相；流速为 1.5ml/min；以示差折光检测器测定，检测器温度 40℃。分别取阿尔法环

糊精对照品、倍他环糊精对照品、伽马环糊精对照品各约 25mg，精密称定，置 50ml 量瓶

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取 50μl 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

色谱图，理论板数按伽马环糊精峰计算应不低于 1500，伽马环糊精和阿尔法环糊精的分离

度应不低于 1.5，重复进样 5 次，伽马环糊精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应不大于 2.0%。 

测定法  取本品约 250mg，精密称定，置 25ml 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

作为供试品贮备液，精密量取 5ml，至 5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

溶液，精密量取 50μl，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另取伽马环糊精对照品 25mg，精密

称定，置 25ml 量瓶中，加水使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同法测定。按

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包合剂、螯合剂、乳化剂和增溶剂等。 

【贮藏】  密闭，在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沈阳药科大学 

【复核单位】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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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二  酸 

 Ji’er Suan  

 Adipic Acid  

OH
HO

O

O

 

                              

                                        C6H10O4      146.14 

[124-04-9] 

本品为己二酸。按干燥品计算，含 C6H10O4应为 99.0%～101.0%。 

【性状】 本品为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 

本品在乙醇中易溶，在丙酮中溶解，在水中略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 第一法）为 151℃～154℃。 

【鉴别】 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检查】 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取本品 1.0g，加甲醇 20ml 溶解，应澄清无色（通则 0902

第一法和 0901 第一法）。 

氯化物  取本品 5.0g，加水 50ml，加热至沸使溶解，放冷至析出结晶，垂熔漏斗滤过，用少

量水洗残渣，洗液并入滤液，置 5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

量取 2.5ml，用水稀释至 25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5.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

较，不得更深（0.02%）。 

硫酸盐  取上述氯化物项下供试品溶液 3ml，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 1.5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深（0.05%）。 

硝酸盐  取上述氯化物项下供试品溶液 1ml，置 10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

量取 3ml，于冰浴中冷却，加 10%氯化钾溶液 0.4ml 与 0.1%二苯胺硫酸溶液 0.1ml，摇匀，缓缓

滴加硫酸 5ml，摇匀，将试管于 50℃水浴中放置 15 分钟，溶液产生的蓝色与标准硝酸盐[取硝酸

钾 0.163g，加水溶解并稀释至 100ml，摇匀，精密量取 1ml，加水稀释制成 100ml，再精密量取

10ml，加水稀释成 100ml，摇匀，即得（每 1ml 相当于 1µg 的 NO3）]0.9ml，加水 2.1ml，用同一

方法处理后的颜色比较，不得更深；同时取水 3ml，同法做空白试验，其颜色应明显浅于对照管

颜色，否则试验无效（0.003%）。 

铁盐  取上述氯化物项下剩余滤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7），与标准铁溶液 1.0ml 制成

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深（0.001%）。 

有关物质  取本品 0.2g，精密称定，置 10ml 量瓶中，加流动相超声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

匀，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 1ml，置 100ml 量瓶中，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摇匀，

再精密量取 1ml，置 10ml 量瓶中，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溶液；照高效液相色谱

法（通则 0512）测定。用十八烷基硅烷键合硅胶为填充剂；以稀磷酸溶液（取磷酸 115g，加水

885ml，摇匀，量取 23.5ml，置 1000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乙腈（940：60）为流

动相；检测波长为 209nm；柱温为 30℃。另精密称取戊二酸 20mg，置 10ml 量瓶中，精密加入供

试品溶液 1ml，用流动相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精密量取 20μl注入液相色谱

仪，记录色谱图，戊二酸峰与己二酸峰的分离度应大于 9.0。精密量取供试品溶液和对照溶液各

20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至主峰保留时间的 4 倍。供试品溶液的色谱图中如显杂

质峰，单个杂质不得过对照溶液主峰面积（0.1%），杂质总量不得过对照溶液主峰面积的 5倍（0.5%）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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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面积小于对照溶液主峰面积 0.25 倍的杂质峰忽略不计）。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0.2%（通则 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06g，精密称定，加新沸冷水 50ml 溶解后，加酚酞指示液 0.2ml，

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即得。每 1ml 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相当于 7.307mg 的 C6H10O4。 

【类别】 药用辅料，pH 值调节剂。 

【贮藏】 遮光，密封，在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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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胶 

Kalajiao 

Carrageenan 

[9000-07-1] 

本品是以红藻（Rhodophyceae）类植物为原料，经水或碱液等提取并加工而成的 λ 型、

κ 型和 ι 型三种基本型号的混合物。 

【性状】 本品为类白色或白色或黄色至褐色粉末。 

本品在水中易溶，形成粘稠物或胶状液体，在甲醇、乙醇等有机溶剂中不溶。 

【鉴别】 （1）取本品约 2g，置烧杯中，加水 100ml，在 80℃水浴中加热使溶解，取出，

放冷，冷却后溶液变得更加粘稠，或形成凝胶。 

（2）取鉴别（1）中的溶液 10ml，趁热加 10%氯化钾溶液 4 滴，混合，冷却后，形成脆性

凝胶的主要为 κ型；形成弹性凝胶的主要为 ι 型；不能形成凝胶的主要为 λ 型。 

（3）取鉴别（1）中的溶液适量，加入 4 倍量的水，混匀，加入亚甲基蓝指示液 3 滴，形成

蓝色的粘性沉淀。 

（4）取本品约 2g，加入 2.5%氯化钾溶液 200ml，搅拌 1 小时，放置 18 小时后再搅拌 1 小

时，转移至离心管中，离心 15 分钟。取上清液，残渣中加 2.5%氯化钾溶液 200ml，混匀，

再次离心 15 分钟，合并上清液，加 90%乙醇 800ml，混匀，滤过，残渣用 90%乙醇 250ml

洗涤，残渣在 60℃下干燥 2 小时，即得非胶体的组分。（λ 型卡拉胶） 

取上述离心后的残渣，加水 250ml，混匀，在 90℃水浴加热 10 分钟，取出，放冷至 60℃，

离心，弃去上清液，残渣用 90%乙醇 250ml 洗涤，离心，弃去上清液，残渣于 60℃下干燥

2 小时，即得凝胶组分。（κ 型和 ι 型卡拉胶） 

分别取上述干燥品适量，用水制成每 1ml 中含 2mg 溶液，取溶液适量置于合适的非粘

性表面上，干燥形成薄膜，取薄膜，使薄膜粘附于溴化钾片表面，依法测定（通则 0402），

凝胶组分与非凝胶组分的最大吸峰收分别为 1065cm
-1 和 1020cm

-1，其他的特征吸收峰与

1050cm
-1 处的吸光度比值如下表所示：  

波数范围 

cm
-1

 
成分 吸光度比值（与 1050 cm

-1 比较） 

  κ 型 ι 型 λ 型 

1220～1260 硫酸酯 0.7～1.2 1.2～1.6 1.4～2.0 

928～933 3,6-半乳糖酐 0.3～0.6 0.2～0.4 0～0.2 

840～850 半乳糖-4-硫酸 0.3～0.5 0.2～0.4 — 

825～830 半乳糖-2-硫酸 — — 0.2～0.4 

810～820 半乳糖-6-硫酸 — — 0.1～0.3 

800～805 3,6-半乳糖酐-2-硫酸 0～0.2 0.2～0.4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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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凝胶组分应符合 λ 型，凝胶组分应符合 κ 型或 ι 型或部分符合 κ型与 ι 型。 

【检查】 黏度  取本品 3.75g，置烧杯中，加水 200ml，搅拌 15 分钟，加水至重量为 250g，

于水浴中加热至 80℃，并连续搅拌，补足失去的水分搅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取供试品溶

液适量，用同轴圆筒旋转黏度计（通则 0633 第三法）测定，测量系统的内筒直径为 25mm，

内筒浸入样品的深度为 42mm；外筒直径为 27mm。在 75℃时，以转速 18rpm 或角速度为

1.875rad·s
-1 测定动力黏度值，应不小于 5mPa·s。 

酸不溶物  取本品约 2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入硫酸溶液（1→100）150ml，混匀，

加热回流 6 小时，并补足失去的水分，精密加入在 105℃干燥至恒重的硅藻土约 500mg，搅

匀，用已恒重的 3 号垂熔坩埚滤过，并用热水洗涤锥形瓶，滤过，残渣于 105℃干燥至恒重。

酸不溶物不得过 2.0%。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12.0%（通则 0831）。 

灰分 取本品 1.0g，置炽灼至恒重的坩埚中，缓缓炽灼至完全炭化后，于 600℃下炽灼至恒

重，按干燥品计算，遗留残渣不得过 35%。 

重金属  取灰分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

之二十。 

砷盐  取本品约 0.67g，加氢氧化钙 1.0g，混合，加水适量，搅拌均匀，干燥后，以小火灼

烧使炭化，再以 500～600℃炽灼使完全炭化，放冷，加盐酸 8ml 与水 23ml，依法检查（通

则 0822 第一法），应符合规定（0.0003%）。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1105和通则1106），每1g中需氧菌总数不得过200cfu、

霉菌和酵母菌数不得过 100cfu，不得检出沙门氏菌和大肠埃希菌。  

【贮藏】 密封保存。 

【类别】 药用辅料，增稠剂，稳定剂等。 

【起草单位】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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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  瑰  油 

Meigui You 

ROSE OIL 

 

本品为蔷薇科蔷薇属植物玫瑰 Rosa gallica Linné, Rosa damascene Miller, Rosa alba 

Linné, Rosa centifolia Linné等的新鲜的花和花蕾经水蒸气蒸馏提取的挥发油。 

本品 1 毫升可溶于 1ml 三氯甲烷。加入 90%乙醇 20ml 至此混合溶液，显中性或酸性，

于 20℃静置 5 分钟，有结晶析出。 

相对密度  取本品于 30℃测定，与 15℃下的水相比较，应为 0.848～0.863（通则 0601）。 

旋光度  取本品于 25℃测定，应为-1°～-4°（通则 0621）。 

折光率  取本品于 30℃测定，应为 1.457～1.463（通则 0622）。 

【类别】 药用辅料，食用香料及香精。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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柠  檬  油 

Ningmeng You 

Lemon Oil 

 

本品为芸香科植物柠檬（Citrus limon(L.) Burman fil.）的新鲜果皮在不加热的条件下经

适当机械方法得到的挥发油。 

【性状】 本品为浅黄色或黄绿色清澈可流动液体，低温下浑浊；具特异香气。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0.850~0.858。 

旋光度  取本品，依法测定（通则 0621），旋光度应为+57°~+70°。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应为 1.473~1.476。 

【鉴别】 （1）取本品 1ml，加甲苯 1ml，混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柠美内脂对

照品 10mg 和柠檬醛对照 50μl，置 10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

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10μl，分别点于同一硅

胶 GF254 薄层板上，以乙酸乙酯-甲苯（15:85）为展开剂，展开 15cm，取出，晾干，置紫

外光灯（254nm 和 365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

同颜色的斑点。其余特征斑点见下图。 

前沿 

 荧光淬灭斑点（佛手柑素） 

柠檬醛：荧光淬灭斑点 荧光淬灭斑点（柠檬醛） 

 深蓝色斑点（5-香叶氧基-7-甲氧基香草醛） 

柠美内脂：浅蓝色荧光斑点 浅蓝色荧光斑点（柠美内脂） 

 荧光淬灭斑点（补骨脂素类似物） 

 荧光淬灭斑点（biakangelicin） 

对照品溶液 供试品溶液 

254nm 

前沿 

 黄色荧光斑点（佛手柑素） 

柠檬醛：荧光淬灭斑点 荧光淬灭斑点（柠檬醛） 

 亮蓝色斑点（5-香叶氧基-7-甲氧基香草醛） 

柠美内脂：亮蓝色荧光斑点 亮紫蓝色荧光斑点（柠美内脂） 

 黄色荧光斑点（补骨脂素类似物） 

 橙色斑点（biakangelicin） 

对照品溶液 供试品溶液 

365nm 

（2）在挥发油组成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

溶液保留时间一致。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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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项，鉴别（2）优先。 

【检查】 吸光度  取本品 0.250g，置 100ml 量瓶中，加乙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

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在 260nm~400nm 范围内扫描吸光度，以吸光度为纵坐标，波长为

横坐标，绘制吸收光谱。如图所示，在 A 和 B 之间作切线，最大吸收波长 C 应为 315±3nm。

从 C 点作一条与横坐标垂直的线，与 AB 切线相交与 D，以 C 点吸光度减去 D 点吸光度，

差值应为 0.20~0.86，意大利型柠檬油差值不得少于 0.45。 

 

柠檬油典型吸收光谱 

脂肪油和树脂化精油  取本品 1 滴滴于滤纸上，24 小时内油滴应完全挥发，不得留下

半透明或油性斑点。 

挥发油组成  取本品，作为供试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以聚乙二

醇 20000 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柱长为 30m（膜厚 1μm）~60m(膜厚 0.2μm)，内径为

0.25~0.53mm）为色谱柱，初始温度为 45℃，保持 6 分钟，以每分钟 3℃的速率升温至 90℃，

再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180℃，保持 16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20℃；分流进样，分流比为 100:1；载气为氦气，流速为每分钟 1ml/min。分别取 β-蒎烯、

桧烯、柠檬烯、γ-松油烯、β-石竹烯、柠檬醛、α-松油醇、乙酸橙花酯、乙酸香叶酯对照品

适量，精密称定，加丙酮制成每 1ml 含 β-蒎烯 20μl、桧烯 10μl、柠檬烯 100μl、γ-松油烯

10μl、β-石竹烯 5μl、柠檬醛 20μl、α-松油醇 5μl、乙酸橙花酯 5μl、乙酸香叶酯 5μl的溶液，

取 0.5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β-蒎烯峰与桧烯峰、香叶醛（柠檬醛 A）峰与乙酸

香叶酯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规定。取供试品溶液 0.2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

积归一化法计算，供试品中含 β-蒎烯应为 7.0%~17.0%，桧烯应为 1.0%~3.0%，柠檬烯应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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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6.0%~78.0%，γ-松油烯应为 6.0%~12.0%，β-石竹烯不得过 0.5%，橙花醛（柠檬醛 B）

应为 0.3%~1.5%，α-松油醇不得过 0.6%，乙酸橙花酯应为 0.2%~0.9%，香叶醛（柠檬醛 A）

应为 0.5%~2.3%，乙酸香叶酯应为 0.1%~0.8%。 

蒸发残渣  取本品 5g，置于蒸发皿中水浴加热 4 小时，移置干燥器中冷却，称重，残

渣应为 1.8%~3.6%。 

【类别】 药用辅料，着香剂和芳香矫味剂。 

【贮藏】 不超过 25℃。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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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硅酸铝镁 

Pianguisuanlümei 

Magnesium Aluminometasilicate 

[12408-47-8] 

本品是一种合成材料，成品以 IA 型和 IB 型存在，具有不同的 pH 值。按干燥品计算，

含氧化铝（Al2O3）应为 29.1％～35.5％，含氧化镁（MgO）应为 11.4％～14.0％，含二氧化

硅（SiO2）应为 29.2％～35.6％。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的小薄片或粉末；无臭、无味；在水中呈胶状分布。 

【鉴别】 （1）取本品 0.5g，加硫酸溶液（1→3）5ml，加热至出现白色烟雾，放冷，

加水 20ml，滤过，取沉淀，加 3 mol/L 盐酸溶液使溶解，溶液显铝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2）取鉴别（1）项下的滤液，加氨试液使成中性，溶液显镁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3）取铂丝制成环状，蘸取磷酸铵钠的结晶微粒在火焰上熔成透明的小球后，趁热蘸

取本品，熔融，二氧化硅即浮于小球表面，放冷，即成网状结构的不透明小球。 

【检查】 酸碱度  取本品 2g，加水 50 ml，将 pH 电极浸于混悬液中，并同时进行搅拌，

2 分钟后，依法测定（通则 0631），IA 型 pH 值应为 6.5～8.5，IB 型 pH 值应为 8.5～10.5。 

酸消耗量  取本品约 0.2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精密加入盐酸滴定液（0.1mol/L）

100ml，密塞，在 37±2℃振摇 1 小时，滤过，精密量取续滤液 50ml，用氢氧化钠滴定液

（0.1mol/L）滴定至 pH 值为 3.5，同时做空白试验。按干燥品计算，每 1g 偏硅酸铝镁消耗

盐酸滴定液（0.1mol/L）不得少于 210ml。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10℃干燥 7 小时，减失重量不得过 20.0％（通则 0831）。 

水溶性物质  取本品 10.0g，加水 150ml，振摇煮沸 15 分钟，放冷，置 200ml 量瓶中，

加水稀释刻度，摇匀，离心，取上清液作为供试品溶液（1）。取供试品溶液（1）25.0ml，

蒸干，在 700℃加热 2 小时，遗留残渣不得过 0.020g（1.6％）。   

碱度  取水溶性物质项下的供试品溶液（1）20.0ml，加酚酞指示液 2 滴：若显粉色，

用盐酸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无色，消耗盐酸滴定液的体积不得过 0.50ml。 

氯化物  取水溶性物质项下的供试品溶液（1）2.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

氯化钠溶液 5.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05%)。 

硫酸盐  取水溶性物质项下的供试品溶液（1）2.0ml，依法检査（通则 0802)，与标准

硫酸钾溶液 4.8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48%)。 

砷盐  取水溶性物质项下的供试品溶液（1）15.0ml，加盐酸 5ml 与水 8ml，依法检査

（通则 0822 第二法），应符合规定（0.0003%）。 

铁盐  取本品 0.11g，加 2mol/L 硝酸溶液 8ml，煮沸 1 分钟，放冷，加水稀释至 50ml，

离心，精密量取上清液 15ml，加水稀释至 25ml，依法检査（通则 0807），与标准铁溶液

1.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深（0.03%）。 

重金属  取本品 2.67g，加水 20ml 和盐酸 8ml，水浴蒸干，残渣加 1mol/L 乙酸 5ml 和

水 20ml，煮沸 2min，加盐酸羟胺 0.4g，煮沸，放冷，加水稀释至 100ml，滤过，取续滤液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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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ml，依法检査（通则 0821 第一法），与取盐酸 2ml，蒸干，残渣加标准铅溶液 2.0ml 和

盐酸羟胺 0.1g，加水稀释至 25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三十。 

【含量测定】 氧化铝   取本品 1.25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 3mol/L 盐酸溶液 10ml

和水 50ml，水浴加热 15 分钟，加盐酸 8ml，水浴加热 10 分钟，放冷，转移至 250ml 量瓶

中，用水清洗锥形瓶，合并清洗液至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离心，精密量取上清

液 20.0ml，精密加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 05mol/L）20.0ml，加醋酸-醋酸铵缓冲液（取

醋酸铵 77.1g，加水使溶解，加冰醋酸 57ml，加水稀释至 1000ml，即得）15ml 和水 20ml，

煮沸 5min，放冷，加乙醇 50ml 和双硫腙试液（取双硫腙 25.6mg，加乙醇 100ml 使溶解，

即得）2ml，用锌滴定液（0.05mol/L）滴定至溶液由紫绿色转变为玫瑰红色，并将滴定的结

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相当于 2.5490mg 的氧化

铝（Al2O3）。 

     氧化镁  精密量取氧化铝含量测定项下的上清液 50.0ml，加水 50ml 和三乙醇胺溶液

（1→2）25ml，混匀，加氨-氯化铵缓冲液（取氯化铵 67.5g，加水使溶解，加氢氧化铵 570ml，

加水稀释至 1000ml，即得）25ml 和铬黑 T 指示剂 0.04g，用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

（0.05mol/L）滴定至溶液由紫红色转变为纯蓝色，并在 30s 内不褪色。每 1ml 乙二胺四醋

酸二钠滴定液（0.05 mol/L）相当于 2.0152mg 的氧化镁（MgO）。 

二氧化硅  取本品 1g，精密称定，加 3mol/L 盐酸溶液 30ml，置水浴上蒸干，遗留的残

渣用盐酸润湿，蒸干，加盐酸 8ml 和热水 25ml，搅拌，静置分层，上层液用倾泻法经无灰

滤纸滤过，残渣用倾泻法以热水 40ml 分 4 次洗涤，洗液一并滤过，在剩余残渣中加水 50ml，

水浴加热 15 分钟，滤过，最后将残渣移置滤纸上，用热水洗涤，直到取洗液 5ml 加硝酸银

试液 1ml 不生成沉淀。将残渣连同滤纸置铂坩埚中，干燥，炽灼灰化后，在 800±25℃继续

加热 1 小时，放冷，精密称定。再将残渣用氢氟酸 6ml 湿润，蒸干，炽灼 5 分钟，放冷，

精密称定，减失的重量，即为供试量中含有二氧化硅（SiO2）的重量。 

【类别】 药用辅料（分 IA 型和 IB 型），黏度改良剂和增稠剂等。 

【贮藏】 密封，凉暗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复核单位】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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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豆蔻醇 

Roudoukouchun 

Myristyl alcohol 

CH3HO
 

C14H30O  214.39  

[112-72-1]    

本品系从含十四醇酯的植物油脂中提取并在催化条件下加氢还原制得，含 C14H30O 不

得少于 90.0%。 

【性状】 本品为白色结晶性粉末、颗粒或蜡状物。 

本品在乙醇或乙醚中易溶，在水中不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 第二法）为 36~42℃。 

酸值  应不大于 2（通则 0713）。 

羟值  取本品 2g，精密称定，置干燥的 250ml 具塞锥形瓶中，加吡啶 2ml 与甲苯 10ml，

摇匀，精密加入酰化剂（取乙酰氯 10ml 加甲苯 90ml 混匀）10ml，密塞，于 60~65℃水浴

中放置 20 分钟。加水 25ml，密塞，剧烈振摇数分钟，加酚酞指示液 0.5ml，用氢氧化钠滴

定液（1mol/L）滴定，至粉红色连续 30 秒钟不褪，以供试品消耗氢氧化钠滴定液（1mol/L）

的容积（ml）为 A，空白试验消耗的容积（ml）为 B，供试品的重量（g）为 W，照下式

计算羟值，应为 250~267。 

供试品的羟值=
W

BA 1.56)( 
 

碘值  取本品 3.0g，精密称定，置 250ml 的干燥碘量瓶中，加三氯甲烷 10ml，依法操

作（通则 0713），应不大于 1。 

【鉴别】 在含量测定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溶

液主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有关物质  照含量测定项下的方法测定，含十二醇和十六醇均不得过 1.0%。 

【含量测定】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用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柱温为 205℃，

进样口温度为 275℃，检测器温度为 250℃。另取十二醇、肉豆蔻醇与十六醇适量，加无水

乙醇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十二醇 3mg、肉豆蔻醇 9mg、十六醇 1mg 的溶液，作为

系统适用性试验溶液。取系统适用性试验溶液 1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十二醇

峰、肉豆蔻醇峰与十六醇峰之间的分离度均应大于 4.0。 

测定法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置 10ml 量瓶中，加无水乙醇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约含 10mg 的溶液，取 1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至主峰保留时间的 2 倍。按峰

面积归一化法计算，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润滑剂和软膏基质等。 

【贮藏】 密闭保存。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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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豆蔻酸 

Roudoukousuan 

Myristic Acid 

 

                                                 C
14

H
28

O
2
   228.37  

[544-63-8] 

本品系从椰子油和其他油脂中得到的固体脂肪酸，含 C
14

H
28

O
2
不得少于 97.0%。 

【性状】本品为白色或淡黄色坚硬、有光泽的结晶性固体，或为白色或黄白色粉末。 

本品在乙醚、三氯甲烷或乙醇中易溶，在水中几乎不溶。 

凝点  本品的凝点（通则0613）为48～55.5℃。 

酸值  应为242～249（通则0713）。 

碘值  取本品 5.0g，依法测定（通则 0713），应不大于 1.0。 

过氧化值  应不大于 10.0（通则 0713）。 

【鉴别】（1）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2）在含量测定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溶液主

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不皂化物  取本品 5.0g，精密称定，置 250ml 回流瓶中，加氢氧化钾乙醇

溶液（取氢氧化钾 12g，加水 10ml 溶解后，用乙醇稀释至 100ml，摇匀）50ml，水浴加热

回流 1 小时，放冷至 25℃以下，移至带有聚四氟乙烯活塞的分液漏斗中，用水洗涤回流瓶

2 次，每次 50ml，洗液并入分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100ml；合并乙醚提取液，

用水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每次 40ml，静置分层，弃去水层；依次用 3%氢氧化钾溶液与

水洗涤乙醚层各 3 次，每次 40ml，再用水 40ml 反复洗涤乙醚层直至最后洗液中加酚酞指

示液 2 滴不显红色。转移乙醚提取液至已恒重的蒸发皿中，用乙醚 10ml 洗涤分液漏斗，

洗液并入蒸发皿中，置 50℃水浴上蒸去乙醚，用丙酮 6ml 溶解残渣，置空气流中挥去丙酮。

在 105℃干燥至连续两次称重之差不超过 1mg，不皂化物不得过 1%。 

用中性乙醇 20ml 溶解残渣，加酚酞指示液数滴，用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①
滴定至粉红色持续 30 秒不褪色，如果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超过 0.2ml，

残渣总量不能当作不皂化物重量，试验必须重做。 

水溶性酸  取本品 5.0g, 加热熔化，加等容新沸热水，振摇 2 分钟，放冷，滤过，滤

液中加甲基橙指示液 1 滴，不得显红色。  

水分  不得过 0.2%(通则 0832 第一法 1)。 

炽灼残渣  不得过 0.1%(通则 0841)。 

铅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水中铅标准物质（1.000g/L）1ml，置 20ml 量瓶中，

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精密量取 1ml、2ml 和 5ml，分别置 5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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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摇匀，即得。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  取本品 5g，精密称定，置坩埚中，取 25%硫酸溶液 5ml，均匀加

在供试品上，置水浴上蒸去大部分水分，用小火缓缓加热，再剧烈炽灼至无烟并完全炭化，

置 525℃炽灼至无黑色炭粒，放冷，加 1mol/L 盐酸溶液 5ml，置水浴上蒸干，加 3mol/L

盐酸溶液 1ml 和水 5ml，置水浴上加热使残渣溶解，转移至 1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

摇匀，即得；同法制备空白溶液。 

测定法  取对照品溶液、空白溶液与供试品溶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在 283.3nm 的波长处分别测定吸光度，计算，即得。本品含铅不得过 0.0002%。 

【含量测定】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用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如 DBWAX 色谱

柱，30m×0.53mm×1μm）；起始温度为 70℃，维持 2 分钟，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240℃，

维持 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分别取棕榈酸甲酯与硬脂酸甲酯

适量，加正庚烷溶解并稀释制成每 1ml 中分别含 0.1mg 的溶液，取 1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

记录色谱图，棕榈酸甲酯峰与硬脂酸甲酯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 

测定法  取本品 0.1g，置 50ml 回流瓶中，加 0.5mol/L 氢氧化钠甲醇溶液 4ml，在水

浴中加热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 14%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5ml，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2 分钟，

放冷，加正庚烷 4ml，继续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1 分钟后，放冷，加饱和氯化钠溶液 10ml，

摇匀，静置使分层，取上层液，经无水硫酸钠干燥，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 1µl 注入

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另取肉豆蔻酸对照品约 20mg，置 50ml 回流瓶中，自“加 14%

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5ml”起，同法操作并测定。按面积归一化法以峰面积计算，即得。 

【类别】药用辅料，消泡剂和软膏基质等。 

【贮藏】密闭保存。 

①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的制备：取 50％氢氧化钠溶液 2ml,加乙醇 250ml（如

溶液浑浊，配制后放置过夜，取上清液再标定）。取苯甲酸约 0.2g，精密称定，加乙醇 10ml

与水 2ml 溶解，加酚酞指示液 2 滴，用上述滴定液滴定至溶液显持续浅粉红色。每 1ml 乙

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2.21mg 的苯甲酸。 

 

【起草单位】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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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豆蔻酸甲酯 

Roudoukousuanjiazhi 

Methyl Myristate  

 
                                                          C

15
H

30
O

2
    242.40 

[124-10-7] 

本品系由肉豆蔻酸在催化剂存在下与甲醇酯化而得，含 C
15

H
30

O
2
不得少于 99%。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淡黄色液体。 

本品在乙醇、石油醚中溶解。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0601）约为0.87。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0612 第二法）约为20℃。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0622）为1.434~1.438。 

【含量测定】 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色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用 100%二甲基聚硅氧烷（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起

始温度为 200℃，以每分钟 10℃的速率升温至 300℃；进样口温度为 300℃；检测器温度为

300℃。 

测定法  取本品 1µ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积归一化法以峰面积计算，

即得。 

【类别】 药用辅料，溶剂、乳化剂、润湿剂和增塑剂等。 

【贮藏】 密封，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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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豆蔻油 

Roudoukou You 

Nutmeg Oil 

 

本品为肉豆蔻科植物肉豆蔻(Myristica fragrans Houtt.)的干燥粉碎种仁经水蒸汽蒸馏提

取的挥发油。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淡黄色的液体，味辛。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0.885~0.905。 

旋光度  取本品，依法测定（通则 0621），旋光度应为+8°~+18°。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应为 1.475~1.485。 

【鉴别】 （1）取本品 1ml，置 10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

供试品溶液。另取肉豆蔻醚对照品 20μl，置 10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

匀，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液各 10μl，分别

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乙酸乙酯-甲苯（5:95）为展开剂，展开 15cm，取出，晾干，

喷以香草醛试液，在 100~105℃加热 10 分钟。供试品色谱中，在与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

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肉豆蔻醚）；在肉豆蔻醚斑点上方应显一褐色斑点（黄樟素）和一

紫色斑点（碳氢化合物）；在肉豆蔻醚斑点下方应显 5 个蓝色斑点。 

（2）在挥发油组成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

溶液保留时间一致。 

以上两项，鉴别（2）优先。 

【检查】 挥发油组成  取本品，作为供试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

以聚乙二醇 20000 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柱长为 25~60m，内径为 0.3mm）为色谱柱，初

始温度为 50℃，保持 10 分钟，以每分钟 2℃的速率升温至 180℃，保持 55 分钟；进样口

温度为 200~220℃，检测器温度为 240~250℃；分流进样，分流比为 100:1；载气为氦气，

流速为每分钟 1.5ml/min。分别取 α-蒎烯、β-蒎烯、桧烯、3-蒈烯、柠檬烯、γ-松油烯、4-

松油烯醇、黄樟素、肉豆蔻醚对照品适量，精密称定，加正己烷制成每 1ml 含 α-蒎烯 15μl、

β-蒎烯 15μl、桧烯 15μl、3-蒈烯 5μl、柠檬烯 5μl、γ-松油烯 5μl、4-松油烯醇 5μl、黄樟素 5μl、

肉豆蔻醚 10μl 的溶液，取 0.2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β-蒎烯峰与桧烯峰的分离

度应符合规定。取供试品溶液 0.2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

供试品中含 α-蒎烯应为 15%~28%，β-蒎烯应为 13%~18%，桧烯应为 14%~29%，3-蒈烯应

为 0.5%~2.0%，柠檬烯应为 2.0%~7.0%，γ-松油烯应为 2.0%~6.0%，4-松油烯醇应为

2.0%~6.0%，黄樟素不得过 2.5%，肉豆蔻醚应为 5.0%~12.0%。 

【类别】 药用辅料，芳香矫味剂和局部刺激剂。 

【贮藏】 置阴凉处。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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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二酸钙 

Tangersuanggai 

Calcium Saccharate 

 

 
C6H8CaO8·4H2O  320.26 

[5793-89-5]  

本品为葡萄糖二酸钙盐四水合物。含 C6H8CaO8·4H2O 不得少于 99.0%。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的粉末或结晶性粉末；无臭无味。                       

本品在稀盐酸或稀硝酸中易溶；在沸水中微溶；在冷水中极微溶；在乙醇、乙醚或三氯

甲烷中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适量，精密称定，加 4.8mol/L 的盐酸溶解，并定量稀释成每 1ml 含 60mg

的溶液（如溶液不澄清，应滤过），恒温放置 30 分钟后，立即依法测定（通则 0621）, 比

旋度应为+17.5°~ +21.5°。 

【鉴别】 (1) 取本品 0.2g，加盐酸 1ml 和水 10ml 使溶解，溶液显钙盐的鉴别反应（通

则 0301）。   

(2) 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糖二酸钙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检查】 氯化物  取本品 0.10g，加稀硝酸 10ml 使溶解，加水 3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7.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07%）。 

硫酸盐  取本品 0.50g，加稀盐酸 2ml 使溶解，加水 4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

标准硫酸钾溶液 6.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12%）。 

蔗糖和还原糖类  取本品 0.50g，加盐酸 0.5ml 和水 10ml 使溶解，煮沸 2 分钟，冷却，

加入碳酸钠试液 15ml，放置 5 分钟后，过滤，取滤液 5ml，加入到 2ml 的碱性酒石酸铜试

液中，煮沸 1 分钟，不得立即生成红色沉淀。 

重金属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二十。 

微生物限度  照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微生物计数法（通则1105）和控制菌检查

法（通则1106）及非无菌药品微生物限度标准（通则1107），取本品以常规法配制1:10供

试品溶液，需氧菌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控制菌（大肠埃希菌）检查采用直接接种法，

应符合规定。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6g，精密称定，置 250ml 锥形瓶中，加盐酸 0.5ml 和水 10ml，

振摇使溶解，再加入水 140ml，边搅拌边精密加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30ml，

加入 1mol/L 氢氧化钠 15ml 和羟基萘酚蓝指示液 5 滴，继续滴定至溶液由紫红色转变为纯蓝

色，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相当

于 16.01mg 的 C6H8CaO8·4H2O。 

   【类别】 药用辅料，稳定剂和解酸剂等。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javascript:modelesswin('imageViewer?render=2D&doc='+escape(parent.myTitle)+'&img=/uspnf/pub/images/v36311/cas-5793-89-5.gif&casNumber=5793-89-5&usp=36&nf=31&chemicalStructureImage=true&ID='+parent.myID,6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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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贮藏】 密闭保存。                                       

【起草单位】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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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氢醋酸 

 Tuoqingcusuan 

 Dehydroacetic Acid 

OCH3 O

O

CH3

O      

                                                           C8H8O4      168.15 

[520-45-6]    

本品为 3-乙酰基-6-甲基-2H-吡喃-2,4(3H)-二酮，按无水物计算，含 C8H8O4 应为 98.0%～

100.5%。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结晶性粉末。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为 109~111℃。 

【鉴别】  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品的图谱一致（通则 0402）。 

【检查】 水分  取本品，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测定，含水分不得过 1.0%。 

炽灼残渣  取本品 1.0g，依法检查（通则 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 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

万分之十。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5g，精密称定，置 250ml 锥形瓶中，加中性乙醇 75ml 溶解后，

加酚酞指示液 2~3 滴，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并 30 秒内不褪色。

每 1ml 盐酸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6.82mg 的 C8H8O4。 

【类别】  药用辅料，抑菌剂、增塑剂。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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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氢醋酸钠 

Tuoqingcusuanna 

Sodium Dehydroacetate 

OCH3 O

O

CH3

O- Na+     
                                                C8H7NaO4      190.13 

[4418-26-2]    

本品为 3-(1-羟基亚乙基)-6-甲基-2H-吡喃-2,4(3H)-二酮单钠盐，按无水物计算，含

C8H7NaO4应为 98.0%~100.5%。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粉末。 

【鉴别】  1、取本品 1.5g，加水 10ml 使溶解，加 3mol/L 盐酸溶液 5ml，有沉淀生成，

抽滤除去沉淀中的水分，并加水 10ml 洗涤，取沉淀在 80℃干燥 4 小时后测定熔点（通则

0612），应为 109~111℃。 

2、本品的水溶液（1→20）显钠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 水分  取本品适量，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测定，含水分不得

过 0.5%或 8.5%～10.0%。 

重金属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0821 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百万分之十。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15g，精密称定，置 150ml 锥形瓶中，加冰醋酸 25ml 溶解

后，加 α-萘酚苯甲醇指示液（精密称取 α-萘酚苯甲醇 0.25g，加冰醋酸 100ml 使溶解，即

得）5 滴，用高氯酸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显绿色，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

正。每 1ml 高氯酸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9.01mg 的 C8H7NaO4。 

【类别】  药用辅料，抑菌剂、增塑剂。 

【贮藏】  密封保存。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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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茴香油 

Xiaohuixiang You 

Bitter-Fennel Fruit Oil 

 

本品为伞形科植物茴香 Foeniculum vulgare Mill, ssp. vulgare var. vulgare.的成熟果实经

水蒸汽蒸馏提取的挥发油。 

【性状】 本品为无色或淡黄色的澄清液体，有特异香气。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0.961~0.975。 

旋光度  取本品，依法测定（通则 0621），旋光度应为+10.0°~+24.0°。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应为 1.528~1.539。 

【鉴别】 （1）取本品 0.1ml，置 5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

为供试品溶液。另取葑酮对照品 10μl和茴香脑对照品 80μl，置 5ml 量瓶中，加甲苯溶解并

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照薄层色谱法（通则 0502）试验，吸取上述两种溶

液各 10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乙酸乙酯-甲苯（5:95）为展开剂，展开 15cm，

取出，晾干，喷以 200g/L 磷钼酸乙醇溶液，在 150℃加热 15 分钟。供试品色谱中，在与

对照品色谱相应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斑点。 

（2）在挥发油组成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品

溶液保留时间一致。 

以上两项，鉴别（2）优先。 

【检查】 挥发油组成  取本品 0.20ml，置 10ml 量瓶中，加庚烷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测定。以聚乙二醇 20000 为固定液的

毛细管柱（柱长为 60m，内径为 0.25mm，膜厚度为 0.25μm）为色谱柱，初始温度为 60℃，

保持 4 分钟，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170℃，保持 1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

测器温度为 270℃；分流进样，分流比为 200:1；载气为氦气，流速为每分钟 1ml/min。分

别取 α-蒎烯 20μl、柠檬烯 20μl、葑酮 50μl、草蒿脑 20μl、茴香脑 100μl 和茴香醛 20μl，置

于 10ml 量瓶中，加庚烷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取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

草蒿脑峰和反式茴香脑峰的分离度应大于 5.0。取供试品溶液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

谱图，供试品溶液典型色谱图如下（顺式茴香脑保留时间可参考），按面积归一化法计算，

供试品中含 α-蒎烯应为 1.0%~10.0%，柠檬烯应为 0.9%~5.0%，葑酮应为 12.0%~25.0%，草

蒿脑不得过 6.0%，顺式茴香脑不得过 0.5%，反式茴香脑应为 55.0%~75.0%，茴香醛不得

过 2.0%，α-蒎烯与柠檬烯的峰面积比值应大于 1.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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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α-蒎烯  2、柠檬烯  3、葑酮  4、草蒿脑  5、顺式茴香脑  6、反式茴香脑  7、茴香醛 

小茴香油供试品溶液色谱图 

【类别】 药用辅料，祛风矫味剂。 

【贮藏】 不超过 25℃。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 6 月 

 

盐酸半胱氨酸 

Yansuan Banguang’ansuan 

Cysteine Hydrochloride 

 

C3H7NO2S·HCl·H2O    175.64 

本品为L-2-氨基-3-巯基丙酸盐酸盐一水合物。按干燥品计算，含C3H7NO2S·HCl不得少

于98.5%。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有臭。 

本品在水中易溶，在乙醇中略溶，在丙酮中几乎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 lmol/L盐酸溶液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l ml中约含80mg

的溶液，依法测定（通则0621），比旋度为+5.5
°至+7.0

°。 

【鉴别】 （1）取其他氨基酸项下的供试品溶液与盐酸半胱氨酸对照品贮备液各10ml，

分别用水稀释至25ml，作为供试品溶液与对照品溶液。照其他氨基酸项下的色谱条件试验。

供试品溶液所显主斑点的位置和颜色应与对照品溶液的主斑点相同。 

（2）本品的红外光吸收图谱应与对照的图谱（光谱集816图）一致。 

【检查】 酸度  取本品0.20g，加水20 ml溶解后，依法测定（通则0631），pH值应为

1.5~2.0。 

溶液的透光率  取本品0.5g，加水10 ml溶解后，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0401），

在430 nm的波长处测定透光率，不得低于98.0%。 

含氯量  取本品约0.25g，精密称定，加水10ml与硝酸溶液（1→2）l0ml溶解后，精密

加入硝酸银滴定液（0.lmol/L）25ml与1%高锰酸钾溶液50 ml，在水浴上加热30分钟，放冷，

滴加30%过氧化氢溶液至溶液成无色，然后加硫酸铁铵指示剂8ml和硝基苯1ml，用硫氰酸铵

滴定液（0.lmol/L）滴定，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lml硝酸银滴定液（0.1mol/L）

相当于3.545mg的C1。含氯量应为19.8%~20.8%。 

硫酸盐  取本品0.7g，依法检查（通则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液1.4ml制成的对照液

比较，不得更浓（0.02%）。 

其他氨基酸  取本品0.20g，置10ml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摇匀，取5ml，加

4% N-乙基顺丁烯二酰亚胺乙醇溶液5ml，混匀，放置5分钟，作为供试品溶液；精密量取1ml，

置200ml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溶液；另取盐酸半胱氨酸对照品20mg，

加水10ml使溶解，加4% N-乙基顺丁烯二酰亚胺乙醇溶液10ml，混匀，放置5分钟，作为盐

酸半胱氨酸对照品贮备液；取酪氨酸对照品10mg，置25ml量瓶中，加水适量使溶解，加盐

酸半胱氨酸对照品贮备液10ml，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系统适用性溶液。照薄层色

谱法（通则0502）试验，吸取上述三种溶液各5μ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G薄层板上，以冰醋酸

-水-正丁醇（1∶1∶3）为展开剂，展开至少15 cm，晾干，80℃加热30分钟，喷以0.2%茚三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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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的正丁醇-2mol/L醋酸溶液（95∶5）混合溶液，在105℃加热约15分钟至斑点出现，立即

检视。对照溶液应显一个清晰的斑点，系统适用性溶液应显两个完全分离的斑点。供试品溶

液如显杂质斑点，其颜色与对照溶液的主斑点比较，不得更深（0.5%）。 

干燥失重  取本品，以五氧化二磷为干燥剂，减压干燥24小时，减失重量应为

8.0%~12.0%（通则0831）。 

炽灼残渣  取本品1.0g，依法检查（通则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0.1%。 

铁盐  取本品1.0g，依法检查（通则0807），与标准铁溶液1.0ml制成的对照液比较，

不得更深（0.001%）。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0821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

百万分之十。 

砷盐  取本品2.0g，加水23ml溶解后，加盐酸5ml，依法检查（通则0822第一法），应

符合规定（0.0001%）。 

热原  取本品，加氯化钠注射液溶解并稀释制成每lml中含15mg的溶液，依法检查（通

则1142），剂量按家兔体重每lkg注射10ml，应符合规定。（供注射用）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0.25g，精密称定，置碘瓶中，加水20ml与碘化钾4g，振摇溶解

后，加稀盐酸5ml，精密加入碘滴定液（0.05mol/L）25ml，于暗处放置15分钟，再置冰浴中

冷却5分钟，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近终点时，加淀粉指示液2ml，继续

滴定至蓝色消失，并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lml碘滴定液（0.05mol/L）相当于盐

酸头孢甲肟15.76mg的C3H7NO2S·HCl。 

【类别】 药用辅料，发酵促进剂，抗氧剂等。 

【贮藏】 遮光，密封，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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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  子  油 

Yeziyou 

Coconut Oil 

[8001-31-8] 

本品系由棕榈科植物椰树种子中提取后精制而成的脂肪油。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淡黄色的块状物，或无色或淡黄色澄清的油状液体；微有特

征臭，味淡。 

本品在二氯甲烷、乙醚或石油醚中极易溶解，在乙醇中极微溶解，在水中几乎不溶。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0601)在40℃时相对于水在20℃时为0.908～0.921。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0612 第二法）为23～26℃。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在 40℃时为 1.448~1.450。 

酸值  应不大于 0.2（通则 0713）。 

皂化值  应为 250～264（通则 0713）。 

碘值  应为 7～11（通则 0713）。 

过氧化值  应不大于 5.0（通则 0713）。 

【鉴别】 在脂肪酸组成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中辛酸甲酯峰、癸酸甲酯峰、

月桂酸甲酯峰、肉豆蔻酸甲酯峰、棕榈酸甲酯峰、硬脂酸甲酯峰、油酸甲酯峰、亚油酸甲

酯峰的保留时间应分别与对照品溶液中相应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检查】 不皂化物  取本品 5.0g，精密称定，置 250ml 回流瓶中，加氢氧化钾乙醇

溶液（取氢氧化钾 12g，加水 10ml 溶解，用乙醇稀释至 100ml，摇匀）50ml，水浴加热回

流 1 小时，放冷至 25℃以下，移至带有聚四氟乙烯活塞的分液漏斗中，用水洗涤回流瓶 2

次，每次 50ml，洗液并入分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100ml；合并乙醚提取液，

用水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每次 40ml，静置分层，弃去水层；依次用 3%氢氧化钾溶液与

水洗涤乙醚层各 3 次，每次 40ml，再用水 40ml 反复洗涤乙醚层直至最后洗液中加酚酞指

示液 2 滴不显红色。转移乙醚提取液至已恒重的蒸发皿中，用乙醚 10ml 洗涤分液漏斗，

洗液并入蒸发皿中，置 50℃水浴上蒸去乙醚，用丙酮 6ml 溶解残渣，置空气流中挥去丙酮。

在 105℃干燥至连续两次称重之差不超过 1mg，不皂化物不得过 1.0%。 

用中性乙醇 20ml 溶解残渣，加酚酞指示液数滴，用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①
滴定至粉红色持续 30 秒不褪色，如果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超过 0.2ml，

残渣总量不能当作不皂化物重量，试验必须重做。 

甲氧基苯胺值  避光快速操作。取本品 2.0g，精密称定（W），置 10ml 量瓶中，加异

辛烷溶解并稀释至刻度，作为供试品溶液，照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1），以异辛

烷作为空白，在 350nm 的波长处测定吸光度（A1）；另取 10ml 具塞试管 2 支，样品管加供

试品溶液 5.0ml，空白管加异辛烷 5.0ml，再各加 0.25%的 4-甲氧基苯胺的冰醋酸溶液 1.0ml，

振摇，暗处放置 10 分钟。以空白管溶液作为空白，在 350nm 的波长处测定样品管溶液的

吸光度（A2）。按下式计算，甲氧基苯胺值应不大于 2.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018 年 6 月 

 2 

甲氧基苯胺值=
W

AA )2.1(10 12 
 

碱性杂质  取本品 10.0g，加由新蒸馏的丙酮 10ml、水 0.3ml 与 0.04％溴酚蓝乙醇溶

液 1 滴组成的混合液（用 0.01 mol/L 盐酸溶液或 0.01 mol/L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至中性），振

摇使溶解，静置。用盐酸滴定液（0.01mol/L）滴定至上层液显黄色，消耗的盐酸滴定液

（0.01mol/L）不得过 0.1ml。 

水分  不得过 0.1%（通则 0832 第一法 2）。 

砷盐  取本品 4.0g，置凯式烧瓶中，加硫酸 5ml，用小火消化使炭化，控制温度不超

过 120℃（必要时可添加硫酸，总量不超过 10ml），小心逐滴加入浓过氧化氢溶液，俟反

应停止，继续加热，并滴加浓过氧化氢溶液至溶液无色，冷却，加水 10ml，蒸发至浓烟发

生使除尽过氧化氢。冷却，加水 10ml，洗涤瓶壁并转移至标准磨口锥形瓶中，加盐酸 5ml

与水适量，依法检查（通则 0822 第二法），应符合规定（0.00005％）。 

脂肪酸组成  取本品 0.1g，置 50ml 回流瓶中，加 0.5mol/L 氢氧化钠甲醇溶液 4ml，

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 14%三氟化硼甲醇溶液 5ml，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2

分钟，放冷，加正庚烷 4ml，继续在水浴中加热回流 1 分钟后，放冷，加饱和氯化钠溶液

10ml，摇匀，静置使分层，取上层液，经无水硫酸钠干燥，作为供试品溶液；分别取己酸

甲酯、辛酸甲酯、癸酸甲酯、月桂酸甲酯、肉豆蔻酸甲酯、棕榈酸甲酯、棕榈油酸甲酯、硬

脂酸甲酯、油酸甲酯、亚油酸甲酯、亚麻酸甲酯、花生酸甲酯、二十碳烯酸甲酯对照品适

量，加正庚烷制成每 1ml 中各含 0.1mg 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

试验，以聚乙二醇（或极性相近）为固定液，起始温度为 70℃，维持 2 分钟，以每分钟 5℃

的速率升温至 240℃，维持 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取对照品

溶液 1µ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理论板数按油酸甲酯峰计算不低于 10000，各色

谱峰的分离度应符合要求。取供试品溶液 1µl，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面积归

一化法以峰面积计算，供试品中含己酸不得过1.5％，辛酸应为5.0％～11.0％，癸酸应为4.0％～

9.0％，月桂酸应为 40.0％～50.0％，肉豆蔻酸应为 15.0％～20.0％，棕榈酸应为 7.0％～12.0％，

棕榈油酸不得过 1.0%，硬脂酸应为 1.5％～5.0％，油酸应为 4.0％～10.0％，亚油酸应为

1.0％～3.0％，亚麻酸不得过 0.2％，花生酸不得过 0.2％，二十碳烯酸不得过 0.2％。 

【类别】 药用辅料，包衣材料、乳化剂和增溶剂等。 

【贮藏】 避光，密封保存。 

    ①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的制备：取 50％氢氧化钠溶液 2ml,加乙醇 250ml

（如溶液浑浊，配制后放置过夜，取上清液再标定）。取苯甲酸约 0.2g，精密称定，加乙

醇 10ml 与水 2ml 溶解，加酚酞指示液 2 滴，用上述滴定液滴定至溶液显持续浅粉红色。

每 1ml 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12.21mg 的苯甲酸。根据本液的消耗量

和苯甲酸的取用量，计算本液的浓度，即得。 

【起草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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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铝 

Yingzhisuan Lü 

Aluminium Stearate 

 

本品系硬脂酸经加热熔融，加氢氧化钠溶液进行皂化，再与硫酸铝反应得到的硬脂酸铝。

主要成分为硬脂酸铝（C54H105AlO6）与棕榈酸铝（C48H96AlO6）的混合物。按干燥品计算，

含 Al 应为 3.0%～9.0%。 

【性状】 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的细粉。 

本品在水和无水乙醇中几乎不溶。 

【鉴别】 （1）取本品 20g，加不含过氧化物的乙醚（通则 0721）200ml、12.5%硝酸

溶液 80ml 与水 80ml，加热回流至完全溶解，放至微温，移至分液漏斗中，振摇，放置使分

层，将水层移入另一分液漏斗中，用水提取乙醚层 2 次，每次 16ml，合并水层，用不含过

氧化物的乙醚 60ml 清洗水层，将水层移至 200ml 量瓶中，加水稀至刻度，摇匀，滤过，作

为供试品溶液。取乙醚层蒸干，残渣在 105℃干燥后，依法测定凝点（通则 0613），应不低

于 53℃。 

（2）在脂肪酸组分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两主峰的保留时间应分别与

对照品溶液两主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3）取鉴别（1）项下的供试品溶液，应显铝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 酸碱度  取本品 1.0g，加水 20ml，煮沸 1 分钟并时时振摇，放冷，滤过，取

滤液滴加溴麝香草酚兰指示液（取溴麝香草酚兰约 100mg，加 50%乙醇 100ml 使溶

解）]0.05ml，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或盐酸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颜色发

生变化，消耗滴定液不得过 0.05ml。 

酸值  取鉴别（1）项下所得残渣，依法测定酸值（通则 0713），应为 195～210。 

氯化物  量取鉴别（1）项下的供试品溶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

钠溶液 10.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1%）。 

硫酸盐  量取鉴别（1）项下的供试品溶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

钾溶液 5.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5%）。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 105℃干燥至恒重，减失重量不得过 6.0%（通则 0831）。 

脂肪酸组分  取本品约 0.1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 14%三氟化硼的甲醇溶液 5ml，

摇匀，加热回流 10 分钟使溶解，沿冷凝管加正庚烷 4ml，再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饱和氯

化钠溶液 20ml，振摇，静置使分层，将正庚烷层通过装有无水硫酸钠 0.1g（预先用正庚烷

洗涤）的玻璃柱，精密量取 1ml，置 10ml 量瓶中，用正庚烷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

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 试验。用聚乙二醇 20M 为固定液的毛细管柱为色谱

柱，起始柱温 70℃，维持 2 分钟，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240℃，维持 5 分钟；进样口

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分别称取棕榈酸甲酯与硬脂酸甲酯对照品适量，加正

庚烷制成每 1ml 中分别约含 1.5mg 和 1.0mg 的溶液，取 1μl注入气相色谱仪，棕榈酸甲酯与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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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甲酯的分离度应大于 3.0。再取供试品溶液 1μl 注入气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按下

式计算硬脂酸铝中硬脂酸（棕榈酸）在脂肪酸中的百分含量。 

硬脂酸（棕榈酸）的百分含量（%）=
B

A
×100% 

式中  A 为供试品中硬脂酸甲酯（棕榈酸甲酯）的峰面积； 

B 为供试品中所有脂肪酸酯的峰面积。 

硬脂酸含量不得低于 40%，硬脂酸与棕榈酸含量的总和不得低于 90%。 

微生物限度  照非无菌产品微生物限度检查：微生物计数法（通则 1105）和控制菌检

查法（通则 1106）检查。取本品 10g，加含 4%聚山梨脂 80 的 pH7.0 氯化钠蛋白胨缓冲液稀

释至 100ml，混匀，作为 1:10 供试液。取 1：10 的供试液 1ml 等量分注 2 个平皿中，每皿

0.5ml，进行需氧菌总数计数；采用 1：10 的供试液 1ml 平皿倾注法进行霉菌和酵母菌总数

计数。取 1:10 供试液 10ml 至 100ml 胰酪大豆胨肉汤培养基中，进行大肠埃希菌检查；取本

品 10g 至 100ml 含 4%聚山梨脂 80 胰酪大豆胨肉汤培养基中，进行沙门氏菌检查。每 1g 供

试品中需氧菌总数不得过 10
3
CFU，霉菌和酵母菌不得过 10

2
CFU，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

每 10g 不得检出沙门菌。 

【含量测定】 取本品约 0.25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甲醇 20ml，缓缓加入硫酸

2ml，回流 30 分钟并时时振摇，放冷，加水 100ml，并用 2mol/L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 pH 值约

为 1，精密加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40ml，用乙酸钠调节 pH 值至 5～6，加

二甲酚橙约 70mg，用 0.05mol/L 锌滴定液滴定至溶液由黄色变为粉紫色，并将滴定的结果

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乙二胺四醋酸二钠滴定液（0.05mol/L）相当于 1.349mg 的 Al。 

【类别】 药用辅料，润滑剂。 

【贮藏】 密闭，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起草单位】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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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脂酸钠 

Yingzhisuan Na 

Sodium Stearate 

                                                            [822-16-2] 

本品是由硬脂酸与氢氧化钠皂化而制得。系以硬脂酸钠（C18H35O2Na）与棕榈酸钠

（C16H31O2Na）为主要成分的混合物。按干燥品计算，含 Na 应为 7.4%～8.5%。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细粉；与皮肤接触有滑腻感。 

本品在水或乙醇中微溶。 

【鉴别】 （1）取本品约 25g，加稀硫酸 60ml 与热水 300ml，加热并时时搅拌，使脂

肪酸成油层分出，取油层用沸水洗涤至洗液不显硫酸盐的反应，收集油层于小烧杯中，在蒸

汽浴上温热至油层与水层完全分离，并呈透明状，放冷，弃去水层，油层在 105℃干燥 20

分钟。依法测定凝点（通则 0613），应不低于 54℃。 

（2）在脂肪酸组成检查项下记录的色谱图中，供试品溶液两主峰的保留时间应与对照

品溶液相应两主峰的保留时间一致。 

（3）取鉴别（1）项下水层溶液，应显钠盐的鉴别反应（通则 0301）。 

【检查】 酸度  取本品 2.0g，加中性乙醇 50ml 回流使溶解，滴加酚酞指示液 3 滴，

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滴定至溶液颜色发生改变，消耗滴定液应为 0.60～0.85ml。 

酸值  取鉴别（1）项下所得的干燥品测定，酸值（通则 0713）为 195～210。 

碘值  取鉴别（1）项下所得的干燥品测定，碘值（通则 0713）不大于 4.0。 

氯化物  取本品 10.0g，加无过氧化物乙醚 100ml 和醋酸 80ml，加热回流使溶解，放冷，

置分液漏斗中静置分层，取水层；乙醚层用醋酸提取两次，每次 8ml，合并至上述水层。用

无过氧化物乙醚 30ml 洗涤水层，将水层置 100ml 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

溶液，取 0.4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 8.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

得更浓（0.2%）。 

硫酸盐  取氯化物项下的供试品溶液 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2），与标准硫酸钾溶

液 3.0ml 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3%）。 

干燥失重  在烧杯中加入 1.0g干净细沙，在 105℃干燥至恒重，加本品 0.5g及乙醇 10ml， 

于 80℃蒸干乙醇后，在 105℃干燥 4 小时，减失重量不得过 5.0%（通则 0831）。 

镍  取本品 0.05g 两份，分别置高压消解罐中，一份中加 2ml 硝酸消化完全后，定量转

移至 10ml 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供试品液；另一份中精密加标准镍溶液（精

密量取镍单元素标准溶液适量，用水定量稀释制成每 1ml 中含镍 0.5μg 的溶液）0.5ml，同

法操作，作为对照溶液。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二法），在 232.0nm 的波长处

分别测定，应符合规定（0.0005%）。 

乙醇中不溶物  取本品 1.0g，加乙醇 25ml，回流使溶解后，溶液应澄清或有轻微乳光。 

脂肪酸组成  取本品约 0.1g，精密称定，置锥形瓶中，加 14%三氟化硼的甲醇溶液 5ml，

摇匀，加热回流 10 分钟，沿冷凝管加正庚烷 4ml，再回流 10 分钟，放冷，加饱和氯化钠溶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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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20ml，振摇，静置分层，将正庚烷层通过装有无水硫酸钠 0.1g（预先用正庚烷洗涤）的

玻璃柱，取滤液作为供试品溶液。照气相色谱法（通则 0521）试验，以聚乙二醇 20M 为固

定液的毛细管柱为色谱柱，起始柱温 70℃，维持 2 分钟，再以每分钟 5℃的速率升温至 240℃，

维持 5 分钟；进样口温度为 220℃，检测器温度为 260℃。分别称取棕榈酸甲酯与硬脂酸甲

酯对照品适量，用正庚烷制成每 1ml 中分别约含 15mg 和 10mg 的溶液，取 1μl注入气相色

谱仪，棕榈酸甲酯峰与硬脂酸甲酯峰的分离度应大于 5.0。再取供试品溶液 1μl 注入气相色

谱仪，记录色谱图，按下式计算硬脂酸钠中硬脂酸（棕榈酸）在脂肪酸中的百分含量。 

硬脂酸（棕榈酸）的百分含量（%）=
B

A
×100% 

式中  A 为供试品中硬脂酸甲酯（棕榈酸甲酯）的峰面积； 

B 为供试品中所有脂肪酸酯的峰面积。 

硬脂酸含量不得低于 40%，硬脂酸与棕榈酸含量的总和不得低于 90%。 

微生物限度  取本品，依法检查（通则 1105 与通则 1106），每 1g 供试品中需氧菌总数

不得过 1000cfu，霉菌和酵母菌总数不得过 100cfu，不得检出大肠埃希菌，每 10g 供试品中

不得检出沙门菌。 

【含量测定】 取本品 0.25g，精密称定，加醋酐 5ml 与冰醋酸 20ml，微热使溶解，放

冷，加二氧六环 20ml，照电位滴定法（通则 0701），用高氯酸滴定液（0.1mol/L）滴定，并

将滴定的结果用空白试验校正。每 1ml 高氯酸滴定液（0.1mol/L）相当于 2.299mg 的 Na。 

【类别】 药用辅料，润滑剂。 

【贮藏】 密闭，避光保存。 

【起草单位】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广东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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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旋糖酐 20 

Youxuantanggan 20 

Dextran 20 

 

本品系蔗糖经肠膜状明串珠菌L.-M-1226号菌（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发酵后生成

的高分子葡萄糖聚合物，经处理精制而得。右旋糖酐20的重均分子量（Mw）应为16 000〜24 

000。 

【性状】 本品为白色粉末；无臭。 

本品在热水中易溶，在乙醇中不溶。 

比旋度  取本品，精密称定，加水溶解并定量稀释制成每lml中约含10mg的溶液，在25℃

时，依法测定（通则0621），比旋度为+190
°至+200

°。 

【鉴别】 取本品0.2g，加水5ml溶解后，加氢氧化钠试液2ml与硫酸铜试液数滴，即生

成淡蓝色沉淀；加热后变为棕色沉淀。 

【检査】 分子量与分子量分布  取本品适量，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lml中约含

10mg的溶液，振摇，放置过夜，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4~5个已知分子量的右旋糖酐对照品，

同法制成每l ml中各含10m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照分子排阻色谱法（通则0514），以亲

水性球型高聚物为填充剂（TSK G PWXL柱、Shodex OHpak SB HQ柱或其他适宜色谱柱）；

以0.71%硫酸钠溶液（内含0.02%叠氮化钠）为流动相；柱温为35℃；流速为每分钟0.5ml；

示差折光检测器。 

称取葡萄糖和葡聚糖2000适量，分别加流动相溶解并稀释制成每lml中约含10mg的溶

液，取20 μl注入液相色谱仪，测得保留时间tT和t0，供试品溶液和对照品溶液色谱图中主峰

的保留时间tR均应在tT和t0之间。理论板数按葡萄糖峰计算不小于5000。 

取上述各对照品溶液20 μl，分别注入液相色谱仪，记录色谱图，由GPC软件计算回归方

程。取供试品溶液20 μl，同法测定，用GPC软件算出供试品的重均分子量及分子量分布。本

品10%大分子部分重均分子量不得大于70 000，10%小分子部分重均分子量不得小于3500。 

氯化物  取本品0.10g，加水50ml，加热溶解后，放冷，取溶液10ml，依法检查（通则

0801），与标准氯化钠溶液5 ml制成的对照液比较，不得更浓（0.25%）。 

氮  取本品0.20g，置50ml凯氏烧瓶中，加硫酸1 ml，加热消化至供试品成黑色油状物，

放冷，加30%过氧化氢溶液2ml，加热消化至溶液澄清（如不澄清，可再加上述过氧化氢溶

液0.5~1.0ml，继续加热），冷却至20℃以下，加水10ml，滴加5%氢氧化钠溶液使成碱性，

移至50ml比色管中，加水洗涤烧瓶，洗液并入比色管中，再用水稀释至刻度，缓缓加碱性

碘化汞钾试液2ml，随加随摇匀（溶液温度保持在20℃以下）；如显色，与标准硫酸铵溶液

（精密称取经105°C干燥至恒重的硫酸铵0.4715g，置100ml量瓶中，加水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混匀，作为贮备液。临用时精密量取贮备液1 ml，置100ml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

每lml相当于10μg的N）1.4 ml加硫酸0.5 ml用同法处理后的颜色比较，不得更深（0.007%）。 

干燥失重  取本品，在105°C干燥6小时，减失重量不得过5.0%（通则0831）。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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炽灼残渣  取本品1.5g，依法检查（通则0841），遗留残渣不得过0.5%。 

重金属  取炽灼残渣项下遗留的残渣，依法检查（通则0821第二法），含重金属不得过

百万分之八。 

【类别】 药用辅料。 

【贮藏】 密封，在干燥处保存。 

【制剂】 （1）右旋糖酐20葡萄糖注射液 （2）右旋糖酐20氯化钠注射液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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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旋糖酐 40 

Youxuantanggan 40 

Dextran 40 

 

本品系蔗糖经肠膜状明串珠菌L.-M-1226号菌（Leuconostoc mesenteroides）发酵后生成

的高分子葡萄糖聚合物，经处理精制而得。右旋糖酐40的重均分子量（Mw）应为32 000〜42 

000。 

【性状】本品为白色粉末；无臭。 

本品在热水中易溶，在乙醇中不溶。 

比旋度  照右旋糖酐20项下的方法测定，应符合规定。 

【鉴别】 照右旋糖酐20项下的鉴别试验，显相同的反应。 

【检査】 分子量与分子量分布取本品，照右旋糖酐20项下的方法测定，10%大分子部

分重均分子量不得大于120 000，10%小分子部分重均分子量不得小于5000。 

氯化物、氮、干燥失重、炽灼残渣与重金属  照右旋糖酐20项下的方法检査，均应符合

规定。 

【类别】 药用辅料。 

【贮藏】 密封，在干燥处保存。 

【制剂】（1）右旋糖酐40葡萄糖注射液（2）右旋糖酐40氯化钠注射液 

【起草单位】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复核单位】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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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桂  油 

Yueguiyou 

Laurel oil 

                                                               [8006-78-8] 

     本品为新鲜或微干的樟科植物月桂叶和非木质化小枝经水蒸气蒸馏而得。 

【性状】 无色或淡黄色液体，有近似玉树油的清香香气，略有樟脑味 

不溶于甘油，在弱碱和有机酸中稳定。 

折光率  本品的折光率（通则 0622）为 1.507～1.516。 

相对密度  本品的相对密度（通则 0601）为 0.950～0.990。 

比旋度  本品的比旋度（通则 0621）为 0°～-3°。 

【鉴别】 取样品 1ml，加热水 20ml，摇匀滤过，滤液使蓝色石蕊试纸显红色；滤液加

入 1 滴氯化铁试液显灰青色，不得出现蓝色或紫色。 

【检查】 酚类含量  取本品 20ml，加酒石酸 0.4g，强烈振摇，再加入 3g 无水硫酸镁

振摇 2 小时，过滤，精密量取滤液 10ml 置 150ml 碦西亚定量瓶中，加入 1mol/L 的氢氧化

钾溶液 75ml，每隔 5 分钟振摇 1 次，振摇 6 次，静置数小时，如有油滴吸附于瓶壁可旋转

或轻轻敲击瓶身，使不溶性的油全部聚集到定量瓶颈部，读取油的体积（V）。酚类含量应

不低于 50%～65%。 

酚的含量 w 以体积百分比计算（%）：W= 10×(10- V)×100% 

【类别】 药用辅料。 

【贮藏】 阴凉干燥处置于玻璃或铝桶中贮藏。 

【起草单位】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复核单位】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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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核油 

Zonglüheyou  

Palm Kernel Oil 

                                                          [8023-79-8] 

本品系从非洲油棕（Elaeis guineensis Jacq）果实的核中提取到的一种不挥发油，含适

量抗氧剂。 

【性状】 本品为白色至微黄色的油状固体。 

本品在水中不溶。 

熔点 本品的熔点（通则 0612 第二法）为 27～29℃。 

酸值 应不大于 2.0（通则 0713）。 

过氧化值 应不大于 10.0（通则 0713）。 

【检查】 不皂化物  取本品 5.0g，精密称定，置 250ml 锥形瓶中，加氢氧化钾乙醇溶

液（取氢氧化钾 12g，加水 10ml 溶解后，用乙醇稀释至 100ml，摇匀）50ml，加热回流 1

小时，放冷至 25℃以下，移至分液漏斗中，用水洗涤锥形瓶 2 次，每次 50ml，洗液并入分

液漏斗中；用乙醚提取 3 次，每次 100ml，合并乙醚提取液，用水洗涤乙醚提取液 3 次，每

次 40ml，缓缓振摇，静置分层，弃去水层；依次用 3%氢氧化钾溶液与水洗涤乙醚层，每次

40ml，重复三次，再每次用水 40ml 洗涤乙醚层，至洗液中加入酚酞指示液 2 滴后不显红色；

转移乙醚提取液至已恒重的蒸发皿中，用乙醚 10ml 洗涤分液漏斗，洗液并入蒸发皿中，置

50℃水浴上蒸去乙醚，用丙酮 6ml 溶解残渣，置空气流中挥干，置 105℃干燥至连续两次称

重之差不超过 1mg，将所得残渣的重量除以称样量，不得过 1.5%。 

[用中性乙醇 20ml 溶解残渣，加酚酞指示液数滴，用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

滴定至溶液显粉红色，并持续 30 秒不褪色。如消耗乙醇制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超

过 0.2ml，试验需重做。]  

水分 取本品，以三氯甲烷为溶剂，照水分测定法（通则 0832 第一法）测定，含水分不

得过 0.1%。 

铅 取本品 1.0g，置试管中，加硝酸 1ml，于沸水浴中加热褪去锈色，滴加 30%过氧化

氢溶液 1ml，继续加热至生成气泡。放冷，将溶液转移至 10ml 量瓶中，加丁醇-硝酸溶液（在

约 500ml 丁醇中缓慢地加入 50ml 硝酸，摇匀，继续加丁醇至 1000ml，摇匀。）稀释至刻度，

摇匀，作为供试品溶液。另精密量取铅单元素标准溶液适量，加丁醇-硝酸溶液定量稀释制

成每 1ml 中约含铅（Pb）0.02、0.05、0.1、0.2、0.5μg的溶液作为对照品溶液（1）、（2）、（3）、

（4）、（5）。照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通则 0406 第一法），在 283.3nm 的波长处测定，应符

合规定（0.00001%）。 

【类别与用途】 药用辅料，溶剂。 

【贮藏】 密闭，在 45℃以下保存。 

【起草单位】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复核单位】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2：起草单位联系电话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电话

对氯苯酚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己二酸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脱氢醋酸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脱氢醋酸钠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22

肉豆蔻醇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肉豆蔻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肉豆蔻酸甲酯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肉豆蔻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040

玫瑰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039

柠檬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040

小茴香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040

椰子油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18001678873

糖二酸钙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755-26031735

伽马环糊精 沈阳药科大学 024-23986325

偏硅酸铝镁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028-87877145

月桂油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028-87877145

硬脂酸铝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22-23377639

硬脂酸钠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22-23377639

棕榈核油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022-23377639

白陶土 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0431-80833259

右旋糖酐 20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52

右旋糖酐 40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010-52779652

卡拉胶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020-81886382

盐酸半胱氨酸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020-81886382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 2018 年度拟立项国家药品标准提高项目的公示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3fbccbdf10362?a=tz                       发布时期: 2018-06-14 

各有关单位： 

  围绕“国家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的总体目标，经社会广泛征集、专业委员会专家审议研

究，根据本年度中央财政项目预算评审情况及资助资金规模，国家药典委员会拟定了 2018年

度拟立项国家药品标准提高项目清单。现予以公示，公示期 1个月。请相关单位认真研究，若

有异议，请及时来文来函。公示期满未有意见者视为对拟立项内容无异议。 

  国家药典委员会各处室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中药标准处：高 洁（电话：010﹣67079627，邮箱：zy@chp.org.cn） 

  化药标准处：王志军（电话：010﹣67079559，邮箱：hybztg@chp.org.cn） 

  生物制品标准处：王晓娟（电话：010﹣67079562，邮箱：wangxiaojuan@ chp.org.cn） 

  业务综合处：顾 宁（电 话：010﹣67079504，邮箱：guning@chp.org.cn） 

  宣传交流处：张  军（电话：010﹣67079583，邮箱：zhangjun@chp.org.cn） 

  附件：1. 2018年标准提高局本级支付项目—品种项目汇总.xls 

      2. 2018年标准提高局本级支付项目—方法学研究项目汇总.xls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年 6月 14日 

 

 

 

 

 

附件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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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614/33141528937820673.xls�
http://www.chp.org.cn/upload/userfiles/20180614/27291528937829925.xls�


 

序号 品种名称 起草单位 复核单位 联系处室 

1 阿胶益寿口服液 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青海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2 参芪五味子片 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辽宁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3 喘嗽宁片 大连市药品检验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4 丹参舒心胶囊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5 妇康宝口服液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深圳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6 妇科止带胶囊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安徽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7 复方枇杷止咳颗粒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8 感冒灵胶囊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广州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9 骨刺宁胶囊、片 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辽宁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10 冠心苏合丸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辽宁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11 红核妇洁洗液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青岛市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12 霍香祛暑软胶囊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13 
加味藿香正气丸  

（水蜜丸）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14 金莲花软胶囊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广州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15 
麦味地黄口服液、

麦味地黄片 

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

院 

陕西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16 
天然冰片、艾片、  

冰片 
苏州市药品检验所 

武汉药品医疗器

械检验所 

中药标准

处 

17 
牛黄降压胶囊、牛

黄降压丸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18 蒲地蓝消炎胶囊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19 胃灵颗粒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大连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20 
启脾丸、启脾口服

液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

所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1 气管炎橡胶膏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厦门市食品药品

质量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22 伤湿祛痛膏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厦门市食品药品

质量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23 痰咳净片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

院 

山西省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中药标准

处 

24 外用无敌膏 
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

院 

贵州省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中药标准

处 

25 小儿化毒散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辽宁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26 银杏叶口服液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27 艾叶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大连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28 半边莲 南昌大学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29 郁金 苏州市药品检验所 
武汉药品医疗器

械检验所 

中药标准

处 

30 淡豆豉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甘肃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31 蛤蚧及其饮片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32 

何首乌中黄曲霉毒

素及伏马毒素检查

标准的建立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中药标准

处 

33 化橘红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34 苦参药材及饮片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35 羚羊角粉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青岛市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36 龙血竭 

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源中心、北

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现代研究中

心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37 鹿角饮片 PCR鉴别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38 罗布麻叶 北京大学 
云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39 母丁香 北京大学 
云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40 桑枝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41 石菖蒲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重庆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42 苏合香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43 铁皮石斛 PCR鉴别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44 蜈蚣 PCR鉴别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45 西红花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甘肃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46 仙茅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重庆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47 小茴香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甘肃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48 鱼腥草 南昌大学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49 泽泻药材及饮片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50 栀子 北京大学 
云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51 紫草（硬紫草）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52 紫苏叶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53 

补骨脂中补骨脂二

氢黄酮的限量标准

研究 

军事医学研究院辐射医学研究

所、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54 
附子中乌头碱的限

量标准研究 

军事医学研究院辐射医学研究

所、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55 

九味羌活丸中肾毒

性成分“马兜铃酸”

的限量标准研究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

所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56 草乌叶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内蒙古自治区药

品检验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57 矮紫堇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四川省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58 船形乌头 
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 

四川省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59 

二十五味儿茶丸

（二十五味松生等

丸） 

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 

四川省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60 灰枝紫菀 
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 

四川省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61 木棉花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四川省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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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夏至草 
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 

四川省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院 

中药标准

处 

63 六味安消散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 
河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64 三子散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 
河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65 消食十味胶囊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 
河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66 复方一枝蒿颗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检

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中药标准

处 

67 护肝布祖热颗粒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检

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中药标准

处 

68 石榴补血糖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检

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中药标准

处 

69 薄荷素油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广州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70 穿心莲内酯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重庆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研究院 

中药标准

处 

71 甘草浸膏、流浸膏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中药标准

处 

72 双黄消炎片 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黑龙江省药品检

验所 

中药标准

处 

73 喉痛灵颗粒 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黑龙江省药品检

验所 

中药标准

处 

74 磷酸苯丙哌林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深圳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75 磷酸苯丙哌林胶囊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深圳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76 磷酸苯丙哌林颗粒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深圳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77 
磷酸苯丙哌林口服

溶液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深圳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78 磷酸苯丙哌林片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深圳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79 
沙丁胺醇吸入气雾

剂 
大连市药品检验所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80 奥卡西平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81 奥卡西平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82 硫酸吗啡缓释片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83 硫酸吗啡口服溶液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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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硫酸吗啡片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85 硫酸吗啡栓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86 硫酸吗啡注射液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87 盐酸吗啡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88 盐酸吗啡缓释片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89 盐酸吗啡片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90 盐酸吗啡注射液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91 伏立康唑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92 伏立康唑胶囊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93 伏立康唑片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94 注射用伏立康唑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95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河南省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96 头孢呋辛酯片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大连市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97 
盐酸甲砜霉素甘氨

酸酯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黑龙江省食品药

品检验检测所 

化药标准

处 

98 
注射用盐酸甲砜霉

素甘氨酸酯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黑龙江省食品药

品检验检测所 

化药标准

处 

99 注射用替考拉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00 聚甲酚磺醛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01 
聚甲酚磺醛（阴道）

栓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02 聚甲酚磺醛溶液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03 聚甲酚磺醛凝胶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04 阿利沙坦酯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05 阿利沙坦酯片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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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硝普钠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07 注射用硝普钠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08 盐酸替扎尼定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重庆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09 盐酸替扎尼定片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重庆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10 银杏达莫注射液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河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11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

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12 赖诺普利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13 赖诺普利胶囊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14 缬沙坦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15 缬沙坦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16 缬沙坦胶囊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17 盐酸贝那普利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18 盐酸贝那普利胶囊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19 盐酸贝那普利片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20 氯唑沙宗胶囊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21 丙氨酰谷氨酰胺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22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

经节苷脂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23 复方肝浸膏糖浆 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24 复方胚肝铁铵片 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25 甘氨酸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

所 

河南省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26 甘露聚糖肽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上海市

食品药品检验所、

大连市药品检验

化药标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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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江苏省食品药

品监督检验研究

院 

127 
甘露聚糖肽口服溶

液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上海市

食品药品检验所、

大连市药品检验

所、江苏省食品药

品监督检验研究

院 

化药标准

处 

128 甘露聚糖肽注射液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上海市

食品药品检验所、

大连市药品检验

所、江苏省食品药

品监督检验研究

院 

化药标准

处 

129 肌苷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河南省食

品药品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30 肌苷片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河南省食

品药品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31 降纤酶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北京市药

品检验所、河北省

药品检验研究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云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检

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32 注射用降纤酶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北京市药

品检验所、河北省

药品检验研究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云南省

食品药品监督检

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33 卡贝缩宫素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34 卡贝缩宫素注射液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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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科博肽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

所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河南省

食品药品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36 注射用科博肽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

所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河南省

食品药品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37 口服水解蛋白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38 赖氨葡锌颗粒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辽宁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化药标准

处 

139 赖氨葡锌片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辽宁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化药标准

处 

140 门冬氨酸鸟氨酸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41 门冬酰胺酶（埃希）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42 门冬酰胺酶（欧文）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43 脾氨肽口服溶液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44 胃蛋白酶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45 含糖胃蛋白酶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46 胰酶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西安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47 胰酶肠溶胶囊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西安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48 胰酶肠溶片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西安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49 尤瑞克林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50 注射用尤瑞克林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51 
注射用醋酸曲普瑞

林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52 注射用尿激酶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53 注射用心肌肽 大连市药品检验所 
辽宁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化药标准

处 

154 阿卡波糖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55 阿卡波糖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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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地氯雷他定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57 地氯雷他定分散片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58 
地氯雷他定干混悬

剂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59 地氯雷他定胶囊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60 地氯雷他定片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61 地氯雷他定糖浆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62 口服五维葡萄糖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河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63 
硫酸钡 II型干混

悬剂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

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64 盐酸司他斯汀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重庆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65 盐酸司他斯汀片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重庆市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66 

注射用 12种复合

维生素（注射用多

种维生素（12）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山西省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67 巴柳氮钠片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68 保泰松片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深圳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69 布洛芬混悬滴剂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深圳市药品检验

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70 西咪替丁片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四川省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院 

化药标准

处 

171 愈创木酚磺酸钾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

所 

西安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72 
氨酚伪麻那敏泡腾

颗粒 
海南省药品检验所 

黑龙江省食品药

品检验检测所 

化药标准

处 

173 精氨酸阿司匹林 海南省药品检验所 
广州市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74 磷酸哌嗪宝塔糖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辽宁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化药标准

处 

175 枸橼酸铁铵 重庆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西安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76 
枸橼酸铁铵泡腾颗

粒 
重庆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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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枸橼酸铁铵维 B1

糖浆 I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西安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78 
枸橼酸铁铵维 B1

糖浆 II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西安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重庆市药

品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79 氧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80 盐酸羟苄唑滴眼液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吉林省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81 法可林 河北省药品检验所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82 法可林滴眼液 河北省药品检验所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化药标准

处 

183 拉坦前列素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化药标准

处 

184 巯嘌呤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85 巯嘌呤片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86 胞二磷胆碱注射液 吉林省药品检验所 
河南省食品药品

检验所 

化药标准

处 

187 棕榈酸异丙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88 乙二醇硬脂酸单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89 亚油酸甘油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90 
辛酸癸酸聚乙二醇

甘油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91 没食子酸丙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92 卡波姆均聚物 ABC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93 卡波姆间聚物 AB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94 卡波姆共聚物 ABC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95 
胶囊用羟丙甲纤维

素 
中国药科大学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96 硅酸钙 中国药科大学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197 硅化微晶纤维素 中国药科大学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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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单油酸甘油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199 丙二醇单月桂酸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00 丙二醇单辛酸酯 中国药科大学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01 阿司帕坦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业务综合

处 

202 透明质酸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03 
羧甲基纤维素钠

（供注射用）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湖北省药品监督

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04 羟丙纤维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05 培化磷脂酰乙醇胺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06 
二硬酯酰磷脂酰甘

油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07 
二硬酯酰磷脂酰胆

碱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08 低取代羟丙纤维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09 醋酸纤维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10 丙酸钠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11 硬脂酸镁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湖北省药品监督

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12 亚硫酸氢钠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13 微晶纤维素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14 羟苯乙酯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15 木糖醇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业务综合

处 

216 

磷酸氢二钾三水合

物、磷酸二氢钾、

磷酸氢二钾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17 二甲基亚砜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18 苯甲酸钠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湖北省药品监督

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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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白凡士林、黄凡士

林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20 羧甲基纤维素钠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山东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21 苯甲酸 湖北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22 
氢氧化镁、氢氧化

铝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23 磷酸钠、磷酸氢钙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24 胶态二氧化硅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业务综合

处 

225 间甲酚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26 阿拉伯胶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27 硬脂酸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湖北省药品监督

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28 乙二胺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北京市药品检验

所 

业务综合

处 

229 
十六醇、十八醇、

十六十八醇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山西省食品药品

检验所   

业务综合

处 

230 
甘油、甘油（供注

射用） 

国家药用辅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31 三乙醇胺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江苏省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32 三氯叔丁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33 
枸橼酸、无水枸橼

酸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34 醋酸钠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35 苯乙醇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36 苯甲酸苄酯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业务综合

处 

237 
聚山梨酯 85、聚山

梨酯 65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中国药科大学 

业务综合

处 

238 

聚山梨酯 60、聚山

梨酯 40、聚山梨酯

20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中国药科大学 
业务综合

处 

239 
卡介菌多糖核酸注

射液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 

生物制品

标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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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治疗用卡介苗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四川省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院 

生物制品

标准处 

241 
重组人生长激素注

射液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吉林省药品检验

所 

生物制品

标准处 

242 

微生态活菌制品

（杂菌检查法修

订）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广东省药品检验

所 

生物制品

标准处 

243 

钩端螺旋体疫苗

（菌种分子遗传学

及其稳定性试验方

法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相关生产企业 
生物制品

标准处 

244 

人血白蛋白标准提

高（纯度测定替代

方法研究与建立）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生物制品

标准处 

245 

人免疫球蛋白标准

提高（纯度测定替

代方法研究与建

立）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生物制品

标准处 

246 

靜注人免疫球蛋白

标准提高（活化的

凝血因子Ⅺ残留量

测定方法建立）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生物制品

标准处 

 

附件二 

 

序

号 
项目名称 牵头单位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联

系

处

室 

1 

中药材名称、来源和药用

部位的修订与规范（共

42 个品种,其中修订基

源名称 18 个品种：天南

星、山麦冬、丁香和母丁

香、木香、百合、花椒和

椒目、青风藤、青黛和南

板蓝根、金龙胆草、滇鸡

血藤、榼藤子、薤白、荆

芥、黄藤、筋骨草和锦灯

笼、苦地丁、禹州漏芦、

薏苡；修订基源物种 12

个品种：决明子、泽泻、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部分中药材标准中名称、基源物种

和药用部位描述内容存在不规范不

准确处，进行研究确证，规范修正

标准的文字内容。 

制定国家标准的中药材基源相关内容规范修正工作

指导原则。 

在保证中药材品种正确生产与应用的前提下，结合

本草考证，对部分存在问题的中药材名称、来源和

药用部位描述内容进行规范修正；结合对原植、动

物的科、属、种和拉丁学名、原矿物的类、族和矿

石进行考证，对中药材的来源描述错误进行规范与

修正。 

中

药

标

准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枳壳、土鳖虫（䗪虫）、

虫白蜡、阿胶、珍珠和珍

珠母、海马、桑螵蛸、蛇

蜕、斑蝥、蕲蛇；修订矿

物药 9 个品种：石膏、花

蕊石、禹余粮、赤石脂、

炉甘石、钟乳石、滑石、

白矾、皂矾（绿矾）；修

订药用部位 3 个品种：蒲

黄、远志、浙贝母) 

2 

补充和完善显微鉴别（共

40 个品种：丁公藤、火

麻仁、羌活、淡豆豉、蕤

仁、土贝母、白前、半枝

莲、巫山淫羊藿、银杏叶、

斑蝥、臭灵丹草、大皂角、

鸡冠花、青蒿、野菊、筋

骨草、藁本、大蒜、胡黄

连、荜澄茄、南五味子、

鹿茸、蜈蚣、稻芽、广金

钱草、大叶紫珠、小驳骨、

木芙蓉叶、布渣叶、白屈

菜、当药、金铁锁、鱼腥

草、茵陈、洪连、瓦松、

肉苁蓉、牵牛子、高山辣

根菜） 

中国药科大学 
对于需要补充和完善显微鉴别鉴别

项的中药材品种进行补充完善。 

对于药典收载的 40 个中药材品种研究并增修订，同

时对于其对应的饮片显微鉴别项内容同步进行规范

完善。 

中

药

标

准

处 

3 

补充和完善薄层鉴别并

编写相应的图谱集（拟从

下列品种中遴选 100 种

进行研究，研究结果编制

第四册《图谱集》。目前

无 TLC 鉴别项的品种：九

里香、干漆、小通草、马

钱子粉、石韦、白扁豆、

丝瓜络、地枫皮、当药、

灯盏细辛（灯盏花）、青

葙子、玫瑰花、松花粉、

荔枝核、韭菜子、莲房、

核桃仁、通草、桑枝、银

柴胡、橘核、半枝莲；目

前药典中已有的薄层色

谱鉴别项的品种：一枝黄

花、丁公藤、儿茶、土茯

苓、大皂角、大蒜、山楂

上海中药标准化

研究中心 

在“中国药典中药材薄层色谱彩色

图集（1-3 册）”的基础上，从中国

药典中遴选出 100 个药材品种，编

制中药材薄层色谱彩色图集第四

册。 

从中国药典中遴选出 100 个药材品种，收集不同产

地的药材，按照药典标准正文方法制备薄层色谱，

必要时也可收集易混淆品种及伪品药材纳入薄层色

谱，每个图谱选择-3 个品牌的商品薄层板考察对比

效果，编制中药材薄层色谱彩色图集第四册。 

中

药

标

准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叶、千里光、川牛膝、川

射干、广金钱草、小叶莲、

马勃、木芙蓉叶、木蝴蝶、

木鳖子、瓦松、片姜黄、

艾片、石斛、生姜、白头

翁、白茅根、白果、白屈

菜、瓜子金、冬凌草、地

黄、肉苁蓉、红芪、两面

针、皂角刺、沙苑子、沉

香、没药、苦木、苦玄参、

苦参、苦楝皮、罗布麻叶、

使君子、金荞麦、泽泻、

荆芥穗、胡黄连、砂仁、

洪连、铁皮石斛、拳参、

粉萆薢、海金沙、通关藤、

黄芩、黄蜀葵花、菟丝子、

梅花、常山、猪牙皂、淫

羊藿、续断、葶苈子、紫

花前胡、紫苏子、紫苏梗、

紫珠叶、黑豆、黑种草子、

锁阳、蓍草、蒲黄、雷丸、

滇鸡血藤、榼藤子、槟榔、

辣椒、橘红、檀香、瞿麦、

人工牛黄、九香虫、猪胆

粉、斑蝥）编写相应图谱

集，将已入图谱集存在问

题的图谱进行修订（枸杞

子、莱菔子、山药、何首

乌、蟾酥、艾叶） 

4 

采用 DNA 分子鉴定等方

法进行鉴别（红景天、金

银花、人参和西洋参、冬

虫夏草、泽泻）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 

根据大纲，继续研究建立专属性鉴

别方法，必要时采用特征图谱、DNA

分子鉴定等方法进行鉴别。 

确定品种目录，完成品种标准修订。 

中

药

标

准

处 

5 

逐步推广中药材成分整

体控制方法（共 59 个品

种：灵芝、三七、人参、

西洋参、薏苡仁、五味子、

牡丹皮、白芍、当归、桂

枝、肉桂、茯苓（吴婉莹

和王智民合作）、桔梗、

延胡索、附子、蒲黄、钩

藤、桃仁、巴戟天、金银

花、陈皮、黄连、牛膝、

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 

对药效成分基本明确的50种大宗中

药材开展指纹图谱和多成分含量测

定研究，将条件成熟的收入药典，

逐步推广中药材成分整体控制方

法，全面提升常用中药材有效性控

制水平，从源头上保障中药的有效

性。 

对于专题申报的中药材品种及其饮片的标准研究建

立整体控制项目。 

中

药

标

准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天麻、黄芩药材及饮片、

槐花、何首乌、蒲公英、

升麻、拳参、山楂、川贝

母、黄芪、麦冬、银杏叶、

黄柏、关黄柏、青葙子、

青蒿、肉苁蓉、白鲜皮、

远志、红花、姜黄药材及

饮片、南五味子、夏枯草、

干姜药材及饮片、重楼药

材和饮片、穿心莲药材及

饮片、蟾酥药材和蟾酥

粉、桑白皮药材和饮片、

火麻仁、紫花地丁、马鞭

草、鸦胆子、地黄、熟地

黄、黑种草子、核桃仁） 

6 

完善饮片标准（修订性状

187 个品种，水分 56 个

品种，灰分 27 个品种，

杂质 2 个品种，浸出物

12 个品种） 

暨南大学 

针对中药饮片全产业链的质量顽

疾，为了加强饮片的质量控制和市

场监管，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完善

饮片标准体系，发挥标准环节的具

体作用，根据现版药典各饮片品种

的质量标准状况，对各项检测项目

进行补充、修订和提高。 

牵头专业委员会委员制定遴选原则。 

遴选组建饮片工作组。 

制定饮片标准特色项目研究指导原则及饮片标准制

定技术要求。 

落实药典编制大纲精神拟定需完善的饮片品种，对

相关项目进行增订、修订。 

中

药

标

准

处 

7 

重点完善和规范饮片炮

制方法（共 8 个品种清半

夏、远志、重楼以及红花

等花类、人参叶等叶类、

西青果、急性子等果实种

子类、荆芥穗等花穗类饮

片品种） 

暨南大学 完善规范饮片炮制方法 

落实药典编制大纲精神拟定需完善的饮片品种， 

在保证中药饮片品种正确生产与应用的前提下，针

对于不规范、不完善的饮片炮制方法。进行研究验

证的基础上予以完善和修正。 

完成品种（清半夏、远志、重楼等饮片以及红花等

花类、人参叶等叶类、西青果、急性子等果实种子

类、荆芥穗等花穗类等饮片品种） 

中

药

标

准

处 

8 

药材及饮片的性状修订

（共 10 个品种：当归、

党参、黄芪、白术、白芍、

山药、枳壳、木瓜、浙贝、

延胡索） 

暨南大学 

制定药品标准中饮片新规格相关性

状增修订原则。 

完成品种研究与修订。 

制定药品标准中饮片新规格相关性状增修订原则。 

筛选研究品种。完成标准制定研究（当归鲜货无硫

加工饮片，当归（切圆片）、全当归、当归头、当

归尾切片；党参、黄芪、白术、白芍、山药等鲜货

无硫加工饮片；枳壳、木瓜（饮片增加浸出物）、

何首乌（增加研究何首乌和制何首乌的鉴别方法）、

浙贝、延胡索等产地加工片） 

中

药

标

准

处 

9 

研究建立符合饮片特点

的含量测定，逐步建立饮

片成分整体控制方法（共

3 个品种：苦杏仁、燀苦

杏仁、炒苦杏仁等毒性饮

片的含量测定方法及限

度标准；研究建立及修订

“生熟异治”的女贞子、

北京中医药大学 

根据饮片炮制研究成果，研究并建

立符合饮片特点的含量测定方法，

着力研究“毒性” 、“生熟异治”

等中药饮片有别于中药材的关键质

量指标，并建立相关指标成分的含

量测定；依据中药整体成分发挥作

用的特点，进行指纹图谱和多成分

含量测定研究并建立标准，提升饮

共 3 个品种：苦杏仁、燀苦杏仁、炒苦杏仁等毒性

饮片的含量测定方法及限度标准；研究建立及修订

“生熟异治”的女贞子、酒女贞子；人参、红参等

饮片的含量测定方法及限度标准。 

中

药

标

准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酒女贞子；人参、红参等

饮片的含量测定方法及

限度标准。） 

片有效性的控制方法。 

10 

研究饮片炮制前后产生

变化，建立专属性鉴别

（共 4 个品种：姜黄连、

盐黄柏、酒女贞子、红参） 

北京中医药大学 
建立饮片与药材有所区别的薄层鉴

别或特征图谱。 

建立姜黄连、盐黄柏、酒女贞子、红参等饮片的专

属性鉴别方法。 

中

药

标

准

处 

11 

倒挂中药材品种（具体品

种：猴耳环、绞股蓝、头

花蓼等） 

北京大学医学院 

增加收载现版药典收载或拟收载中

成药处方药味中未收入药典的中药

材标准。 

制定药典新增中药材品种原则。 

系统评估倒挂品种，做好新增品种质量标准研究工

作。 

中

药

标

准

处 

12 

中药材采收加工方法修

订指导原则及药材性状

的增修订 

上海中医药大学 

制定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评价方法

和指导原则。 

把中药材采收和产地加工纳入科学

化、法制化轨道。收载和规范中药

材趁鲜切片直接干燥的产地加工方

式。 

收载符合上述指导原则的品种，针

对于部分传统采收加工方法落后，

药材难以干燥且长时间干燥过程中

易霉变或导致成分明显下降的中药

材以及对传统采用硫磺熏蒸改用产

地无硫加工方法的中药材进行研究

收载。 

制定中药材采收加工技术评价方法和指导原则。 

对符合上述指导原则的品种明确目录，对目录品种

进行研究并完善标准内容。 

中

药

标

准

处 

13 

在研究阐明“毒性”、“生

熟异治”的药效、毒理成

分基础上，建立中药饮片

有别与中药材的专属性

鉴别或/和含量测定。（具

体品种：甘遂/醋甘遂，

吴茱萸/制吴茱萸，细辛、

人参/红参、苦杏仁/燀苦

杏仁/炒苦杏仁、女贞子/

酒女贞子、黄连/姜黄连、

黄柏/盐黄柏） 

上海中药标准化

研究中心 

着力研究“毒性” 、“生熟异治”

等中药饮片有别于中药材的专属性

鉴别、含量测定指标。 

确定品种，对于毒性成分饮片规格、生熟异治品种

在饮片标准工作同时研究建立相关指标完善标准。 

中

药

标

准

处 

14 
贵细类药材饮片专属性

鉴别方法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对于贵细饮片、易混饮片、市场掺

假染色增重等现象较严重的饮片，

建立专属性强的鉴别方法，防止假

冒伪劣。 

选择冬虫夏草、西红花、鹿茸、人参、西洋参、、

阿胶、鹿角胶、龟甲胶等品种，建立专属性强的鉴

别方法（包括特征图谱技术、PCR 技术等） 

中

药

标

准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处 

15 

薄层鉴别用对照药材提

取物的研制和应用（共

16 个品种：土荆芥、荆

芥穗、荆芥、薄荷、阿魏、

八角茴香、丁香；当归、

川芎、茯苓、黄芩、钩藤、

百部、川贝母、葶苈子、

酸枣仁）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根据大纲，全面推广以对照提取物

为对照的薄层鉴别或特征图谱鉴

别。 

确定品种，完成标准制修订。 

中

药

标

准

处 

16 

栽培药材及相应饮片显

微鉴别特征变化研究（共

6 个品种：防风、石斛、

广藿香、苦参、甘草、半

夏）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生长环境条件的改变，栽培品对于

野生品显微鉴别特征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影响标准的执行。在充分调

查和研究基础上，保证中药材品种

正确生产与应用的前提下，进行修

订完善。 

建立栽培中药材显微特征合理性的评估确认指导原

则。 

保证中药材品种正确生产与应用的前提下，进行修

订完善所选定品种的标准。 

中

药

标

准

处 

17 

中国药典中 50 个中成药

的薄层鉴别色谱图集的

研究、制作和编制。 

广州市药品检验

所 

在“中国药典中成药薄层色谱彩色

图集（1）”的基础上，从中国药典

中遴选出 50 个中成药品种，编制中

药材薄层色谱彩色图集第四册。 

从中国药典中遴选出 50 个中成药品种，每个中成药

品种收集 3-5 个不同企业生产的样品，采用《中国

药典》2015 年版该品种项下规定的薄层色谱鉴别方

法进行实验，选择 1-3 个品牌的商品薄层板制作图

谱，编制中成药薄层色谱彩色图集第 2 册。 

中

药

标

准

处 

18 
含人工牛黄制剂质量控

制方法专项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改变目前含人工牛黄制剂中人工牛

黄质量控制较为薄弱的局面，通过

加强对含人工牛黄制剂中人工牛黄

质控手段，来有效保证该类药物的

临床疗效和用药安全。 

在人工牛黄及其原料质量标准提高基础上，对含人

工牛黄的制剂增订专属性较强的 TLC 鉴别项和含量

测定项，全面提高质量标准。 

中

药

标

准

处 

19 
中成药系列品种关键技

术研究 

浙江省食品药品

检验研究院 

部分中成药系列品种存在检测项目

和指标、检测方法、含量限度不统

一甚至不合理的情况，应进行统一

研究，整体提高。同时也要针对不

同剂型的自身特点，考察指标选择

的依据和规范，对于处方和制法中

的不规范问题还需进行历史沿革的

考察进行规范统一。 

研究制定中成药系列品种关键技术指导原则的制

定；选择百合固金系列品种、小儿热速清系列品种

进行示范性研究，修订并统一系列品种质量标准，

并考察用特征图谱同时鉴别多味药材，提升一批中

成药系列品种的整体质量控制水平。 

中

药

标

准

处 

20 

薏苡仁等各论品种中真

菌毒素检查项增订专项

研究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目前药典各论中中仅对柏子仁等 19

个品种规定了黄曲霉毒素 B1、B2、

G1 和 G2 的检查项和限度。 

拟对人参、三七、黄芪、党参、当归和土鳖虫，脑

立清丸、人参养荣丸、人参健脾丸、金水宝胶囊、

百令胶囊等品种建立黄曲霉毒素检查项，对薏苡仁、

瓜蒌皮等品种建立玉米赤霉烯酮检查项。 

中

药

标

准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1 

中药中外源性有害物质

残留风险评估技术体系

的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近十余年来很多单位重视中药检测

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检测方法的相

关经验以及大量的检测数据，迫切

需要用风险评估的科学方法将这些

数据加以总结，对这些检测方法、

指导原则以及所建立的国家药典中

相关限量标准进行梳理，形成中药

外源性有害物质残留风险评估体

系。 

 

建立符合中药使用特点的毒性物质安全性评价方法

体系。统筹国家药典中相关限量标准建立、检测方

法研究、指导原则的起草等工作。对国家药典公布

的正文、附录的相关限量标准、检测方法、指导原

则，进行梳理、回顾，提高或者废除，形成健康有

序的标准形成及退出机制，为形成应对国家突发药

品安全事件评估机构发挥作用，为风险交流提供畅

通的平台。 

中

药

标

准

处 

22 
制定增收中药饮片指导

原则 

暨南大学、中国

中医科学院 

根据大纲，根据临床需求，适当增

加全国普遍使用的来源明确、炮制

工艺科学、合理的饮片品种。 

制定新增炮制品规格的原则，确定评价新增饮片全

国临床使用普遍程度、饮片炮制工艺科学性、合理

性的原则标准。 

中

药

标

准

处 

23 
制定规范饮片名称指导

原则 
暨南大学 

对本版药典收载的所有饮片梳理，

全面规范饮片名称。 

对于个别饮片名称虽然不规范，但

中医临床已约定俗成的要酌情处理

（如有些饮片在药材名称后加

“片”）。 

制定调整全国临床使用饮片名称实施细则；制定调

整全部中成药品种处方名称规范实施细则。制定规

范名录；完成名称规范；协调全国临床用药。 

中

药

标

准

处 

24 
中药材产地与采收期确

定指导原则编制 

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 

根据大纲，对于存在明显的产地依

赖性和对生长年限要求严格的中药

材，要明确产地、采收期和采收年

限。 

制定中药材年限、产地区别评估与标准落实指导原

则。 

中

药

标

准

处 

25 
部分藏药标准提高相关

药材与基原对照研究 

江西省药品检验

检测研究院 

针对藏药国家标准品种的原动、植

物、药材。分年度逐步开展整理，

理清基源。 

明确年度数量，工作指标包括标本及民族药彩色图

谱--藏药部分，最后汇总出版。 

中

药

标

准

处 

26 
部分蒙药标准提高相关

药材与基原对照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药

品检验研究院、

内蒙古民族大学 

针对蒙药国家标准品种的原动、植

物、药材。分年度逐步开展整理，

理清基源。 

明确年度数量，工作指标包括标本及民族药彩色图

谱--蒙药部分，最后汇总出版。 

中

药

标

准

处 

27 
蒙药标准提高相关医药

基本名词术语规范 

内蒙古自治区药

品检验研究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 

《民族药标准提高相关医药基本名

词术语规范》蒙药部分是做好蒙药

标准提高工作的基础，涉及处方、

医学相关项目的规范与修正。 

根据蒙药分册内容所涉及的药材、成方制剂品种（限

于国家标准（包括部颁（民族药分册）、局颁标准

品种）完成规范。 

中

药

标

准

处 

28 
部分维药标准提高相关

药材与基原对照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食品药品检验

所 

针对维药国家标准品种的原动、植

物、药材。分年度逐步开展整理，

理清基源。 

明确年度数量，工作指标包括标本及民族药彩色图

谱--维药部分，最后汇总出版。 

中

药

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准

处 

29 
维药标准提高相关医药

基本名词术语规范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食品药品检验

所 

《民族药标准提高相关医药基本名

词术语规范》维药部分是做好维药

标准提高工作的基础，涉及处方、

医学相关项目的规范与修正。 

根据维药分册内容所涉及的药材、成方制剂品种（限

于国家标准（包括部颁（民族药分册）、局颁标准

品种）完成规范。 

中

药

标

准

处 

30 
藏药标准提高之相关名

词术语规范 

青海省药品检验

检测院 

《民族药标准提高相关医药基本名

词术语规范》藏药部分是做好藏药

标准提高工作的基础，涉及处方、

医学相关项目的规范与修正。 

根据藏药分册内容所涉及的药材、成方制剂品种（限

于国家标准（包括部颁（民族药分册）、局颁标准

品种）完成规范。 

中

药

标

准

处 

31 
骨肽类药品有效性物质

基础的研究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已有国家标准的有：骨肽注射液

（WS1-XG-035-2000）、复方骨肽注

射液（WS1-XG-007-2002）、骨瓜提

取物注射液[WS-10001-（HD-1378）

-2003] 、 鹿 瓜 多 肽 注 射 液

（WS1-XG-002-2002-2005）；现仍

为注册标准的有：注射用骨肽、注

射用复方骨肽、注射用鹿瓜多肽、

注射用骨瓜提取物等，但标准过于

简单，与有效性相关的物质基础不

明确。标准对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可控性差。通过本课题，对骨肽

类药品有效性物质基础进行深入研

究，制订可行的质控方法。 

骨肽类药品绝大部分为注射剂，属脏器类药品，具

有抗炎镇痛作用，临床上主要用于促进骨折愈合等

治疗。被国家人社部列入 2017版国家医保目录。目

前的国家标准和注册标准中没有对动物来源和原材

料进行质量控制，没有原液/原料标准，注射剂标准

中缺少有效性和安全性控制项目。通过联合高校、

行业协会和生产企业共同研究，增订整个生产工艺

的质量控制要求，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加强动物

种属来源的控制，通过各种抗炎镇痛骨折愈合的动

物模型和促骨细胞增长的体外活性测定方法的试

验，建立适合骨肽类药品的生物活性方法。建立个

各品种的特征图谱，以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建立单

核细胞激活试验方法探索替代家兔热原试验的可行

性。同时，加强对该类产品的物质基础的研究。通

过本课题的研究，为生化药注射剂的标准提高提供

示范。 

化

药

标

准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32 
生化药品无菌制剂无菌

保障评价标准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生化药品无菌制剂是我国重要无菌

产品，生产企业众多，临床应用广

泛。生化类制剂由于自身独特的起

始原材料和复杂的制造工艺，无菌

保障十分困难。基于中国药典逐步

从终产品检查向过程控制转变的发

展趋势，对于注射用生化制剂这一

高风险产品进行无菌保障评价标准

进行研究，提高生化制剂的无菌保

障水平，降低微生物污染风险十分

必要。我国生化类制剂生产技术多

起源于传统工艺，无菌保障意识薄

弱，无菌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相当

长时期以来依赖于终产品无菌检查

结论释放产品，其微生物污染风险

居高不下。出于生化类产品保持生

物活性的需要，大多不宜采用 F0﹥8

较为可靠的热力灭菌工艺，而过滤

除菌工艺技术复杂、中间控制节点

多，无菌工艺合理性评价欠缺。

USP<1229>设有专门的无菌保障章

节提高产品基于过程控制的无菌保

障水平，《中国药典》直到 2015 年

版没有关于无菌保障的专门章节，

其中的灭菌法（通则 1201）多年未

修订。生化类制剂由于本身成份的

复杂性和较高的临床不良反应率，

以生化类无菌制剂为突破口，借鉴

国际上的管理经验率先开展无菌保

障评价标准研究，以改善产品质量

和促进生化制药工业的健康发展，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对 USP、EP 以及美国 FDA 等相关管理制度要

求的文献研究，结合我国生化制药企业的实际情况

调查，重点开展注射用生化制剂生产企业污染微生

物菌库建设、生化类产品污染微生物溯源调查能力

评估、生化料液微生物荷载监控及标准合理性评价、

生化产品除菌过滤工艺验证等关键技术研究，提出

符合我国实际需求的生化药品无菌制剂无菌保障监

管方案。为中国药典增订“生化药品无菌制剂无菌

保障指导原则”、“生化药品无菌制剂无菌保障技

术指南”或相关管理规定提供科学依据，推动我国

生化药品无菌保障的标准化体系建设。 

化

药

标

准

处 

33 

药品质量风险及药品生

命周期管理指导原则建

立研究 

清华大学 
研究制订《药品质量风险及药品生

命周期管理指导原则》 

参照 ICH 质量体系框图，借鉴 FDA、欧盟等药品监管

制度的先进经验，通过调研我国医药行业现状及特

色，基于科学和风险评估方法，制定药品质量风险

及药品生命周期管理指导原则 

业

务

综

合

处 

34 药物共晶控制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解决药物共晶及其制剂的定性定量

分析问题，研究制定药物共晶及其

制剂的质控方法 

利用多种分析方法对药物共晶进行分析，为药物共

晶质量控制指导原则的制定积累相关数据 

业

务

综

合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35 

中药中有害物质痕量残

留检测分析质量控制指

导原则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河北

省药品检验研究

院 

制订《中药中有害物质痕量残留检

测分析质量控制指导原则》 

修订已有《中药中有害物质痕量残留检测分析质量

控制指导原则》（试行），完善后收入药典通则 

业

务

综

合

处 

36 
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

度评价系统提升研究 

国家药典 -沃特

世联合开放实验

室 

升级中药色谱指纹图谱相似度评价

系统 

1．整理指纹图谱案例，提出软件改进方案，联合浙

江大学，将软件各项功能升级； 

2．将基础功能完善后的软件交于国内外质量标准研

究单位使用，发放反馈意见表，并请使用单位予以

评价，收集反馈意见，反复磨合，使最终版软件具

有科学性、合理性和便捷性。 

3．结合指纹图谱开发过程及软件使用进行实际操作

培训，帮助药学研究工作者以及药品检验人员更好

使用该软件，推广指纹图谱质量标准的应用范围以

及指纹图谱软件的应用范围。 

业

务

综

合

处 

37 
中药指纹/特征图谱测定

方法验证指导原则 

国家药典 -沃特

世联合开放实验

室 

制订中药指纹/特征图谱测定方法

验证指导原则 

1．指导原则中明确中药指纹图谱系定义、分析对象、

研究内容； 

2．指导原则中明确指纹图谱和特征图谱各自的定

义、适用范围、检测指标、方法学研究的内容以及

合理的使用范围； 

3．现代分析技术发展，将会有新的检测技术引入指

纹/特征图谱研究中，指导原则中提出相应的研究建

议； 

4．指导原则中所规定各个项目内容均用 2～3 实例

证明其可行性。 

业

务

综

合

处 

38 
维生素 D 含量测定法（二

维色谱法） 

福建省食品药品

质量检验研究院 

维生素 D 含量测定方法增加住切换

色谱法 

建议与 2017 年标准提高课题“维生素 D 测定法 第

四法”起草单位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共同探

讨课题相关类似内容；“二维液相色谱法”修改为

“柱切换液相色谱法” 

业

务

综

合

处 

39 

设计、开发及验证生物活

性检测方法的关键技术

研究及其指导原则制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建立生物活性检测方法设计、开发

及验证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并制定

相关指导原则。 

一、生物测定分析方法关键技术研究(定量和定性分

析研究;定量分析模型的研究) 

二、建立生物测定方法开发、设计及验证指导原则

(生物活性评价方法设计、开发;生物测定方法验证

内容) 

业

务

综

合

处 

40 

微生物全基因组核酸测

序技术用于药品质量控

制指导原则的建立 

上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 

以药品生产、检验和环境监控中的

常见细菌为对象，建立全基因组核

酸测序方法及标准核酸序列，用于

微生物菌株的精准鉴定、分型和溯

源。 

通过系统研究样本的前处理方法、文库构建策略及

测序读长、测序深度、测序质量等特征性技术参数，

形成规范化的细菌全基因组核酸测序方法，实现全

基因组测序技术在近缘菌株精准鉴定中的有效应

用，保障菌株遗传背景、鉴定和溯源结果的准确可

靠，提升药品质量与安全。 

业

务

综

合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41 中药通用性指导原则 上海中医药大学 

通过完成《中药通用性指导原则》，

为保证中药制剂质量均一、一致、

稳定提供参考。 

    根据 GAP 相关内容开展调研，探讨中药材产地、

种植环境、采收期、加工方式、储存等多种因素与

中药材的关键质量属性之间的相关性，并制定指导

原则，充分保证中药材采收、加工过程中质量的稳

定性、均一性及一致性。 

    根据 GMP 相关内容开展调研，探讨中药材炮制、

提取、浓缩、干燥、制剂、包装等中药制剂生产全

过程中的物料、中间体、工艺参数等与中药制剂关

键质量属性的相关性，制定指导原则，充分保证中

药制剂生产过程中质量的稳定性、均一性及一致性。 

    根据 GSP 相关内容开展调研，探讨中药制剂在

储存、运输、使用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与中药制剂

关键质量属性之间的相关性，充分保证中药制剂流

通过程中质量的稳定性、均一性及一致性。 

业

务

综

合

处 

42 

激 光 诱 导 击 穿 光 谱

（LIBS）鉴别原料药、辅

料中金属元素应用研究 

B&W TEK 公司 

（1）选取含多种含金属元素的原料

药或药用辅料为模型，建立某些金

属元素的 LIBS 鉴别方法 

（2）将建立的 LIBS 鉴别方法应用

于含金属元素的原料药、药用辅料

和制剂的鉴别中。 

（3）通过研究，积累实验数据（LIBS

图）和应用实例，对建立的方法进

行验证，拟定适宜于某些元素定性

分析的通则方法，收载入中国药典。 

（1）建立 LIBS 光谱法鉴别原料药和药用辅料中金

属元素 

（2）建立的 LIBS 光谱法鉴别药物制剂中金属元素 

（3）尝试结合化学计量学，优化 LIBS 光谱鉴别法 

业

务

综

合

处 

43 
药用橡胶种类专属性鉴

别方法研究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药用橡胶材料用于直接接触各类药

物制剂的包装，是药品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是对于不同橡胶胶种的鉴

别，比如药用卤化橡胶中药用氯化

橡胶和药用溴化橡胶的鉴别，以及

异戊二烯橡胶与其他橡胶胶种的鉴

别等，现有的鉴别方法专属性均较

差，不能有效地鉴别出不同的橡胶

种类，有必要建立专属性强的药用

橡胶胶种的鉴别方法，旨在指导药

用胶塞生产企业在使用药用橡胶原

料和药品生产企业在使用药用橡胶

塞时对所用橡胶胶种进行严格把

关，规范该类产品的生产和质量控

制，确保药品安全。 

在收集足够代表性的药用橡胶和药用橡胶塞的基础

上，参考国内外有关技术要求，制定药用橡胶胶种

的鉴别方法，验证方法的可靠性和科学性，确保该

类产品的质量，保证此类药用包装材料的安全性。 

业

务

综

合

处 

44 
重组人细胞因子类产品

质控替代方法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建立重组人 EPO，重组人表皮生长因

子生物学活性报告基因检测法。建

立 EPO 产品等电点测定新方法 

实验方法优化和验证，限度标准的制定。 

生

物

制

品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标

准

处 

45 电泳法和肽图法（修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修订现有通则方法，完善方法的通

用性 
实验方法优化。 

生

物

制

品

标

准

处 

46 

单抗分子变异体测定法

（CE-SDS 法）优化及单

抗中聚山梨酯残留量测

定法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单抗分子变异体测定法（CE-SDS 法）

优化及单抗中聚山梨酯残留量测定

法建立 

实验方法优化和验证。 

生

物

制

品

标

准

处 

47 
疫苗各论体例整合与规

范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完善品种体例的系统性和规范性 各论之间以及与国际标准体例的对比研究 

生

物

制

品

标

准

处 

48 
治疗性生物制品体例整

合与规范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规范和完善品种分类及通用名 各论之间以及与国际标准体例的对比研究 

生

物

制

品

标

准

处 

49 
生物制品生产用菌毒种

管理规程修订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重大修订 重新分类，增加质量控制内容 

生

物

制

品

标

准

处 

50 
抗毒素抗血清制品总论

建立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新建总论 整合免疫血清生产用马匹检疫和免疫规程 

生

物

制

品

标

准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处 

51 人用疫苗总论 
中国食品药品检

定研究院 
总论增修订 完善标准物质、联合疫苗等相关要求 

生

物

制

品

标

准

处 

52 

生物制品分批、分装、冻

干、包装及贮藏运输规程

修订 

中生集团 
与现行疫苗流通管理办法及 GMP 协

调一致 
修订、整合 

生

物

制

品

标

准

处 

53 
生物制品国家标准物质

制备和标定规程修订 

四川省食品药品

检验检测院 

与四部 “国家标准物质通则”和“国

家标准物质制备的指导原则”协调

统一 

国内外相关要求的差异分析，提出进一步修订意见

和建议（协调统一或物质需特直接与四部相关要求

对接）。 

生

物

制

品

标

准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54 

高效薄层色谱技术破解

中药参假造假潜规则平

台建立及示范性研究 

广州市药品检验

所 

薄层色谱技术在药品，作为最简便

有效的手段之一，尤其是中药的真

伪鉴别，掺伪、造假、染色等检查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市场信息与疑似样品的收集、实验方案的制定。

在日常检验工作中，注意收集有关中药掺假、造假

信息；收集检验中观察到的异常现象和数据；收集

疑似样品；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实验

方案。在标准研究工作中，除按照国家药品标准提

高科研立项任务单要求完成药品标准的起草工作

外，注意收集在标准起草中观察到的异常现象和数

据，购买市场上多批多企业的样品，通过比较研究，

找寻不同批次、不同企业和不同来源样品间的差异，

分析差异发生的原因，研究中药掺假造假的检验方

法。 

2、样品的筛查 

（1）样品预处理；（2）点样；（3）展开；（4）

检视；（5）分析与判断。 

3、补充检验方法的建立与应用 

（1）补充检验方法的起草；（2）补充检验方法的

复核；（3）补充检验方法的上报；（4）颁布的补

充检验方法的应用。 

宣

传

交

流

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关于增设济南航空口岸为药品进口口岸

的公告（2018 年第 36 号）

原文：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368.html                   发布时期: 2018-06-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增设济南航空口岸为

药品进口口岸。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除《药品进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十条规定的药品外，其他进口药品（包括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可经由济南航

空口岸进口。 

  二、增加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口岸药品监督管理局，由其承担济南

航空口岸药品进口备案的具体工作。 

  三、增加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为口岸药品检验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开始承担济南航空口岸的药品口岸检验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1.济南航空口岸药品监督管理局联系方式 

     2.济南航空口岸药品检验所联系方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 

2018年 6月 12日 

2018年第 36号公告附件 1.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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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 36号公告附件 2.doc 

附件 1  济南航空口岸药品监督管理局联系方式 

 

 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地  址 济南市经十路 16122号 

邮  编 250014 

电  话 0531-88562041 

传  真 0531-88562042 

联系人 武海军 

 
 

附件 2   济南航空口岸药品检验所联系方式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地  址 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2749号 

邮  编 250101 

电  话 0531-81216507 

传  真 0531-81216534 

联系人 程春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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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关于增设长沙航空口岸                       

为药品进口口岸的公告（2018 年第 37 号） 

原文：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8369.html                   发布时期: 2018-06-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增设长沙航空口岸为药品进口口岸。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除《药品进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条规定的药

品外，其他进口药品（包括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可经由长沙航空口岸进口。 

  二、增加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口岸药品监督管理局，由其承担长沙航空口岸药品进

口备案的具体工作。 

  三、增加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为口岸药品检验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湖南省药品检验

研究院开始承担长沙航空口岸的药品口岸检验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1.长沙航空口岸药品监督管理局联系方式 

     2.长沙航空口岸药品检验所联系方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海关总署 

2018年 6月 12日 

2018年第 37 号公告附件 1.doc 

2018年第 37 号公告附件 2.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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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沙航空口岸药品监督管理局联系方式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地  址 长沙市岳麓区金星北路 469号 

邮  编 410013 

电  话 0731-88633331 

传  真 0731-88633335 

联系人 曾三平 

 

 

附件 2  长沙航空口岸药品检验所联系方式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八一路 60号 

邮  编 410001 

电  话 0731-82275827 

传  真 0731-82275827 

联系人 李昌亮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性要求（试行）》的通

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48          发布日期：2018-6-22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

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号）精神，推动药品注册技术标

准国际接轨，促进仿制药研发和生产水平的提升，提高药品注册及审评审批技术

要求，我中心起草制定了《化学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性技术要求（试行）》，

现予以发布，供申请人参考。 

特此通知。 

                                  

                                  

                                  

                                  

                                                                

                                                         药审中心 

                                  

                                  

                          2018年 6月 22日 

附件 1 ： 化学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性要求.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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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化学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性要求（试行）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号）精神，推动药品注册技

术标准国际接轨，促进仿制药研发和生产水平的提升，我中心结合国际相关技术

指南以及我国仿制药生产的现状，特制定化学药品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的一般

性要求。 

注册批是指能够代表拟定的商业化生产工艺生产并用于注册申报的批次，其

产品质量须与商业化生产产品一致。一般情况下，用于正式稳定性研究的批次可

作为注册批，注册批的生产与拟商业化生产的生产场地（具体至生产线）和设备

原理应保持一致。不同制剂类型的具体要求如下： 

1.口服制剂：（1）普通片剂/胶囊剂（如速释片剂或胶囊剂等）：注册批三

批均应至少达到拟定商业化生产规模的10%或100,000制剂单位，两者中选更多的。

（2）散剂/溶液剂/混悬剂/颗粒剂/糖浆剂：注册批三批均应至少达到拟定商业

化生产规模的10%。（3）缓控释片剂/胶囊：注册批三批均应该至少达到100,000

制剂单位，建议注册批生产规模与拟定商业化生产规模一致。 

2.注射剂/局部用无菌制剂（眼用和耳用制剂）：注册批三批中的两个批次

应至少达到（1）拟定商业化生产规模的10%；或（2）如果每瓶/支的灌装量大于

2.0ml，则为50L/批，如果灌装量不超过2.0ml，则为30L/批；上述（1）或（2）

应选择批量更大的（包装后）。申请人申报多种灌装规格（如1 mL、2 mL和3 mL）

时，建议批量应至少达到50L。第三个批次可以低于拟定商业化生产规模的10%，

但应至少达到注册批最大批量的25%（包装后）。 

3.特殊注射剂（如脂质体、微球、胶束等）/吸入气雾剂/吸入粉雾剂：建议

注册批生产规模与拟定商业化生产规模一致。 

4.透皮贴剂：注册批三批均应至少达到拟定商业化生产规模的10%（包装后），

或者25,000个制剂单位（每种规格），两者中选更多的。对于骨架型产品，以透

皮贴片大小（表面积）来确定不同规格时，建议申报时提交采用三批骨架层生产

的贴片研究数据。 

5.乳膏剂/软膏剂/凝胶剂/栓剂：对于非无菌制剂，注册批三批均应至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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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00kg或者拟定商业化生产规模的10%，两者中选更多的（包装后）。 

6.其他：对于本文未涉及的其他制剂类型，其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可参照

相关国际通行技术指南执行。对于以下情况，其仿制药注册批生产规模可低于上

述要求：（1）经国家相关部门确定为用于罕见病治疗的药物制剂；（2）按国家规

定进行管制的药物制剂。 

如有其它特殊原因（商业因素除外）无法满足上述基本要求的，建议申报前

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 

 

参考文献： 

1.ICH Q1A(R2): Stability Testing of New Drug Substances and Products. 

February, 2003. 

2.化学药物（原料药和制剂）稳定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修订）。 

3.中国药典（2015年版四部指导原则9011）：药物制剂人体生物利用度和生

物等效性试验指导原则。 

4. FDA (May 2014), Guidance for Industry ANDAs Stability Testing of 

Drug Substances and Products Questions and Answers. 

5.WHO Technical Report Series, No. 953, 2009. Annex 2 Stability 

testing of active pharmaceutical ingredients and finishe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6.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申报资料要

求（试行）的通告（2016年第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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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审中心关于征求“含可待因类感冒药说明书修订要求”意见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563          发布日期：2018-6-27 

 

近期，美国 FDA 梳理了阿片类药物（尤其是可待因和氢可酮）用于儿童镇咳的

治疗背景、临床应用趋势、严重不良反应及滥用情况。经专家论证会表决，认为

含有可待因及氢可酮的感冒镇咳药在 18 岁以下人群中使用其风险高于获益，要

求将含可待因或氢可酮的阿片类感冒镇咳处方药适应症范围限制在 18 岁及以上

成人。 

       为了更好的保证患者用药安全有效，借鉴国际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策略及

风险信息，我中心也召开了专家会进行论证，拟决定将含阿片类成分的用于感冒

或过敏引起咳嗽的药物禁用于 18 岁以上成人、禁用于 18 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 

       本说明书修订要点是基于当前的认识，希望广泛听取相关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征求意见时间为 1 个月。 

       联系人：孙艳喆：sunyzh@cde.org.cn 

附件 1 ： 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修订要求.doc  

 

 

附件  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修订要求 

在《总局关于修订含可待因药品说明书的公告（2016年第 199号）》基础上，

现将含可待因药品说明书进一步修订要求公布如下： 

一、【禁忌症】增加以下内容：“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 

二、【儿童用药】增加以下内容：“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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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五批）的通

告（2018 年第 49 号）

 
  原文： http://cnda.cfda.gov.cn/WS04/CL2050/229609.html             发布时期: 2018-6-28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核确定，现发

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五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五批）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6月 27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第 49号通告附件.doc 
  

 

 

附件  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五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5-1 
盐酸司来吉兰

片 

Selegil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咪多吡 

5mg 片剂 
Orion 

Corporation 
原研进口  

15-2 
酮咯酸氨丁三

醇片 

Ketorolac 

Tromethamine  

Tablets 

10mg 片剂 

MYLAN 

PHARMACEUTIC

ALS INC 

美国橙皮书  

15-3 布南色林片 
BlonanserinTabl

ets/洛珊 
4mg 片剂 

Sumitomo 

Dainippon 

Pharma Co.，

Ltd 

原研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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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5-4 
阿莫西林分散

片 

Amoxicillin 

Dispersible 

Tablets/Clamoxy

l 

1g 
片剂（分

散片） 

Laboratoire 

GlaxoSmithKl

ine  

欧盟上市（上

市国：法国，

产地：法国） 

 

15-5 格列齐特片 
Gliclazide 

Tablets/Diaprel 
80mg 片剂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爱沙尼亚上市

（产地：法国

或爱尔兰） 

 

15-6 头孢拉定胶囊 

Cefradine 250mg 

Capsules 

/泛捷复 

0.25g 胶囊剂 

中美上海施贵

宝制药有限公

司 

原研地产化  

15-7 
盐酸坦索罗辛

缓释胶囊 

Tamsulosin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

se Capsules/哈

乐 

1g 

胶囊剂 

（缓释胶

囊） 

安斯泰来制药

（中国）有限

公司 

原研地产化  

15-8 
克拉霉素缓释

片 

Clarithromycin 

Sustained-relea

se 

Tablets/Biaxin 

 

0.5g 片剂 
Mylan 

Healthcare Ca 

上市国家：加

拿大 
增补 

15-9 
氟氯西林钠颗

粒 

Flucloxacillin 

Sodium 

Granules/-- 

0.125g/5

ml（按

C19H17ClFN

3O5S计） 

颗粒剂 

Accord 

Healthcare 

Ltd 

欧盟上市（上

市国家：英国；

产地：爱尔兰） 

增补 

15-10 
奥美沙坦酯氢

氯噻嗪片 

Olmesartan 

Medoxomil and 

Hydrochlorothia

zide Tablets/复

傲坦® 

奥美沙坦

酯 20mg

与氢氯噻

嗪

12.5mg 

片剂 

第一三共制药

（上海）有限

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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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年第七期） 

原文: http://www.nifdc.org.cn/bzwz/CL0276/11221.html           2018 年 07 月 02 日 发布 
 

现发布 2018 年第七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 2个新品种，33

个即将换批品种的预计上市时间、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和 2个停用品种

名单，详见表 1、表 2、表 3、表 4。 

表 1 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01057 阿克他利 101057-201801 2018年第3季度

2 420053 吉美嘧啶 420053-201801 2018年第3季度

表 2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00122 醋酸地塞米松 100122-201707 2018年第3季度 

2 110787 芦荟苷 110787-201808 2018年第3季度 

3 110827 异欧前胡素 110827-201812 2018年第3季度 

4 110703 人参皂苷 Rg1 110703-201832 2018年第3季度 

5 110745 三七皂苷 R1 110745-201820 2018年第3季度 

6 111637 羟基红花黄色素

A 

111637-201810 2018年第3季度 

7 190109 1，3-丁二醇 190109-201802 2018年第3季度 

8 100728 盐酸阿呋唑嗪 100728-201802 2018年第3季度 

9 100897 培美曲塞二钠 100897-201803 2018年第3季度 

10 110717 靛玉红 110717-201805 2018年第3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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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0727 辛弗林 110727-201809 2018年第3季度 

12 111557 次野鸢尾黄素 111557-201703 2018年第3季度 

13 110736 芍药苷 110736-201842 2018年第3季度 

14 111692 甘油三油酸酯 111692-201806 2018年第3季度 

15 110748 α-香附酮 110748-201815 2018年第3季度 

16 100705 马来酸依那普利 100705-201805 2018年第3季度 

17 100889 盐酸曲美他嗪 100889-201803 2018年第3季度 

18 190096 枸橼酸三乙酯 190096-201802 2018年第3季度 

19 100284 吉非罗齐 100284-201803 2018年第3季度 

20 110710 桂皮醛 110710-201821 2018年第3季度 

21 100644 盐酸替扎尼定 100644-201802 2018年第3季度 

22 100629 替米沙坦 100629-201803 2018年第3季度 

23 111806 紫苏醛 111806-201806 2018年第3季度 

24 110707 水杨酸甲酯 110707-201815 2018年第3季度 

25 111636 正十八烷 111636-201804 2018年第3季度 

26 110753 绿原酸 110753-201817 2018年第3季度 

27 111510 愈创木酚 111510-201804 2018年第3季度 

28 100080 芦丁 100080-201811 2018年第3季度 

29 140715 脱氧核糖胞嘧啶

核苷酸钠（C）

140715-201803 2018年第3季度 

30 140716 脱氧核糖腺嘌呤

核苷酸钠（A）

140716-201803 2018年第3季度 

31 100939 盐酸伊托必利 100939-201803 2018年第3季度 

32 190071 羟苯苄酯 190071-201802 2018年第3季度 

33 190035 花生酸甲酯 190035-201802 2018年第3季度 

表 3 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00122 醋酸地塞米松 100122-201206 2018-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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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787 芦荟苷 110787-201507 2018-11-24 

3 110827 异欧前胡素 110827-201611 2018-11-24 

4 110703 人参皂苷 Rg1 110703-201731 2018-11-24 

5 110745 三七皂苷 R1 110745-201619 2018-11-24 

6 111637 羟基红花黄色素 A 111637-201609 2018-11-24 

7 190109 1，3-丁二醇 190109-201501 2018-11-24 

8 100728 盐酸阿呋唑嗪 100728-200501 2018-12-02 

9 100897 培美曲塞二钠 100897-201302 2018-12-02 

10 110717 靛玉红 110717-200204 2018-12-02 

11 110727 辛弗林 110727-201608 2018-12-02 

12 111557 次野鸢尾黄素 111557-200602 2018-12-02 

13 110736 芍药苷 110736-201741 2018-12-02 

14 111692 甘油三油酸酯 111692-201605 2018-12-02 

15 110748 α-香附酮 110748-201714 2018-12-02 

16 100705 马来酸依那普利 100705-201604 2018-12-09 

17 100889 盐酸曲美他嗪 100889-201302 2018-12-09 

18 190096 枸橼酸三乙酯 190096-201501 2018-12-09 

19 100284 吉非罗齐 100284-200602 2018-12-09 

20 110710 桂皮醛 110710-201720 2018-12-09 

21 100644 盐酸替扎尼定 100644-200401 2018-12-09 

22 100629 替米沙坦 100629-201202 2018-12-09 

23 111806 紫苏醛 111806-201605 2018-12-11 

24 110707 水杨酸甲酯 110707-201614 2018-12-11 

25 111636 正十八烷 111636-201303 2018-12-11 

26 110753 绿原酸 110753-201716 2018-12-11 

27 111510 愈创木酚 111510-201503 2018-12-11 

28 100080 芦丁 100080-201610 2018-12-16 

29 140715 脱氧核糖胞嘧啶核苷酸钠

（C） 

140715-201102 2018-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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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40716 脱氧核糖腺嘌呤核苷酸钠

（A） 

140716-201102 2018-12-22 

31 100939 盐酸伊托必利 100939-201702 2018-12-22 

32 190071 羟苯苄酯 190071-201501 2018-12-22 

33 190035 花生酸甲酯 190035-201001 2018-12-22 

表 4 近期停用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1 120916 薄荷 120916-201310 2018-6-15

2 121490 牡丹皮 121490-201102 2018-6-15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 新批次

标准物质（一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

不再对其进行质量监测，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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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清开灵注射剂和注射用益气复脉

（冻干）说明书的公告（2018年第 42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229649.html            2018 年 07 月 03 日 发布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

定对清开灵注射剂〔清开灵注射液、注射用清开灵（冻干）〕和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

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并对【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清开灵注射剂和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

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分别按照清开灵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 1）和注射用益

气复脉（冻干）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 2），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前报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各相关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上

述品种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上述品种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

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上述品种说明书。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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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清开灵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应增加警示语，内容应包括： 

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使

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

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二、【不良反应】项应当包括： 

过敏反应：皮肤潮红或苍白、皮疹、瘙痒、呼吸困难、心悸、紫绀、

血压下降、喉头水肿、过敏性休克等。 

全身性反应：畏寒、寒战、发热、高热、疼痛、乏力、多汗、水肿、

颤抖等。 

呼吸系统：鼻塞、喷嚏、流涕、咽喉不适、咳嗽、喘憋、呼吸急促、

呼吸困难等。 

心血管系统：心悸、胸闷、胸痛、紫绀、血压下降或升高、心律失常

等。 

消化系统：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腹泻等。 

神经精神系统：眩晕、头痛、烦躁、抽搐、惊厥、晕厥、震颤、意识

模糊、昏迷、口舌或（及）肢体麻木、嗜睡、失眠等。 

皮肤及其附件：皮肤发红、瘙痒、皮疹、斑丘疹、红斑疹、荨麻疹、

局部肿胀等。 

血管损害和出凝血障碍：黏膜充血、紫癜、静脉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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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部位：疼痛、红肿、皮疹、瘙痒等。 

其他：面部不适、耳鸣、流泪异常、视觉异常、眼充血、肌痛、肢体

疼痛、疱疹、低血钾症、血尿等。 

三、【禁忌】项应当包括： 

1．对本品或胆酸、珍珠母（粉）、猪去氧胆酸、栀子、水牛角（粉）、

板蓝根、黄芩苷、金银花制剂及成份中所列辅料过敏或有严重不良反应病

史者禁用。 

2．新生儿、婴幼儿、孕妇禁用。 

3．过敏体质者禁用。 

4．有家族过敏史者禁用。 

5．有低钾血症包括与低钾血相关的周期性麻痹病史者禁用。 

四、【注意事项】项应当包括： 

1．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

使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

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2．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功能主治使用，禁止超功能主治用药。 

3．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用法用量使用，尤其注意不超剂量、过快

滴注和长期连续用药。 

4．本品保存不当可能会影响药品质量，用药前和配制后及使用过程中

应认真检查本品及滴注液，发现药液出现浑浊、沉淀、变色、结晶等药物

性状改变以及瓶身有漏气、裂纹等现象时，均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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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禁混合配伍，谨慎联合用药。本品应单独使用，禁忌与其他药品

混合配伍使用。如确需要联合使用其他药品时，应谨慎考虑与本品的间隔

时间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问题，输注两种药物之间须以适量稀释液对输液

管道进行冲洗。 

6．用药前应仔细询问患者用药史和过敏史。虚寒体质者、使用洋地黄

治疗者、严重心脏疾患者、肝肾功能异常者、老人、哺乳期妇女等特殊人

群以及初次使用中药注射剂的患者应慎重使用并加强监测。 

7．加强用药监护。用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用药反应，特别是开始 30

分钟。发现异常，立即停药，采用积极救治措施，救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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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应增加警示语，内容应包括： 

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使

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

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二、【不良反应】项应当： 

删除原说明书【不良反应】项下“3.”相关内容，并增加以下内容： 

3．上市后监测数据显示本品可见以下不良反应： 

过敏反应：皮肤潮红、皮疹、瘙痒、呼吸困难、心悸、紫绀、血压下

降、过敏样反应、过敏性休克等。 

全身性反应：寒战、发热、畏寒、发冷、颤抖等。 

呼吸系统：呼吸急促、憋气等。 

心血管系统：心悸、胸闷、血压升高、心动过速等。 

消化系统：恶心、呕吐、口干等。 

神经精神系统：头晕、头痛、震颤、烦躁、局部麻木等。 

皮肤反应：皮疹、瘙痒、多汗、局部反应等。 

用药部位：疼痛、注射部位反应、静脉炎等。 

其他：疼痛、乏力、视力异常、月经紊乱等。 

三、【禁忌】项应增加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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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品或含有红参、麦冬、五味子制剂及成份中所列辅料过敏或有严

重不良反应病史者禁用。 

四、【注意事项】项应当： 

删除原说明书【注意事项】项下“3.”相关内容，并增加以下内容： 

1．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

使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

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2．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功能主治使用，禁止超功能主治用药。 

3．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用法用量使用，尤其注意不超剂量、过快滴

注和长期连续用药。 

4．严禁混合配伍，谨慎联合用药。本品应单独使用，禁忌与其他药

品混合配伍使用。如确需要联合使用其他药品时，应谨慎考虑与本品的间

隔时间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问题，输注两种药物之间须以适量稀释液对输

液管道进行冲洗。 

5．用药前应仔细询问过敏史，对过敏体质者禁用。 

6．高龄老人和初次使用中药注射剂的患者应慎重使用，加强监测。 

7．加强用药监护。用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用药反应，特别是开始

30分钟。发现异常，立即停药，采用积极救治措施，救治患者。 

8．本品有血压升高反应，使用本品时需关注血压变化。 

9．本品不宜与藜芦、五灵脂及其制剂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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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第一增补本的公告（2018年第 41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229673.html          2018 年 07 月 05 日 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第一增补本已编制完成，现予发布（目录见附件），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第一增补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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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 

新增品种 

1.裸花紫珠 

2.万灵五香膏 

3.小儿扶脾颗粒 

4.丹鹿通督片 

5.正气片 

6.再造生血胶囊 

7.血滞通胶囊 

8.安脑片 

9.妇宁栓 

10.芪参益气滴丸 

11.芪珍胶囊 

12.坤泰胶囊 

13.固肠止泻胶囊 

14.和血明目片 

15.金嗓开音颗粒 

16.金蝉止痒胶囊 

17.脉络舒通丸 

18.脉络舒通颗粒 

19.活血止痛软胶囊 

20.冠脉宁胶囊 

21.桂附地黄口服液 

22.益脑片 

23.通窍耳聋丸 

24.黄芪生脉颗粒 

25.银杏叶软胶囊 

26.痔疮胶囊 

27.清降片 

28.跌打七厘片 

29.喉疾灵片 

30.痛风定片 

31.强力天麻杜仲丸 

32.强力枇杷胶囊 

33.疏风解毒胶囊 

修订品种 

1. 人参 

2. 大蒜 

3. 大腹皮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	

第一增补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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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山药 

5. 川乌 

6. 广金钱草 

7. 天冬 

8. 五加皮 

9. 平贝母 

10.白果 

11.西洋参 

12.百合 

13.当药 

14.血竭 

15.红花龙胆 

16.麦冬 

17.芦根 

18.杜仲 

19.苦杏仁 

20.金钱白花蛇 

21.草乌 

22.桔梗 

23.桃仁 

24.菝葜 

25.蜂蜜 

26.蔓荆子 

27.榼藤子 

28.覆盆子 

29.灯盏花素 

30.黄芩提取物 

31.十香返生丸 

32.七味姜黄搽剂（姜黄消痤搽

剂） 

33.八珍颗粒 

34.三七血伤宁胶囊 

35.三金片 

36.万氏牛黄清心丸 

37.万应胶囊 

38.口炎清颗粒 

39.川贝止咳露（川贝枇杷露） 

40.女金丸 

41.小儿百部止咳糖浆 

42.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 

43.小儿热速清颗粒 

44.天麻丸 

45.止喘灵注射液 

46.止痛化癥胶囊 

47.中风回春片 

48.牛黄上清丸 

49.六味地黄软胶囊 

50.六味地黄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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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心可舒片 

52.心悦胶囊 

53.心脑欣丸 

54.心脑静片 

55.功劳去火片 

56.左金丸 

57.归脾合剂 

58.生血宝合剂 

59.白蒲黄片 

60.孕康颗粒 

61.耳聋左慈丸 

62.西瓜霜润喉片 

63.安宫牛黄丸 

64.安神补脑液 

65.安脑丸 

66.杏仁止咳合剂 

67.杞菊地黄丸（浓缩丸） 

68.抗病毒口服液 

69.启脾口服液 

70.补中益气颗粒 

71.补肺活血胶囊 

72.阿胶三宝膏 

73.国公酒 

74.金水宝片 

75.金水宝胶囊 

76.乳块消片 

77.京万红软膏 

78.炎宁糖浆 

79.茵栀黄胶囊 

80.骨折挫伤胶囊 

81.香附丸（水丸） 

82.复方阿胶浆 

83.保和丸（水丸） 

84.养正消积胶囊 

85.养胃颗粒 

86.桂附地黄胶囊 

87.脑心通胶囊 

88.益母草颗粒 

89.益母草膏 

90.益血生胶囊 

91.宽胸气雾剂 

92.消肿止痛酊 

93.消痔软膏 

94.通脉养心口服液 

95.通宣理肺片 

96.通窍鼻炎颗粒 

97.黄连上清胶囊 

98.银黄口服液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99.银黄片 

100.银黄颗粒 

101.清肺消炎丸 

102.颈复康颗粒 

103.紫雪散 

104.滑膜炎片 

105.滑膜炎胶囊 

106.滋心阴口服液 

107.豨莶通栓丸 

108.豨桐胶囊 

109.鼻炎康片 

110.鲜益母草胶囊 

111.癃闭舒胶囊 

112.藿胆片 

二 部 

新增品种 

1.注射用门冬氨酸鸟氨酸 

2.扎来普隆 

3.去氨加压素片 

4.注射用去氨加压素 

5.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6.左卡尼汀 

7.左甲状腺素钠 

8.左甲状腺素钠片 

9.右佐匹克隆 

10.右佐匹克隆片 

11.甲磺酸多沙唑嗪 

12.甲磺酸多沙唑嗪片 

13.甲磺酸多沙唑嗪胶囊 

14.甲磺酸瑞波西汀 

15.甲磺酸瑞波西汀片 

16.甲磺酸瑞波西汀胶囊 

17.兰索拉唑肠溶胶囊 

18.矛头蝮蛇血凝酶 

19.注射用矛头蝮蛇血凝酶 

20.西尼地平胶囊 

21.西咪替丁注射液 

22.西洛他唑片 

23.托拉塞米 

24.托拉塞米片 

25.托拉塞米胶囊 

26.注射用托拉塞米 

27.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28.米氮平 

29.米氮平片 

30.更昔洛韦胶囊 

31.来曲唑 

32.佐米曲普坦分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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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阿那曲唑片 

34.草酸艾司西酞普兰 

35.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36.枸橼酸坦度螺酮 

37.枸橼酸坦度螺酮胶囊 

38.枸橼酸钾颗粒 

39.复方氨基酸（15）双肽（2）

注射液 

40.盐酸乙哌立松 

41.盐酸乙哌立松片 

42.盐酸左布比卡因 

43.盐酸左布比卡因注射液 

44.盐酸托烷司琼片 

45.盐酸托烷司琼胶囊 

46.盐酸奈福泮胶囊 

47.盐酸羟苄唑 

48.盐酸羟苄唑滴眼液 

49.氨糖美辛肠溶片 

50.氨糖美辛肠溶胶囊 

51.脂肪乳注射液（C14~24） 

52.酒石酸溴莫尼定 

53.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 

54.铝碳酸镁 

55.铝碳酸镁咀嚼片 

56.葡萄糖酸钙氯化钠注射液 

57.腺苷 

58.腺苷注射液 

59.磷酸腺嘌呤 

60.磷酸腺嘌呤片 

修订品种 

1.二氧化碳 

2.七氟烷 

3.口服补液盐散（Ⅰ） 

4.水杨酸 

5.乌司他丁溶液 

6.注射用乌司他丁 

7.巴氯芬 

8.巴氯芬片 

9.去羟肌苷肠溶胶囊 

10.去羟肌苷咀嚼片 

11.甘油磷酸钠注射液 

12.甘露醇 

13.戊四硝酯片 

14.卡前列甲酯 

15.甲磺酸酚妥拉明 

16.甲磺酸酚妥拉明片 

17.甲磺酸酚妥拉明胶囊 

18.头孢拉定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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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头孢唑肟钠 

20.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21.头孢噻吩钠 

22.注射用头孢噻吩钠 

23.对乙酰氨基酚 

24.西尼地平 

25.西尼地平片 

26.西洛他唑 

27.西洛他唑胶囊 

28.伊曲康唑胶囊 

29.肌苷葡萄糖注射液 

30.多索茶碱 

31.多潘立酮片 

32.米力农 

33.米力农注射液 

34.米诺地尔 

35.异戊巴比妥片 

36.异戊巴比妥钠 

37.异氟烷 

38.苄达赖氨酸 

39.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40.吡拉西坦 

41.利福昔明 

42.谷丙甘氨酸胶囊 

43.谷胱甘肽片 

44.阿仑膦酸钠 

45.阿那曲唑 

46.阿昔洛韦滴眼液 

47.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48.阿莫西林 

49.注射用阿魏酸钠 

50.青霉素钠 

51.注射用青霉素钠 

52.青霉素钾 

53.注射用青霉素钾 

54.苯甲醇 

55.非洛地平 

56.依托度酸 

57.放线菌素D 

58.注射用放线菌素D   

59.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60.玻璃酸酶 

61.注射用玻璃酸酶 

62.药用炭片 

63.氢溴酸加兰他敏 

64.氢溴酸加兰他敏片 

65.重组人生长激素 

66.重组人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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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

射液 

68.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

Ⅰ） 

69.复方磺胺甲噁唑注射液 

70.胞磷胆碱钠葡萄糖注射液 

71.盐酸二甲双胍片 

72.盐酸万古霉素 

73.盐酸丙帕他莫 

74.盐酸吉西他滨 

75.盐酸多西环素 

76.盐酸米多君片 

77.注射用盐酸吡硫醇 

78.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溶剂

用） 

79.盐酸帕罗西汀 

80.盐酸舍曲林胶囊 

81.盐酸氟西泮 

82.盐酸氟奋乃静注射液 

83.盐酸班布特罗片 

84.盐酸特拉唑嗪 

85.盐酸胺碘酮 

86.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 

87.盐酸氮芥 

88.盐酸氮䓬斯汀 

89.盐酸氮䓬斯汀片 

90.盐酸氮䓬斯汀鼻喷雾剂 

91.盐酸普罗帕酮胶囊 

92.盐酸赛庚啶片 

93.格列美脲片 

94.格列美脲胶囊 

95.恩氟烷 

96.氨甲环酸片 

97.氨苄西林钠 

98.氨茶碱注射液 

99.倍他米松磷酸钠 

100.注射用胰蛋白酶 

101.烟酸占替诺氯化钠注射液 

102.培哚普利叔丁胺 

103.培哚普利叔丁胺片 

104.辅酶Q10 

105.辅酶Q10软胶囊 

106.辅酶Q10注射液 

107.铝酸铋 

108.麻醉乙醚 

109.羟苯磺酸钙胶囊 

110.维生素B6   

111.维生素C钠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112.注射用葛根素 

113.葡甲胺 

114.注射用硫酸长春新碱 

115.硫酸鱼精蛋白注射液 

116.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117.氯氮䓬片 

118.注射用舒巴坦钠 

119.普罗布考 

120.富马酸喹硫平 

121.蒿甲醚 

122.蒙脱石 

123.蒙脱石分散片 

124.蒙脱石散 

125.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 

126.腺苷钴胺片 

127.雌二醇缓释贴片 

128.注射用鲑降钙素 

129.醋酸去氨加压素 

130.去氨加压素注射液 

131.醋酸曲普瑞林 

132.磺胺醋酰钠 

133.磷酸肌酸钠 

134.磷酸氢钙片 

135.邻碘[131I]马尿酸钠注射液 

136.锝[99mTc]喷替酸盐注射液 

三 部 

新增生物制品通则 

1.生物制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 

新增品种 

1.黄热减毒活疫苗 

修订品种 

1.A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2.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 

3.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

疫苗 

4.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

疫苗 

5.吸附白喉疫苗 

6.吸附白喉疫苗（成人及青少

年用） 

7.吸附破伤风疫苗 

8.吸附白喉破伤风联合疫苗 

9.吸附白喉破伤风联合疫苗

（成人及青少年用） 

10.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

苗 

11.冻干乙型脑炎灭活疫苗

（Vero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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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

疫苗（Vero细胞）   

13.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 

灭活疫苗（地鼠肾细 

胞） 

14.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灭活

疫苗（沙鼠肾细胞） 

15.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 

16.冻干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 

17.重组乙型肝炎疫苗（酿酒酵

母） 

18.麻疹减毒活疫苗 

19.腮腺炎减毒活疫苗 

20.风疹减毒活疫苗（人二倍体

细胞） 

21.水痘减毒活疫苗 

22.流感全病毒灭活疫苗 

23.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24.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

苗（猴肾细胞） 

25.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

丸（人二倍体细胞） 

26.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糖

丸（猴肾细胞） 

27.白喉抗毒素 

28.冻干白喉抗毒素 

29.破伤风抗毒素 

30.冻干破伤风抗毒素 

31.多价气性坏疽抗毒素 

32.冻干多价气性坏疽抗毒素 

33.抗蝮蛇毒血清 

34.冻干抗蝮蛇毒血清 

35.抗五步蛇毒血清 

36.冻干抗五步蛇毒血清 

37.抗银环蛇毒血清 

38.冻干抗银环蛇毒血清 

39.抗眼镜蛇毒血清 

40.冻干抗眼镜蛇毒血清 

41.抗炭疽血清 

42.抗狂犬病血清 

43.人血白蛋白 

新增通则 

1.3128  抗毒素/抗血清制品分

子大小分布测定法 

2.3701  氢氧化铝佐剂 

3.3307  黄热减毒活疫苗猴体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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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通则 

1.0806  氰化物检查法 

2.3118  己二酰肼含量测定法 

四 部 

修订通则 

1.0633  黏度测定法 

2.0983  锥入度测定法 

3.8001  试药 

修订品种 

1.乙交酯丙交酯共聚物（5050）

（供注射用） 

2.乙交酯丙交酯共聚物（7525）

（供注射用） 

3.乙交酯丙交酯共聚物（8515）

（供注射用） 

4.二甲基亚砜 

5.二氧化钛 

6.二氧化硅 

7.十八醇 

8.丁香油 

9.大豆油 

10.大豆磷脂 

11.大豆磷脂（供注射用） 

12.无水亚硫酸钠 

13.木糖醇 

14.月桂氮䓬酮 

15.正丁醇 

16.卡波姆 

17.交联聚维酮 

18.阿司帕坦 

19.阿拉伯胶 

20.苯甲醇 

21.油酸钠 

22.活性炭（供注射用） 

23.粉状纤维素 

24.DL‐酒石酸 

25.硅化微晶纤维素 

26.羟苯苄酯 

27.硬脂酸 

28.紫氧化铁 

29.黑氧化铁 

30.滑石粉 

31.微晶纤维素 

32.羧甲纤维素钠 

33.聚乙二醇1500 

34.聚乙二醇400 

35.聚乙二醇4000 

36.聚乙二醇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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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聚山梨酯80 

38.聚山梨酯80（供注射用）   

39.聚丙烯酸树脂Ⅱ 

40.聚丙烯酸树脂Ⅲ 

41.聚丙烯酸树脂Ⅳ 

42.聚维酮 K30 

 

《药品红外光谱集》（第五卷）

修订品种 

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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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31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53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50/229691.html          2018 年 07 月 06 日 发布 

经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等 6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葵花药业集团

（吉林）临江有限公司等 25 家企业生产的 31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

如下： 

一、经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北京金崇光药业有限公司、江苏华

洪药业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华鼎堂中药饮片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同泰佗祖堂药业有限公

司、安徽亳药千草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九州金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尚德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安徽药知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亳州市佰世信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亳州

市贡药饮片厂、亳州市宏大中药饮片科技有限公司、江西齐仁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樟

树市庆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广东一信药业有限公司中药

饮片厂、昆明道地中药饮片厂等 18 家企业生产的 18 批次槟榔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

项目包括水分、黄曲霉毒素、性状、含量测定。 

经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江西古方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湖南省弘华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省金芙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广东一信药业有限公司中药饮片

厂生产的 4批次薄荷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性状、显微特征、薄层色谱。 

经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

司生产的 4批次炎立消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叶

酸片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有关物质。 

经青岛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吉林省通化博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 1批次乙肝扶正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水分。 

经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检验，标示为吉林恒星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3批次硬

脂酸红霉素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水分、溶出度。（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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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在立案调查工作中，企业对产品真实性有异议的，可以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标示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对该企业的生产销售情况进行

调查核实，被抽样单位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追溯问题产品来源；两地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要相互配合、及时通报、一查到底，并将相关工作情况按要求及时上报。 

 

特此通告。 

 

附件：1.31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5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53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53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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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31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备
注 

槟榔 

安徽华鼎堂中药饮片科技有限公司 20170601

/ 

吉林省育祥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

部 

不符合规

定 

[检查]（水

分）  

安徽省食品

药品检验研

究院 

/ 
安徽同泰佗祖堂药业有限公司  171001  宁夏金顺医药有限公司  / 

安徽亳药千草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1704096 
宿迁市宿豫区豫新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检查]（黄曲

霉毒素） 

/ 

安徽九州金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0901  互助土族自治县中医院  / 
安徽尚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61202  四平市中医医院  / 
安徽药知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60408  安徽群力药业有限公司  / 
安徽致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301  新疆神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亳州市佰世信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802  福建鹭燕中宏医药有限公司 / 
亳州市贡药饮片厂  20170101 苏鲁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槟榔 

亳州市宏大中药饮片科技有限公司 170101 

/ 

荆州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

部 

不符合规

定 

[检查]（黄曲

霉毒素）  安徽省食品

药品检验研

究院 

/ 
江西齐仁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20170901 湖北康龙药业有限公司  / 
樟树市庆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201710402 三亚市中医院  / 

湖北金贵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A170601 

上海富民医药发展有限公司

富民大药房 
/ 

辽宁天益堂大药房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 
/ 

广东一信药业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 161101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 [检查]（水

分）、（黄曲

霉毒素） 

/ 

江苏华洪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171115  南京嘉恒医药有限公司  / 

槟榔 亳州金芍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101  /  众德康诊所（地址：宁夏永 《中华人民 不符合规 [检查]（黄曲 安徽省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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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备
注 

（炒槟

榔） 
宁县望远镇望远人家）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

部 

定  霉毒素）  药品检验研

究院 
昆明道地中药饮片厂  170701  昆明圣爱中医馆有限公司  / 

槟榔

（焦槟

榔） 
北京金崇光药业有限公司  1606033  / 

内蒙古国益瑞康医药有限公

司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

部 

不符合规

定 
[性状]，[含
量测定] 

安徽省食品

药品检验研

究院 
/ 

薄荷 

江西古方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201710001

/ 

萍乡众旺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

部 

不符合规

定 

[性状]，[鉴
别]（（1）显

微特征） 

山西省食品

药品检验所 

/ 

湖南省弘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702  贵州俊达康药业有限公司 

[性状]，[鉴
别]（（1）显

微特征）、

（（3）薄层

色谱） 

/ 

安徽省金芙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201  四平益邦医药有限公司  [性状]，[鉴
别]（（3）薄

层色谱） 

/ 

广东一信药业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 171101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 / 

炎立消

胶囊 
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

20161202

每粒装

0.25g 

湖南鸿安仁和医药有限公司
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

局标准

WS3‐B‐3881‐
98‐16 

不符合规

定 
[含量测定]

江苏省食品

药品监督检

验研究院 

/ 
20161104 安徽省裕鑫药业有限公司  / 

20170701
鞍山市瑞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药品分公司 
/ 

云南医药卫生有限公司  / 
20170103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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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备
注 

叶酸片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1704110  5mg  忻州市中心医院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二

部 

不符合规

定 
[检查]（有关

物质） 
甘肃省药品

检验研究院 
/ 

乙肝扶

正胶囊 
吉林省通化博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0201 

每粒重

0.25g 

长治市福顺祥医药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

品标准》中药

成方制剂第

一册 

不符合规

定 
[检查]（水

分） 

青岛市食品

药品检验研

究院 

/ 
重庆市恒信医药有限责任公

司 
/ 

大连天成药业有限公司  / 

硬脂酸

红霉素

胶囊 
吉林恒星科技制药有限公司 

20170503
按 C37H67 

NO13计

0.125g(1
2.5 万单

位) 

上药科园信海内蒙古医药有

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二

部 

不符合规

定 

[检查]（水

分） 

辽宁省药品

检验检测院 

/ 

20161001 铜陵市第五人民医院  / 

20170801

按 C37H67 

NO13计

0.1g(10
万单位) 

朝阳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检查]（水

分）、（溶出

度） 

/ 

吉林省东北亚医药物流有限

公司 
/ 

备注：标“*”的药品为标示生产企业否认为该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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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性状项记载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物理

常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品的质量特性。性状不符合规定可能与投料

质量及工艺、储运环境等因素有关，往往直接影响药品质量。 

二、药品标准中的鉴别项系根据反映该药品某些物理、化学或生物学

等特性所进行的药物鉴别试验，不完全代表对该药品化学结构的确证。鉴

别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包括经验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显微鉴

别中横切面、表面观及粉末鉴别，均指经过一定方法制备后在显微镜下观

察的特征。理化鉴别包括物理、化学、光谱、色谱等鉴别方法。鉴别项目

的在于鉴定和研究中药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

另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溶出度、水分、

黄曲霉毒素等分项目。 

溶出度系指活性药物从制剂中溶出的速率和程度。溶出度不符合规定

由多种因素引起，如生产工艺控制不当等。溶出度不符合规定会影响药物

的吸收，降低生物利用度。 

水分系指药品中的含水量。水分偏高通常是由于药品包装不严，在储

存和流通过程中引湿所导致。水分偏高会引起药品稳定性下降，导致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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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等。 

黄曲霉毒素可以由曲霉菌黄曲霉、寄生曲霉、集峰曲霉和伪溜曲霉 4

种真菌产生，是一组化学结构类似的二呋喃香豆素的衍生化合物。中药在

贮存、制备、运输过程中若保存不当，可能因受潮霉变而污染黄曲霉毒素。

严格控制黄曲霉毒素残留量对保证药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物质系指药品中的有机杂质，是反映药品纯度、保证用药安全的

重要指标之一。药品中的有关物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制备过程中带

入的杂质，例如原料不纯、部分原料反应不完全、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中间

体或副产物在精制时没有除尽；二是药品在贮存或运输中，由于贮存时间

过长，包装保管不善，在外界条件（如日光、空气、温度、湿度等因素）

的影响或微生物的作用下，导致药品本身发生降解产生的杂质。在药品的

质量标准中，对存在的无毒、低毒或高毒性的杂质都制定了严格的指标。

有关物质不符合规定，可能会对药品安全性带来影响。 

四、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量测定与

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及工艺等因素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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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解读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200/325801.html      2018 年 07 月 10 日 发布 

一、《指导原则》起草背景 

随着药物研发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通过开展国际多

中心临床试验用于支持全球的注册申请。药品境内外同步研发可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研究，

加快药品在中国上市的进程，更好满足患者的用药需求。 

为进一步落实《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

〔2017〕42 号），发布《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

原则》）。 

本技术指导原则旨在为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用于在我国进行药品注册申请提供可参

考的技术规范，以鼓励药品的境内外同步研发，加快临床急需、疗效确切、安全性风险

可控的药品在我国的上市，更好满足我国患者的用药需求。 

 

二、《指导原则》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已有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药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注

册申请。 

提交在境外获得的临床试验数据的主体，应当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对于注册

申请人资质的要求。例如，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展的临床研究所获得的数据，符合我国相

关法规、技术规范要求的，可以用于在我国的注册申请。 

鼓励开展境内外同步研发。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可以用于支持需要进行有效性和/或

安全性评价的各类注册申请。例如，在境外开展的早期临床研究数据，可用于支持在我

国开展注册临床试验的申请。 

境外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用于支持在我国药品注册的,其研究质量应当不低于本技

术指导原则的标准。例如，在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与 ICH 标准相差较大的国家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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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临床试验，或早年完成的临床研究，应当有充分的依据证明其研究质量符合相关

要求,必要时接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核查。 

 

三、《指导原则》征求意见情况 

2017 年 10 月 20 日，《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开始在国

家药品审评中心网站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共收到 9 家单位和个人的 74 条

意见和建议。 

修改过程中，采纳了合理意见建议，主要归纳有六项： 

（一）明确本指导原则适用范围为药品，与医疗器械进行区别； 

（二）对于境外临床试验数据提交主体由原“药品上市许可人”修订为“药品注册

申请人”，更符合药品研发过程实际情况； 

（三）修订部分术语，如对数据完整性要求由原“临床试验与数据”修订为“临床

试验数据”； 

（四）临床试验数据的整理要求增加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要求”； 

（五）对临床药理学数据提交的目的补充“为境外临床试验数据适用于中国人群”

的分析； 

（六）与药审中心沟通交流的目的从“保障临床试验数据质量”变更为“确保临床

试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科学合理”； 

未采纳的反馈意见归纳有三类： 

（一）无对本技术指导原则的具体建议，仅对企业所涉及的各种具体情形咨询； 

（二）不属于本技术指导原则所涵盖的范围，如要求增加“医疗器械”的内容、要

求明确如何核查； 

（三）涉及审批要求，如要求本技术指导原则明确是否可以不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

这些意见超出了本文件作为一项技术指导原则的范畴，未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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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反馈意见中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期间收集到的反馈意见中，与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提交形式、评价方法有

关的问题较为集中，但不在技术指导原则正文各章节讨论范围内，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归

纳、解释如下： 

（一）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提交形式 

用于在中国进行注册申报的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应提供中文翻译件及其原文。 

采用 CTD 格式提交临床试验数据，应当符合《关于适用人用药品技术协调会二级指

导原则的公告》（2018 年第 10 号）的要求。 

（二）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评价 

境外完成的药品临床试验数据用于在我国进行药品注册申请，首先应当确保研究质

量，研究数据应真实、完整、准确和可溯源。 

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可接受性评价基于药品本身的作用特点和相关技术指导原则

开展。考虑的因素包括与遗传和生理以及文化和环境特性相关的因素，如流行病学、病

因、药物作用机理、药物代谢酶的基因多态性、医疗环境、文化差异等因素。例如，境

外临床试验中的海外中国人数据，当药物主要经基因多态性酶代谢，且药物代谢对疗效

和/或安全性有关键性影响，可以作为人种差异分析的主要因素；而对于代谢过程受饮

食影响较大的药物，或所治疗的疾病受环境因素、文化、医疗实践影响较大的，则不能

作为人种差异分析的主要因素。 

境外完成的仿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数据，研究质量好，具备真实性、完整性、准确

性和可溯源性的，也可用于在我国的注册申请。 

生物类似药的境外临床试验数据质量也应当满足真实、完整、准确和可溯源的要求，

其技术要求与创新药和仿制药均不完全一致，应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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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

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年第 52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25800.html           2018 年 07 月 10 日 发布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

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加强对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工作的

指导和规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

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52 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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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	
 

一、范围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指导药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报注册时，接受

申请人采用境外临床试验数据作为临床评价资料的工作。 

本指导原则所涉及的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通过创

新药的境内外同步研发在境外获得的临床试验数据。在境外开展仿制药研

发，具备完整可评价的生物等效性数据的，也可用于注册申请。 

二、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基本原则 

申请人应确保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可溯源性。 

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产生过程，应符合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国际协调会

议（ICH）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的相关要求。 

申请人应确保境外临床试验设计科学，临床试验质量管理体系符合要

求，数据统计分析准确、完整。 

为确保临床试验设计和数据统计分析科学合理，对于境内外同步研发

的且将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的药物，申请人在实施关键临床试验之前，可

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进行沟

通，确保关键临床试验的设计符合中国药品注册的基本技术要求。 

三、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完整性要求 

境外临床试验用于中国药品注册申请的，应提供境外所有临床试验数

据，不得选择性提供临床试验数据。保证临床试验数据的完整性是接受注

册申请的基本要求。 

对于已有境外早期临床试验，后续在境内进行临床研发的，药品注册

申请人应对早期临床试验数据进行评价，具备完整临床试验数据的，经与

药审中心沟通交流后，可用于支持后续临床试验。   

对于所有临床试验已在境外完成尚未上市的，应提供完整的境外临床

试验数据包；已上市的，还应提供安全性、有效性更新数据，方可用于在

中国的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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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提交情况及基本技术要求 

对于境内外同步临床研发的，提交药品注册申请时，应按照《药品注

册管理办法》的申报资料要求整理汇总境内外各类临床试验，形成完整的

临床试验数据包，方可用于在中国的药品注册申请。 

提交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用于中国药品注册申请的资料，应包括生物药

剂学、临床药理学、有效性和安全性资料数据。鼓励药品注册申请人采用

通用技术文件格式（CTD）提交。   

生物药剂学数据，应提供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相关的重要体外或

体内数据和结果，为剂型确定和临床研发过程中制剂工艺优化提供支持依

据和数据衔接。   

临床药理学数据，主要包括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研究数据。药品注册

申请人应从区域和人种等多角度进行种族敏感性分析，为境外临床试验数

据适用于中国人群，及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提供支持。 

有效性数据，主要包括境外关键临床试验数据和在中国开展的临床试

验数据，既要从整体上确证研究药物的有效性，还要分析中国亚组与总体

人群的一致性。   

安全性数据，包括境内外所有的用于安全性评价的数据，既要分析总

体安全性，还要分析中国亚组与总体人群的一致性。   

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应支持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药品注册申请人应考

虑符合中国药品注册管理要求，在对完整临床试验数据包分析的基础上，

对关键临床试验数据进行评价，以确证研究药物的有效性；遵循 ICH 关于

接受国外临床资料的种族影响因素（E5）要求，分析中国亚组与总体人群

的一致性，以支持境外临床试验结果外推至中国人群。 

五、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可接受性 

依据临床试验数据的质量，对临床试验数据接受分为完全接受、部分

接受与不接受。 

完全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真实可靠，符合  ICH  GCP 和药品注册检

查要求；境外临床研究数据支持目标适应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不存

在影响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种族敏感性因素。 

部分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真实可靠，符合 ICH GCP和药品注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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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境外临床研究数据支持目标适应症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但存在

影响有效性和/或安全性的种族敏感性因素。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外推至中国

人群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药品注册申请人应根据

影响因素分析情况，与药审中心进行沟通交流后，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临

床试验。   

不接受。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在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可溯源性方

面存在重大问题，境外临床试验数据不能充分支持目标适应症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评价，药品注册申请人应按照创新药研发思路，在中国开展系统临

床试验，以支持在中国的药品注册申请。 

对于用于危重疾病、罕见病、儿科且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药品注册申

请，经评估其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属于“部分接受”情形的，可采用有条件接受

临床试验数据方式，在药品上市后收集进一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用于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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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年第六期）	

原文: http://aoc.nifdc.org.cn/sell/home/files/notice20180712.html   发布日期: 2018 年 07 月 12 日  
 

为更好地支持药品生产企业和检验机构的工作，我院对近期刚上市的 30 个断货再供

品种实施特殊供应。凡是列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的药品生产企业和各级食品药品检

验所/院，可对下述品种优先采购。请您直接到中检院网站查询订购，30 个品种的目录详

见下表。 

下一步，我院将继续加大力度，全力提高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保障供应水平。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国家药品标准物质的支持和理解！ 

 

优先供应品种目录（第一期）  

序号 编号 中文名称 批号 标准物质分类

1 110753 绿原酸 110753-201817 化学对照品

2 110703 人参皂苷 Rg1 110703-201832 化学对照品

3 110736 芍药苷 110736-201842 化学对照品

4 110731 甘草酸铵 110731-201720 化学对照品

5 100080 芦丁 100080-201811 化学对照品

6 110726 延胡索乙素 110726-201819 化学对照品

7 110710 桂皮醛 110710-201821 化学对照品

8 110707 水杨酸甲酯 110707-201815 化学对照品

9 111637 羟基红花黄色素 A 111637-201810 化学对照品

10 110717 靛玉红 110717-201805 化学对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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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编号 中文名称 批号 标准物质分类

11 120906 血竭 120906-201611 对照药材 

12 110727 辛弗林 110727-201809 化学对照品

13 111826 欧当归内酯 A 111826-201806 化学对照品

14 110748 α-香附酮 110748-201815 化学对照品

15 110787 芦荟苷 110787-201808 化学对照品

16 111806 紫苏醛 111806-201806 化学对照品

17 100705 马来酸依那普利 100705-201805 化学对照品

18 100889 盐酸曲美他嗪 100889-201803 化学对照品

19 100629 替米沙坦 100629-201803 化学对照品

20 100607 厄贝沙坦 100607-201804 化学对照品

21 111636 正十八烷 111636-201804 化学对照品

22 121533 土鳖虫（地鳖） 121533-201704 对照药材 

23 120924 平贝母 120924-201711 对照药材 

24 121429 紫花地丁 121429-201605 对照药材 

25 120952 降香 120952-201709 对照药材 

26 100706 马来酸依那普利杂质Ⅱ （依那普利双酮） 100706-201804 化学对照品

27 111557 次野鸢尾黄素 111557-201703 化学对照品

28 110852 隐丹参酮 110852-201807 化学对照品

29 111809 异槲皮苷 111809-201804 化学对照品

30 121569 拳参 121569-201602 对照药材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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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呋喃唑酮片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

第 43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29573.html          2018 年 07 月 12 日 发布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

定对呋喃唑酮片说明书【适应症】、【禁忌】、【儿童用药】、【注意事项】等项进行修订，

并增加【警示语】。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呋喃唑酮片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呋

喃唑酮片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报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各呋喃唑酮片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

做好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呋喃唑酮片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

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呋喃唑酮片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10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43 号公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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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呋喃唑酮片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增加【警示语】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性患者使用本品容易发生溶血性贫血，禁用

于该人群。随着用药时间延长和用药剂量的增加，容易发生不可逆的神经

炎；呋喃唑酮可发生严重的皮肤反应，如血清病样荨麻疹等。 

二、【适应症】项修改为 

本品仅用于难以根除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三、在【禁忌】项下增加以下内容 

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者禁用。 

四、在【儿童用药】项下增加以下内容 

14岁以下儿童禁用。 

五、在【注意事项】项下增加以下内容 

动物实验显示呋喃唑酮对动物有致癌风险，但临床至今未有对人类致

癌的病例报道，建议使用时权衡利弊。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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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重组人白介素‐11注射剂说明书的

公告（2018年第 44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29574.html            2018 年 07 月 12 日 发布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和安全性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决定对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剂〔包括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注射用重组

人白细胞介素-11、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Ⅰ）〕说明书【不良反应】和【禁忌】项

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剂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按照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

申请，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前报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各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剂生产企业应当对该药品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

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该药品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剂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

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剂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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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重组人白介素‐11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下第一段增加以下内容： 

上市后监测已收集到本品引起的过敏反应报告，临床使用过程中应警

惕可能发生的过敏反应，应告知患者出现过敏症状后需及时报告医务人员。

已报道的过敏反应相关体征和症状包括面部、舌头或喉部水肿，呼吸急促，

喘息，胸痛，低血压（包括休克），发音困难，意识丧失，精神状态改变，

皮疹，荨麻疹，潮红和发热等。过敏反应在本品首次给药或多次给药后均

可能发生，一旦发生过敏反应，应永久停用。 

二、【禁忌】项下修改以下内容： 

将“同类产品国外曾发生严重过敏反应”修改为“本品有严重过敏反应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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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42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58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50/329582.html           2018 年 07 月 13 日 发布

经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等 6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四川省府庆制药有限公

司等 37 家企业生产的 42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四川省府庆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

川贝枇杷糖浆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天津世纪天龙药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幕昕药

业有限公司、安徽亿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彭氏国药堂饮片有限公司、江西樟树成

方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江西樟树天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江西百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湖北康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自然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湖南省南国药都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重庆国中医药有限公司、四川皓博药业有限公司、云南和合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宝鸡汉方国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康盛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17 批次地黄

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含量测定、总灰分、酸不溶性灰分。 

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福建省三明天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

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装量。 

经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浙江普洛康裕天然药物有限公司生

产的 1批次麦味地黄口服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性状。 

经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广西圣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

次清火栀麦片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河北全泰药业有限公司、安国市仁德兴药材

有限公司、山西国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徐州彭祖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华鼎堂中药

饮片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惠隆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江西康庆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江西

省玉山东港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江西樟树天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山东蓝泽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湖北广通药材实业有限公司、湖北正光九资河药业有限公司、湖南省正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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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饮片有限公司、永州市永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佛山市御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广州

市药材公司中药饮片厂、广西济民制药厂、云南和合中药饮片有限公司、陕西康盛堂药

业有限公司、宁夏百草王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20 批次山药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

目包括总灰分、二氧化硫残留量、浸出物、显微特征。 

经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武汉普生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注

射用奥美拉唑钠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有关物质。（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附件：1.42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12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58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58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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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42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川贝枇

杷糖浆 
四川省府庆制药有限公司  171203  每瓶 100ml 云南泰康医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河北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 

地黄（生

地黄） 

内蒙古幕昕药业有限公司  17081101 

/ 

内蒙古幕昕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梓醇） 

河南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江西彭氏国药堂饮片有限公司  17111703  海南菁华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樟树天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0011  佛山市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国中医药有限公司  161101  重庆市忠县人民医院 

宝鸡汉方国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005A170354 固原市原州区人和大药房 

江西樟树成方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101  湖北省大冶市国药有限公司  [检查] 
（酸不溶性

灰分） 四川皓博药业有限公司  170901  和平泰康资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黄（熟 天津世纪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497170203  /  霸州市第二医院  《中华人民共 不符合 [检查]  河南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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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地黄） 
安徽亿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0401  国药控股黔东南州医药有限公司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规定  （总灰分）、

（酸不溶性

灰分） 

品药品检

验所 

湖南省自然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80101  湖南省自然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江西百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102  福州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 

[含量测定]
（毛蕊花糖

苷） 

江西樟树成方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203  湖北省大冶市国药有限公司 

江西樟树天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1011  佛山市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康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711024  湖北康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南国药都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801  娄底市中医医院 
[检查]（酸

不溶性灰

分） 
云南和合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2013  云南和合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陕西康盛堂药业有限公司  019H170701 陕西康盛堂药业有限公司 

林可霉

素利多

卡因凝

胶 

福建省三明天泰制药有限公司  20170805 

10g∶0.05g
（C18H34N2O

6S）与 0.04g
（C14H22N2O

∙HCl） 

山东水城医药有限公司 

《国家药品标

准》化学药品

地标升国标第

二册 

不符合

规定 
[检查] 

（装量） 

甘肃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 

麦味地

黄口服
浙江普洛康裕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171002 

每支装 10
毫升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品

标准》中药成方

不符合

规定 
[性状] 

重庆市食

品药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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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液  制剂第六册  验检测研

究院 

清火栀

麦片 
广西圣特药业有限公司  171101  /  北京凯宏鑫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厦门市食

品药品质

量检验研

究院 

山药 

河北全泰药业有限公司  1612001 

/ 

宁夏德瑞轩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 
（总灰分） 

河南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安国市仁德兴药材有限公司  1701001  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徐州彭祖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118  江苏大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安徽华鼎堂中药饮片科技有限公司 20170401  吉林省育祥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康庆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20171101  内蒙古新希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玉山东港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7035  江西新源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广通药材实业有限公司  171201  宿迁市席元祥药业营销部 

山西国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80301  山西国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检查]（二

氧化硫残

留量） 

安徽惠隆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20170901 
上海杨浦益丰大药房有限公司松

花江路店  [浸出物] 
江西樟树天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802003  湘西自治州九旺医药有限公司 

山药  佛山市御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Z0901  /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  《中华人民共 不符合 [浸出物]  河南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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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云南和合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802025  云南和合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规定  品药品检

验所 

山东蓝泽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103027  菏泽市中医医院 

[检查]（总

灰分）、（二

氧化硫残留

量） 

湖北正光九资河药业有限公司  160301  黄石新世纪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鉴别]（（1）
显微特征） 

永州市永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101  灵川县医药公司 

宁夏百草王药业有限公司  1708030  兰州强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正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801001  湖南省正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鉴别]（（1）
显微特征），

[检查]（二

氧化硫残留

量） 

广西济民制药厂  170101  广西济民制药厂 

[鉴别]（（1）
显微特征），

[检查]（总

灰分）、（二

氧化硫残留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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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山药（山

药片） 

广州市药材公司中药饮片厂  YPA7H0001 

/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医院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二

氧化硫残留

量） 

河南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陕西康盛堂药业有限公司 

015Q170201
‐X 

西安市中医医院 

注射用

奥美拉

唑钠 
武汉普生制药有限公司  170801‐7 

60mg（以

C17H19N3O3S
计） 

四川利德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及国

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标准

YBH00812007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有

关物质 2） 

江西省药

品检验检

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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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性状项记载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物理

常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品的质量特性。性状不符合规定可能与投料

质量及工艺、储运环境等因素有关，往往直接影响药品质量。 

二、药品标准中的鉴别项系根据反映该药品某些物理、化学或生物学

等特性所进行的药物鉴别试验，不完全代表对该药品化学结构的确证。鉴

别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包括经验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显微鉴

别中横切面、表面观及粉末鉴别，均指经过一定方法制备后在显微镜下观

察的特征。理化鉴别包括物理、化学、光谱、色谱等鉴别方法。鉴别项目

的在于鉴定和研究药品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

另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总灰分、酸不溶

性灰分、装量、有关物质、二氧化硫残留量等分项目。 

灰分系指药品经过高温灼烧后所残留的无机物质，主要是无机盐和矿

物盐类。通常测定的灰分称为总灰分，总灰分测定的目的是保证中药品质

和洁净程度。 

酸不溶性灰分系指灰分中不能被酸（一般指非氧化性酸，例如盐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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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硫酸）溶解的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二氧化硅等非金属氧化物、酸不溶性

金属氧化物如氧化铝等以及酸不溶性硫酸盐、卤化物等。酸不溶性灰分的

测定对于那些生理灰分本身差异较大，特别是在组织中含有草酸钙较多的

中药，能更准确表明其中泥土、沙石等杂质含量。 

装量系反映药品重量或容量的指标，适用于固体、半固体、液体制剂。

除制剂通则中规定检查重（装）量差异的制剂及放射性药品外，按最低装

量检查法进行检查，包括重量法和容量法。装量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

药剂量不足，带来相应风险，不符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控制不当。 

有关物质系指药品中的有机杂质，是反映药品纯度、保证用药安全的

重要指标之一。药品中的有关物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制备过程中带

入的杂质，例如原料不纯、部分原料反应不完全、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中间

体或副产物在精制时没有除尽；二是药品在贮存或运输中，由于贮存时间

过长，包装保管不善，在外界条件（如日光、空气、温度、湿度等因素）

的影响或微生物的作用下，导致药品本身发生降解产生的杂质。在药品的

质量标准中，对存在的无毒、低毒或高毒性的杂质都制定了严格的指标。

有关物质不符合规定，可能会对药品安全性带来影响。 

二氧化硫残留量系指中药材及饮片中残留的亚硫酸盐类物质的总量，

以二氧化硫计。中药材中之所以含二氧化硫，是因为淀粉和糖含量高的中

药材容易起虫，而含硫的化学物质能起到防虫、杀虫的作用。商家用硫磺

熏制中药材，正是这个目的。枸杞、当归、天麻、山药、白芍、菊花等都

是易被使用二氧化硫的中药材。过度硫熏对很多中药材质量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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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摄入过多也可能损害胃肠、肝脏等器官的健康，严重时还会导致

腹泻、呕吐等症状。 

四、中药材及饮片标准中的浸出物项系指用水或其他适宜的溶剂对中

药材及饮片中可溶性物质进行的测定。浸出物测定值的大小可以反映中药

材及饮片内在成分的多少，直接关系其质量优劣。中药材及饮片产地、生

长年限、采收季节、加工方式、炮制工艺等各生产环节不规范均可能导致

其浸出物的含量不符合规定。 

五、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量测定与

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及工艺等因素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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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勘误阿昔洛韦分散片标准的函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4a1c0370f5c72?a=KWHXYP      发布时期: 2018-07-16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阿昔洛韦分散片”现执行标准 WS1-（X-054）-2003Z。经我委审核，其标

准中【鉴别】（1）项下“取本品的细粉适量（约相当于阿昔洛韦 30mg），…再加

盐酸 1ml 与氯化钾约 30mg，…”应更正为“取本品的细粉适量（约相当于阿昔

洛韦 30mg），…再加盐酸 1ml 与氯酸钾约 30mg，…”。 

特此勘误，请及时通知辖区内相关企业遵照执行。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13 日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检验所(院)，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

局药品仪器检验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

审评中心、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药品评价中心、信息中心，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管司、药化注册司、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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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2018年

第 23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29604.html          2018 年 07 月 16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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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线新版原辅包登记系统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314619       发布日期：2018-7-17 

 

 

为完善原辅包登记工作，我中心上线了新版原辅包登记系统，与原登记系统

相比，原辅包企业可在线填写《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表》，并进一步

优化了原辅包企业自主修改登记信息的功能，具体包括： 

  1、登记信息公示前，原辅包企业可自行修改登记信息，登记信息须与企业

邮寄至药品审评中心的光盘资料一致； 

  2、登记信息公示后，原辅包企业可通过“基础信息变更”修改《原料药、

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登记表》，填写完成后需将变更后的登记表打印出来并附上相

关证明性材料一并邮寄至药品审评中心，经业务管理处核实无误后，CDE 网站公

示平台更新为变更后的内容; 

  3、调整了版本号生成规则。将原来企业一有修改即在原版本号上加 1的规

则，修改为仅当产品发生重大变更时版本号才加 1，企业在提交变更资料光盘时

应声明是否属于重大变更。版本号由原辅包企业掌握，不对外公示; 

  4、进一步明确了登记号生成规则。原则上，同一企业在同一生产场地生产

的同一产品，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相同的，应按照同一登记号登记；给药途径不

同且质量标准存在差异的，应按照不同登记号登记，申请人可通过在产品名称后

添加括号标注其给药途径的方式加以区分，如：利奈唑胺（供注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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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为了配合新登记系统的调整，我中心对公示栏进行了微调，如在企业

信息字段下同时公示原辅包产品所有权人、生产企业、境内全权代理机构（如有）

名称及其地址等。 

  原辅包企业在登记过程中如有任何问题，欢迎通过申请人之窗 -- 一般性技

术问题咨询平台提出。 

                                

                                  

                                  

                   药品审评中心 

                                     2018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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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试点工作药品生产

流通有关事宜的批复 

国药监函〔2018〕25 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29612.html           2018 年 07 月 17 日 发布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试点工作在药品生产流通中有关问题及建议的请示》

（粤食药监局注〔2018〕38 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持有人委托生产过程中应将委托生产相关权利、责任等在委托生产书面合同及

质量协议中予以明确。 

二、持有人可自行销售所持有的药品。持有人的资质证明文件可作为产品销售的资

质证明文件。持有人的药品销售活动应当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 GSP）要求，

保证销售配送过程和质量管理体系持续合规。 

三、持有人可委托合同生产企业或者药品经营企业销售所持有的药品。持有人应当

对受托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审计和评估，签订质量协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

任。质量协议至少包括双方委托责任划分以及产品采购、入库验收、储存养护、运输配

送、售后服务和质量管理等内容。合同销售期间，持有人应当对销售配送过程进行监督

和指导，确保合同销售的药品符合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7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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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三十批）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620     发布日期：20180717 

 
 

根据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

号），我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现将拟优先审评的

药品注册申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 5 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我中心网站“信

息公开‐‐>优先审评公示‐‐>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提出异议。 

        第三十批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公示名单如下： 

 

序

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申请事项 理由 

1 CXSS1700024、25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南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罕见病 

2 CXSS1700036  

重组人乳头瘤病毒

16/18型双价疫苗

（大肠杆菌） 

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厦门大学；北

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3 JXHS1800023、24 Dacomitinib 片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

有明显治疗优势 

4 
CYHS1800074、

75、76、77 

咪达唑仑口颊粘膜

溶液 
吉林津升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儿童用药品 

5 CYHS1700417 
枸橼酸舒芬太尼注

射液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儿童用药品 

6 CYHS1700306 注射用依前列醇钠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罕见病 

7 
CYHS1700456、

57、58、59 
依托考昔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专利到期前1年的药品生

产申请，首家申报 

8 CYHS1700626 苯磺贝他斯汀片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专利到期前1年的药品生

产申请，首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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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YHS1790032 盐酸莫西沙星片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

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请 

10 CYHS1700190 利奈唑胺片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

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请 

11 CYHS1700720 左乙拉西坦片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

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

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请 

12 CYHS1600080 去氧孕烯炔雌醇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3

年美国上市 

13 CYHS1600081 炔雌醇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3

年美国上市 

14 CYHS1600119 左炔诺孕酮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6

年美国上市 

15 
CYHS1600180、

81、82 
硝苯地平缓释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6
年美国上市 

16 
CYHS1700339、

40、41、42 
他达拉非片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通过美

国 FDA 生产现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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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检查公告（第 1号）(2018年第 47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1/329621.html          2018 年 07 月 18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办法（试行）》，

经资料审查和现场检查，认定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等 87

家医疗机构具有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发给《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证书》。 

 

特此公告。 

 

附件：具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的医疗机构及认定专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17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47 号公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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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具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的医疗机构及认定专业	

 
医疗机构

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认定专业 证书编号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中医神经内科、中医心血管内科、中医消化内科、

中医呼吸内科、中医骨伤、中医肿瘤、中医外科

（乳腺） 
837 

北京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内分泌、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感染性疾病、

重症医学、普通外科（血管、肝胆、胃肠、甲乳）、

麻醉、骨科、整形外科、妇科、康复医学、皮肤

与性病学 

838 

北京  北京优联耳鼻喉医院  耳鼻咽喉、眼科  839 

天津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心血管内科、内分泌、骨科  840 

天津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  841 

河北  邢台市人民医院 
肿瘤、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泌尿外

科 
842 

河北  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  血液内科  843 

河北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血液内科、

内分泌、老年病 
844 

河北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 
心血管内科、肿瘤、呼吸内科、消化内科、血液

内科、眼科 
845 

河北  河北省胸科医院  结核内科、肿瘤、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  846 

山西  临汾市中心医院  心血管内科、肿瘤  847 

山西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 

医院 

血液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

骨科、泌尿外科、麻醉、眼科、放射治疗、耳鼻

咽喉、肿瘤、传染、普通外科、免疫学、内分泌、

肾病内科 

848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医院  结核病学  849 

黑龙江  大庆市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普通外科、康复  850 

辽宁  沈阳爱尔眼视光医院  眼科  851 

辽宁  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  852 

吉林  通化市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内分泌、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神

经内科、肾病学、肿瘤、麻醉、耳鼻咽喉、中医、

普通外科、神经外科、骨科、妇科、眼科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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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

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认定专业 证书编号 

黑龙江  黑龙江省中医医院 
中医肾病、中医心病、中医肺病、针灸、中医内

分泌 
854 

江苏  常州市肿瘤医院 
肿瘤（肿瘤内科、肿瘤外科、肿瘤放疗、妇瘤、

肿瘤介入、肿瘤核医学） 
855 

江苏  连云港市中医院 
肿瘤、内分泌、消化、呼吸、心血管内科、泌尿

外科、骨伤、神经内科、康复、肛肠、肾内科 
856 

江苏  苏州市立医院 
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生殖健康与不

孕症、妇科、烧伤、肿瘤 
857 

江苏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小儿呼吸、小儿内分泌、小儿普通外科、小儿传

染病、小儿心脏病、小儿血液病、小儿神经病学、

小儿肾病、小儿骨科、小儿消化、小儿耳鼻咽喉、

小儿烧伤整形、小儿免疫 

858 

江苏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

内分泌、老年病、普通外科（肝胆）、普通外科

（胃肠）、CT诊断、肿瘤、免疫学（风湿）、

骨科、泌尿外科 

859 

江苏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

医院 

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

肾病学、内分泌、老年病、普通外科、骨科、泌

尿外科、皮肤病、肿瘤、麻醉 
860 

江苏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 
骨科、妇产、急诊医学、心胸血管外科、神经内

科、内分泌、血液内科、肿瘤 
861 

江苏  南京市江宁医院 
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

肾病学、内分泌、骨科、泌尿外科、小儿呼吸、

肿瘤、麻醉、康复医学 
862 

江苏  南京高新医院 
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仅限于生物等效试验临床

研究） 
863 

江苏  南京市儿童医院 
小儿胸心外科、小儿心脏病、小儿内分泌、小儿

神经病学、小儿呼吸、小儿肾病、小儿免疫 
864 

江苏  无锡市儿童医院 
小儿呼吸、小儿心脏病、小儿血液病、小儿神经

病学、小儿内分泌、儿童保健（儿童生长发育、

儿童心理卫生、儿童康复）、小儿重症医学 
865 

浙江  金华市中心医院 
放射治疗、免疫学、普通外科、呼吸内科、麻醉、

内分泌、神经内科、肾病学、消化内科、心血管

内科、血液内科 
866 

浙江  瑞安市人民医院 
妇科、传染、呼吸内科、内分泌、神经内科、心

血管内科、血液内科、眼科、肿瘤、重症医学 
867 

浙江  嘉兴市第一医院 
内分泌、小儿呼吸、免疫学（风湿科）、呼吸内

科、麻醉、泌尿外科、神经内科、肾病学、心血

管内科、血液内科、肿瘤 
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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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认定专业 证书编号 

浙江  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皮肤、肿瘤、神经内科、泌尿外科、心血管内科、

内分泌、肛肠 
869 

浙江  树兰（杭州）医院 
肿瘤、感染、心血管内科、血液内科、肝胆胰外

科 
870 

安徽 
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 
心血管内科、内分泌、肿瘤内科、普外科  871 

安徽  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广德路院区、和平路院区）、内分泌

（广德路院区、和平路院区）、心血管内科（广

德路院区、和平路院区）、消化内科（广德路院

区、和平路院区）、老年病（神经内科方向‐广
德路院区、心血管方向‐和平路院区）、肾病学

（广德路院区）、骨科（广德路院区）、泌尿外

科（广德路院区、和平路院区）、介入放射学（广

德路院区）、重症医学（广德路院区、和平路院

区）、麻醉（广德路院区）、肿瘤（广德路院区、

和平路院区） 

872 

安徽  安徽省胸科医院  呼吸内科、肿瘤  873 

安徽  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肿瘤、普通

外科（胃肠）、新生儿 
874 

福建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

医院 
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  875 

福建  厦门市仙岳医院  精神病学  876 

福建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厦门

市林巧稚妇儿医院）、厦

门市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计划生育、妇科、小儿呼吸  877 

山东  日照市中医医院 
中医骨伤、中医妇科、中医神经内科、中医心血

管、中医呼吸内科、中医风湿免疫、中医肝病 
878 

山东  潍坊市中医院 
中医内分泌、中医消化、中医心血管、中医肿瘤、

中医骨伤、中医老年病、中医神经内科、中医泌

尿外科、中医外科（乳腺甲状腺） 
879 

山东  威海市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

血液内科、骨科、内分泌、胸外科、肿瘤内科 
880 

山东  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

肾病学、神经外科、骨科、肿瘤、眼科 
881 

山东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  精神  882 

山东  沂源县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肾病综合内科、内分泌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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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

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认定专业 证书编号 

山东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  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  884 

山东  菏泽市立医院    肿瘤、心血管内科、血液内科  885 

河南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麻醉、妇科、产科、儿童康复；生殖健康与不孕

症、小儿普通外科、小儿呼吸、小儿神经病学、

小儿骨科、小儿泌尿外科、小儿血液病、医学影

像（诊断）、普通外科（乳腺）、小儿消化 

886 

河南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呼吸内科、内分泌、普通外科、消化内科、神经

内科、心血管内科、泌尿外科、眼科、肿瘤 
887 

河南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胸外科、妇科、产科、神经外科、脑血管病、肿

瘤内科、心血管内科、麻醉疼痛、内分泌、呼吸

内科 
888 

河南  新郑市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肿瘤内科、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仅

限于生物等效性试验临床研究） 
889 

河南 
河南（郑州）弘大心血管

病医院 
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I期临床试验研究室（仅

限于生物等效性试验临床研究） 
890 

河南  南阳南石医院  烧伤、神经内科、肿瘤  891 

湖北  鄂州市中心医院 
心血管内科、肿瘤、神经内科、骨科、普通外科、

麻醉 
892 

湖南  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 
妇科、职业中毒、尘肺、Ⅰ期临床试验研究室（仅

限于生物等效性试验临床研究） 
893 

湖南  岳阳市二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

肾病学、内分泌、骨科、泌尿外科、妇科、肿瘤 
894 

广东  珠海市人民医院  介入放射  895 

广东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呼吸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神经内科、普外、

心内科 
896 

广东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肾内科、血液内科、神经内科、内

分泌、消化内科、肿瘤内科、眼科、神经外科、

呼吸内科 
897 

广东 
揭阳市人民医院（中山大

学附属揭阳医院） 

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血液内科、

肾病学、免疫学、普通外科、神经外科、胸外科、

眼科、肿瘤、重症医学、医学影像（放射治疗）、

医学影像（磁共振成像诊断） 

898 

广东  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肿瘤、小儿

呼吸、普外科、脊柱外科、泌尿外科、麻醉、中

医妇科 
899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 
疼痛、传染、康复医学、骨科（脊柱外科）、肾

病学、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内分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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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呼吸内科、眼科 

重庆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

治中心（重庆市传染病医

院） 
艾滋病、肝病、结核病  901 

四川  四川省肿瘤医院  肿瘤  902 

四川  遂宁市中心医院 
消化内科、呼吸内科、血液内科、心血管内科、

骨科、泌尿外科、肿瘤、普通外科（乳腺、甲状

腺）、皮肤性病 
903 

四川 
广安市人民医院（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广安医院） 
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肿瘤、泌尿

外科、骨科、麻醉、传染 
904 

四川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皮肤病、核医学、呼吸内科、泌尿外科  905 

四川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内分泌、呼吸内科、肿瘤内科、老年病  906 

四川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肿瘤、泌尿外科、消化内科、内分泌  907 

四川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自贡

市妇女儿童医院） 
妇科、中西医结合  908 

四川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妇科、骨科、呼吸内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

心血管内科、肿瘤 
909 

四川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自

贡市传染病医院） 
呼吸内科、内分泌、肾病学、肿瘤、神经内科、

血液内科 
910 

四川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普外科（除肝胆外）、泌尿科、肿瘤、儿科（小

儿呼吸、小儿血液）、妇产 
911 

四川  德阳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

肾病学、肿瘤、肝病、骨科、普通外科、麻醉 
912 

四川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内分泌  913 

四川  岳池县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呼吸内科、神经内科、肿瘤、神经外

科、康复医学、内分泌 
914 

四川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 

医院 
小儿血液/肿瘤、小儿消化、小儿心血管内科、

小儿重症医学、妇科 
915 

陕西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 
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肿

瘤 
916 

陕西  西安市胸科医院 
结核内科、肿瘤内科、呼吸内科、I期临床试验

研究室（仅限于生物等效性试验临床研究） 
917 

陕西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  口腔医学  918 

陕西  西安高新医院 
呼吸内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血液内科、

肾病学 
919 

陕西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

神经外科、妇科、肿瘤外科 
92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医疗机构

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认定专业 证书编号 

新疆 
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 

医院 
精神  921 

新疆 
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 
神经内科、内分泌、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  922 

新疆 
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 
肿瘤、消化、神经内科、心内科、神经外科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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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血塞通注射剂和血栓通注射

剂说明书的公告（2018年第 46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29637.html     2018 年 07 月 19 日 发布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决定对血塞通注射剂〔血塞通注射液、注射用血塞通（冻干）〕和血栓通注

射剂〔血栓通注射液和注射用血栓通（冻干）〕增加警示语，并对【禁忌】和【注

意事项】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血塞通注射剂和血栓通注射剂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按照血塞通注射剂和血栓通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

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

与原批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

以更换。 

  上述品种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

施做好上述品种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上述品种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

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上述品种为处方药，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上述品种

说明书。 

  特此公告。 

  附件：血塞通注射剂和血栓通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13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46 号公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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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血塞通注射剂和血栓通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应增加警示语，内容如下： 

警示语：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

机构使用，使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

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二、【禁忌】项应增加： 

儿童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应增加： 

1.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

用，使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

他严重不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替换原说明书相关内容：“本品可能引起过敏性休克，用药后一

旦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应立即停药并给予适当的治

疗”。 

2.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功能主治使用，禁止超功能主治范

围用药。 

3.根据原说明书【用法用量】描述不同，分别进行修订： 

（1）原说明书【用法用量】项无疗程描述的： 

严格掌握用法用量。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剂量、调配要求用药，

不得超剂量、过快滴注或长期连续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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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说明书【用法用量】项有疗程描述的： 

严格掌握用法用量及疗程。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剂量、调配要求

用药，不得超剂量、过快滴注或长期连续用药。 

4.加强用药监护。用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用药反应，特别是开

始用药 30 分钟内，发现异常立即停药，采用积极救治措施，救治患

者。 

5.本品保存不当可能影响药品质量。用药前和配制后及使用过程

中应认真检查本品及滴注液，发现药液出现浑浊、沉淀、变色、结晶

等药物性状改变以及瓶身有漏气、裂纹等现象时，均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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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磷酸二氢钠系列 3个药用辅料标准的公示（第二次）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4b52dd3347428?a=BZFULIAO       发布时期: 2018-07-20 

 

根据有关单位对药用辅料无水磷酸二氢钠、磷酸二氢钠一水合物、磷酸二氢钠二水合

物 3 个辅料标准的反馈意见,经相关单位复核验证,对质量标准进行再次公示（见附件

1-3）,公示期自上网之日起三个月。 

如有意见或建议，请以书面形式反馈至我委，来函需注明收文单位“国家药典委员会”，

加盖本单位公章，并标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 11 号楼 国家药典委员会 办公室 

  邮编：100061 

  联系电话：010-67079525、67079566 

  联系邮箱：475@chp.org.cn 

  附件： 磷酸二氢钠二水合物公示稿.pdf 

     磷酸二氢钠一水合物公示稿.pdf 

     无水磷酸二氢钠公示稿.pdf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发布生物制品国家标准起草与复核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   

 

各生物制品标准研究课题承担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根据国家总局对药品标准提高工作规划的要

求，为进一步完善生物制品国家标准研究的技术要求和工作流程，保证生物制品国家标准的

科学性、规范性和适用性，我委组织专家起草了《生物制品国家标准起草与复核工作规范（试

行）》，现予印发，请各有关单位参照执行，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请及时反馈。 

  联系人：曹琰 010﹣67079595；caoyan@chp.org.cn 

  附件： 生物制品国家标准起草与复核工作规范（试行）.pdf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12 日 

抄送：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4b614207c751a?a=tz                          时间: 2018‐07‐20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4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63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50/329645.html         2018 年 07 月 20 日 发布 

经吉林省药品检验所等 6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等 13

家企业生产的 14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江西德成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复

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含量测定、装量。 

经吉林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2批次木香顺气丸

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性状。 

经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河北仁心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樟树成方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永州市永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廉江市华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广西贵

港市绿之源种养发展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张掖市恒利中药材加工有限公司生产的 6批

次羌活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性状、含量测定、浸出物。 

经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标示为四川子仁制

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石淋通颗粒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溶化性。 

经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湖南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检验，标示为赤峰维康生

化制药有限公司、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2批次维 U颠茄铝胶囊不符合规

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北京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小金胶

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微生物限度。 

经海南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浙江惠迪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注射用拉

氧头孢钠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有关物质。（详见附件）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附件：1.14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18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63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63 号通告附件 2.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1：14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复方醋酸地

塞米松乳膏 
江西德成制药有限

公司 
170414 

10g:7.5
mg 

昌都市人民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

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装量），[含量测定]

（地塞米松） 

河北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 

木香顺气丸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

公司 

001802 

每100丸
重 6 克 

陕西玉龙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

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性状] 

吉林省药

品检验所 030712 

贵州希尔康医药有限公司 

汉中阳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 

羌活 

廉江市华晟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 
170501 

/ 

广西河池金城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

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性状]，[含量测定]（挥发

油）、（羌活醇和异欧前胡素） 

山西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张掖市恒利中药材

加工有限公司 
151201  恒博中西医诊所 

[性状]，[浸出物]，[含量测定]
（挥发油）、（羌活醇和异欧

前胡素） 

江西樟树成方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 
170801  湖北省大冶市国药有限公司 

[含量测定]（挥发油）、（羌活

醇和异欧前胡素） 
永州市永靛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 
180301  永州市永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羌活 
河北仁心药业有限

公司 
1641700601 /  山东省东营市人民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羌活醇和异欧前

胡素） 
山西省食

品药品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广西贵港市绿之源

种养发展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厂 
170801  来宾市益泰药业有限公司 

版一部  验所 

石淋通颗粒 
四川子仁制药有限

公司 
170902 

每袋装

15克（相

当于总药

材 15克）

泸州本草堂医药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品标

准》中药成方制

剂第八册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溶化性） 

湖南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湖
南药用辅
料检验检
测中心） 

维 U颠茄铝

胶囊 

赤峰维康生化制药

有限公司 
20160801  / 

苏州健生源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泰州高港港口西路药店 
《国家药品标

准》化学药品地

方标准上升国家

标准第六册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颠茄浸膏） 

湖南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湖
南药用辅
料检验检
测中心） 

甘肃省西峰制药有

限责任公司 
702049  复方  湖北瓯越药业有限公司 

小金胶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70661 

每粒装

0.35 克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

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微生物限度）  北京市药

品检验所 

注射用拉氧

头孢钠 
浙江惠迪森药业有

限公司 
170702 

按拉氧

头孢

（C20H20

N6O9S）
计：0.5g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

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有关物质）  海南省药

品检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性状项记载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物理

常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品的质量特性。性状不符合规定可能与投料

质量及工艺、储运环境等因素有关，往往直接影响药品质量。 

二、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

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有关物质、微生物

限度、装量、溶化性等分项目。 

有关物质系指药品中的有机杂质，是反映药品纯度、保证用药安全的

重要指标之一。药品中的有关物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制备过程中带

入的杂质，例如原料不纯、部分原料反应不完全、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中间

体或副产物在精制时没有除尽；二是药品在贮存或运输中，由于贮存时间

过长，包装保管不善，在外界条件（如日光、空气、温度、湿度等因素）

的影响或微生物的作用下，导致药品本身发生降解产生的杂质。在药品的

质量标准中，对存在的无毒、低毒或高毒性的杂质都制定了严格的指标。

有关物质不符合规定，可能会对药品安全性带来影响。 

微生物限度系对非直接进入人体内环境的一大类药物制剂的微生物控

制要求。由于此类制剂用药的风险略低，可以允许一定数量的微生物存在，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但不得检出一些条件致病菌。因此，微生物限度分为计数检查和控制菌检

查两部分。计数检查通常由需氧菌总数或（和）霉菌和酵母菌总数组成，

控制菌检查根据给药途径的风险分设不同的致病菌检查项目。 

装量系反映药品重量或容量的指标，适用于固体、半固体、液体制剂。

除制剂通则中规定检查重（装）量差异的制剂及放射性药品外，按最低装

量检查法进行检查，包括重量法和容量法。装量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

药剂量不足，带来相应风险，不符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控制不当。 

溶化性系反映药品在规定时间内溶化情况的指标，适用于颗粒剂、茶

剂、含片等制剂。溶化性不符合规定会影响药品的吸收，或说明药品中含

有不溶性杂质，可能与原辅料质量、工艺控制等有关。 

三、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量测定与

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及工艺等有关。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六批）

的通告（2018年第 66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29692.html           2018 年 07 月 26 日 发布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核确定，现发布仿制

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六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六批）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23 日

2018 年第 66 号通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六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6‐1  青霉素 V钾片 
Phenoxymethylpenicillin 
Potassium Tablets/‐‐ 

0.25g  片剂  Sandoz GmbH  国际公认进口   

16‐2  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Azithromycin for 

Suspension/Sumamed 
200mg/5

ml 
口服混悬剂 
（干混悬剂）

Pliva Croatia Ltd.  原研进口   

16‐3  甲磺酸溴隐亭片 
Bromocriptine Mesilate 

Tablets/Parlodel 
2.5mg  片剂  Future Health Pharma GmbH 原研进口   

16‐4  他达拉非片  Tadalafil Tablets/CIALIS  20mg  片剂  Eli Lilly Nederland B.V.  原研进口   

16‐5  他达拉非片  Tadalafil Tablets/CIALIS  10mg  片剂  Eli Lilly Nederland B.V.  原研进口   

16‐6  他达拉非片  Tadalafil Tablets/CIALIS  2.5mg  片剂  Eli Lilly Nederland B.V.  原研进口   

16‐7  阿瑞匹坦胶囊 
Aprepitant Capsules/意美

/EMEND  
80mg  胶囊剂  Merck Sharp & Dohme Ltd.  原研进口   

16‐8  阿瑞匹坦胶囊 
Aprepitant Capsules/意美

/EMEND  
125mg  胶囊剂  Merck Sharp & Dohme Ltd.  原研进口   

16‐9  双醋瑞因胶囊  Diacerein Capsules/安必丁  50mg  胶囊剂  TRB Pharma S.A.  原研进口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6‐10  巯嘌呤片 
Mercaptopurine 

Tablets/Purinethol 
50mg 片剂 Quinn Pharmaceuticals, LLC FDA/授权仿制药 增补 

16‐11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Mycophenolate Mofetil 

Capsules/Cellcept 
0.25g 胶囊剂 Roche Registration Ltd 

欧盟上市（产地：德

国；上市国家：英国）
增补 

16‐12 阿苯达唑片 
Albendazole Tablets/史克肠

虫清 
0.2g 片剂 中美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6‐13 那格列奈片 Nateglinide Tablets/唐力 0.12g 片剂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6‐14 拉米夫定片  Lamivudine Tablets/贺普丁  0.1g  片剂 
葛兰素史克制药（苏州）有

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6‐15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Mycophenolate Mofetil 

Capsuels /骁悉 
0.25g  胶囊剂  上海罗氏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5‐5 格列齐特片  Gliclazide Tablets/Diaprel  80mg  片剂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爱沙尼亚上市（产地：

法国或爱尔兰） 

药品通用名称

更正为格列齐

特片（Ⅱ） 

15‐7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

胶囊 

Tamsulosin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Capsules/

哈乐 
1g 

胶囊剂 
（缓释胶囊）

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

公司 
原研地产化 

规格由“1g”更
正为“0.2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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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蒙脱石散等 16个品种通过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公告（第五批）（2018年第 49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29691.html           2018 年 07 月 26 日 发布 

经审查，蒙脱石散等 16 个品种（目录见附件）符合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的要求，现予发布。上述品种的说明书、企业研究报告及生物等效性试验数据信息可登

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网站（www.cde.org.cn）查询。 

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对本次公告后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及时收载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供行业、

公众和相关部门实时查阅，我局不再分批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已批准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第五批）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23 日

2018 年第 49 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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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已批准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第五批）	

 
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1 CYHB1750009 
蒙 脱 石

散 

Montmorillonite 
Powder 

3g  散剂  用于成人及儿童急、慢性腹泻。 
先声药业有

限公司 

国药准字

H19990307
是 

2 CYHB1740003 
蒙 脱 石

散 

Montmorillonite 
Powder 

3g  散剂  用于成人及儿童急、慢性腹泻。 
四川维奥制

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93601
是 

3 CYHB1740005 
卡 托 普

利片 
Captopril Tablets 25mg  片剂  用于治疗高血压、心力衰竭。 

石药集团欧

意药业有限

公司 

国药准字

H13021309
是 

4 CYHB1740007 
甲 磺 酸

伊 马 替

尼片 

Imatinib 
Mesylate Tablets

0.1g  片剂  抗肿瘤药物 
江苏豪森药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药准字

H20133200
否 

5 CYHB1740010 
蒙 脱 石

散 

Montmorillonite 
Powder 

3g  散剂  用于成人及儿童急、慢性腹泻。 
扬子江药业

集团有限公

司 

国药准字

H20053263
是 

6 CYHB1740011 
瑞 舒 伐

他 汀 钙

片 

Rosuvastatin 
Calcium Tablets

10mg  片剂 
临床上适用于经饮食控制和其他

非药物治疗（如：运动治疗，减轻体重）

仍不能适当控制血脂异常的原发性高

浙江海正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国药准字

H20143338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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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胆固醇血症（Ⅱa型，包括杂合子家族

性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血脂异常症

（Ⅱb型），也适用于纯合子家族性高

胆固醇血症的患者，作为饮食控制和其

他降脂措施（如 LDL去除疗法）的辅助

治疗，或在这些方法不适用时使用。

7 CYHB1740012 
瑞 舒 伐

他 汀 钙

片 

Rosuvastatin 
Calcium Tablets

5mg  片剂 

临床上适用于经饮食控制和其他

非药物治疗（如：运动治疗，减轻体重）

仍不能适当控制血脂异常的原发性高

胆固醇血症（Ⅱa型，包括杂合子家族

性高胆固醇血症）或混合型血脂异常症

（Ⅱb型），也适用于纯合子家族性高

胆固醇血症的患者，作为饮食控制和其

他降脂措施（如 LDL去除疗法）的辅助

治疗，或在这些方法不适用时使用。 

浙江海正药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国药准字

H20143337
否 

8 CYHB1750002 
阿 法 骨

化醇片 

Alfacalcidol 
Tablets 

0.5μg  片剂 

1.骨质疏松症； 
2.改善下列疾病所致的维生素 D代谢异

常的各种症状。（如低血钙，手足搐搦，

骨痛，骨病变等） 
慢性肾功能衰竭 
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抗维生素 D佝偻病、软骨病

重庆药友制

药有限责任

公司 

国药准字

H10950134
是 

9 CYHB1750003 
阿 法 骨

化醇片 

Alfacalcidol 
Tabletst 

0.25μg  片剂 

1.骨质疏松症； 
2.改善下列疾病所致的维生素 D代谢异

常的各种症状。（如低血钙，手足搐搦，

骨痛，骨病变等） 

重庆药友制

药有限责任

公司 

国药准字

H10950135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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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慢性肾功能衰竭 
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 
抗维生素 D佝偻病、软骨病

10 CYHB1750020 
苯 磺 酸

氨 氯 地

平片 

Amlodipine 
Besilate Tablets

5mg  片剂 

1. 高血压 

本品适用于高血压的治疗。本品可

单独应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药物联合

应用。 
高血压的控制是心血管风险综合

管理的一部分，综合管理措施可能需要

包括：血脂控制、糖尿病管理、抗血栓

治疗、戒烟、体育锻炼和限制钠盐摄入。

收缩压或舒张压的升高均增高心

血管风险。在更高的基础血压水平上，

每毫米汞柱血压的升高所带来的绝对

风险增加会更高。降低血压获得风险降

低的相对程度在有不同心血管绝对风

险的人群中是相似的。严重高血压患

者，略微降低血压就能带来较大的临床

获益。 
对成人高血压患者，通常而言，降

低血压可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主要

是卒中、以及心肌梗死的风险。 
2. 冠心病（CAD） 

慢性稳定性心绞痛 
本品适用于慢性稳定性心绞痛的

对症治疗。本品可单独应用也可与其他

扬子江药业

集团上海海

尼药业有限

公司 

国药准字

H2002046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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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抗心绞痛药物联合应用。 
血管痉挛性心绞痛（Prinzmetal’s

或变异型心绞痛） 
本品适用于确诊或可疑的血管痉

挛性心绞痛的治疗。本品可单独应用也

可与其他抗心绞痛药物联合应用。 
经血管造影证实的冠心病 

经血管造影证实为冠心病，但射血分数

≥40%且无心力衰竭的患者，本品可减

少因心绞痛住院的风险以及降低冠状

动脉重建术的风险。

11 CYHB1750026 
卡 托 普

利片 
Captopril Tablets 25mg  片剂  用于治疗高血压、心力衰竭。 

常州制药厂

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32023731
是 

12 CYHB1840004 
头 孢 呋

辛酯片 

Cefuroxime 
Axetil Tablets 

0.125g  片剂 
适用于治疗由敏感细菌引起的感

染性疾病。 

国药集团致

君（深圳）制

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10116
是 

13 CYHB1850004 
头 孢 呋

辛酯片 

Cefuroxime 
Axetil Tablets 

0.125g  片剂 
适用于治疗由敏感细菌引起的感

染性疾病。 
成都倍特药

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10025
是 

14 CYHB1850005 
头 孢 呋

辛酯片 

Cefuroxime 
Axetil Tablets 

0.25g  片剂 
适用于治疗由敏感细菌引起的感

染性疾病。 
成都倍特药

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010026
是 

15 CYHB1850006 
阿 托 伐

他 汀 钙

片 

Atorvastatin 
Calcium Tablets

10mg 片剂  用于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 
浙江新东港

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133127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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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号  品种 

名称  英文名  规格  剂型  适应症  企业  原批准 
文号 

是否 289 
基药目录* 

16 CYHB1850007 
阿 托 伐

他 汀 钙

片 

Atorvastatin 
Calcium Tablets

20mg 片剂  用于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 
浙江新东港

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国药准字

H20163270
否 

注：* 289基药目录：是指根据《关于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06号）附件所附 2018年底前须完成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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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勘误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素标准的函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3f838d40164d9521b5d26be?a=KWHXYP       发布时期: 2018-07-2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注射用乳糖酸阿奇霉素现执行标准编号为 WS1-（X-357）-2003Z-2017，经

我委核查，其标准有关内容有误，该品种性状项中“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疏松块

状物”应更正为“本品为白色或类白色的结晶或粉末或疏松块状物”。 

  特此勘误，请及时通知辖区内有关生产企业遵照执行。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24 日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检验所(院)，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

局药品仪器检验所，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

审评中心、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药品评价中心、信息中心，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药化监管司、药化注册司、稽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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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0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67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29719.html                    2018年 07 月 27 日  发布 

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等 4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江西致和堂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生产的 10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江西致和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上药控

股宜兴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分公司、宁夏西北药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3批次白芷不符合

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含量测定、二氧化硫残留量。 

经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江西兆升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湖南然润堂中

药有限公司、湖南省松龄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广西玉林泰龙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四川

原上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 5批次薄荷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性状、显

微特征、薄层色谱。 

经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检验，标示为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诺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 1批次刺五加颗粒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广东世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

次亮菌甲素氯化钠注射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附件：1.10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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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2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67 号通告附件 1.docx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67 号通告附件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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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 1：10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白芷 

江西致和堂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171201 

/ 

福建九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甘肃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 

上药控股宜兴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分公司 
160918 

上药控股宜兴有限公司中药

饮片分公司 
[检查]（二氧化硫残留量）

宁夏西北药材科技有限

公司 
17051302  宁夏西北药材科技有限公司 

薄荷 

江西兆升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20180101 

/ 

江西兆升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性状]，[鉴别]（（3）薄层

色谱） 

山西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湖南然润堂中药有限公

司 
201608020

3 
长沙术仁堂中医医院有限公

司 

湖南省松龄堂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 
170501  湘乡市中医医院 

广西玉林泰龙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 
18010226  北海强露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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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四川原上草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170301 

德仁堂诊所（地址：西藏自

治区山南市湖北大道） 
[性状]，[鉴别]（（1）显微

特征）、（（3）薄层色谱）

刺五加

颗粒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诺捷

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610561 

每袋

装 10
克 

山西勇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青海省药

品检验检

测院 

亮菌甲

素氯化

钠注射

液 

广东世信药业有限公司  1711001 

250ml
:亮菌

甲素

2.5mg
与氯

化钠

2.25g

广东世信药业有限公司 

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药品标准

YBH21192004‐
2015Z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江苏省食

品药品监

督检验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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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性状项记载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物理

常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品的质量特性。性状不符合规定可能与投料

质量及工艺、储运环境等因素有关，往往直接影响药品质量。 

二、药品标准中的鉴别项系根据反映该药品某些物理、化学或生物学

等特性所进行的药物鉴别试验，不完全代表对该药品化学结构的确证。鉴

别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包括经验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显微鉴

别中横切面、表面观及粉末鉴别，均指经过一定方法制备后在显微镜下观

察的特征。理化鉴别包括物理、化学、光谱、色谱等鉴别方法。鉴别项目

的在于鉴定和研究药品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

另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二氧化硫残留量

等分项目。 

二氧化硫残留量系指中药材及饮片中残留的亚硫酸盐类物质的总量，

以二氧化硫计。中药材中之所以含二氧化硫，是因为淀粉和糖含量高的中

药材容易起虫，而含硫的化学物质能起到防虫、杀虫的作用。商家用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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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制中药材，正是这个目的。枸杞、当归、天麻、山药、白芍、菊花等都

是易被使用二氧化硫的中药材。过度硫熏对很多中药材质量有不利影响。

二氧化硫摄入过多也可能损害胃肠、肝脏等器官的健康，严重时还会导致

腹泻、呕吐等症状。 

四、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量测定与

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及工艺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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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序的公告

（2018年第 50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1/329716.html           2018 年 07 月 27 日 发布 

为鼓励创新，加快新药创制，满足公众用药需求，落实申请人研发主体责任，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

意见》（厅字〔2017〕42 号），对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的有关事项作出调整：在我国

申报药物临床试验的，自申请受理并缴费之日起 60 日内，申请人未收到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否定或质疑意见的，可按照提交的方

案开展药物临床试验。  

现就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沟通交流会议的准备与申请 

（一）申请人在提出新药首次药物临床试验申请之前，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

会议申请，并在确保受试者安全的基础上，确定临床试验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实施临床

试验的可行性。  

（二）申请人准备的沟通交流会议资料应包括临床试验方案或草案、对已有的药学

和非临床研究数据及其他研究数据的完整总结资料。申请人应自行评估现有的研究是否

符合申报拟实施临床试验的基本条件，并明确拟与药审中心讨论的问题。   

（三）申请人应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沟

通交流办法》）要求，提交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附件 1）。药审中心应及时通知申请

人是否召开沟通交流会议，并与申请人商议会议时间。申请人应按沟通交流相关要求按

时提交完整的沟通交流会议资料（附件 2）。药审中心对沟通交流会议资料进行初步审

评，在沟通交流会议召开至少 2日前，通过“申请人之窗”将初步审评意见和对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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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问题的解答意见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在收到初步审评意见和解答意见后，应尽快

反馈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申请人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召开沟通交流会议的，应

通过药审中心网站“申请人之窗”告知药审中心取消沟通交流会议申请；申请人认为申

请沟通交流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的，按原定计划继续组织会议召开。  

二、沟通交流会议的召开 

（四）会议由药审中心工作人员主持，双方围绕药物临床试验方案就申请人提出的

关键技术问题，以及已有资料和数据是否支持实施临床试验开展和受试者安全风险是否

可控进行讨论，并为后续研究提出要求和建议。  

（五）沟通交流会议应按《沟通交流办法》要求形成会议纪要。现有资料、数据或

补充完善后的资料、数据能够支持开展临床试验的，申请人即可在沟通交流会议之后或

补充资料和数据后提出临床试验申请。现有资料和数据存在重大缺陷，临床试验方案不

完整或风险控制措施无法保障临床试验受试者安全的，申请人应分析原因并开展相关研

究工作。会议纪要作为审评文档存档，并作为审评和审批的参考。  

三、临床试验申请的受理与审评审批 

（六）申请人应按照相关要求提交新药首次临床试验申请和申报资料。其中对于 I

期临床试验申请，还应提交本公告附件 3中载明的资料。  

药审中心在收到申报资料后 5日内完成形式审查。符合要求或按照规定补正后符合

要求的，发出受理通知书。  

受理通知书应载明：自受理缴费之日起 60 日内，未收到药审中心否定或质疑意见

的，申请人可以按照提交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开始时，申请人应登陆药审中心门户网站，在“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

公示平台”进行相关信息登记。  

（七）对于申报资料符合审评要求，但有相关信息需要提醒申请人的，药审中心应

在受理缴费后 60 日内通知申请人，列明相关要求和注意事项。申请人应通过药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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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户网站查询和下载临床试验申请相关通知或提醒。  

（八）对于已受理的申报资料不符合审评技术要求的，药审中心可通过沟通交流或

补充资料方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申请人应在收到补充资料通知之

日起 5日内一次性提交补充资料。申请人补充资料后在该申请受理缴费之日起 60 日内

未收到药审中心其他否定或质疑意见的，可按照完善后的方案开展临床试验。申请人未

按时限补充资料或补充资料仍不能满足审评要求的，药审中心以暂停临床试验通知书方

式通知申请人，并列明目前尚不具备开展临床试验的原因。  

（九）对于申报资料存在重大缺陷，或临床试验方案不完整的，或缺乏可靠的风险

控制措施、存在潜在的临床风险而无法保障临床试验受试者安全的，药审中心以暂停临

床试验通知书方式通知申请人，说明目前不支持开展临床试验的理由。药审中心在作出

暂停临床试验决定前，应与申请人沟通交流。申请人可通过药审中心门户网站查询和下

载暂停临床试验通知书。  

（十）申请人在解决了暂停临床试验通知书中所列问题后，可向药审中心书面提出

答复和恢复临床试验申请。药审中心在收到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提出是否同意的答复意

见。答复意见包括同意恢复临床试验或继续执行暂停临床试验决定，并说明理由。申请

人应在收到药审中心书面答复同意恢复意见后方可开展临床试验。申请人对暂停临床试

验通知书有异议且无法通过沟通交流解决的，可申请召开专家咨询会或专家公开论证

会。  

四、其他有关事项 

（十一）对于技术指南明确、药物临床试验有成熟研究经验，申请人能够保障申报

资料质量的，或国际同步研发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申请，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国家和地

区已经获准实施临床试验的，申请人可不经沟通交流直接提出临床试验申请。  

（十二）已获准开展新药临床试验的，在完成Ⅰ期、Ⅱ期临床试验后、开展Ⅲ期临

床试验之前，申请人应向药审中心提出沟通交流会议申请，就包括Ⅲ期临床试验方案设

计在内的关键技术问题与药审中心进行讨论。申请人也可在临床研发不同阶段就关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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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问题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十三）在已获准开展的临床试验期间，申请增加新适应症的，可提出新的临床试

验申请，也可按此办法先提出沟通交流申请后决定。提出新的临床试验申请的，申请时

与首次申请重复的资料可免于提交，但应当在申报资料中列出首次申请中相关资料的编

号。  

（十四）对于变更临床试验方案、重大药学变更、非临床研究重要安全性发现等可

能增加受试者安全性风险的，申请人应按相关规定及时递交补充申请。药审中心应在规

定时限内完成技术审评，并可视技术审评情况通知申请人修改临床试验方案、暂停或终

止临床试验。  

（十五）申请人在获得首次临床试验许可后，应定期向药审中心提供药物研发期间

安全性更新报告，包括全球研发和上市状况、正在进行中和已完成的临床试验、新增的

安全性结果、重大生产变更、整体安全性评估、重要风险总结、获益-风险评估和下一

年总体研究计划等内容。一般每年一次，于药物临床试验许可后每满一年后的二个月内

提交。药审中心可以根据审查情况，要求申请人调整报告周期。逾期未提交的，申请人

应暂停药物临床试验。  

（十六）对于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出现的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和毒理研究提示

重大安全性风险信号，申请人应按照《药物临床试验期间安全性数据快速报告标准和程

序》中相关要求向药审中心递交（个例）安全性报告。药审中心可以根据审查需要，要

求申请人修改临床试验方案，必要时暂停临床试验。  

（十七）申请人应按时递交审评需要的资料与数据，保证质量，并接受监管部门对

研发过程的监督检查。  

（十八）本公告中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  

（十九）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此前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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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 1：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	

 
一、药物研发基本情况 

1.申请人 

2.药品名称 

3.受理号（如适用） 

4.化学名称和结构（中药为处方） 

5.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6.剂型、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用药频率和疗程） 

7.药物研发策略，包括药物研发背景资料、药物研制计划、研发过程

的简要描述和关键事件、目前研发状态等。 

二、会议申请具体内容 

1.会议类型：Ⅰ类、Ⅱ类或Ⅲ类。 

2.会议分类：如Ⅰ期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Ⅱ期临床试验结束/Ⅲ期

临床试验启动前会议，或提交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等。 

3.会议形式：面对面会议、视频会议、电话会议或书面回复。 

4.会议目的：简要说明。 

5.建议会议日期和时间：请提供 3个备选时间。 

6.建议会议议程：包括每个议题预计讨论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所有

议题讨论时间应控制在 60—90分钟以内）。 

7.申请人参会名单：列出参会人员名单，包括职务、工作内容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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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如果申请人拟邀请专家和翻译参会，应一并列出。 

8.建议参会适应症团队：如消化适应症。 

9.提交会议资料时间：对于Ⅰ类会议申请，应同时提交《沟通交流会

议资料》；对于Ⅱ类和Ⅲ类会议申请，应明确提出拟提交《沟通交流会议

资料》的时间。 

10.拟讨论问题清单：建议申请人按学科进行分类，包括但不限于从

药学、药理毒理学和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等方面提出问题，每个问题应该

包括简短的研发背景解释和该问题提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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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件 2：沟通交流会议资料要求	

 

一、药物研发基本情况 

1.申请人 

2.药品名称 

3.受理号（如适用） 

4.化学名称和结构（中药为处方） 

5.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6.剂型、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用药频率和疗程） 

7.药物研发策略，包括药物研发背景资料、药物研发计划、研发过程

的简要描述和关键事件、目前研发状态等。 

二、会议资料具体内容 

1.会议目的：简要说明。 

2.会议议程：列出会议议程。 

3.申请人参会名单：列出参会人员名单，包括职务、工作内容和工作

单位。如果申请人拟邀请专家和翻译参会，应一并列出。 

4.药物研发前期研究总结情况。 

5拟开展的临床试验方案或草案。 

6.讨论问题清单：申请人最终确定的问题列表。建议申请人按学科进

行分类，包括但不限于从药学、药理毒理学和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等方面

提出问题，每个问题应该包括简短的研发背景解释和该问题提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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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支持性数据总结：按学科和问题顺序总结支持性数据。 

支持性数据总结，应当用数据说明相关研究、结果和结论。以Ⅱ期临

床试验结束会议为例，临床专业总结应包括下述内容：（1）应提供已完

成的临床试验的简要总结，包括数据、结果与结论，同时应包括重要的剂

量效应关系信息，也会视情况要求申请人提供完整的临床试验报告；（2）

应对拟开展的Ⅲ期临床试验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以确认临床试验的主要特

征，如临床试验受试者人群、关键的入选与排除标准、临床试验设计（如

随机、盲法、对照选择，如果采用非劣效性试验，非劣效性界值设定依据）、

给药剂量选择、主要和次要疗效终点、主要分析方法（包括计划的中期分

析、适应性研究特征和主要安全性担忧）等。 

8.风险控制计划：根据前期临床试验结果进一步更新和完善风险控制

计划和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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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附件 3：新药Ⅰ期临床试验申请申报资料	

 

一、申报资料基本要求 

申请人应参照《新药 I 期临床试验申请技术指南》（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8年第 16号），提供下述资料： 

1.文件目录； 

2.介绍性说明和总体研究计划； 

3.研究者手册； 

4.临床试验方案或草案； 

5.药学研究信息； 

6.非临床研究信息； 

7.既往临床使用经验说明； 

8.境外研究资料。 

同时，还应提供如下信息： 

1.药物警戒系统建立情况； 

2.临床试验相关方名录； 

3.伦理委员会审查相关资料； 

4.申报前沟通交流资料。 

二、申报资料重点关注 

重点关注如下内容： 

1.临床试验方案的完整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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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性研究数据的充分性。鼓励采用CTD格式，提交包括药学研究、

非临床研究、境外或早期临床研究等支持性研究数据。除了综述和总结部

分外，应提供完整的各专业研究报告。 

3.申报前沟通交流情况。应提供沟通交流会议纪要（如有），以及根

据纪要精神相关研究的完成情况。 

4.受试者安全性风险控制。应根据临床研发计划和临床试验方案，说

明药物安全委员会和构建药物警戒系统的组建情况。 

5.临床试验利益相关方。应提供包括研究者姓名和资质、主要研究机

构、独立数据监察委员会等在内的临床试验相关方名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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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标准物质协作标定实验室名单》 

2018 年 07 月 31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353.html   

编号 协作标定实验室 资质 资质证书编号 

1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ISO 13485：2016 等 N°9462-4 

2 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2+AC：2012 Q1N 16 05 42074 027 

3 艾森生物（杭州）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6 等 Q5 17 12 82138 005 

4 
安诺优达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ISO 14001：2015 等 04417E10133R0M 

5 保定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70318140994 

6 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ISO/IEC 17025：2005 L2451 

7 北京博富瑞基因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6 等 ISO 13485-0013317 

8 
北京吉因加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

司 

北京市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及实验室活动备案等 

京昌卫实验室备字（2017-03）

号 

9 北京金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ISO13485:2012+AC:2012

等 
Q1N 17 03 61710 005 

10 北京旷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2+AC:2012

等 
Q1N 15 04 91795 001 

11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2+AC:2012

等 
Q1N 16 09 71450 013 

12 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等 L0704 

13 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2+AC:2012

等 
Q1N 16 08 86496 003 

14 北京阅微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CCCI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U006614Q0398R0S 

15 
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

司 

ISO 13485:2003&ISO 

13485:2012 等 
MD 670624 

16 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ISO13485:2016 MD 690934 

17 滁州市食品药品检验中心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20151203835 

18 德阳市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62300140108 

19 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 ISO13485:2012 Q1N 17 05 83208 029 

20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 GMP BJ20180319 

21 广州燃石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CLIA-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等 
99D2123798 

22 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SO13485:2003 MD 614689 

23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济南药品

包装材料检验中心 
ISO/IEC 17025：2005 L0584 

24 杭州浙大迪迅生物基因工程有限公 ISO 13485:2012/AC:2012 SX6010707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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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5 衡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81800141437 

26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6 SX601215930001 

27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6 等 MD 578550 

28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ISO 10485:2016 等 04718Q10000147 

29 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2058 

30 九江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81400141031 

31 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等 L9270 

32 临沂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ISO/IEC 17025：2005 L3575 

33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2+AC:2012 Q1N 16 02 45096 009 

34 梅里埃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6 等 N°25818 rev.3 

35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O/IEC 17025：2005 等 L8377 

36 牡丹江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70800140308 

37 南通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61018140633 

38 宁波人健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 GMP ZJ20170084 

39 欧蒙医学诊断（中国）有限公司 ISO/IEC 17043:2010 等 
京朝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70373 号 

4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食品药品检

验检测中心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62400140291 

41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2+AC:2012

等 
SX 60111131 0001 

42 厦门鲎试剂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6 44761 

43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 GMP SH20150006 

44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6 Q5180352591010 

45 上海市食品药品包装材料检测所 ISO/IEC 17025：2005 L1012 

46 上海天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 GMP SH20130029 

47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2/AC:2012 SX601077130001 

48 上海血液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药品 GMP CN20160028 

49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ISO/IEC 27001:2013 等 CN16/30444 00 

50 深圳华大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ISO/IEC 17025：2005 等 MT0219 

51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ISO/IEC 27001:2013 等 CN16/30444 00 

52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ISO/IEC 17025：2005 L4090 

53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ISO 13485:2016 等 Q5171064998015 

54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ISO 13485:2016 等 Q5 17 07 84609 011 

55 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 ISO/IEC 17025：2005 L2064 

56 
索灵诊断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

司 
ISO 13485:2016 等 N°23392 re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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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7160 

58 泰州泽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ISO13485:2012/AC:2012

等 
Q1N160996591001 

59 
天津诺禾致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ISO 13485:2016 等 04718Q10000117 

60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 GMP JL20180028 

61 无锡市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ISO/IEC 17025：2005 等 L3253 

62 梧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4426 

63 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2 UQA4000486/A 

64 
希森美康生物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 
ISO13485:2012 SX601063370001 

65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闵字第 0220160007 号 

66 扬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51018140054 

67 湛江安度斯生物有限公司 ISO 13485:2003 43507 

68 湛江博康海洋生物有限公司 ISO 13485:2012+AC:2012 Q1N 16 07 84987 002 

69 长春博德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药品 GMP JL20180011 

70 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 GMP CN20150131 

71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ISO13485:2012+AC:2012

等 
Q1N 16 06 71134 007 

72 中南大学 
临床基因扩则检验实验室

技术验收合格 
No.039 

73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O/IEC 17025：2005 等 L5600 

74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质检中

心 
ISO/IEC 17025：2005 L4925 

75 淄博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7533 

76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51018140298 

77 北京市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1669 

78 天津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1620 

79 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2479 

80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2497 

81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3433 

82 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ISO/IEC 17025：2005 L0994 

83 吉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2279 

84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 ISO/IEC 17025：2005 L2683 

85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0004 

86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2457 

87 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1286 

88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所 ISO/IEC 17025：2005 L9908 

89 福建省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2069 

90 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2458 

91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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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2328 

93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4449 

94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3605 

95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2000 

96 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3899 

97 海南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3322 

98 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3664 

99 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 ISO/IEC 17025：2005 L2064 

100 贵州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10331 

101 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10903 

102 西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2791 

103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1426 

104 长春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3622 

105 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1446 

106 宁波市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9317 

107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2760 

108 广州市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1503 

109 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3604 

110 青岛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2015150154S 

111 厦门市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1098 

112 大连市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4327 

113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药品仪

器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5628 

1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 ISO/IEC 17025：2005 L6140 

115 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检验所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160018143807 

116 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 ISO/IEC 17025：2005 L2915 

117 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 ISO/IEC 17025：2005 L2715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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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年第八期） 

 2018 年 08 月 02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356.html    

现发布 2018年第八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 22个新品种，46 个即将换批

品种的预计上市时间、45个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详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11989 苍术苷二钾盐（暂行） 111989-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2 112037 4-香豆酸 112037-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3 190197 乙酸乙烯酯 190197-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4 140820 

低分子肝素分子量对照

品 

140820-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5 140812 那屈肝素钙 140812-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6 140810 依诺肝素钠 140810-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7 140811 达肝素钠 140811-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8 112027 

羧基苍术苷三钾盐（暂

行） 

112027-201701 2018 年第 4季度

9 112008 1-脱氧野尻霉素 112008-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10 190174 正辛烷 190174-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11 660019 菥蓂子 660019-201701 2018 年第 4季度

12 121739 伊贝母（伊犁贝母） 121739-201701 2018 年第 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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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660020 藏紫草（长花滇紫草） 660020-201701 2018 年第 4季度

14 660022 余甘子树皮 660022-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15 660021 云威灵 660021-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16 800109 大米中镉 800109-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17 800009 

食品检测用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氏菌 

800009-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18 800008 

食品检测用克罗诺杆菌

属（阪崎肠杆菌） 

800008-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19 800108 肉糜中苯甲酸、山梨酸 800108-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20 610010 黄连对照提取物 610010-201501 2018 年第 4季度 

21 610013 人参对照提取物 610013-201701 2018 年第 4季度 

22 610012 黄柏对照提取物 310012-201501 2018 年第 4季度 

 

表 2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40716 脱氧核糖腺嘌呤

核苷酸钠（A） 

140716-201803 2018 年第 3季度 

2 100939 盐酸伊托必利 100939-201803 2018 年第 3季度 

3 190071 羟苯苄酯 190071-201802 2018 年第 3季度 

4 190035 花生酸甲酯 190035-201802 2018 年第 3季度 

5 140715 脱氧核糖胞嘧啶 140715-201803 2018 年第 3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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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苷酸钠（C） 

6 121161 紫荆皮 121161-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7 110709 齐墩果酸 110709-201808 2018 年第 4季度 

8 110893 羟基积雪草苷 110893-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9 121611 大皂角 121611-201702 2018 年第 4季度 

10 190073 海藻糖 190073-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11 110807 天麻素 110807-201809 2018 年第 4季度 

12 110793 防己诺林碱 (汉

防己乙素) 

110793-201807 2018 年第 4季度 

13 121268 紫花杜鹃 121268-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14 121287 胖大海 121287-201704 2018 年第 4季度 

15 100061 维生素 D3 100061-201809 2018 年第 4季度 

16 100671 盐酸安非他酮 100671-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17 100576 阿德福韦酯 100576-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18 100579 聚乙烯醇 100579-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19 111919 野漆树苷 111919-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20 110774 青藤碱 110774-201808 2018 年第 4季度 

21 110864 银杏内酯 C 110864-201809 2018 年第 4季度 

22 100920 福多司坦 100920-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23 111848 3,6’-二芥子酰基

蔗糖 

111848-201805 2018 年第 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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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11645 鬼臼毒素 111645-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25 110711 粉防己碱 110711-201810 2018 年第 4季度 

26 140770 胰激肽原酶 140770-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27 111713 刺五加苷 E 111713-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28 121094 王不留行 121094-201706 2018 年第 4季度 

29 230015 ▲卡介苗纯蛋白

衍化物（液体）国

家标准品 

230015-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30 230017 ▲结核菌素纯蛋

白衍化物（液体）

国家标准品 

230017-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31 121035 满山红 121035-201806 2018 年第 4季度 

32 230021 中国细菌浊度标

准 

230021-201859 2018 年第 4季度 

33 230006 卡介苗 1 mg/ml 参

考浓度标准 

230006-201815 2018 年第 4季度 

34 121311 绞股蓝 121311-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35 120955 黄芩 120955-201810 2018 年第 4季度 

36 121165 化橘红(柚) 121165-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37 121240 檀香 121240-201703 2018 年第 4季度 

38 121490 牡丹皮 121490-201603 2018 年第 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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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11766 白头翁皂苷 B4 111766-201702 2018 年第 4季度 

40 100875 磷酸肌酸钠 100875-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41 140697 脑蛋白水解物 140697-201805 2018 年第 4季度 

42 240013 ▲梅毒螺旋体抗

体国家参考品 

240013-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43 100231 果糖 100231-201807 2018 年第 4季度 

44 110762 山姜素 110762-201806 2018 年第 4季度 

45 111867 蝙蝠葛碱 111867-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46 111953 苏丹 I 111953-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表 3 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40716 脱氧核糖腺嘌呤核苷酸钠（A） 140716-201102 2018-12-22 

2 100939 盐酸伊托必利 100939-201702 2018-12-22 

3 190071 羟苯苄酯 190071-201501 2018-12-22 

4 190035 花生酸甲酯 190035-201001 2018-12-22 

5 140715 脱氧核糖胞嘧啶核苷酸钠（C） 140715-201102 2018-12-22 

6 121161 紫荆皮 121161-200902 2019-01-07 

7 110709 齐墩果酸 110709-201607 2019-01-07 

8 110893 羟基积雪草苷 110893-201403 2019-01-07 

9 121611 大皂角 121611-201001 201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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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90073 海藻糖 190073-201501 2019-01-07 

11 110807 天麻素 110807-201608 2019-01-07 

12 110793 防己诺林碱 (汉防己乙素) 110793-201606 2019-01-07 

13 121268 紫花杜鹃 121268-200902 2019-01-07 

14 121287 胖大海 121287-200503 2019-01-07 

15 100061 维生素 D3 100061-201208 2019-01-08 

16 100671 盐酸安非他酮 100671-200301 2019-01-08 

17 100576 阿德福韦酯 100576-200401 2019-01-08 

18 100579 聚乙烯醇 100579-200401 2019-01-08 

19 111919 野漆树苷 111919-201503 2019-01-12 

20 110774 青藤碱 110774-200507 2019-01-14 

21 110864 银杏内酯 C 110864-201508 2019-01-14 

22 100920 福多司坦 100920-200801 2019-01-15 

23 111848 3,6’-二芥子酰基蔗糖 111848-201604 2019-01-15 

24 111645 鬼臼毒素 111645-200602 2019-01-15 

25 110711 粉防己碱 110711-201609 2019-01-15 

26 140770 胰激肽原酶 140770-200701 2019-01-15 

27 111713 刺五加苷 E 111713-201403 2019-01-15 

28 121094 王不留行 121094-201305 2019-01-16 

29 230015 ▲卡介苗纯蛋白衍化物（液

体）国家标准品 

230015-201703 201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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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30017 ▲结核菌素纯蛋白衍化物（液

体）国家标准品 

230017-201703 2019-01-16 

31 121035 满山红 121035-201105 2019-01-16 

32 230021 中国细菌浊度标准 230021-201758 2019-01-16 

33 230006 卡介苗1 mg/ml参考浓度标准 230006-201714 2019-01-16 

34 121311 绞股蓝 121311-201103 2019-01-16 

35 120955 黄芩 120955-201309 2019-01-16 

36 121165 化橘红(柚) 121165-201003 2019-01-16 

37 121240 檀香 121240-201002 2019-01-16 

38 111766 白头翁皂苷 B4 111766-200601 2019-01-20 

39 100875 磷酸肌酸钠 100875-201302 2019-01-20 

40 140697 脑蛋白水解物 140697-201504 2019-01-20 

41 240013 ▲梅毒螺旋体抗体国家参考

品 

240013-200901 2019-01-20 

42 100231 果糖 100231-201606 2019-01-20 

43 110762 山姜素 110762-201405 2019-01-20 

44 111867 蝙蝠葛碱 111867-201503 2019-01-20 

45 111953 苏丹 I 111953-201301 2019-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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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1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69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29795.html            2018 年 08 月 03 日 发布

经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等 2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安阳路德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等 7家企业生产的 11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内蒙古幕昕药业有限公司、天马（安徽）

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松龄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湖南省弘华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生产的 6批次独活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

目包括二氧化硫残留量、含量测定。 

 

经黑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所检验，标示为安阳路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5

批次感冒退热颗粒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水分、装量差异。（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在立案调查工作中，企业对产品真实性有异议的，可以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提出。标示生产企业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对该企业的生产销售情况进行

调查核实，被抽样单位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追溯问题产品来源；两地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要相互配合、及时通报、一查到底，并将相关工作情况按要求及时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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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告。 

 

  附件：1.11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1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69 号通告附件 1.docx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69 号通告附件 2.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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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 1：11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备
注 

独活 

内蒙古幕昕药业有限公司  17082001

/ 

内蒙古盛古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二氧化

硫残留量） 

甘肃省药品

检验研究院 

/ 

天马（安徽）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1201  四平益邦医药有限公司 
[检查]（二氧化

硫残留量），[含
量测定] 

/ 

安徽同泰佗祖堂药业有限公司  170901  宁夏金顺医药有限公司 

[含量测定] 

* 
湖南省松龄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201  湘乡市中医医院  / 
湖南省弘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702  贵州俊达康药业有限公司  / 
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  1712201  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  / 

感冒退

热颗粒 
安阳路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70407 

每袋装

18 克 

辽宁北药百草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

民共和国

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装量差

异）  
黑龙江省食

品药品检验

检测所 

/ 
170407019 开封鑫润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 
170406  云南骐疆药业有限公司  / 
160405  广西周大药业有限公司  [检查]（水分）、

（装量差异） 
/ 

170405  海南华健药业有限公司  / 
备注：标“*”的药品为标示生产企业否认为该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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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

方法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

种杂质检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

中可能含有或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

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

特性有水分、装量差异、二氧化硫残留量等分项目。 

水分系指药品中的含水量。水分偏高通常是由于药品包装不严，

在储存和流通过程中引湿所导致。水分偏高会引起药品稳定性下降，

导致药品水解等。 

装量差异是反映药物均匀性的指标，是保证准确给药的重要参数。

装量差异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药剂量不准，带来相应的安全风险，

不符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不稳定。 

二氧化硫残留量系指中药材及饮片中残留的亚硫酸盐类物质的

总量，以二氧化硫计。中药材中之所以含二氧化硫，是因为淀粉和糖

含量高的中药材容易起虫，而含硫的化学物质能起到防虫、杀虫的作

用。商家用硫磺熏制中药材，正是这个目的。枸杞、当归、天麻、山

药、白芍、菊花等都是易被使用二氧化硫的中药材。过度硫熏对很多

中药材质量有不利影响。二氧化硫摄入过多也可能损害胃肠、肝脏等

器官的健康，严重时还会导致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 

二、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

制剂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

量测定与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

及工艺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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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一般性技术问题沟通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3989     发布日期：20180806 

 

目前，一般性技术问题沟通主要包括电话沟通、网络咨询平台沟通等方式。鉴于电话沟

通的局限性，为进一步加强一般性技术问题沟通，提高服务质量，我中心对一般性技术问题

网络平台进行了改进，并鼓励申请人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沟通咨询。具体如下： 

        1、将咨询进一步区分为技术性和非技术性问题咨询，申请人可在问题提交时进行初步

区分。 

        2、对于技术类问题按原先时限 15 日，对于非技术性问题加快处理，缩短处理时限为

10 日。 

        3、公示网络咨询问题的处理环节状态信息。 

        我中心将继续落实“规范指导在前、沟通交流在中、审评决策在后”的改革精神，提升一

般性技术问题答复的质量，凝练共性问题，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做到透明、权

威、高效、统一。 

                                                                                                                                          药品审评中心 

                                                                                                                                          2018年 8 月 6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注射用唑来膦酸等 8个药品批准证

明文件的公告（2018年第 51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29848.html             2018 年 08 月 07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注销注射用唑来膦酸等 8 个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品种目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28 日 

附件：注销药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品种目录.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附件：注销药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品种目录	

 

序号  品种名称  批准证明文件号  规格  剂型  生产企业  注销情形 

1  注射用唑来膦酸  H20140218  4mg  注射剂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企业申请 

2  康乐鼻炎片  国药准字 Z20063757  每片重0.41g（含马来酸氯
苯那敏0.66mg）  片剂  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  已依法吊销《药品

生产许可证》 

3  硫酸锌片  国药准字 H45020481  50mg  片剂  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  已依法吊销《药品
生产许可证》 

4  硫酸锌片  国药准字 H45021362  25mg  片剂  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  已依法吊销《药品
生产许可证》 

5  炎可宁片  国药准字 Z20054207  片芯重0.32g  片剂  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  已依法吊销《药品
生产许可证》 

6  益母草片  国药准字 Z20054949  每片含盐酸水苏碱15mg  片剂  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 
已依法吊销《药品

生产许可证》 

7  银黄胶囊  国药准字 Z20054093  每粒装0.3g  胶囊剂  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 
已依法吊销《药品

生产许可证》 

8  银杏叶片  国药准字 Z20055191  每片重0.21g（含总黄酮醇
苷9.6mg、萜类内酯2.4mg） 片剂  桂林兴达药业有限公司 

已依法吊销《药品

生产许可证》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三十一批）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656    发布日期：20180809 

 

根据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

号），我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现将拟优先审评的

药品注册申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 5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我中心网站“信

息公开‐‐>优先审评公示‐‐>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提出异议。 

第三十一批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公示名单如下： 

序

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注册申请人 申请事项 理由 

1 CXHS1800007 KW-136 胶囊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凯因格领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2 
CXHS1800009、

10 

马来酸艾维替

尼胶囊 

浙江艾森药业有限公

司；杭州艾森医药研究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3 
CXHS1800013、

14 
罗沙司他胶囊 

珐博进（中国）医药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

疗优势 

4 CXSS1800007 人凝血因子Ⅸ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 
新药上市 罕见病 

5 CXSS1800012 
人凝血因子

VIII 

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 
新药上市 罕见病 

6 JXHL1700182 
布林佐胺溴莫

尼定滴眼液 

诺华（中国）生物医学

研究有限公司 

以国际多中心

临床试验数据

申请减免进口

注册临床试验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

疗优势 

7 CYHS1800114 苯丁酸钠散 
兆科药业（广州）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罕见病；儿童用药 

8 CYHS1700638 卡谷氨酸片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罕见病 

9 CYHS1700658 
盐酸艾司氯胺

酮注射液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儿童用药；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

按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

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仿制药注册

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10 CYHS1800106 
富马酸替诺福

韦二吡呋酯片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

重新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请。 

11 CYHS1700595 布洛芬软胶囊 
人福普克药业（武汉）

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 2016 年美国上

市 

12 
CYHS1800096、

97 
塞来昔布胶囊 

青岛百洋制药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 2016年通过FDA

现场检查 

13 
CYHS1800104、

05 
恩替卡韦片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已通过 FDA 及欧

盟成员国德国的 GMP 现场检查 

14 CYHS1800108 孟鲁司特钠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 2017 年美国上

市 

15 
CYHS1800109、

10 

孟鲁司特钠咀

嚼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 2017 年美国上

市 

16 
CYHS1800133、

34 

左乙拉西坦缓

释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 2015 年美国上

市 

17 
CYHS1800142、

43、44 

奥美沙坦酯氢

氯噻嗪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 2017 年美国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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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9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年

第 72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29878.html           2018 年 08 月 10 日 发布

经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等 3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甘肃天士力中天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等 7家企业生产的 9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安徽亳药千草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甘肃天士力中天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海南国瑞堂中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6批次槟榔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

括黄曲霉毒素、水分。 

 

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陕西紫光辰济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启脾丸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检验，标示为吉林恒星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2批次硬

脂酸红霉素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水分、溶出度。（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1.9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2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2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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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 1：9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槟榔

（炒槟

榔） 
甘肃天士力中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610053 

/ 

岳阳瑞致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黄曲霉毒

素） 
安徽省食

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槟榔 

1706112  甘肃新仁和医药有限公司 
安徽亳药千草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1709176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徽人民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60601  青海新隆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  1802201  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 
海南国瑞堂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20160801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检查]（水分） 

启脾丸  陕西紫光辰济药业有限公司  817031 
每丸重 3

克 
青海中惠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广西壮族

自治区食

品药品检

验所 

硬脂酸

红霉素

胶囊 
吉林恒星科技制药有限公司 

20170501 按

C37H67NO1

3计

0.125g(12.
5 万单位)

国药控股襄阳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水分） 
辽宁省药

品检验检

测院 
20170801 南阳市永康医药有限公司 

[检查]（水分）、（溶

出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2 

 

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

方法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

种杂质检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

中可能含有或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

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

特性有溶出度、水分、黄曲霉毒素等分项目。 

溶出度系指活性药物从制剂中溶出的速率和程度。溶出度不符合

规定由多种因素引起，如生产工艺控制不当等。溶出度不符合规定会

影响药物的吸收，降低生物利用度。 

水分系指药品中的含水量。水分偏高通常是由于药品包装不严，

在储存和流通过程中引湿所导致。水分偏高会引起药品稳定性下降，

导致药品水解等。 

黄曲霉毒素可以由曲霉菌黄曲霉、寄生曲霉、集峰曲霉和伪溜曲

霉 4种真菌产生，是一组化学结构类似的二呋喃香豆素的衍生化合物。

中药在贮存、制备、运输过程中若保存不当，可能因受潮霉变而污染

黄曲霉毒素。严格控制黄曲霉毒素残留量对保证药品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 

二、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

制剂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

量测定与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

及工艺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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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方铝酸铋颗粒质量标准勘误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复方铝酸铋颗粒”现行标准为《新药转正标准》第三十三册，标准号为 WS1-（X-047）

-2003Z。经我委审核，标准正文中【鉴别】（3）项下的“对硝基偶氮间苯二酚”表述不规范，

现更正为“对硝基苯偶氮间苯二酚”。 

特此勘误。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 年 8 月 10 日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4eede7e0165327a77cb5177?a=KWHXYP                时间: 2018‐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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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勘误《中国药典》2015年版二部品种“奥沙利铂”标准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奥沙利铂”标准收载于《中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经我委核查，该标准“环己二胺

二水合铂（杂质Ⅰ）”检查项应做如下更正： 

1. “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1）3ml，置 20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

照品溶液（2）”应更正为“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1）5ml，置 10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至刻

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2）。精密量取对照品溶液（2）3ml，置 10ml 量瓶中，用水稀释

至刻度，摇匀，作为灵敏度溶液。” 

2. “对照品溶液（2）的色谱图中杂质Ⅰ峰的信噪比不小于 10”应更正为“灵敏度溶液

色谱图中杂质Ⅰ峰的信噪比不小于 10” 

3. “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不得过 0.1%。”应更正为“按外标法以峰面积计算，结果

乘以 0.797，不得过 0.1%。” 

特此勘误，请及时通知辖区内相关企业遵照执行。 

 

 

国家药典委员会 

2018 年 8 月 13 日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4eede7e016540887818656f?a=KWHXYP                  时间: 2018‐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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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2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73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29931.html           2018 年 08 月 17 日 发布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等 3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山东鲁药制

药有限公司等 11 家企业生产的 12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亳州亳药堂药业有限公司、亳州市永刚

饮片厂有限公司、江西樟树葛玄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云南宁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酒泉

市培丰中药材生态种植加工有限公司、新疆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6批次薄荷不符

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性状、显微特征、薄层色谱。 

 

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成都鹤祥天药业有限公司、成都科欣药业有

限公司、重庆市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3批次独活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

括性状、薄层色谱、含量测定。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山东鲁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灵芝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水分、装量差异。 

 

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烟台中洲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2批次叶酸片

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有关物质、溶出度。（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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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附件：1.12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14 日 

 

2018 年 8 月 14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3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3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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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2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薄荷 

亳州亳药堂药业有限公司  20160701

/ 

上海慈济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

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性状]，[鉴别]（（1）
显微特征）、（（3）薄

层色谱）  山西省食品药

品检验所 

亳州市永刚饮片厂有限公司  171105  河南同和堂医药有限公司 
酒泉市培丰中药材生态种植加工

有限公司 
170301  辽宁鸿程药业有限公司 

新疆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611029 
阿克苏腾龙药业零售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 
江西樟树葛玄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20150302 江西瑞林医药有限公司  [性状] 

云南宁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0101  昆明云中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性状]，[鉴别]（（3）

薄层色谱） 

独活 
成都鹤祥天药业有限公司  170501 

/ 
德令哈长江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

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性状]，[鉴别]（（2）
薄层色谱），[含量测

定] 
甘肃省药品检

验研究院 
成都科欣药业有限公司  151001  巴宜区八一镇康健诊所  [性状]，[鉴别]（（2）

薄层色谱） 重庆市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  20180101 重庆市保元堂药业有限公司 

灵芝

胶囊 
山东鲁药制药有限公司  170626 

每粒装 
0.27 克 

福建省泉州市德康药业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品标

准》中药成方制

剂第四册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水分）、（装

量差异）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食品药品

检验所 
四川金利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叶酸

片 
烟台中洲制药有限公司 

160650 
0.4mg 

平顶山隆泰仁众康大药房有限

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

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有关物质） 甘肃省药品检

验研究院 
160312  江西赣鑫医药有限公司  [检查]（溶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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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性状项记载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

物理常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品的质量特性。性状不符合规定可

能与投料质量及工艺、储运环境等因素有关，往往直接影响药品质量。 

二、药品标准中的鉴别项系根据反映该药品某些物理、化学或生

物学等特性所进行的药物鉴别试验，不完全代表对该药品化学结构的

确证。鉴别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包括经验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

鉴别。显微鉴别中横切面、表面观及粉末鉴别，均指经过一定方法制

备后在显微镜下观察的特征。理化鉴别包括物理、化学、光谱、色谱

等鉴别方法。鉴别项目的在于鉴定和研究中药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

效性。 

三、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

方法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

种杂质检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

中可能含有或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

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

特性有水分、装量差异、有关物质、溶出度等分项目。 

水分系指药品中的含水量。水分偏高通常是由于药品包装不严，

在储存和流通过程中引湿所导致。水分偏高会引起药品稳定性下降，

导致药品水解等。 

装量差异是反映药物均匀性的指标，是保证准确给药的重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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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量差异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药剂量不准，带来相应的安全风险，

不符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不稳定。 

有关物质系指药品中的有机杂质，是反映药品纯度、保证用药安

全的重要指标之一。药品中的有关物质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制备

过程中带入的杂质，例如原料不纯、部分原料反应不完全、反应过程

中产生的中间体或副产物在精制时没有除尽；二是药品在贮存或运输

中，由于贮存时间过长，包装保管不善，在外界条件（如日光、空气、

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影响或微生物的作用下，导致药品本身发生降

解产生的杂质。在药品的质量标准中对存在的无毒、低毒或高毒性的

杂质都制定了严格的指标；有关物质不符合规定，可能会对用药的安

全性带来影响。 

溶出度系指活性药物从制剂中溶出的速率和程度。溶出度不符合

规定由多种因素引起，如生产工艺控制不当等。溶出度不符合规定会

影响药物的吸收，降低生物利用度。 

四、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

制剂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

量测定与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

及工艺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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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 年 08 月 02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404.html   

各有关单位： 

现停止使用以下化学对照品 

111943‐201301  牛磺猪去氧胆酸 

110754‐201626  人参皂苷 Re   

特此通知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年 8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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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 年 08 月 20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406.html   

各有关单位： 

现停止使用以下化学对照品 

110718‐201108  脂蟾毒配基 

特此通知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年 8 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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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公告（第 2号）（2018年第

55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1/329967.html           2018 年 08 月 22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办法（试行）》《药

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工作方案》的有关规定，经现场检查、技术审核以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会审，认定南京脑科医院等 5 家医疗机

构及所列专业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 

 

  特此公告。 

 

  附件：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的医疗机构及其专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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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通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复核检查的医疗机构及其

专业 

 

医疗机构

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认定专业 证书编号 

江苏  南京脑科医院  神经内科  XF20170543‐2

江苏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  普通外科  XF20170542‐2

江苏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肾病、肿瘤  XF20170540‐2

江苏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肿瘤  XF20170541‐2

宁夏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耳鼻咽喉  XF201706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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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检查公告（第 2号）（2018年第 54

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1/329966.html           2018 年 08 月 22 日 发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办法（试行）》，经

资料审查和现场检查，认定北京市密云区医院等 6 家医疗机构具有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

格、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北京三博脑科医院）等 21 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新增

专业资格，发给《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认定证书》。 

 

  特此公告。 

 

  附件：具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的医疗机构及认定专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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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具备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的	

医疗机构及认定专业	

 
医疗机构

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认定专业  证书编号 

北京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  心血管内科、肾病  924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北

京三博脑科医院） 
麻醉  925 

天津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中医肾病、中医脾胃  926 

天津  天津市南开医院 
神经内科、心内科、消化内科、肾内科、

呼吸内科、妇产、麻醉、急诊 
927 

山西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心血管内科  928 

辽宁  沈阳市骨科医院  麻醉  929 

江苏  南京市胸科医院  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胸外科  930 

浙江  衢州市人民医院  传染  931 

浙江  丽水市中心医院  妇科和重症医学  932 

浙江  湖州市中心医院  神经内科  933 

江西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呼吸内科、心血

管内科、内分泌、消化内科、神经内科、

血液内科、肿瘤、妇科 
934 

江西  赣州市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神

经内科、内分泌、肿瘤、神经外科、泌

尿外科、烧伤科、普通外科 
935 

江西  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血液内科、肿瘤、神经内科  936 

江西  九江学院附属医院  妇产  937 

山东  威海市立医院  消化内科  938 

广西  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内分泌、医学影像（诊断）、中西医结

合（心血管）、麻醉、胸心大血管外科、

妇科、重症医学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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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

所在地 
医疗机构名称  认定专业  证书编号 

广西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麻醉、儿科（小儿呼吸方向）  940 

广西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普通外科（胃肠腺体、肝胆、血管）、

小儿（呼吸、血液、消化） 
941 

广西  柳州市工人医院  重症医学  942 

广西  柳州市人民医院  胸外科、普通外科  943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和老年病（老年衰老与退行性

疾病） 
944 

重庆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  普通外科  945 

重庆  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院 
心血管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神经内

科、呼吸内科 
946 

重庆  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  耳鼻咽喉  947 

重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重

庆市第二人民医院） 
小儿呼吸、肾病  948 

重庆  重庆市人民医院  神经内科、眼科  949 

宁夏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呼吸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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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0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77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0004.html           2018 年 08 月 24 日 发布

经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等 5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通化中辰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等 10 家企业生产的 10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江西和瑞药业有限公司、广州至信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重庆泰尔森制药有限公司、云南宁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4批次白

芷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含量测定、浸出物、二氧化硫残留量。 

  经四川省食品药品检验检测院检验，标示为通化中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1批次复方桔梗止咳片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性状。 

经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苏州市春晖堂药业有限公司、江西顺福堂中

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 2 批次羌活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性状、含量测定、

特征图谱。 

经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1批次

维 U颠茄铝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北京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原深圳致

君制药有限公司）、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2 批次注射用头孢呋辛钠不符

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溶液的颜色、装量差异。（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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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告。 

 

附件：1.10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23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7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7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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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0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白芷 

江西和瑞药业有限公司  20180301 

/ 

江西和瑞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甘肃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 

重庆泰尔森制药有限公司  180202‐01 重庆泰尔森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至信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901  海南省文昌市药材公司  [浸出物] 

云南宁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0101  昆明云中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检查]（二氧化硫

残留量） 
复方桔

梗止咳

片 
通化中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70102 

每片重

0.25 克 

青海南北药业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品标

准中药成方制

剂第四册 

不符合

规定 
[性状] 

四川省食

品药品检

验检测院 内蒙古衡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羌活 
苏州市春晖堂药业有限公司  170617 

/ 
上海华源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性状]，[含量测

定]（挥发油）、（羌

活醇和异欧前胡

素） 

山西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江西顺福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501  佛山市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 

[检查]（特征图

谱） 

维 U颠

茄铝胶

囊 
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701054  复方  台州市江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国家药品标

准》化学药品地

方标准上升国

家标准第六册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碘甲

基蛋氨酸） 

湖南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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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注射用

头孢呋

辛钠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

限公司（原深圳致君制药有限

公司） 
N161202 

0.5g（按

C16H16N4

O8S计）

广西壮族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溶液的颜

色） 
北京市药

品检验所 
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  22170702 

0.25g（按

C16H16N4

O8S计）

国药控股漯河有限公司 
[检查]（装量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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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性状项记载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物理

常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品的质量特性。性状不符合规定可能与投料

质量及工艺、储运环境等因素有关，往往直接影响药品质量。 

二、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

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装量差异、溶液的

颜色、二氧化硫残留量等分项目。 

装量差异是反映药物均匀性的指标，是保证准确给药的重要参数。装

量差异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药剂量不准，带来相应的安全风险，不符

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不稳定。 

溶液的颜色是将药物溶液的颜色与规定的标准比色液比较，或在规定

的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药物的纯度，能够通过对

颜色的检验有效判断药物原料及注射剂是否存在有色杂质，虽然不是对有

色杂质的定量检查，但是一种能够快速、简便、准确进行药品质量检查的

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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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残留量系指中药材及饮片中残留的亚硫酸盐类物质的总量，

以二氧化硫计。中药材中之所以含二氧化硫，是因为淀粉和糖含量高的中

药材容易起虫，而含硫的化学物质能起到防虫、杀虫的作用。商家用硫磺

熏制中药材，正是这个目的。枸杞、当归、天麻、山药、白芍、菊花等都

是易被使用二氧化硫的中药材。过度硫熏对很多中药材质量有不利影响。

二氧化硫摄入过多也可能损害胃肠、肝脏等器官的健康，严重时还会导致

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 

三、中药标准中的特征图谱系指中药经适当处理后，采用薄层色谱、

高效液相色谱、气相色谱、毛细管电泳等分析手段，得到标示各组分群特

征的共有峰的图谱，可以有效鉴别真伪，表征中药内在质量的整体变化，

保证质量的稳定性和均一性。 

四、中药材及饮片标准中的浸出物项系指用水或其他适宜的溶剂对中

药材及饮片中可溶性物质进行的测定。浸出物测定值的大小可以反映中药

材及饮片内在成分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其质量优劣。中药材及饮片产地、

生长年限、采收季节、加工方式、炮制工艺等各生产环节不规范均可能导

致其浸出物的含量不符合规定。 

五、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量测定与

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及工艺等因素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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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关于药用原辅料进口通关有关事项的公告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0048.html           2018 年 08 月 29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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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发布《注册分类 4、5.2 类化学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生物等效性 

研究批次样品批量的一般要求（试行）》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672     发布日期：20180830 

 

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

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

政策的意见》（国办发〔2018〕20 号）精神，促进仿制药研发，完善仿制药注册申请的技术

标准，保证商业化生产批次样品与生物等效性研究批次样品质量与疗效的一致性，我中心起

草制定了《注册分类 4、5.2 类化学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生物等效性研究批次样品批量

的一般要求（试行）》，现予以发布。 

        特此通知。 

                                                                                                                                               药审中心 

                                                                                                                                          2018年 8 月 30 日 

附件 
1  ： 

注册分类 4、5.2 类化学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生物等效性研究批次样品批量

的一般要求（试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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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注册分类 4、5.2类化学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生物等效性

研究批次样品批量的一般要求	

（试行） 

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国办发

〔2018〕20 号）精神，完善口服固体仿制药注册申请的技术标准，

保证商业化生产批次样品与生物等效性研究（以下简称“BE 研究”）

批次样品质量和疗效的一致性，我中心参考国际通用技术要求，并结

合国内仿制药研发与生产现状，对注册分类 4、5.2 类化学仿制药（口

服固体制剂）BE 研究批次样品的批量制定了以下要求。 

一、对于片剂和胶囊剂（包括缓释制剂、咀嚼片、口崩片等），

BE 研究批次样品批量（以投料量计，下同）应不得低于 10 万制剂单

位。对于散剂、颗粒剂，BE 研究批次样品批量应不得低于拟定商业

化生产批量的 1/10。 

二、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应按照上述要求进行批量放大的补充研

究。原则上，放大研究应在同一生产线上进行。如生产设备发生改变，

生产设备的工作原理应保持一致。 

应将放大后的样品与 BE 研究批次样品和参比制剂进行全面的质

量一致性对比研究。经综合评估后认为放大研究批次样品与 BE 研究

批次样品和参比制剂质量一致的，认可放大研究批次的批量为商业化

生产的最大批量；经综合评估认为研究资料不能证明放大研究批次的

样品与 BE 研究批次样品和参比制剂质量一致的，应采用符合批量要

求的样品重新进行 BE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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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情况下，如用于罕见病治疗的药物、按国家规定进行管

制的药物，BE 研究批次的样品批量可低于上述要求，但该批量应在

实际生产线的正常批量范围内。 

四、申请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

价的口服固体制剂，如涉及 BE 研究批次样品批量的，参照上述要求

执行。 

五、本技术要求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正式实施日期后启动

BE 研究的品种如样品批量不符合要求，将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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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中药饮片标签标识有关问题的复

函 

药监办函〔2018〕200 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0075.html         2018 年 08 月 31 日 发布 

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中药饮片标签标识有关问题的请示》（鄂食药监文〔2018〕41 号）

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药饮片标签标识上标明的适应症或者

功能主治应当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中药饮片标签标识超出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适

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范围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六）

项规定的“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情形，应当按假药论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 8 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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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质量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的

通知 

国药监〔2018〕28 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0076.html         2018 年 08 月 31 日 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为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监督管理，提高中药饮片质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

《中药饮片质量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组织将本通知精神及时通知至行政区域内中药饮片生

产经营使用单位。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 8 月 28日 

 

中药饮片质量集中整治工作方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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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质量集中整治工作方案	

 

中药饮片是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用于中医临床配方使用，也

可以用于中成药生产，其质量关乎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近年来，各级

药品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对中药饮片监督检查和抽检力度，依法查处和曝光

违法违规企业和不合格产品，中药饮片总体质量状况有所好转，但存在的

问题仍不容乐观。为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监督管理，提高中药饮片质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中药饮片质量集

中整治，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药品安全“四个 严”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

标本兼治的原则，着力解决当前中药饮片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入排查系统

性、区域性风险隐患，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快建立完善符合中药饮

片特点的长效机制，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提高中药饮片质量，保障公众

用药安全有效。 

二、重点工作 

（一）严厉查处中药饮片违法违规行为 

1.严厉查处中药饮片生产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中药饮片生产环

节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中药材进厂把关不严，使用掺杂使假、染色增重、

霉烂变质的中药材生产中药饮片；超范围生产中药饮片；产能与销售数量

不匹配，编造生产销售记录，不按规定进行进出厂检验，检验记录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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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非法中药饮片改换包装出售；出租出借证照，将中药饮片生产转包给

不法分子等违法违规行为。 

2.严厉查处中药饮片流通使用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中药饮片流

通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为他人违法经营中药饮片提供场所、资

质证明文件、票据等条件；对供货方资质审查不严格，或从非法渠道购进

中药饮片并销售（或使用）；非法分装、加工或贴签销售外购中药饮片；

超范围经营毒性中药饮片等违法违规行为。 

3.严厉查处不合格中药饮片。加大中药饮片抽检力度，提高对市场上

中药饮片抽检覆盖率和针对性，重点抽检中药饮片掺杂使假、染色增重、

霉烂变质、硫熏、农药残留等项目。各地应当结合行政区域内监管实际情

况，制定抽检计划，针对重点区域和重点品种加大抽检频次。 

4.严厉查处非法生产经营中药饮片的行为。坚决取缔无证生产经营中

药饮片的非法窝点，严厉打击私切滥制等非法加工、变相生产中药饮片的

行为，严厉打击不法分子无证经营中药饮片的行为。 

（二）加快完善符合中药饮片特点的技术管理体系 

1.严格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准入标准，严格核定中药饮片企业炮制范围；

按照国家局发布的《省级中药饮片炮制规范修订的技术指导原则》修订省

级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2.推进全国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制定；强化中药新药注册管理，制定

《中药材质量控制研究指导原则》，修订完善中药新药注册《中药原料前

处理技术指导原则》；及时制修订完善《中国药典》中药饮片质量标准，

增强中药饮片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保障中药标准物质的供应，加强中

药标准物质信息化管理，开展中药标准物质数字化替代研究；研究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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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饮片品种管理制度。 

3.修订发布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研究推进实施 GAP 备

案管理；研究制定鼓励和引导中药饮片企业使用 GAP 基地或固定产地中

药材生产的措施；结合中药饮片特点和当前生产实际，修订完善 GMP 中

药饮片附录，增强适用性，促进中药饮片企业规范化、专业化、规模化生

产。 

三、进度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8年 8—9月）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根据本工作方案的要求，统一思想，协同行动，

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并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前

报送国家局。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8年 10月—2019 年 9月）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按照本工作方案和具体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中

药饮片质量整治。突出重点问题，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查处；完善工作机制和相关管理制度，修订地方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须在 2019年 10 月底前完成整治工作的总结，向

国家局报送，工作总结应当包括检查和抽检情况、发现问题及处理情况、

取得成效和工作建议等。 

（三）督查总结阶段（2019年 9—10月） 

国家局以抽查方式组织督导检查，对工作扎实、成绩突出，查处重大

案件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对监管不到位、责任不落实或重大

案件处理不到位的，要给予批评并责令改正。各地要认真梳理中药饮片整

治工作情况，分析问题成因，研究解决对策，总结经验做法，巩固行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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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形成中药饮片监管的长效工作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中药饮片整治行动，在具体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中明确工作重点和目标。其他各级负责药品监管的部门应当积极

配合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在机构改革期间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精心组织实施，加强经费保障，统一组织精干力量，有针对性地开展整治

工作。国家局将对专项整治工作跟踪研判，指导监督，统一法规政策执行，

统一检查办案程序和标准。 

（二）严格履行职责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要提高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务求发现问题、

消除隐患、防范风险，对于发现的线索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在监督执法

中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坚决防止地方保护，坚决杜绝有案不查、重

案轻办、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的问题。对于在执法办案中为企业说情、干

扰办案的一律记录在案，并依法依纪处理。 

（三）加大查处力度 

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发现中药饮片生产经营中不符合 GMP、GSP 要求

的，坚决采取责令整改、收回或撤销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等处理措施，

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坚决依法责令企业停止生产经营并立案查处，

直至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或《药品经营许可证》，涉嫌犯罪的，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凡是检验不合格的中药饮片，对其产品来源坚

决一查到底。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和检验不合格的产品，检查检验结果依法

依规公开曝光。既要曝光违法违规的中药饮片生产经营企业，也要曝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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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中药饮片的使用单位。对违法案件的处理，既要处罚违法的生产经营

使用单位，也要依法追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

责任。 

（四）加强协调配合 

在整治行动中，要与有关部门加强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充分发

挥行业协会和专家学者的作用，引导行业自律和企业诚信；加强宣传，接

受公众和舆论监督，营造整治工作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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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启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进口药

品注册专用章等 3枚业务用章的通知 

药监办〔2018〕31 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0105.html          2018 年 09 月 03 日 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局机关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机构改革工作进展，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启用“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进口药品注册专用章”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药品进出口审批专

用章”“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许可专用章”（各印章式样见附件），原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相应印章同时废止。 

附件：启用印章式样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8年 8 月 31日 

附件：启用印章式样.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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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化学仿制药长期稳定性研究申报资

料要求的通告（2018年第 82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117.html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发布

为加快推进化学仿制药长期稳定性研究申报资料要求与国际技术要求接轨，加快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进度，鼓励新仿制药申报，现调整《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申报资料

要求（试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6 年第 80 号）和《化学药品仿制药

口服固体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要求（试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通告 2016 年第 120 号）关于稳定性试验的申报资料要求，具体如下： 

 

化学仿制药上市申请及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申请时，在注册批生产规模符

合要求的前提下，申报资料至少需要包括三个注册批样品 6 个月长期稳定性试验数据。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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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关于加强化学仿制药注射剂注册申请现场检查工作的

公告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0118.html           2018 年 09 月 04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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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万通筋骨片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

第 58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125.html           2018 年 09 月 05 日 发布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

定对万通筋骨片说明书【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万通筋骨片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万通筋

骨片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

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万通筋骨片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

好万通筋骨片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万通筋骨片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

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万通筋骨片为处方药，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万通筋骨

片说明书。 

四、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生产企业按要求做好相关药品

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万通筋骨片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3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58 号公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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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万通筋骨片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当增加： 

上市后监测数据显示本品可见以下不良反应： 

消化系统：恶心、呕吐、胃肠胀气、胃灼热感、腹痛、腹泻、便秘等。 

神经精神系统：头晕、头痛、嗜睡、口舌麻木、震颤等。 

皮肤反应：皮疹、瘙痒、皮肤潮红等。 

心血管系统：心悸、血压升高、心律失常等。 

全身性反应：胸闷、乏力、水肿、过敏反应等，有发热、寒战个案报

告。 

其他：有呼吸困难、血尿个案报告。 

二、【禁忌】项应当增加： 

1．对本品及其成份过敏者禁用。 

2．婴幼儿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应当增加： 

1．本品含制川乌、制草乌、制马钱子，当使用本品出现不良反应时，

应停药并及时就医。 

2．应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适应症及用法用量使用，不宜长期用药。 

3．哺乳期妇女、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脾胃虚弱者慎用。 

4．尚无儿童使用本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研究证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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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关于进口化学药品通关检验有关事项的公告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0122.html           2018 年 09 月 05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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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保护品种公告（第 1号）（2018年第 57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0124.html          2018 年 09 月 05 日 发布 

根据《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的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

司生产的抗病毒颗粒为首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保护期限自公告日起七年，保护品种号：

ZYB2072018006。 

 

  特此公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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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年第九期）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478.html   

现发布 2018 年第九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 8 个新品种，37 个即将换批

品种的预计上市时间、35 个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和 3 个停用品种名单，详见表 1、

表 2、表 3、表 4。   

表 1 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800108 熟肉糜中苯甲酸和山梨酸 800108-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2 800008 食品检测用阪崎克罗诺杆菌 800008-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3 800009 
食品检测用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

菌 
800009-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4 800109 大米粉中镉 800109-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5 121746 雪莲花（水母雪莲花） 121746-201701 2018 年第 4季度 

6 121748 高山辣根菜 121748-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7 510166 N-亚硝基二甲胺 510166-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8 190175 邻甲酚 190175-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表 2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10812 10-羟基-2-癸烯酸 110812-201808 2018 年第 4季度 

2 110844 
2,3,5,4’-四羟基二苯乙烯-2-O-β

-D 葡萄糖苷 
110844-201814 2018 年第 4季度 

3 110880 土荆皮乙酸 110880-201805 2018 年第 4季度 

4 121690 苣荬菜 121690-201702 2018 年第 4季度 

5 121660 牛耳枫 121660-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6 121134 人参芦头 121134-201702 2018 年第 4季度 

7 121524 羊胆粉 121524-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8 110821 连翘苷 110821-201816 2018 年第 4季度 

9 110819 牛蒡苷 110819-201812 2018 年第 4季度 

10 110724 去氧胆酸 110724-201808 2018 年第 4季度 

11 111515 甜菊苷 111515-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12 110839 辣椒素 110839-201806 2018 年第 4季度 

13 110721 橙皮苷 110721-201818 2018 年第 4季度 

14 121095 牛胆粉 121095-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15 121242 兔耳草 121242-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16 100577 阿德福韦单酯 100577-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17 121071 狗脊 121071-201706 2018 年第 4季度 

18 111928 蓖麻油酸甲酯 111928-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19 100328 硫酸沙丁胺醇 100328-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20 111825 去甲异波尔定 111825-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21 111940 808 猩红 111940-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22 121053 鹅不食草 121053-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23 121082 穿心莲 121082-201706 2018 年第 4季度 

24 121512 金盏银盘 121512-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25 111904 白花前胡乙素 111904-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26 111726 奇壬醇 111726-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27 100551 甘草酸二钾 100551-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28 100203 舒必利 100203-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29 110754 人参皂苷 Re 110754-201827 2018 年第 4季度 

30 110718 脂蟾毒配基 110718-201809 2018 年第 4季度 

31 110861 山柰素（山柰酚） 110861-201812 2018 年第 4季度 

32 171241 盐酸麻黄碱 171241-201809 2018 年第 4季度 

33 100142 卡马西平 100142-201706 2018 年第 4季度 

34 101148 六氟异丙醇 101148-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35 100806 丙泊酚 100806-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36 111719 人参皂苷 Rf 111719-201806 2018 年第 4季度 

37 111622 亚油酸 111622-201704 2018 年第 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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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10812 10-羟基-2-癸烯酸 110812-201507 2019-01-22 

2 110844 
2,3,5,4’-四羟基二苯乙

烯-2-O-β-D 葡萄糖苷 
110844-201713 2019-01-22 

3 110880 土荆皮乙酸 110880-201604 2019-01-22 

4 121690 苣荬菜 121690-201301 2019-01-22 

5 121660 牛耳枫 121660-201201 2019-01-22 

6 121134 人参芦头 121134-200001 2019-01-22 

7 121524 羊胆粉 121524-201202 2019-01-22 

8 110821 连翘苷 110821-201615 2019-01-22 

9 110819 牛蒡苷 110819-201611 2019-01-22 

10 110724 去氧胆酸 110724-200207 2019-01-22 

11 111515 甜菊苷 111515-201202 2019-01-22 

12 110839 辣椒素 110839-201205 2019-02-03 

13 110721 橙皮苷 110721-201617 2019-02-03 

14 121095 牛胆粉 121095-201203 2019-02-03 

15 121242 兔耳草 121242-200401 2019-02-03 

16 100577 阿德福韦单酯 100577-201502 2019-02-03 

17 121071 狗脊 121071-201405 2019-02-03 

18 111928 蓖麻油酸甲酯 111928-201202 2019-02-03 

19 100328 硫酸沙丁胺醇 100328-200703 2019-02-03 

20 111825 去甲异波尔定 111825-201402 2019-02-03 

21 111940 808 猩红 111940-201603 2019-02-03 

22 121053 鹅不食草 121053-201403 2019-02-03 

23 121082 穿心莲 121082-201505 2019-02-03 

24 121512 金盏银盘 121512-201202 2019-02-03 

25 111904 白花前胡乙素 111904-201203 2019-02-03 

26 111726 奇壬醇 111726-200601 2019-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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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00551 甘草酸二钾 100551-200401 2019-02-06 

28 100203 舒必利 100203-200503 2019-02-18 

29 110861 山柰素（山柰酚） 110861-201611 2019-02-18 

30 171241 盐酸麻黄碱 171241-201508 2019-02-18 

31 100142 卡马西平 100142-201105 2019-02-18 

32 101148 六氟异丙醇 101148-201101 2019-02-18 

33 100806 丙泊酚 100806-201402 2019-02-18 

34 111719 人参皂苷 Rf 111719-201505 2019-02-18 

35 111622 亚油酸 111622-201203 2019-02-18 

 

表 4 ：近期停用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1 110718 脂蟾毒配基 110718-201108 2018-8-17

2 110754 人参皂苷 Re 110754-201626 2018-8-16

3 111943 牛黄猪去氧胆酸 111943-201301 2018-8-14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最新批次标准物质（一

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不再对其进行质量监测，

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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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谷胱甘肽注射剂说明书的公告

（2018年第 59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139.html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发布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谷胱甘肽注射剂（包括：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钠、注射用谷胱甘肽）说明书【不良反

应】、【注意事项】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谷胱甘肽注射剂生产企业均应当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按照谷胱甘肽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各谷胱甘肽注射剂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

措施做好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谷胱甘肽注射剂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

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当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四、请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督促企业做好有关产品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

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谷胱甘肽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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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谷胱甘肽注射剂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修改为 

药品上市后监测中发现的不良反应/事件包括： 

皮肤及其附件损害：皮疹、瘙痒、出汗增加、荨麻疹、斑丘疹、潮红； 

呼吸系统损害：呼吸困难、呼吸急促、咳嗽、哮喘； 

全身性损害：胸痛、寒战、发热、高热、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 

胃肠损害：恶心、呕吐、腹痛； 

神经系统损害：头晕、头痛； 

用药部位损害：注射部位疼痛、注射部位静脉炎； 

心血管系统损害：心悸。 

二、【注意事项】增加以下内容 

1.该药可引起过敏性休克。医生应询问患者药物过敏史，用药过程中

要密切监测，如果出现哮喘、胸闷、气促、呼吸困难、心悸、大汗、血压

下降等症状和体征，应立即停药并及时治疗。 

2.有哮喘发作史的患者慎用。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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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的公告

（2018年第 63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140.html          2018 年 09 月 06 日 发布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

【禁忌】、【儿童用药】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含可待因感冒药药品生产企业均应当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按照含可待因感冒药药品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

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各含可待因感冒药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

有效措施做好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含可待因感冒药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

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当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四、请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督促企业做好有关产品说明书修改和标签说

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含可待因感冒药药品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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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含可待因感冒药药品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禁忌症】中相关内容修订为“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 

二、【儿童用药】中相关内容修订为“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本品”。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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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5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86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0160.html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发布 

经吉林省药品检验所等 6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河南明善堂药业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生产的 15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武汉药品医疗器械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新华制药（高密）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盐酸西替利嗪片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溶出度。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太极集团四川太

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3 批次紫杉醇注射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可见异物。 

经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安徽惠隆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化州市光

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 3批次槟榔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黄曲霉毒素。 

经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江苏红豆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亳药千

草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2批次地黄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吉林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河南明善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3批次木香顺气

丸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溶散时限。 

经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安徽亳药千草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天泰

药业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生产的 2 批次山药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总灰分、

浸出物。 

经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伊春五加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的 1批次炎立消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水分。（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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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附件：1.15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86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86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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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5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
定项目 

检验机构 

盐酸西替利

嗪片 
新华制药（高密）有限

公司 
1705006  10毫克  天津佳科金浩年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15年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溶

出度） 

武汉药品

医疗器械

检验所 

紫杉醇注射

液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20170401

5ml:30mg

广东省佛山医药供销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15年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可

见异物） 

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

研究院 

20170904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上药控股安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

有限公司 
17080009 重庆市肿瘤医院 

槟榔 

安徽惠隆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20170906

/ 

湖北宜昌通用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15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黄

曲霉毒素）

安徽省食

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20180101 上海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化州市光华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170601  北海强露商贸有限公司 

地黄 
（生地黄） 

江苏红豆杉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2018011805

/ 

江苏红豆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15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毛蕊花

糖苷） 

河南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地黄 

（熟地黄） 
安徽亳药千草国药股份

有限公司 
1710118 

安徽丰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马鞍山佳山路连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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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
定项目 

检验机构 

木香顺气丸 
河南明善堂药业有限公

司 

171101 

每 50粒重

3克 

贵州凯归众民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15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溶

散时限） 
吉林省药

品检验所 
171104 

河南明善堂药业有限公司 
171105 

山药 

安徽亳药千草国药股份

有限公司 
1711124 

/ 
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15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总

灰分） 
河南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广东天泰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厂 
170102  佛山市医药有限公司  [浸出物] 

炎立消胶囊 
伊春五加参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160601

每粒装

0.25g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黄山

华氏有限公司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药品标准

WS3‐B‐3881‐98‐11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水

分） 

江苏省食

品药品监

督检验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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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

另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水分、总灰分、

黄曲霉毒素、溶散时限等分项目。 

水分系指药品中的含水量。水分偏高通常是由于药品包装不严，在储

存和流通过程中引湿所导致。水分偏高会引起药品稳定性下降，可能导致

药品水解、霉变等。 

灰分系指药品经过高温灼烧后所残留的无机物质，主要是无机盐和矿

物盐类。通常测定的灰分称为总灰分，总灰分测定的目的是保证中药品质

和洁净程度。 

黄曲霉毒素可以由曲霉菌黄曲霉、寄生曲霉、集峰曲霉和伪溜曲霉 4

种真菌产生，是一组化学结构类似的二呋喃香豆素的衍生化合物。中药在

贮存、制备、运输过程中若保存不当，可能因受潮霉变而污染黄曲霉毒素。

严格控制黄曲霉毒素残留量对保证药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溶散时限系指丸剂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崩解溶散或成碎粒。其中除不溶

性包衣材料外，应全部通过筛网；如有少量不能通过筛网，但已软化或轻

质上漂且无硬心者，可作符合规定论。丸剂在介质中不溶散或溶散时间过

长，反映主药有效性不佳或是药效开始有一定的延迟，其主要原因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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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不当等有关。 

溶出度系指活性药物从制剂中溶出的速率和程度。溶出度不符合规定

由多种因素引起，如生产工艺控制不当等。溶出度不符合规定会影响药物

的吸收，降低生物利用度。 

可见异物系指存在于注射剂、眼用制剂中，在规定的目视条件下能

够观察到的不溶性物质，其粒径或长度通常大于 50 微米。该项目不符合

规定可能造成局部循环障碍等用药安全风险。不符合规定的原因可能涉

及工艺控制、包装材料等方面。 

二、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量测定与

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及工艺等有关。 

三、中药材及饮片标准中的浸出物项系指用水或其他适宜的溶剂对中

药材及饮片中可溶性物质进行的测定。浸出物测定值的大小可以反映中药

材及饮片内在成分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其质量优劣。中药材及饮片产地、

生长年限、采收季节、加工方式、炮制工艺等各生产环节不规范均可能导

致其浸出物的含量不符合规定。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2018

年第 62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157.html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发布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

定对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修订。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刺五加注射液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

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各刺五加注射液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

施做好刺五加注射液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

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刺五加注射液为处方药，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刺五加

注射液说明书。 

四、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的相关药品生产企业按要求做好刺五

加注射液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4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62 号公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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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刺五加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警示语应增加以下内容： 

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使

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

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二、【不良反应】项应增加：  

过敏反应：皮肤潮红、皮疹、瘙痒、心悸等；严重过敏反应可见呼吸

困难、紫绀、血压下降、喉水肿、急性肺水肿、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等。 

全身性反应：畏寒、寒战、发热、疼痛、乏力、面色苍白、颤抖、胸

闷、多汗、水肿、晕厥等。 

呼吸系统：喷嚏、鼻塞、流涕、咽喉部不适、呼吸急促、咳嗽、哮喘

等。 

心血管系统：心悸、胸闷、胸痛、紫绀、心律失常、血压升高或降低

等。 

消化系统：口干、口唇麻木或肿胀、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腹泻

等。 

神经精神系统：头晕、头胀、头痛、麻木、震颤、抽搐、舌麻痹、刺

痛、感觉异常、烦躁不安、意识障碍甚至昏迷等。 

皮肤及其附件：红斑、丘疹、风团、水疱、瘙痒、皮肤潮红、肿胀等。 

用药部位：疼痛、红肿、肿胀、麻木、瘙痒、皮疹等。 

血管：静脉炎、血管性疼痛、血管痉挛等。 

眼部：视物模糊、流泪、眼部肿胀疼痛等。 

肌肉骨骼：肌痛、关节痛、背痛、腰痛等。 

其他：耳鸣、育龄妇女泌乳等。 

三、【禁忌】项应增加： 

1．对本品或刺五加及其制剂过敏或有严重不良反应病史者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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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孕妇、儿童禁用。 

四、【注意事项】项修改内容如下： 

应删除原说明书中“对长期使用的在每疗程间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内

容，并增加： 

1．本品不良反应包括过敏性休克，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

使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

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2．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功能主治使用，禁止超功能主治用药。 

3．严格掌握用法用量。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剂量使用药品。不过快滴

注和长期连续用药。 

4．本品为中药注射剂，保存不当可能会影响药品质量；用药前和配制

后及使用过程中应认真检查本品及滴注液，发现药液出现浑浊、沉淀、变

色、结晶等药物性状改变，瓶身有漏气、裂纹及瓶口松动等现象时，禁止

使用。 

5．严禁混合配伍，谨慎联合用药。本品应单独使用，禁忌与其他药品

混合配伍使用。如确需要联合使用其他药品时，应谨慎考虑与本品的间隔

时间以及药物相互作用等问题，应以适量稀释液对输液管道进行冲洗，避

免刺五加注射液与其他药液在管道内混合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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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暂停销售使用瑞迪博士实验室有限公司

富马酸喹硫平的公告（2018年第 61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156.html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发布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印度瑞迪博士实验室有限公司（英文名：

Dr.Reddy's Laboratories ltd.）组织开展药品境外生产现场检查，检查品种为富马酸

喹硫平（英文名：Quetiapine Fumarate；进口药品注册证号：H20160462）。检查发现

该品种现行的生产工艺、生产场地、批量与注册批准内容不一致，不符合我国《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 年修订）》要求。为保证公众用药安全，决定自即日起，在中国

境内暂停销售使用该产品，并予以依法处理。各口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暂停发放该产

品的进口通关凭证。 

 

  特此公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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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注射用达托霉素等 6个药品批准证

明文件的公告（2018年第 65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155.html           2018 年 09 月 07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注销注射用达托霉素等 6 个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品种目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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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注销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品种目录	

 

序号 品种名称 批准证明文件号 规格 剂型 生产企业 注销情形 

1  注射用达托霉素  H20140622 
0.5g 

（144瓶/包）  注射剂 
Cubist Pharmaceuticals ,Inc. 

（Hospira Inc.）  企业申请 

2  注射用达托霉素  H20140623 
0.5g 

（576瓶/包）  注射剂 
Cubist Pharmaceuticals ,Inc. 

（Hospira Inc.）  企业申请 

3  苯甲酸阿格列汀片  H20130547  6.25mg  片剂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Osaka Plant） 

企业申请 

4 
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

（pH4） 
国药准字 S20023021

1.0g（5%，20ml）/瓶,每瓶

含 5%人免疫球蛋白 1.0g,装
量为 20ml。 

注射剂  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申请 

5 
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

（pH4） 
国药准字 S20023022

1.25g（5%，25ml）/瓶,每瓶

含 5%人免疫球蛋白 1.25g,
装量为 25ml。 

注射剂  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申请 

6  重组促卵泡素 β 注射液  S20150064 
900IU/1.08ml/支（笔芯注射

器系统） 
注射剂 

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KG） 
企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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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情

况的公告（2018年第 64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181.html            2018 年 09 月 10 日 发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新收到的 24 个已完成临床试验申报生产或进口的药品

注册申请（见附件）进行临床试验数据核查。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核查前，药品注册申请人自查发现药物临床试验数

据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应主动撤回注册申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其名单，不追究

其责任。 

 

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将在其网站公示现场核查计

划，并通知药品注册申请人及其所在地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示 10 个工作日后该

中心将通知现场核查日期，不再接受药品注册申请人的撤回申请。 

 

三、对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现场核查中发现数据造假的申请人、药物临床试验责任人

和管理人、合同研究组织责任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依法严肃处理。 

 

特此公告。 

 

附件：24 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清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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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4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清单	

 

序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1  /  JXHL1700056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Celon Pharma S.A.；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进口 

2  /  JXHL1700057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Celon Pharma S.A.；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进口 

3  /  JXHL1700058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Celon Pharma S.A.；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进口 

4  /  JXHL1700229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Polfarmex S.A.；武汉同源新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进口 

5  /  JXHL1700230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Polfarmex S.A.；武汉同源新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进口 

6  /  JXHL1700231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Polfarmex S.A.；武汉同源新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进口 

7  北京  CYHS1700720  左乙拉西坦片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8  河北  CYHS1700544  布洛芬缓释胶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9  上海  CYHS1700689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上海创诺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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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10  江苏  CYHS1600080  去氧孕烯炔雌醇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1  江苏  CYHS1600081  炔雌醇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2  江苏  CYHS1600119  左炔诺孕酮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3  江苏  CYHS1600180  硝苯地平缓释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4  江苏  CYHS1600181  硝苯地平缓释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5  江苏  CYHS1600182  硝苯地平缓释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6  江苏  CYHS1700669  他达拉非片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17  江苏  CYHS1700671  来那度胺胶囊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仿制 

18  江苏  CYHS1700674  来那度胺胶囊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仿制 

19  浙江  CYHS1700695  奥美拉唑碳酸氢钠胶囊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新药研究

院有限公司 
仿制 

20  山东  CYHS1290133  左炔诺孕酮片  山东鲁抗大禹药业有限公司  补充申请 

21  湖北  CYHS1700550  他达拉非片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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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22  湖北  CYHS1700595  布洛芬软胶囊  人福普克药业（武汉）有限公司  仿制 

23  广东  CYHS1700616  西他沙星片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24  广东  CYHS1700665  替格瑞洛片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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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三十二批）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696       发布日期：20180911 

 

根据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

号），我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现将拟优先审评的

药品注册申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 5 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我中心网站“信

息公开‐‐>优先审评公示‐‐>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提出异议。 

第三十二批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公示名单如下： 

 

序

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注册申请人 申请事项 理由 

1 CXZS1700002 止动颗粒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

治疗优势；儿童用药品 

2 CXHS1800016、17 甲磺酸氟马替尼片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

治疗优势 

3 JXSS1800011、12 
德谷门冬双胰岛素

注射液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

治疗优势 

4 JXHS1800025 

糠酸氟替卡松乌美

溴铵维兰特罗吸入

粉雾剂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

资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

治疗优势 

5 JXHS1800026 波生坦分散片 
爱可泰隆医药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儿童用药品；罕见病 

6 JXHL1700024-31 Selexipag 片 
爱可泰隆医药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以国际多中心

临床试验数据

申请进口 

罕见病 

7 CYHS1800093 格隆溴铵注射液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

治疗优势 

8 CYHS1700616 西他沙星片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专利到期前 1年的药品生产申

请，首家申报 

9 CYHS1800123、24 盐酸伐地那非片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专利到期前 1年的药品生产申

请，首家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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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YHS1800165、66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

钠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7 年美国

上市 

11 CYHS1700566、67 
盐酸伊立替康注射

液 

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已在欧盟国

家批准上市 

12 CYHS1800162 利格列汀片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8 年美国

上市 

13 
CYHS1800136、37、

38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

片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8 年美国

上市 

14 CYHS1800171 瑞舒伐他汀钙片 
合肥英太制药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

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

善后重新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

请 

15 CYHS1800147、48 奥氮平片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

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

善后重新申报的仿制药注册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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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都梁软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的

公告（2018年第 60号） 

原文：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0200.html            2018 年 09 月 12 日 发布

根据监测评价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都梁

软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都梁软胶囊非处方药生产企业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

都梁软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前报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 

都梁软胶囊非处方药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都梁软胶囊药品使用和安全

性问题的宣传和培训，指导医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都梁软胶囊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

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都梁软胶囊为非处方药，患者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都梁软胶囊药品说明书。 

四、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的相关药品生产企业按要求做好都梁

软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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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都梁软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都梁软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都梁软胶囊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祛风散寒，活血通络。用于头痛属风寒瘀血阻滞脉络

证者，症见头胀痛或刺痛，痛有定处，反复发作，遇风寒诱发或加重。 

【规格】每粒装 0.54 克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3 粒，一日 3 次。 

【不良反应】个别患者用药后出现上腹不适，恶心、头晕；本品也

有腹痛、呕吐、皮疹、头痛等不良反应报告。 

【禁忌】 

1.妊娠及哺乳期妇女禁服。 

2.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烟、酒及辛辣、生冷、油腻食物。   

2.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应在医师

指导下服用。 

3.小儿、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   

4.不宜在服药期间同时服用滋补性中成药。   

5.高血压头痛及不明原因的头痛，应去医院就诊。 

6.头痛症状严重者，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7.服药 3 天后症状无改善，或症状加重，或出现新的严重症状者，

应立即停药并去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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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0.儿童必须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   

11.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2.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药物相互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

详情请咨询医师或药师。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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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七批）

的通告（2018年第 84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220.html           2018 年 09 月 13 日 发布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核确定，现发布

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七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七批）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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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七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7‐1  来氟米特片 
Leflunomide 

Tablets/ARAVA 
10mg  片剂  Sanofi‐Aventis Us LLC  美国橙皮书   

17‐2  来氟米特片 
Leflunomide 

Tablets/ARAVA 
20mg  片剂  Sanofi‐Aventis Us LLC  美国橙皮书 

 
 

17‐3  硫普罗宁片  Tiopronin Tablets/ Thiola 100mg  片剂 
Mylan Pharmaceutical 

Co.,Ltd 
日本橙皮书   

17‐4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干糖浆（14:1） 
CLAVAMOX Dry Syrup  636.5mg（1g）

干糖浆（干混

悬剂）  Glaxo Smithkline K.K.  日本橙皮书 
日本无干混悬剂

名称，原研在日本

名称为干糖浆 

17‐5  右美沙芬缓释混悬液 
Dextromethorphan 
Sustained Release 

Suspension / Delsym 
30mg/5ml  混悬液  Reckitt Benckiser LLC  美国橙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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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7‐6  盐酸贝尼地平片 
Benidip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CONIEL 
2mg  片剂  协和发酵麒麟株式会社  日本橙皮书   

17‐7  盐酸贝尼地平片 
Benidip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可力洛 
4mg  片剂  协和发酵麒麟株式会社  原研进口   

17‐8  盐酸贝尼地平片 
Benidip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可力洛 
8mg  片剂  协和发酵麒麟株式会社  原研进口   

17‐9  制霉菌素片 
Nystatin Tablets / 

NYSTATIN 
50 万单位  片剂 

TEVA PHARMACEUTICALS 
USA INC 

美国橙皮书   

17‐10  奥硝唑片 
Ornidazole 

Tablets/Tiberal 
0.5g  片剂  OrPha Swiss GmbH 

原研转让，瑞士

上市，产地瑞士
 

17‐11  奥硝唑片 
Ornidazole 

Tablets/Tiberal 
0.5g  片剂  SERB 

原研转让，法国

上市，产地法国
 

17‐12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

片 

Metoprolol Succin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Betaloc ZOK 
23.75mg 

片剂 
（缓释片） 

AstraZeneca AB  原研进口   

17‐13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

片 

Metoprolol Succin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Betaloc ZOK 
95mg 

片剂 
（缓释片） 

AstraZeneca AB  原研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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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7‐14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

片 

Metoprolol Succinate 
Sustained‐release 

Tablets/Betaloc ZOK 
190mg 

片剂 
（缓释片） 

AstraZeneca AB  原研进口   

17‐15  盐酸西那卡塞片 
Cinacalcet Hydrochloride 

Tablets/盖平 
25mg  片剂  协和发酵麒麟株式会社  原研进口   

17‐16  盐酸西那卡塞片 
Cinacalcet Hydrochloride 

Tablets/盖平 
75mg  片剂  协和发酵麒麟株式会社  原研进口   

17‐17  兰索拉唑口崩片 
Lansoprazol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普
托平 

15mg 
片剂 

（口崩片）  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  原研进口   

17‐18  兰索拉唑口崩片 
Lansoprazol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普
托平 

30mg 
片剂 

（口崩片）  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  原研进口   

17‐19  利培酮口崩片 
Risperidon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Risperdal 
0.5mg 

片剂 
（口崩片） 

Janssen Pharmaceutical K.K 日本橙皮书  增补 

17‐20  利培酮口崩片 
Risperidon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Risperdal 
1mg 

片剂 
（口崩片） 

Janssen Pharmaceutical K.K 日本橙皮书  增补 

17‐21  利培酮口崩片 
Risperidone Orally 
Disintegrating 

Tablets/Risperdal 
2mg 

片剂 
（口崩片） 

Janssen Pharmaceutical K.K 日本橙皮书  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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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7‐22  阿维 A胶囊 
Acitretin 

Capsules/Neotigason 
10mg  胶囊剂  Actavis Group PTC ehf. 

欧盟上市（产地：

法国；上市国家：

英国） 
增补 

17‐23  卡马西平片 
Carbamazepine Tablets/

得理多 
0.2g  片剂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7‐24  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Diclofenac Sod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
扶他林 

25mg  片剂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7‐25  布洛芬缓释胶囊 
Ibuprofen Sustained 

Release Capsules/芬必得
0.3g 

胶囊剂 
（缓释胶囊）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

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7‐26  铝碳酸镁片 
Hydrotalcite Tablets/达

喜 
0.5g  片剂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7‐27  精氨酸布洛芬颗粒 
Ibuprofen Arginine 
Granules/司百得 

0.2g  颗粒剂  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7‐28  精氨酸布洛芬颗粒 
Ibuprofen Arginine 
Granules/司百得 

0.4g  颗粒剂  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7‐29  精氨酸布洛芬颗粒 
Ibuprofen Arginine 
Granules/司百得 

0.6g  颗粒剂  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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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7‐30  甲苯咪唑片 
Mebendazole Tablets/安

乐士 
0.1g  片剂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7‐31  盐酸特比萘芬片 
Terbinafine 

Hydrochloride Tablets/兰
美抒 

0.25g  片剂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17‐32  阿德福韦酯片 
Adefovir Dipivoxil 
Tablets/贺维力 

10mg  片剂  葛兰素史克(天津)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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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0235.html           2018 年 09 月 14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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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3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89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0270.html           2018 年 09 月 18 日 发布

经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等 4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等 8家企业生产的 13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6批

次盐酸伐昔洛韦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溶出度。 

  经青海省药品检验检测院检验，标示为吉林双星药业有限公司、伊春金北药制

药有限公司、哈尔滨华雨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3批次刺五加片不符合规定，不符合

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重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浙江普洛康裕天然药物有限公

司生产的 1批次麦味地黄口服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性状。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安徽大西北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

泽华国药饮片有限公司、芍花堂国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3批次吴茱萸不符合规定，不

符合规定项目为性状。（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

措施，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

药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

位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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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13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13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89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89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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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附件 1：13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盐酸伐

昔洛韦

胶囊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161202 

0.15g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溶

出度） 

上海市食

品药品检

验所 

河南康健医药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原药业有限公司 

161203 

晋城杏泽药品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福建中联大药房有限公司 

阿克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70301 
贵州希尔康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万州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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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盐酸伐

昔洛韦

胶囊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170302 

0.15g 

通化劲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溶

出度） 

上海市食

品药品检

验所 
170402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有限公司 

170403  临夏市福元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刺五加

片 

吉林双星药业有限公司  20170425 
糖衣片

（片芯重

0.25g） 
黑龙江佳辰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青海省药

品检验检

测院 
伊春金北药制药有限公司  20170901 

每片重

0.3 克 
牡丹江天裕医药有限公司 

哈尔滨华雨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151103  / 
山西君雁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晋城分公

司 

麦味地

黄口服

液 

浙江普洛康裕天然药物有限公

司 
171001 

每支装 10
毫升 

海南百广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品

标准》中药成方

制剂第六册 

不符合

规定 
[性状] 

重庆市食

品药品检

验检测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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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吴茱萸 

安徽大西北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102 

/ 

喀什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性状] 

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

研究院 
安徽泽华国药饮片有限公司  180201  青海黄药铺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芍花堂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170115  喀什惠生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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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性状项记载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物理

常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品的质量特性。性状不符合规定可能与投料

质量及工艺、储运环境等因素有关，往往直接影响药品质量。 

二、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

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溶出度等分项目。 

溶出度系指活性药物从制剂中溶出的速率和程度。溶出度不符合规定

由多种因素引起，如生产工艺控制不当等。溶出度不符合规定会影响药物

的吸收，降低生物利用度。 

三、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量测定与

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及工艺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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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恢复进口库比斯特制药有限公司注射用

达托霉素的公告（2018年第 70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374.html           2018 年 09 月 26 日 发布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发布《关于停止进口爱活胆通等

3个品种的通告》（2015 年第 53 号），决定停止对库比斯特制药有限公司（英文名：Cubist 

Pharmaceuticals, Inc.）生产的注射用达托霉素（英文名：Daptomycin for Injection）

的进口。库比斯特制药有限公司经过整改，提出恢复进口申请并接受了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对其生产厂（OSO Biopharmaceuticals Manufacturing, LLC.）的再次检

查。根据再次检查结果和企业的进一步整改报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为其整改符合

相关要求，决定恢复库比斯特制药有限公司（2016 年该企业英文名更改为：Cubist 

Pharmaceuticals, LLC.）注射用达托霉素进口，要求各口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恢复库比斯特制药有限公司注射用达托霉素的进口通关备案。 

 

  特此公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25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黄瑞香注射液（国药准字 Z14021011）

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公告（2018年第 71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0393.html            2018 年 09 月 27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注销黄瑞香注射液（国药准字 Z14021011）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品种目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25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1 号公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 
 

附件 

 

附件：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品种目录	

 

品种名称  批准证明文件号  规格  剂型  生产企业  注销情形 

黄瑞香注射液  国药准字 Z14021011  每支 2ml  注射剂 山西康意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 年 09 月 28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572.html    

各有关单位： 

现停止使用以下化学对照品 

111533-200403 高三尖杉酯碱 

特此通知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9 月 25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沟通交流讨论会会议视频与 PPT 资料向行业公开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21        发布日期：20180929 

为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

〔2016〕8 号）的精神，针对当前企业在一致性评价申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大服务和指

导企业做好药品一致性评价申报资料整理工作，做好 2018年底前 289基药品种一致性评价

的阶段性工作，现就 289 基药品种的申报与技术问题沟通事项通知如下：   

        一、对于已经基本完成一致性评价技术研究工作正在整理形成申报资料的品种，药品企

业如存在不清楚、不明确申报资料整理的相关技术问题，可通过药品审评中心申请人之窗向

药品审评中心项目管理人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二、药品审评中心项目管理人将安排具体品种审评小组专家团队与企业通过电话、邮件、

面对面会议等形式进行沟通交流，解决企业在一致性评价资料整理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技

术问题。 

        三、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办公室、药审中心将于十月份组织培训，针对当前审

评中发现企业存在的技术问题以及企业在一致性评价申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帮助企业分析、

解决存在的共性问题。培训会后药品审评中心将在网站公开培训视频和相关材料。 

        四、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办公室与药审中心近期将会同有关省局组织专项工作

组至相关省市企业进行现场调研与沟通，实地解决一致性评价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办公室 

药品审评中心 

2018年 9月 29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宜的公告》政策

解读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200/331215.html           2018 年 09 月 30 日 发布

一、公告实施的意义 

公告的实施旨在进一步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制度，落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包

括持有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持有人）不良反应监测主体责任，提高

我国制药行业整体药品安全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此外，公告实施也为我国实施 ICH 指

导原则提供政策支持，促进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与国际接轨。 

 

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是持有人为保障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责任有效履行而建立的

一套完整系统，包括机构、人员、制度等。体系要求持有人设立专门机构并配备专职人

员，承担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收集和分析评价等工作，专职人员应当具有医学、药学、

流行病学或者统计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具备科学分析评价不良反应报告和识别评估药品

风险的能力，持有人还应当指定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负责人，负责体系的建立、运行和维

护；体系要求持有人建立并完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的收集、报告和处置等管理制度，建

立药品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控制制度，持续开展药品风险获益评估，采取有效措施控制

风险，确保药品获益大于风险。此外，为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行，持有人还应当充分利用

信息化管理手段开展工作，适应国际化信息传输要求。 

 

三、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负责人条件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负责人是持有人指定的直接主管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且具有

一定领导职务的人员。该人员应当具备多年从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经验，熟悉相关

法律法规及政策，能够负责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的建立、运行和维护，确保监测工作

持续合规。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四、关于持有人委托开展不良反应监测工作 

持有人可委托合同研究机构、临床试验机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科研

或信息情报机构等开展不良反应监测相关工作，如委托开展上市后研究、信息收集、文

献检索等。 

建议境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仅指定一家机构或企业作为代理人，具体承担进口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风险控制等工作，双方应签订委托协议。境内代理人也应当建

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并接受药品监管部门的检查。 

 

五、境外个例报告获知时间及提交方式 

境外药品不良反应个例报告时间获知为境外持有人获知时间。 

考虑到进口药品境外报告数量较大，按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表提交境外报告存在

一定困难，采取以下过渡措施：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可接收 E2B 电子传输格式

之前，境外报告仍以目前的行列表形式提交；可接收 E2B 电子传输格式后，境外报告可

通过 E2B 格式提交。 

 

六、医疗机构和药品经营企业如何报告 

公告实施后，医疗机构仍按原报告途径、范围和时限要求报告不良反应。 

公告发布后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药品经营企业仍可按原报告途径、范围和时限

要求报告不良反应，也可直接向持有人报告。 

 

七、持有人对反馈数据的报告事宜 

持有人应及时对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反馈的报告进行

分析评价，自收到反馈报告之日起，按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范围和时限上报至持有人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直报系统。相关要求将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网站发布。 

 

八、批号聚集性趋势 

公告第四条要求持有人对发现报告数量异常增长或者出现批号聚集性趋势等，应当

予以重点关注。批号聚集性趋势是指特征表现为本企业同一批号或相邻批号的同一药品

在短期内集中出现多例临床表现相似的不良反应，例如表现为寒战、发热等反应的病例。 

持有人对出现批号聚集性趋势的病例，应立即进行评价，开展必要的风险排查。经

分析评价认为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应及时与所在地省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沟通，

对相关批号产品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 

 

九、年度总结报告的撰写 

公告要求持有人每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上一年度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年度总结报

告。年度报告的撰写要求将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网站发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95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1213.html           2018 年 09 月 30 日 发布

经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等 5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四川德元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等 9家企业生产的 17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河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河南鼎复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2

批次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装量、含量测定。 

经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四

川德元药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 6批次磷酸哌嗪宝塔糖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

重量差异。 

经河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运城市神农中药材有限公司、宁夏明德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 3 批次地黄（生地黄）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运城市神农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佐力百草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江西康齐乐中药材有限公司、江西古方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

5批次独活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含量测定、二氧化硫残留量、薄层色谱。 

经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消

栓肠溶胶囊[消栓胶囊（肠溶）]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微生物限度。（详见附

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特此通告。 

 

附件：1.17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29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95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95 号通告附件 2.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1：17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复方醋

酸地塞

米松乳

膏 

河南鼎复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06402 
复方  鼎复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二

部 

不符

合规

定 

[检查]（装量），[含
量测定] 

河北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 1706403  [含量测定] 

磷酸哌

嗪宝塔

糖 

广西南宁百会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1708067 

0.2 克

济南立健大药房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

品标准》二部

第二册 

不符

合规

定 
[检查]（重量差异）

内蒙古自

治区药品

检验研究

院 
四川德元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70605  山东福康药业有限公司 

171101  常德赫尔斯医药有限公司 

171103  兴国县医药总公司 

171201 
泉州市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天门市丰溢药业有限公司 

180103  赣州济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地黄（生

地黄） 
 

运城市神农中药材有限公司  201801007
/ 
 

运城市神农中药材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

不符

合规

定 

[含量测定]（梓

醇）、（毛蕊花糖

苷） 

河南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201708102 部 
 

  [含量测定]（梓醇）  

宁夏明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1132  宁夏明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含量测定]（梓

醇）、（毛蕊花糖

苷） 

独活 

 
运城市神农中药材有限公司 

 

201707023

/ 

运城市神农中药材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和国药典》

2015 年版一

部 

不符

合规

定 

[检查]（二氧化硫

残留量），[含量测

定] 

甘肃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 

201802007 [检查]（二氧化硫

残留量） 江西康齐乐中药材有限公司  20171101  江西康齐乐中药材有限公司 

江西古方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201805001 江西古方原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鉴别]（（2）薄层

色谱），[含量测定]
浙江佐力百草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 
20180201  浙江佐力百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含量测定] 

消栓肠

溶胶囊

[消栓胶

囊（肠

溶）] 

三门峡赛诺维制药有限公司  20161204 
每粒

装 0.2
克 

奎屯祥仁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药品

标准》新药转

正标准第 70
册、《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

典》2015 年版

四部 

不符

合规

定 

[检查]（微生物限

度） 

山西省食

品药品检

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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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鉴别项系根据反映该药品某些物理、化学或生物学

等特性所进行的药物鉴别试验，不完全代表对该药品化学结构的确证。鉴

别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包括经验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显微鉴

别中横切面、表面观及粉末鉴别，均指经过一定方法制备后在显微镜下观

察的特征。理化鉴别包括物理、化学、光谱、色谱等鉴别方法。鉴别项目

的在于鉴定和研究中药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二、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

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重量差异、装量、

二氧化硫残留量、微生物限度等分项目。 

重量差异是反映药物均匀性的指标，是保证准确给药的重要参数。重

量差异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药剂量不准，带来相应的安全风险，不符

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不稳定。 

装量系反映药品重量或容量的指标，适用于固体、半固体、液体制剂。

除制剂通则中规定检查重（装）量差异的制剂及放射性药品外，按最低装

量检查法进行检查，包括重量法和容量法。装量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

药剂量不足，带来相应风险，不符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控制不当。 

二氧化硫残留量系指中药材及饮片中残留的亚硫酸盐类物质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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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氧化硫计。中药材中之所以含二氧化硫，是因为淀粉和糖含量高的中

药材容易起虫，而含硫的化学物质能起到防虫、杀虫的作用。商家用硫磺

熏制中药材，正是这个目的。枸杞、当归、天麻、山药、白芍、菊花等都

是易被使用二氧化硫的中药材。过度硫熏对很多中药材质量有不利影响。

二氧化硫摄入过多也可能损害胃肠、肝脏等器官的健康，严重时还会导致

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 

微生物限度系对非直接进入人体内环境的一大类药物制剂的微生物控

制要求。由于此类制剂用药的风险略低，可以允许一定数量的微生物存在，

但不得检出一些条件致病菌。因此，微生物限度分为计数检查和控制菌检

查两部分。计数检查通常由需氧菌总数或（和）霉菌和酵母菌总数组成，

控制菌检查根据给药途径的风险分设不同的致病菌检查项目。 

三、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量测定与

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及工艺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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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

事宜的公告（2018年第 66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214.html           2018 年 09 月 30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为进一步完善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制度，落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包括持有药品批准文号的药品生产企

业，以下简称持有人）不良反应报告主体责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持有人直接报告

不良反应公告如下： 

 

一、持有人应当建立健全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持有人是药品安全责任的主体，

应当指定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负责人，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建立健全相关管理

制度，直接报告药品不良反应，持续开展药品风险获益评估，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持有人委托其他公司或者机构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双方应当签订委托协议。

持有人应当配备专职人员做好对受托方的监督和管理等工作，相应法律责任由持有人承

担。进口药品持有人应当指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指定我国境内企业法人作

为代理人，具体承担进口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评价、风险控制等工作。持有人及其代理

人应当接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持有人应当及时报告药品不良反应。持有人应当建立面向医生、药师和患者的

有效信息收集途径，主动收集临床使用、临床研究、市场项目、学术文献以及持有人相

关网站或者论坛涉及的不良反应信息。 

境内发生的严重不良反应应当自严重不良反应发现或获知之日起 15 日内报告，死

亡病例及药品群体不良事件应当立即报告，其他不良反应应当在 30 日内报告。持有人

应当对严重不良反应报告中缺失的信息进行随访，对死亡病例开展调查并按要求提交调

查报告。 

境外发生的严重不良反应应当自持有人发现或获知严重不良反应之日起 15 日内报

告，其他不良反应纳入药品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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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有人应当报告获知的所有不良反应。持有人应当按照可疑即报原则，直接通

过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报告发现或获知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范围包括患者使用

药品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且无法排除与药品存在相关性的所有有害反应，其中包括因

药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或者可能与超适应症用药、超剂量用药、禁忌症用药等相关的有害

反应。 

医疗机构及个人保持原途径报告不良反应，也可向持有人直接报告。药品经营企业

直接向持有人报告。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将及时向持有人反馈收集到的药品不良

反应信息，持有人应当对反馈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进行分析评价，并按个例不良反应的

报告范围和时限上报。 

 

四、持有人应当加强不良反应监测数据的分析评价。持有人应当及时对发现或者获

知的个例药品不良反应进行评价，定期对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数据、临床研究、文献等资

料进行评价；发现新的且严重不良反应、报告数量异常增长或者出现批号聚集性趋势等，

应当予以重点关注；定期全面评价药品的安全性，识别药品潜在风险，研究风险发生机

制和原因，主动开展上市后研究，持续评估药品的风险与获益。 

持有人应当汇总年度情况，包括企业年度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运行情况、不良反

应报告情况、风险识别与控制情况、上市后研究情况等信息，并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向

省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机构提交上一年度总结报告。此外，持有人应当按规定要求做好

药品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的撰写及上报工作。 

 

五、持有人应当主动采取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持有人应当根据分析评价结果，判

断风险程度，制定积极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发现说明书未载明的不良反应，应当及时进行分析评价。对需要提示患者和医务人

员的安全性信息及时修改说明书和标签，开展必要的风险沟通；对存在严重安全风险的

品种，应当制定并实施风险控制计划，采取限制药品使用，主动开展上市后研究，暂停

药品生产、销售、使用或者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评估认为风险大于获益的品种，应

当主动申请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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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示药品可能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持有人必须立即采取暂停生产、销售、使用

或者召回等措施，并积极开展风险排查。对其中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严重不良

反应，持有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妥善处理。 

持有人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应当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并向省级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技术机构报告不良反应详细情况以及风险评估情况。对于持有人采取的修改说

明书，以及暂停药品生产、销售、使用或者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持有人应当主动向社

会公布。 

 

六、加强对持有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技术审核。各级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技术

机构要按照相关规定，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收集、核实、评价、调查、

反馈和上报。省级及以上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技术机构应当对监测数据进行定期分析评估，

组织对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和年度总结报告进行技术审核，开展不良事件聚集性信号的

监测评价，开展不良反应报告的质量评估。 

 

七、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承担属地监管责任。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

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工作，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将监督检查纳入日常监管工作。

组织对持有人及其代理人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开展日常检查，对其中隐瞒不报、逾

期未报告、提供虚假报告等开展重点检查；对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者违规行为的开

展有因检查；对持有人委托开展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组织对受托部门进行延伸检

查。 

 

八、严厉查处持有人不履行直接报告责任的行为。持有人未建立有效的药品不良反

应监测体系，未指定药品不良反应监测负责人，未依规定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

未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的，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查处。持有人严重违反

相关规定、不能控制药品安全风险的，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暂停销售；持有人

完成整改、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可恢复销售。 

持有人隐瞒不报、逾期未报告、提供虚假报告的，相关不良反应通过其他途径报告

并经规定的程序核实，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采取警告、罚款等措施；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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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报告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死亡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令暂停相关产品销售，直

至依法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持有人风险信息公布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的，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

完整准确公布信息。情节严重导致不能控制药品安全风险的，由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其暂停相关产品销售。持有人整改后完整准确公布信息的，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检查确认符合要求，方可恢复销售。 

 

本公告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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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

办法的公告（2018年第 74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245.html            2018 年 10 月 08 日 发布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

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药物研发与

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见附件），现予发布。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于 2016 年 6 月 2 日发布的《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试

行）》（2016 年第 94 号通告）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9 月 30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4 号公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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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申请人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

称药审中心）之间的沟通交流，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和《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

44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沟通交流，系指在药物研发过程中，经申请人

提出，由药审中心项目管理人员（以下简称项目管理人员）与申请人指定

的药品注册专员共同商议，并经药审中心适应症团队同意，就现行药物研

发与评价指南不能涵盖的关键技术等问题所进行的沟通交流。 

第三条    沟通交流的形式包括：面对面会议、视频会议、电话会议或

书面回复。鼓励申请人与审评机构通过电话会议沟通。沟通交流的提出、

商议、进行，以及相关会议的准备、召开、记录和纪要等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本办法规定的沟通交流会议适用于创新药物、改良型新药、

生物类似药、复杂仿制药以及一致性评价品种等研发过程和注册申请中的

沟通交流。 

第五条    沟通交流是申请人与审评人员就技术问题互动的过程，双方

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可就讨论问题充分阐述各自观点，最终形成的共识可作

为研发和评价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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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沟通交流会议类型 

第六条    沟通交流会议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会议。 

（一）Ⅰ类会议，系指为解决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安全性

问题和突破性治疗药物研发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问题而召开的会议。 

（二）Ⅱ类会议，系指为药物在研发关键阶段而召开的会议，主要包

括下列情形： 

1.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为解决首次递交临床试验申请前的重大技

术问题，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问题进行讨论：现有研究数据是否支持拟开

展的临床试验；临床试验受试者风险是否可控等。对新机制新结构药物全

球首次申报进行临床试验的，申请人应与审评机构进行沟通，明确申报技

术要求。 

2.新药Ⅱ期临床试验结束/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前会议。为解决Ⅱ期临床

试验结束后和关键的Ⅲ期临床试验开展之前的重大技术问题，对包括但不

限于下述问题进行讨论：现有研究数据是否充分支持拟开展的Ⅲ期临床试

验；对Ⅲ期临床试验方案等进行评估。 

3.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为探讨现有研究数据是否满足新药上市审查所

需资料要求，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问题进行讨论：现有研究数据是否支持

新药上市申请审查所需资料要求。经讨论符合要求，或经补充完善后符合

要求的，方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新药上市申请。 

4.风险评估和控制会议。为评估和控制药品上市后风险，在批准新药上

市前，对药品上市后风险控制是否充分和可控进行讨论。 

（三）Ⅲ类会议，系指除Ⅰ类和Ⅱ类会议之外的其他会议。 

第七条   申请人有以下情形的，可根据拟开展研究或申报情形，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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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类会议的规定提出相应类别的沟通交流。 

（一）拟增加新适应症的临床试验申请，申请人应结合新适应症特点，

在已有数据基础上开展相应的研究，必要时可与药审中心沟通交流。 

（二）临床急需或治疗罕见病的药物研发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申

请人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三）复杂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或再评价品种的重大研发问题（参比

制剂的选择、生物等效性的评价标准等），申请人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四）复杂或无明确指导原则的重要非临床研究（致癌性研究，扩展

的发育毒性研究等）的设计方案，申请人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五）审评过程中有技术分歧的，申请人可提出沟通交流申请。 

（六）对前沿技术领域药物研发过程中的沟通交流申请。药审中心需

追踪前沿技术进展、制定相应研发技术指南的，应成立专门工作小组与申

请人在研发和评价过程中保持沟通交流。 

 

第三章  沟通交流会议的提出与商议 

第八条   召开沟通交流会议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提交的《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附 1）和《沟通交流会议资料》（附

2）应满足本办法要求； 

2.《沟通交流会议资料》应在本办法规定时间内提交：Ⅰ类会议的《沟

通交流会议资料》应与《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同时提交，Ⅱ类和Ⅲ类会

议的《沟通交流会议资料》应在会议召开 30日前提交； 

3.参加沟通交流会议人员的专业背景，应当满足针对专业问题讨论的需

要。 

第九条   符合上述沟通交流条件的，申请人应通过药审中心网站“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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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窗”提交《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申请时应注明沟通交流的形式。 

第十条    项目管理人员收到《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后，应在 3 日内

送达适应症团队组长，适应症团队组长与团队成员讨论后应在申请后 10 日

内通知项目管理人员是否同意沟通交流。 

第十一条    确定召开沟通交流会议的，项目管理人员需在确定后 5 日

内通过“申请人之窗”将会议议程告知申请人，包括会议类型、日期、地点、

会议内容，以及药审中心拟参会人员等信息。 

第十二条   有以下情形的，不能召开沟通交流会议： 

（一）拟沟通交流的问题，还需要提供额外数据才具备沟通交流条件

的； 

（二）参会人员专业背景，不能满足沟通交流需要，无法就技术问题

进行沟通的； 

（三）没有在本办法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沟通交流会议资料》的； 

（四）不能保证有效召开会议的其他情形。 

不能召开沟通交流会议的，项目管理人员应当通过“申请人之窗”说明具

体原因。申请人需在完善相关工作后，另行提出沟通交流。 

第十三条   确定召开沟通交流会议的，Ⅰ类会议一般安排在提出沟通

交流后 30 日内召开，Ⅱ类会议一般安排在提出沟通交流后 60 日内召开，

Ⅲ类会议一般安排在提出沟通交流后 75日内召开。 

 

第四章  沟通交流会议的准备 

第十四条   申请人应按照《沟通交流会议资料》要求通过“申请人之窗”

提交电子版沟通交流会议资料。   

第十五条    为保证沟通交流会议质量和效率，会议前药品注册专员应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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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管理人员进行充分协商。药审中心参会人员应在沟通交流会议前对会议资料

进行全面审评，并形成初步审评意见。 

第十六条   在正式会议召开至少 2日前，项目管理人员通过“申请人之

窗”将初步审评意见告知申请人。若申请人认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应通

过“申请人之窗”告知药审中心撤销沟通交流申请。项目管理人员确认后应及

时通知药审中心相关参会人员，将审评意见作为双方共识存档，同时记录

取消会议的原因。申请人认为大部分问题已经解决的，可申请将面对面会

议改为书面答复。 

 

第五章  沟通交流会议的召开 

第十七条    沟通交流会议由药审中心工作人员主持，依事先确定的会

议议程进行。项目管理人员全程参与会议，并记录会议情况。一般情况下，

沟通交流会议时间为 60—90分钟以内。 

第十八条    会议纪要应按照《沟通交流会议纪要模板》（附 3）要求撰

写，对双方达成一致的，写明共同观点；双方未达成一致的，分别写明各

自观点。会议纪要最迟于会议结束后 30日内定稿，鼓励当场形成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由项目管理人员在定稿后 2 日内上传至沟通交流系统，申请人可

通过申请人之窗查阅。会议纪要主要包括会议共识和会议分歧两部分内容，

并作为重要文档存档。 

第十九条    药审中心必要时对会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作为工作档

案存档备查。申请人及其他参会人员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录音、录像。对

涉及申请人商业秘密的，药审中心应依法予以保密。 

 

第六章  沟通交流会议的延期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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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会议延期： 

（一）会议资料不充分，需要补充更多信息的； 

（二）申请人在会议议题之外增加了其他拟讨论的问题，或药审中心

认为会议议题之外有其他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三）会议资料过多，以至于药审中心没有足够时间审评的； 

（四）关键参会人员无法按时参会的； 

（五）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等。 

一般情况下，会议延期的决定应在会议召开前至少 5 日告知申请人。

会议延期由项目管理人员与药品注册专员商议，一般延期时间不应超过 2

个月。因申请人原因超过 2 个月的，视为不能召开会议，申请人需完善资

料后，另行提出沟通交流。 

第二十一条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会议取消： 

（一）会议资料没有在确定的日期内提交的； 

（二）提交的会议资料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 

（三）申请人提出取消会议并经药审中心同意的； 

（四）申请人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或已通过书面交流方式回复的。 

一般情况下，会议取消的决定应在会议召开 5 日前告知申请人。会议

取消后，申请人可按本办法要求另行提出沟通交流。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需要对一般性技术问题进行核实或咨询时，可以

通过“申请人之窗”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平台、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与项

目管理人员进行沟通交流。一般性技术问题的咨询，不对药物研发与技术

审评过程中关键性技术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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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在提交药品注册申请时，应指定 1—2名药品注册

专员，并提供药品注册专员的姓名、电话等具体信息和联系方式，药品注

册专员专门负责药品注册事宜。申请人应通过药品注册专员与药审中心进

行沟通，项目管理人员也仅与申请人指定的药品注册专员进行接洽。如果

药品注册专员发生变更，申请人应及时通过“申请人之窗”进行更新。 

第二十四条    药审中心在审评过程中根据需要提出沟通交流由项目管

理人员与药品注册专员商议，确定沟通交流会议时间、议程和资料要求。 

第二十五条   用于沟通交流的会议资料，应归入申报资料（可单独整

理成卷）作为审评依据。提交药品注册申请之前的会议资料，由申请人归

入申报资料一并提交；审评过程中的会议资料，由药审中心归入申报资料。 

第二十六条    药审中心工作人员应严格执行本办法，不得通过本办法

规定之外的其他方式与申请人私下接触，特殊情况需经药审中心批准。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1.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 

2.沟通交流会议资料 

3.沟通交流会议纪要模板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 1 

 

沟通交流会议申请表 

 

一、药物研发基本情况 

1.申请人 

2.药品名称 

3.受理号（如适用） 

4.化学名称和结构（中药为处方） 

5.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6.剂型、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用药频率和疗程） 

7.药物研发策略，包括药物研发背景资料、药物研制计划、研发过程的

简要描述和关键事件、目前研发状态等。 

二、会议申请具体内容 

1.会议类型：Ⅰ类、Ⅱ类或Ⅲ类。 

2.会议分类：如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Ⅱ期临床试验结束/Ⅲ期临床试验

启动前会议、提交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或风险评估和控制会议等。 

3.会议形式：面对面会议、视频会议、电话会议或书面回复。 

4.会议目的：简要说明。 

5.建议会议日期和时间：请提供 3个备选时间。 

6.建议会议议程：包括每个议题预计讨论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所有议

题讨论时间应控制在 60分钟以内）。 

7.申请人参会名单：列出参会人员名单，包括职务、工作内容和工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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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如果申请人拟邀请专家和翻译参会，应一并列出。 

8.建议参会适应症团队：如消化适应症。 

9.提交会议资料时间：对于Ⅰ类会议申请，应同时提交《沟通交流会议

资料》；对于Ⅱ类和Ⅲ类会议申请，提交《沟通交流会议资料》的时间不应

少于会议前 30天。 

10.拟讨论问题清单：建议申请人按学科进行分类，包括但不限于从药

学、药理毒理学和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等方面提出问题，每个问题应该包

括简短的研发背景解释，该问题提出的目的及申请人对该问题的意见。一

般情况下，一次会议拟讨论的问题不应超过 10—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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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沟通交流会议资料 

 

一、药物研发基本情况 

1.申请人 

2.药品名称 

3.受理号（如适用） 

4.化学名称和结构（中药为处方） 

5.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6.剂型、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用药频率和疗程） 

7.药物研发策略，包括药物研发背景资料、药物研发计划、研发过程的

简要描述和关键事件、目前研发状态等。 

二、会议资料具体内容 

1.会议目的：简要说明。 

2.会议议程：列出会议议程。 

3.申请人参会名单：列出参会人员名单，包括职务、工作内容和工作单

位。如果申请人拟邀请专家和翻译参会，应一并列出。 

4.拟开展临床试验方案或草案。 

5.讨论问题清单：申请人最终确定的问题列表。建议申请人按学科进行

分类，包括但不限于从药学、药理毒理学和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等方面提

出问题，每个问题应该包括简短的研发背景解释和该问题提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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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性数据总结：按学科和问题顺序总结支持性数据。 

支持性数据总结，应当用数据说明相关研究、结果和结论。以Ⅱ期临

床试验结束会议为例，临床专业总结应包括下述内容：（1）应提供已完成

的临床试验的简要总结，包括数据、结果与结论，同时应包括重要的剂量

效应关系信息，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提供完整的临床试验报告；（2）应对拟

开展的Ⅲ期临床试验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以确认临床试验的主要特征，如

临床试验受试者人群、关键的入选与排除标准、临床试验设计（如随机、

盲法、对照选择，如果采用非劣效性试验，非劣效性界值设定依据）、给药

剂量选择、主要和次要疗效终点、主要分析方法（包括计划的中期分析、

适应性研究特征和主要安全性担忧）等。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 3 

 

沟通交流会议纪要模板 

 

会议类型：Ⅰ类、Ⅱ类或Ⅲ类会议。 

会议分类：如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Ⅱ期临床试验结束/Ⅲ期临床试验

启动前会议、提交新药上市申请前会议或风险评估和控制会议等。 

召开日期和时间： 

会议地点： 

受理号（如适用）： 

药品名称：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 

申请人： 

主持人： 

记录人： 

参会人员：包括申请人和药审中心全部参会人员名单。 

 

正文部分： 

1.会议目的： 

2.会议背景： 

3.会议讨论问题及结果： 

（1）问题 1：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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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是否达成一致： 

□是。 

共同观点：XXXXXXXXX 

□否。 

申请人观点：XXXXXXXXX 

药审中心观点：XXXXXXXXX 

（2）问题 2：XXXXXXXXX 

……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年第十期）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590.html   

现发布 2018 年第十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 2个新品种，35 个即将换批

品种的预计上市时间、34 个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和 1个停用品种名单，详见表 1、

表 2、表 3、表 4。  

表 1 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40843 脑蛋白水解物（Ⅱ） 140843-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2 140842 甘氨酰酪氨酸 140842-201801 2018 年第 4季度

 

表 2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11517 棉酚 111517-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2 121625 络石藤 121625-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3 100156 维生素 K1 100156-201806 2018 年第 4季度

4 100590 阿托伐他汀钙 100590-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5 101301 米格列醇 101301-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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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1343 竹叶柴胡 121343-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7 121173 鸡血藤 121173-201805 2018 年第 4季度

8 100555 尼美舒利 100555-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9 111941 牛皮特征肽 A 111941-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10 110704 人参皂苷 Rb1 110704-201827 2018 年第 4季度

11 171203 磷酸可待因 171203-201808 2018 年第 4季度

12 111943 牛磺猪去氧胆酸 111943-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13 190031 棕榈油酸甲酯 190031-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14 135026 

胰酪大豆胨液体对照培养

基 

135026-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15 121137 山药 121137-201807 2018 年第 4季度

16 121129 藁本(辽藁本) 121129-201702 2018 年第 4季度

17 190097 乙酰枸橼酸三乙酯 190097-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18 121226 黑蚂蚁 121226-201703 2018 年第 4季度

19 610001 黄曲霉毒素混合对照品 610001-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20 121019 苦参 121019-201708 2018 年第 4季度

21 121603 西河柳 121603-201702 2018 年第 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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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21084 藏菖蒲 121084-201704 2018 年第 4季度

23 121618 滇鸡血藤 121618-201702 2018 年第 4季度

24 100707 依那普利拉 100707-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25 121597 枸骨叶 121597-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26 121070 知母 121070-201806 2018 年第 4季度

27 121111 苦楝皮 121111-201704 2018 年第 4季度

28 121004 太子参 121004-201709 2018 年第 4季度

29 110887 尿苷 110887-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30 120933 佛手 120933-201706 2018 年第 4季度

31 300015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国

家标准品 

300015-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32 150531 促黄体生成激素 150531-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33 150555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150555-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34 111613 硫酸亚铁 111613-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35 111612 硫酸亚铁铵 111612-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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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11517 棉酚 111517-200001 2019-2-23 

2 121625 络石藤 121625-201502 2019-2-25 

3 100156 维生素 K1 100156-201205 2019-2-25 

4 100590 阿托伐他汀钙 100590-201303 2019-2-25 

5 101301 米格列醇 101301-201401 2019-2-25 

6 121343 竹叶柴胡 121343-200401 2019-2-25 

7 121173 鸡血藤 121173-201604 2019-2-25 

8 100555 尼美舒利 100555-201202 2019-2-25 

9 111941 牛皮特征肽 A 111941-201603 2019-3-2 

10 110704 人参皂苷 Rb1 110704-201726 2019-3-2 

11 171203 磷酸可待因 171203-201507 2019-3-6 

12 190031 棕榈油酸甲酯 190031-201603 2019-3-6 

13 135026 胰酪大豆胨液体对照培养基 135026-201401 2019-3-9 

14 121137 山药 121137-201606 2019-3-9 

15 121129 藁本(辽藁本) 121129-200401 201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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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0097 乙酰枸橼酸三乙酯 190097-201501 2019-3-10 

17 121226 黑蚂蚁 121226-201102 2019-3-10 

18 610001 黄曲霉毒素混合对照品 610001-201703 2019-3-11 

19 121019 苦参 121019-201407 2019-3-12 

20 121603 西河柳 121603-201001 2019-3-12 

21 121084 藏菖蒲 121084-201003 2019-3-12 

22 121618 滇鸡血藤 121618-201001 2019-3-12 

23 100707 依那普利拉 100707-201502 2019-3-12 

24 121597 枸骨叶 121597-201302 2019-3-17 

25 121070 知母 121070-201105 2019-3-17 

26 121111 苦楝皮 121111-201103 2019-3-17 

27 121004 太子参 121004-201408 2019-3-17 

28 110887 尿苷 110887-200202 2019-3-18 

29 120933 佛手 120933-201405 2019-3-19 

30 300015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体国家标

准品 

300015-0408 2019-3-20 

31 150531 促黄体生成激素 150531-201003 20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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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50555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150555-201303 2019-3-20 

33 111613 硫酸亚铁 111613-200301 2019-3-24 

34 111612 硫酸亚铁铵 111612-200301 2019-3-24 

 

表 4 ：近期停用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1 111533 高三尖杉酯碱 111533-200403 2018-9-13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最新批次标准物质（一

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不再对其进行质量监测，

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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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589.html   

各有关单位： 

现停止使用以下化学对照品： 

100362-201202 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 

特此通知。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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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的公示（第三十三批）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31          发布日期：20181017 

 

根据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 号），我

中心组织专家对申请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进行了审核论证，现将拟优先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及

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 5 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在我中心网站“信息公开‐‐>优先审评公示

‐‐>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提出异议。 

第三十三批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公示名单如下： 

序

号 
受理号 药品名称 注册申请人 申请事项 理由 

1 JXSS1800016 
阿加糖酶α注射

用浓溶液 

百深生物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罕见病 

2 
JXHS1800009、

10 
巴瑞克替尼片 

美国礼来亚洲公司上

海代表处 
新药上市 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疗优势

3 CXHS1800020 盐酸拉维达韦片 

歌礼药业（浙江）有

限公司；歌礼生物科

技（杭州）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4 CXSS1800017 

重组抗 VEGF 人源

化单克隆抗体注

射液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新药上市 重大专项 

5 
CYHS1700278、

79 
艾塞那肽注射液 

青海晨菲制药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仿

制药注册申请 

6 CYHS1800215 盐酸美金刚片 
安徽华辰制药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仿

制药注册申请 

7 CYHS1800199 匹伐他汀钙片 
南京长澳制药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仿

制药注册申请 

8 CYHS1800170 头孢地尼胶囊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申请人主动撤回并改为按与原研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的标准完善后重新申报的仿

制药注册申请 

9 
CYHS1800187、

88 
泊马度胺胶囊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专利到期前 1年的药品生产申请，首家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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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YHS1700687 盐酸西那卡塞片 
江苏嘉逸医药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专利到期前 1年的药品生产申请，首家申

报 

11 CYHS1800216 达比加群酯胶囊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专利到期前 1年的药品生产申请，首家申

报 

12 
CYHS1800226、

27 
塞来昔布胶囊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8 年美国上市 

13 CYHS1800205 
去氧孕烯炔雌醇

片 

南通联亚药业有限公

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3 年美国上市 

14 CYHS1800220 
盐酸伊立替康注

射液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1 年美国上市 

15 
CYHS1700411、

12 

盐酸安非他酮缓

释片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8 年美国上市 

16 
CYHS1800189、

90 

西格列汀二甲双

胍片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

公司 
仿制药上市 同一生产线生产，2018 年欧盟国家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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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9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102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1369.html           2018 年 10 月 19 日 发布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等 6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苏州弘森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 17 家企业生产的 19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标示为苏州弘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2

批次盐酸多塞平片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含量测定。 

经大连市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河北创健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盐酸奥洛他

定滴眼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装量。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

紫杉醇注射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可见异物。 

经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安徽美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南宁生源

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同福堂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众妙药业有限公司、

甘肃奔腾药业有限公司、临夏市益生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6批次槟榔不符合规

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黄曲霉毒素、水分。 

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安徽聚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人民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江西樟树天齐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江西宜欣制药有限公司、云南宁坤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新疆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7批

次独活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二氧化硫残留量、含量测定。 

经青岛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吉林省通化博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 1批次乙肝扶正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水分。 

经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吉林省通化博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 1批次乙肝解毒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水分。（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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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附件：1.19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0 月 1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02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02 号通告附件 2.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  3  — 
 

附件 1：19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 
机构 

盐酸多塞

平片 
苏州弘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62171102 25mg（以多

塞平计） 

赤峰市金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版

二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

研究院 

广西英特康药业有限公司 

苏州弘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62171103

盐酸奥洛

他定滴眼

液 
河北创健药业有限公司  161001 

0.1%（5ml：
5mg）（以

C21H23NO3计）

宁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标准

YBH08402008 

不符合

规定 
[检查]（装量）

大连市药

品检验所 

紫杉醇注

射液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01201  5ml:30mg  云南利民康药业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版

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可见异

物） 

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

研究院 

槟榔 

安徽美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11709187

/ 

青海省富康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版

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黄曲霉

毒素）、（水分） 
安徽省食

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南宁生源中药饮片有限责任

公司 
170801  南宁生源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检查]（黄曲霉

毒素） 广西同福堂中药饮片有限责

任公司 
171101  广西横县康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槟榔 

重庆众妙药业有限公司  180201 

/ 

重庆厚康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版

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黄曲霉

毒素） 

安徽省食

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甘肃奔腾药业有限公司  201612011

西安藻露堂药业集团藻露堂药业

连锁有限公司含光路店 
临夏市益生中药饮片有限责 201710001 临夏市益生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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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 
机构 

任公司 

独活 

安徽聚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201 

/ 

厦门钜翔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15 年版

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甘肃省药

品检验研

究院 

安徽人民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801  国药控股黄石有限公司 
江西樟树天齐堂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1711011  漳州市第三医院 

云南宁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0101  昆明云中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1201  新疆神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612036 
阿克苏腾龙药业零售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 

江西宜欣制药有限公司  20170201  江西鸿福医药发展有限公司 
[检查]（二氧化硫

残留量），[含量测

定] 

乙肝扶正

胶囊 
吉林省通化博祥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160201 

每粒重

0.25g 

黑龙江省佳瑞宝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卫生部药品标

准》中药成方制剂

第一册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水分）

青岛市食

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滕州中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眉山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乙肝解毒

胶囊 
吉林省通化博祥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160201 

每粒重

0.25g 
贵州吉康药业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品标

准》中药成方制剂

第一册及国药典

发﹝2003﹞34 号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水分）

山东省食

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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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

另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水分、装量、黄

曲霉毒素、二氧化硫残留量、可见异物等分项目。 

水分系指药品中的含水量。水分偏高通常是由于药品包装不严，在储

存和流通过程中引湿所导致。水分偏高会引起药品稳定性下降，导致药品

水解等。 

装量系反映药品重量或容量的指标，适用于固体、半固体、液体制剂。

除制剂通则中规定检查重（装）量差异的制剂及放射性药品外，按最低装

量检查法进行检查，包括重量法和容量法。装量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

药剂量不足，带来相应风险，不符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控制不当。 

黄曲霉毒素可以由曲霉菌黄曲霉、寄生曲霉、集峰曲霉和伪溜曲霉 4

种真菌产生，是一组化学结构类似的二呋喃香豆素的衍生化合物。中药在

贮存、制备、运输过程中若保存不当，可能因受潮霉变而污染黄曲霉毒素。

严格控制黄曲霉毒素残留量对保证药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二氧化硫残留量系指中药材及饮片中残留的亚硫酸盐类物质的总量，

以二氧化硫计。中药材中之所以含二氧化硫，是因为淀粉和糖含量高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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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容易起虫，而含硫的化学物质能起到防虫、杀虫的作用。商家用硫磺

熏制中药材，正是这个目的。枸杞、当归、天麻、山药、白芍、菊花等都

是易被使用二氧化硫的中药材。过度硫熏对很多中药材质量有不利影响。

二氧化硫摄入过多也可能损害胃肠、肝脏等器官的健康，严重时还会导致

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 

可见异物系指存在于注射剂、眼用制剂中，在规定的目视条件下能

够观察到的不溶性物质，其粒径或长度通常大于 50 微米。该项目不符合

规定可能造成局部循环障碍等用药安全风险。不符合规定的原因可能涉

及工艺控制、包装材料等方面。 

二、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制剂

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量测定与

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及工艺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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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和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年第

103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454.html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发布

为保障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研究制定了《生物

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1.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2.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0 月 17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03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03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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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一、概述 

生物等效性（Bioequivalence,  BE）研究是比较受试制剂（T）与参比制

剂（R）的吸收速度和吸收程度差异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的研究，可用于化

学药物仿制药的上市申请，也可用于已上市药物的变更（如新增规格、新

增剂型、新的给药途径）申请。 

目前生物等效性研究通常推荐使用平均生物等效性（ Average 

Bioequivalence, ABE）方法。平均生物等效性方法只比较药代动力学参数的

平均水平，未考虑个体内变异及个体与制剂的交互作用引起的变异。在某

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考虑其他分析方法。例如气雾剂的体外 BE研究可采用

群体生物等效性（Population Bioequivalence，PBE）方法，以评价制剂间药

代动力学参数的平均水平及个体内变异是否等效。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以药代动力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生物等效性研

究的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结果报告提供技术指导，是对生物等效性研究

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一般原则。在开展生物等效性研究时，除参考本

指导原则的内容外，尚应综合参考《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

药物仿制药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和《药物临床试验的生物

统计学指导原则》等相关指导原则。 

二、研究设计 

（一）总体设计考虑 

生物等效性研究可采用交叉设计或者平行组设计。 

1.交叉设计 

生物等效性研究一般建议采用交叉设计的方法。交叉设计的优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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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减少个体间变异给试验评价带来的偏倚；在样本量相等的情况下，

使用交叉设计比平行组设计具有更高的检验效能。 

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是一种常见的交叉设计，见表 1。 
 

表 1    两制剂、两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 

序列 
周期 

1  2 

1  T  R 

2  R  T 

如果需要准确估计某一制剂的个体内变异，可采用重复交叉设计。重

复交叉设计包括部分重复（如两制剂、三周期、三序列）或者完全重复（如

两制剂、四周期、两序列），见表 2和表 3。 
 

表 2    两制剂、三周期、三序列重复交叉设计 

序列 
周期 

1  2  3 

1  T  R  R 

2  R  T  R 

3  R  R  T 

 

表 3    两制剂、四周期、两序列重复交叉设计 

序列 
周期 

1  2  3  4 

1  T  R  T  R 

2  R  T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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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行组设计 

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例如半衰期较长的药物），也可以使用平行组设计。

平行组设计因个体间变异给试验带来的影响较交叉设计大，应有更严格的

受试者入选条件，如年龄、性别、体重、疾病史等，且需使用合理的随机

化方案确保组间的基线水平均衡以得到更好的组间可比性。 

3.其他设计 

如果采用适应性设计等其他设计方法，可参考《药物临床试验的生物

统计学指导原则》，且应事先与监管机构沟通。 

（二）样本量 

试验前需充分估计所需的样本量，以保证足够的检验效能，并在试验

方案中详细说明样本量估计方法和结果。使用 ABE 方法进行生物等效性分

析时，应基于明确的公式合理估计样本量。不同的设计，对应的样本量估

计公式不同。 

交叉设计的样本量需考虑的因素包括：（1）检验水准 α，通常为双侧

0.1（双单侧 0.05）；（2）检验效能 1‐β，通常至少为 80%；（3）个体内变异

系数（Within‐subjec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w%），可基于文献报道或预

试验结果进行估计；（4）几何均值比（Geometric mean  ratio, GMR）；（5）

等效性界值。平行组设计的样本量估计可参考一般连续型变量的样本量计

算公式。 

如果使用的分析方法没有明确的样本量计算公式，也可以采用计算机

模拟的方法估计样本量。 

（三）受试者脱落 

为了避免研究过程中因受试者的脱落导致样本量不足，申请人在进行

样本量估计时应考虑适当增加样本量。 

一般情况下，试验开始后不应再追加受试者。已分配随机号的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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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可以被替代。 

（四）残留效应 

使用交叉设计进行 BE研究通过每个受试者自身对照来增加比较的精度，

其基本假设是所比较的制剂在下一周期试验时均不存在残留效应，或残留

效应相近。如果交叉设计中存在不相等的残留效应，那么对于 GMR的估计

可能有偏。 

研究设计时应避免发生残留效应。如果发现存在残留效应，申请人应

当分析产生的可能原因，提供相应的判断依据，评估其对 终结论的影响。 

三、数据处理和分析 

（一）数据集 

数据集事先需要在方案中明确定义，包括具体的受试者剔除标准。一

般情况下，BE研究的数据集应至少包括药代动力学参数集（Pharmacokinetics 

Parameter  Set，PKPS）、生物等效性集（Bioequivalence  Set，BES）。用于不

同药代动力学参数分析的受试者数量可能不同。 

药代动力学参数集（PKPS）：包括接受过至少一次研究药物的受试者中

获得的药代动力学参数数据集。本数据集的作用在于描述性统计受试者的

药代动力学参数数据。 

生物等效性集（BES）：通常包括至少一个周期且具有至少一个可评价

药代动力学参数的统计分析集。本数据集是推断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是否

生物等效的主要数据集。 

（二）数据转换 

建议对药代动力学参数（如 AUC和 Cmax）使用自然对数进行数据转换。

选择的对数转换方式应在试验过程中保持一致，且需在方案中指明。在生

物等效性研究中，由于样本量较少，难以确定数据的分布。因此，不建议

以对数转换后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或原始数据服从正态分布为由，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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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统计假设与推断 

平均生物等效要求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的差异在一定可接受范围内，

通过以下假设检验来进行统计推断。 

原假设 H0：   RT 或   RT  

备择假设 H1：   RT  

其中 μT为受试制剂对数变换后药代参数总体均数，μR为参比制剂对数

变换后药代参数总体均数，θ为生物等效性界值。在设定的检验水准下，

若拒绝原假设 H0，则表明生物等效。通常设定 θ=ln（1.25），‐θ=ln（0.8），

即生物等效性要求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的 GMR 落在 80.00%—125.00%范围

内。 

生物等效性标准应同时适用于各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包括 Cmax、AUC0‐t

和 AUC0‐∞。 

通常情况下，如果研究药物包含多个组分，则每个组分均应符合生物

等效性标准。 

当 Tmax与药物的临床疗效密切相关时，通常采用配对非参数方法对 Tmax

进行差异性检验。 

（四）数据分析 

1.概述 

对于上文提到的生物等效性标准，通常是构建 RT   的双侧 90%置信

区间，若此置信区间落在区间 , 内，则可推断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满

足生物等效。此方法等价于在 0.05 的检验水准下进行双单侧假设检验。应

根据不同的试验设计选择恰当的置信区间计算方法。计算出 RT   的双侧

90%置信区间后，可通过逆对数变换（指数变换）得到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

原始数据的 GMR的双侧 90%置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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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叉设计 

对于交叉设计，建议使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分析计算。 

3.平行组设计 

建议采用基于正态分布均数差值的置信区间构建方法。 

（五）离群数据处理 

通常不建议剔除离群值。必要时需要针对离群值进行敏感性分析，即

评价剔除和不剔除离群值对生物等效性结果的影响。如果结论不一致，需

解释说明并分析原因。 

（六）其他问题 

如果一个交叉设计是在两个及以上的中心进行，统计模型中应该考虑

中心效应。所用模型应该能估计不同中心的效应，反映不同中心的实际情

况，并说明来自不同中心的试验数据是否可以合并进行分析。 

如果存在多种受试制剂和/或多种参比制剂，通常会有多个生物等效的

假设检验。若多个假设检验需同时满足，则无需进行 I类错误的调整；若不

要求同时满足，则需对 I 类错误进行调整，调整的方法有 Bonferroni 法、

Hochberg 法等。 

四、结果报告 

结果报告中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详细说明。 

（一）随机化 

应具体说明试验用的随机化系统和随机化方案，包括随机化控制的因

素、区组、种子数等，并附有随机化数字表。 

随机化的结果应用表格描述，其中包含受试者编号、每一周期的用药

情况，以及随机化控制的因素等。随机化结果可在附录中展现。 

（二）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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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说明所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包括药代动力学参数的计算方法、分析

模型和等效性检验方法、对数转换等内容。还需说明使用软件的名称与版

本号。 

（三）统计分析结果 

应提供每个受试者给药后的检测成分浓度检测结果。在附录中应同时

给出算术坐标以及对数坐标下每个受试者给药后的药时曲线、不同药物制

剂的平均药时曲线。 

应提供每个受试者的药代动力学参数结果，包括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

的算术均值、几何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应提供包含序列内嵌套受试者、序列、周期和制剂因素的混合效应模

型结果。若存在其他还需考虑的因素，也应包含在模型中。 

应提供药代动力学参数几何均值比及其置信区间估计结果。 

五、数据管理 

以注册上市为目的的生物等效性研究的数据管理可参考临床试验数据

管理相关技术要求。 

生物等效性研究中生物样本分析等数据为外部数据，在样本分析及相

关数据传输过程中应保持盲态，并按照提前制定的传输协议进行数据传输。

试验涉及到的生物样本分析、数据传输和统计分析相关的计算机化系统应

经过验证并保持验证状态。 

六、参考文献 

1.CFDA：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药物仿制药人体生物等

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016 年 3 月. 

2.CFDA：药物临床试验的生物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6 年 6 月. 

3.FDA：Guidance for Industry: Statistical Approaches to Establishing 

Bioequivalence. Ja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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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MA：Guidelin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Bioequivalence. Aug 2010. 

5.EMA：Questions & Answers: Positions on Specific Questions Addressed 

to the Pharmacokinetics Working Party. Nov 2015. 

6. 
术语表 

英文全称 英文缩写 中文全称 

Bioequivalence  BE  生物等效性 

Average Bioequivalence  ABE  平均生物等效性 

Population Bioequivalence  PBE  群体生物等效性 

Geometric mean ratio  GMR  几何均值比 

Within‐subjec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w%  个体内变异系数 

Bioequivalence Set  BES  生物等效性集 

Pharmacokinetics Concentration Set  PKCS  药代动力学浓度集 

Pharmacokinetics Parameter Set  PKPS  药代动力学参数集 

Safety Set  SS  安全集 

Subject nested in sequence  /  序列内嵌套受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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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化学药物制剂生物等效性评价，通常采用平均生物等效性（Average 

bioequivalence,  ABE）方法，等效标准为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主要药动

学参数（AUC 和 Cmax）几何均值比的 90%置信区间落在 80.00%~125.00%

范围内。 

某些药物由于生物利用度过低、酸不稳定、吸收前的广泛代谢等原因，

导致一个或多个药动学参数的个体内变异系数（Within‐subjec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W%）大于或等于 30%，称为高变异药物（Highly variable drug, 

HVD）。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个体内变异增加，生物等效性研

究所需受试者数量也会相应增加。对于高变异药物，采用常规样本量和等

效性判定标准，有时即使参比制剂与自身相比较，也可能出现不能证明其

生物等效的情况。 

对于安全性较好、治疗窗较宽的高变异药物，在充分科学论证的基础

上和保证公众用药安全、有效的前提下，通过部分重复或完全重复交叉设

计，根据参比制剂的个体内变异，采用参比制剂标度的平均生物等效性

（Reference‐scaled average bioequivalence, RSABE）方法，将等效性判定标

准在 80.00%~125.00%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可减少不必要的人群暴露，达

到科学评价不同制剂是否生物等效的目的。 

当采用 RSABE 方法进行生物等效性评价时，应首先根据药物体内过

程特点等因素，分析造成药物制剂高变异特征的可能原因，结合预试验或

文献报道结果，充分论证和评估采用该方法进行生物等效性评价的适用性。

采用部分重复或完全重复交叉设计，在符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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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P）相关要求的条件下，正式试验获得的参比制剂药动学参数个体内

变异系数大于或等于 30%时，方可适用 RSABE方法进行生物等效性评价。 

本指导原则旨在为开展以药动学参数为主要终点指标的高变异化学

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时，如何进行研究设计、样本量估算、统计分析、结

果报告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 
二、研究总体设计 

研究总体设计的目标为采用科学的方法 大程度地降低生物等效性

评价的偏倚。 
（一）试验设计 

应根据药物特点，综合考虑拟定的统计分析方法、受试者可获得性、

残留效应等因素，选择非重复交叉设计、重复交叉设计或平行组设计。 

1.交叉设计 

（1）非重复交叉设计 

非重复交叉设计是生物等效性研究常采用的标准设计，即两制剂、两

周期、两序列、交叉设计。对于高变异药物，由于个体内变异较大，采用

此种设计进行生物等效性研究时，需要适当增加样本量，以满足试验的检

验效能。 

（2）重复交叉设计 

重复交叉设计可分为三周期部分重复（仅重复使用参比制剂）和四周

期完全重复（重复使用参比制剂和受试制剂）交叉设计。重复交叉设计可

保证同一受试者至少服用参比制剂两次，获得确切的参比制剂个体内变异

系数，以决定是否采用 RSABE 方法进行生物等效性分析。常采用的重复

交叉设计见表 1和表 2。 
表 1    两制剂、三序列、三周期重复交叉设计 

序列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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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T R R 

2 R T R 

3 R R T 

 
表 2    两制剂、两序列、四周期重复交叉设计 

序列 
周期 

1 2 3 4 

1 T R T R 

2 R T R T 

2.平行组设计 

特殊情况下（例如长半衰期药物）可采用平行组设计。与交叉设计相

比，平行组设计需要更大的样本量。 

一般应采用单次给药进行高变异药物的生物等效性研究。若基于安全

性考虑，需入选正在进行药物治疗且治疗不可间断的患者，可在多次给药

达稳态后，采用 ABE方法进行高变异药物的生物等效性评价。 

试验设计的其他要求可参考《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药

物仿制药人体生物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及《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

学指导原则》。 
（二）样本量估计 

试验前需充分估计所需的样本量，以保证足够的检验效能。对于 ABE

方法，可综合考虑试验设计、检验水准、检验效能、制剂间平均生物利

用度可能的差异、参比制剂药动学参数的个体内变异，建议充分考虑研

究过程中可能的受试者脱落等因素，进行样本量估计。具体参见《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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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原则》。 

RSABE方法的样本量估计可通过计算机模拟的方法；也可将参比制剂

的个体内标准差 SWR视为常数，先求得经调整的等效性界值，再代入到相

应设计下基于 ABE 方法的计算公式求算，建议适当增加样本量进行保守

估计。 
三、统计分析方法 

应在研究方案和统计分析计划中提前制定生物等效性分析方法，若选

择非重复交叉设计或平行组设计，应采用 ABE 方法；若选择部分重复或

完全重复交叉设计，则可采用 ABE方法或 RSABE方法。与 ABE方法相比，

RSABE方法依据参比制剂的个体内变异适当放宽了等效性判定标准。 
（一）平均生物等效性方法 

采用 ABE 方法评价时，应以主要药动学参数（AUC 和 Cmax）

几何均值比的 90%置信区间落在 80.00%~125.00%的范围内为等

效标准。 
（二）参比制剂标度的平均生物等效性方法 

RSABE法主要分为下列三步： 

1.计算参比制剂的个体内标准差（SWR） 

采用部分重复或完全重复交叉设计，可获得受试者两次服用参比制剂

后，主要药动学参数的个体内标准差（SWR），SWR可通过公式 1计算： 

          （公式 1） 

其中，i 为研究中的序列编号（m 在部分重复和完全重复交叉设计中

分别为 3 和 2，ni为第 i 个序列中受试者人数）；j 为序列内受试者编号；

Dij（Rij1‐Rij2）代表参比制剂两次给药后自然对数转化后药动学参数的差值；

∑
；n为研究中受试者总人数。不同药动学参数的 SWR需分别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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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SWR与 CVW%存在以下换算关系： 

1-e%CV WR
2S

W                            （公式 2） 

若 SWR≥0.294，即 CVW%≥30%，可采用 RSABE方法进行等效性评价（应

用于 AUC、Cmax两者之中任意一个或全部采用）。若 SWR＜0.294，即 CVW%

＜30%，则应采用 ABE方法评价生物等效性。 

2.计算以下算式的单侧 95%置信区间上限（Upper bound of 95% 

confidence interval） 

 2 2
T R WRY Y s   

运用 Howe一阶逼近法来确定  2 2
T R WRY Y s  的单侧 95%置信区间上限。

式中 TY 和 RY 分别表示在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的生物等效性研究中分别

获得的自然对数转换的 AUC或 Cmax的均值。 

                            （公式 3） 

σw0为法规限度（Regulatory limit,  一般取 σw0=0.25）。 

3.等效性判断标准 

若  2 2
T R WRY Y s  的单侧 95%置信区间上限小于等于零，同时，制剂间

主要药动学参数的几何均值比（Geometric mean ratio, GMR）的点估计值

在 80.00%~125.00%范围内，可判定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的药动学评价指

标（AUC 或 Cmax）具有生物等效性。只有 AUC 和 Cmax均判定等效才可申

明该制剂与参比制剂具有生物等效性。 
四、报告总结与讨论 

研究报告撰写内容除应符合生物等效性研究的一般技术要求外，还应

重点进行高变异药物特征论证、风险评估及相应的数据分析报告。 

  2

0W

25.1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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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变异特征论证 

通常情况下，导致药物个体内高变异特征的潜在因素包括但

不限于：（1）胃肠道 pH值、胃肠动力、胃排空、小肠转运和结

肠驻留时间等影响生物利用度的生理因素；（2）药物分布、首过

代谢、全身代谢和清除等药物固有性质；（3）溶解性等原料药的

理化性质；（4）药物溶出等制剂的处方因素；（5）饮食等其他因

素。 

采用 RSABE方法前，应基于已有的文献资料、预试验结果等，

充分分析参比制剂生物药剂学特征和体内过程，估算主要药动学

参数（AUC和/或 Cmax）的个体内变异系数，充分论证采用 RSABE

方法的适用性。必要时，还需通过补充相关试验加以论证。 
（二）风险评估 

通常情况下，只有安全性较好、治疗窗较宽的高变异药物才

可采用 RSABE方法进行不同制剂的生物等效性的评价。由药物的

固有属性、机体生理因素等引起的高变异性一般无法通过提高制

剂和试验质量而消除，由于存在这种特性的参比制剂上市过程中

已得到充分暴露并经过临床研究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明，此时，采

用 RSABE方法进行生物等效性评价是可接受的。 

采用 RSABE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应进行严格科学的试验设计，

试验通常应在同一中心完成，并应避免试验质量对个体内变异的

估计引入偏倚。 

对于由制剂质量或试验操作不当等原因引起的高变异，不适

合采用 RSABE 方法。申办者应确保制剂质量的均一性及可控性，

加强研究过程中的试验质量管理，并在研究报告中比较临床研究

所获得的个体内变异与文献数据的差异，避免生物等效性判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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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不当放宽。 
（三）结果报告 

根据文献或预试验的研究结果，明确正式试验所选择的试验设计类型

和生物等效性统计方法，其中包括个体内变异结果与预期有差异时的备选

统计方法。生物等效性研究报告除应符合《生物等效性研究的统计学指导

原则》和临床试验数据管理相关技术要求以外，若采用 RSABE 方法，还

应提供如下信息： 

1．药动学参数 AUC0-t、AUC0-∞和 Cmax的个体内标准差（SWR）； 

2.AUC0-t、AUC0-∞和 Cmax的个体内变异系数（CVW%）及与文献相应

数据的比较； 

3.
.  2 2

T R WRY Y s  的单侧 95%置信区间上限； 

4.AUC0-t、AUC0-∞和 Cmax的几何均值比的点估计值。 
五、特殊考虑 

对于暴露量‐效应曲线不平缓甚至陡峭的药物，如替格瑞洛、达比加

群等，即使个体内变异系数大于 30%，也不建议采用 RSABE方法放宽等效

性判断标准，以避免某些患者可能由于暴露量增加出现安全性风险。 

含有高变异药物的复方制剂（例如缬沙坦氨氯地平片）在试验设计时

应充分考虑单个药物的生物药剂学和药代动力学特点，根据其中个体内变

异较高的药物进行相应样本量估计，各组成药物则应分别选择适宜的统计

分析方法进行生物等效性分析。 
六、参考文献 

1. CFDA：以药动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的化学药物仿制药人体生物

等效性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016 年 3 月. 

2. CFDA：药物临床试验的生物统计学指导原则. 2016 年 6 月. 

3. FDA：Draft Guidance on Progesterone. Feb 2011. 

4. Lawrence X. Yu, Bing V. Li. FDA Bioequivalence Standards. Jul 2014. 

5. FDA：Draft Guidance on Dabigatran Etexilate Mesylate. Ju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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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1      高变异药物生物等效性研究决策树 

 

 

 

 

 

 

 

 

 

 

 

附录 2    术语表 

英文全称 英文缩写 中文全称 

Highly variable drug  HVD  高变异药物 

Average bioequivalence  ABE  平均生物等效性 

Reference‐scaled average bioequivalence  RSABE 
参比制剂标度的平均生物等效

性 

Within‐subject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W%  个体内变异系数 

Geometric mean  GM  几何均值 

Geometric mean ratio  GMR  几何均值比 

Confidence interval  CI  置信区间 

Regulatory limit  /  法规限度 

Upper bound of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单侧 95%置信区间上限 

 

论证研究药物的高变异特征 

部分重复或完全重复交叉设计 非重复交叉或平行设计 

Cmax或 AUC的

SWR≥0.294

采用 RSABE方法或 ABE方法检

验 SWR≥0.294的药动学参数 

Cmax或 AUC的

SWR＜0.294

采用 ABE方法评价，生物等效

性限值为 80.00%~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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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修订追风透骨制剂和蒲地蓝消炎制剂处

方药说明书的公告（2018年第 77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1453.html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发布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

定对追风透骨制剂（胶囊剂、片剂、丸剂）和蒲地蓝消炎制剂（片剂、胶囊剂、口服液）

处方药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并对【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行修订。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追风透骨制剂和蒲地蓝消炎制剂处方药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相应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 1—3），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

申请，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上述药品各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

好相关药品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上述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根据

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上述药品为处方药，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上述药品说

明书。 

四、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的上述药品生产企业按要求做好相应

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1.追风透骨胶囊（片）说明书修订要求 

   2.追风透骨丸说明书修订要求 

   3.蒲地蓝消炎制剂处方药说明书修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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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0 月 22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7 号公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7 号公告附件 2.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77 号公告附件 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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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追风透骨胶囊（片）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警示语应增加： 

本品含制川乌、制草乌、制天南星 

二、【不良反应】项应增加： 

消化系统：恶心、呕吐、呃逆、胃烧灼感、腹胀、腹痛、腹泻等。 

神经系统：头晕、头痛、口舌麻木、四肢麻木等。 

皮肤：皮疹、瘙痒、皮肤潮红等。 

呼吸系统：胸闷、呼吸困难等，有喉头水肿个案报告。 

心血管系统：心悸，有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个案报告。 

全身性反应：过敏反应、乏力、水肿等。 

三、【禁忌】项应增加： 

1.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2.孕妇及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 

四、【注意事项】项应增加： 

1.本品含制川乌、制草乌、制天南星，应在医师指导下严格按说明书

规定服用，不得任意增加用量和服用时间。本品不宜长期服用。服药后如

果出现头痛、头晕、口舌麻木、心烦欲呕、心悸、呼吸困难、过敏反应等

情况，应立即停药并到医院就诊。 

2.运动员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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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追风透骨丸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增加： 

消化系统：恶心、呕吐、呃逆、胃烧灼感、腹胀、腹痛、腹泻等。 

皮肤：皮疹、瘙痒、皮肤潮红等。 

神经系统：头晕、头痛、口舌麻木、肢体麻木等。 

心血管系统：心悸、胸闷，有血压升高和心律失常个案报告。 

全身性反应：过敏反应、水肿等。 

二、【禁忌】项应增加： 

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三、【注意事项】项应增加： 

1.本品含制川乌、制草乌、制天南星，应在医师指导下严格按说明书

规定服用，不得任意增加用量和服用时间。本品不宜长期服用。服药后如

果出现头痛、头晕、口舌麻木、心烦欲呕、心悸、呼吸困难、过敏反应等

情况，应立即停药并到医院就诊。 

2.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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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蒲地蓝消炎制剂处方药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不良反应】项应包括： 

该制剂有以下不良反应报告：恶心、呕吐、腹胀、腹痛、腹泻、乏力、

头晕等；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 

二、【禁忌】项应包括： 

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三、【注意事项】应包括： 

1.孕妇慎用。 

2.过敏体质者慎用。 

3.症见腹痛、喜暖、泄泻等脾胃虚寒者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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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临床急需境外新

药审评审批相关事宜的公告（2018年第 79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475.html           2018 年 10 月 30 日 发布

为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会议精神，加快临床急需的境外上市新药审评审批，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起草了《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

作程序》及申报资料要求（见附件），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 

 

 

国家药监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8 年 10 月 23 日 

2018 年第 79 号公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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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	

 

为落实 6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

〔2017〕42 号）、《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

的意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 号）等有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建立专门通道对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新药进行

审评审批，现将工作程序公布如下： 

一、专门通道审评审批的品种范围 

近十年在美国、欧盟或日本上市但未在我国境内上市的新药，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的： 

（一）用于治疗罕见病的药品； 

（二）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且尚无有效治疗或预防手段的药

品； 

（三）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命疾病，且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药品。 

二、品种遴选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按照上述品种范围，组织

开展品种遴选。遴选工作坚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具体程序如下： 

（一）初步筛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

中心）组织专家对近十年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上市但未在我国境内上市的

新药进行梳理，初步筛选出符合本程序要求的品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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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家论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专

家论证会，对初步筛选的品种名单进行论证，根据专家意见遴选出符合本

程序要求的品种名单。   

（三）公示。药审中心将遴选出的品种名单向社会公示，对公示品种

提出异议的，应在 5 日内向药审中心提交书面意见并说明理由。对异议品

种，另行组织论证后作出决定并通知各相关方。 

（四）公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发布纳入专门通道审

评审批的品种名单。 

三、审评审批程序 

凡列入专门通道审评审批品种名单的，其在美国、欧盟或日本首次上

市的持证商经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按以下程序开展注册工作： 

（一）沟通交流。申请人应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审批沟通交流

管理办法》要求向药审中心提出Ⅰ类会议申请。 

（二）申请。经沟通交流形成一致意见的，申请人应按申报资料要求

（见附）准备资料并根据以下情况提出申请： 

1.本程序发布前尚未提出临床或上市申请的品种，申请人可向药审中心

提出上市申请。 

2.本程序发布前已提交临床申请尚未完成技术审评的品种，申请人可向

药审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将临床申请调整为上市申请，补交境外取得的全

部研究资料和不存在人种差异的支持性材料。 

3.对正在开展临床试验的品种，申请人可向药审中心提出上市申请并继

续推进临床试验。完成临床试验后，申请人应以补充申请的形式向药审中

心提交研究报告。 

4.本程序发布前已递交上市申请的品种，申请人可向药审中心补交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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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全部研究资料和不存在人种差异的支持性材料。 

5.已在日本或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上市，有充分临床使用病例的

药品，申请人提供上述国家及地区药品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并进行相关分

析，可暂不提供人种差异研究资料。 

6.  申请人应按要求同步向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提交用于药品标准

复核检验的相关资料、检验用样品、标准物质、实验材料等。具体要求由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另行制定。 

（三）审评。药审中心建立专门通道开展审评，对罕见病治疗药品，

在受理后 3 个月内完成技术审评；对其他境外新药，在受理后 6 个月内完

成技术审评。上述时限不包括申请人补充资料所占用的时间。 

审评期间需要申请人补充资料的，可在专业审评阶段通知企业补充资

料；申请人也可在进行沟通交流后，采取滚动式提交资料的方式，通过申

请人之窗及时补充资料。 

（四）审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接到药审中心报送的审核材料后

10个工作日作出审批决定。 

四、工作要求 

（一）境外新药申请人应制定风险管控计划，及时报告发生的不良反

应，评估风险情况，提出改进措施，并对上市药品进行持续研究，按审批

要求完成相关研究工作。   

（二）对获得我国进口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前生产的产品，申请人在保

证产品生产工艺及注册标准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定的工艺及标准一致

的前提下，允许进口并依法进行检验。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完成上市审批后，可根据技术审评需要开

展临床试验数据核查。同时，加强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与再评价，已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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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药品，可以采取停止销售、使用的紧急控制措施。 

 

附：申报资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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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申报资料要求 

 

近十年来，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上市但尚未在我国境内上市的新药，

拟利用境外研究数据，按专门通道开展审评审批程序申报进口注册的，申

报资料具体要求如下： 

1.证明性文件 

提供美国、欧盟和日本药品监管机构批准上市的证明性文件；提供该

药品已在日本、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之一上市的证明文件，以及近五

年内出口至该地区的药品数量及相关证明文件。 

2.人用药品通用技术文档（CTD）要求 

申请人应严格按照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CTD 格式要求

递交申报资料。申报资料应与报送至发达国家监管机构的内容基本相同，

同时应提交上市后积累的研究数据。其中，CTD 文件中 M1 模块、M2 模块

以及 M3—M5 模块关键研究报告的摘要部分，应为中文版，并附原文备查

阅。提供的药品说明书，内容与原上市国审核发布说明书内容相同，格式

采用《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24号）

要求。 

3.种族敏感性分析报告 

申请人应参照 ICH 相关指导原则，对中国和/或亚裔人群与欧美人群疗

效和安全性进行一致性分析。 

4.上市后研究和上市后风险控制计划 

申请人应根据总体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以及种族敏感性分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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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是否要开展上市后临床试验和制定上市后风险控制计划的科学判断，

提供必要的上市后研究计划和具体临床试验方案，以及上市后风险控制计

划。 

5.申报资料一致性声明 

申请人应声明在中国申请进口的申报资料，应为申请上市时向国外监

管机构报送的所有资料，以及上市后完成的相关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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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第一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3990        发布日期：20181101 

 

为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有关会议精神，加快临床急需境外新药进入我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了《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并按程序组织专家遴选出 48

个临床急需境外新药，该名单前期已在我中心网站公示。其中，8 个品种已在近期获批上市，现将

其他 40 个品种名单按程序对外公布（详见附件）。 

列入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的品种，可按照《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提交相关

资料，直接提出上市申请，我中心建立专门通道加快审评。尚未申报的品种，可随时提出与我中心

进行沟通交流，尽快提出上市申请。 

附件：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第一批）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18年 11月 1 日 

 

附件  1  ：  附件：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第一批）.docx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第一批）	 	

序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批准

地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治疗领

域 
治疗靶点 适应症 列为临床急需原因 

1 Siltuximab 
Janssen Biotech,

 Inc. 
美国 2014/4/23 免疫系统 IL-6 

多中心卡斯特

莱曼病 
罕见病用药 

2 Elosulfase Alfa 
Biomarin Pharm

aceutical Inc. 
美国 2014/2/14 

内分泌和

代谢病 
C6S,KS 

IVA 型黏多糖

贮积症 

MPS IVA 是罕见疾病。MPS IVA 是一种遗传

疾病，由于体内降解糖胺聚糖（GAG）的溶酶

体酶 N-乙酰半乳糖胺-6-硫酸酯酶（GALNS）

缺失或活性不足，造成 GAG 及其代谢物硫酸

角质素（KS）和 6-硫酸软骨素在多器官和组织

内逐渐贮积，进而导致器官功能减退。 常见

特征为进展性骨骼发育不良、频繁手术以及活

动能力、呼吸功能受限和早期死亡。MPS 的治

疗主要有骨髓移植或造血干细胞移植）、酶替

代治疗。现目前中国尚无 MPS IVA 治疗药物

或酶替代等治疗方法，本品是唯一一种适用于

MPS IVA 患者疾病缓解的药物，属临床急需。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批准

地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治疗领

域 
治疗靶点 适应症 列为临床急需原因 

3 Selexipag 
ActelionPharmac

euticalsLtd 
美国 2015/12/21 呼吸系统

IPrecepto

r 
肺动脉高压 

肺动脉高压是一种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其中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属于罕见病。 目前国内已

经上市的用于成人 PAH 的特异性治疗药物仅

有：吸入用伊洛前列素溶液、波生坦片、安立

生坦片和曲前列尼尔注射液、马昔滕坦片和利

奥西胍片，但临床仍存在未被满足的需求。本

品已有研究显示用于治疗肺动脉高压（PAH，

WHO 第 1 组）以延缓疾病进展及降低因 PAH

而住院的风险。为临床提供更多选择。 

4 Brodalumab 
Kyowa Hakko 

Kirin Co., Ltd. 
日本 2016/7/4 

皮肤疾

病；免疫

系统 

IL17RA 

寻常型银屑病,

银屑病关节炎,

红皮病型银屑

病,脓疱型银屑

病,斑块状银屑

病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免疫介导多系统

疾患，降低患者生活治疗，严重的致残。皮肤

病变的类别为红皮型，表明其同时涉及脉管系

统（红斑）和表皮（鳞屑形成增多）。传统药

物（甲氨蝶呤（MTX）、阿维 A、环孢素及其

他药物）存在多种潜在毒性。本品国外研究中

被证明具有治疗效果并且耐受性良好，目前国

内暂无此作用机制药物上市用于银屑病治疗。 

5 Canakinumab 

Novartis Pharma

ceuticals Corpor

ation 

美国 2009/6/17 
免疫系统

疾病 

IL-1&bet

a 

系统性幼年特

发性关节炎,冷

吡啉相关的周

冷吡啉相关的周期性综合征是罕见病，为遗传

性炎性疾病，包括家族性寒冷型自身炎症综合

征、穆-韦二氏综合征、新生儿多系统炎症综合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批准

地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治疗领

域 
治疗靶点 适应症 列为临床急需原因 

期性综合征，高

免疫球蛋白 D

综合征,家族性

地中海热,肿瘤

坏死因子受体

相关周期性综

合症,关节炎 

征等。主要表现为皮疹、发热、关节痛、肌痛

等。病情日益加重在中国目前无有效治疗药

物，临床急需。目前国内缺乏有效治疗药物 

6 Denosumab 
Amgen Europe 

B.V. 
欧盟 2010/5/26 肿瘤 RANKL 

骨转移性实体

瘤, 骨癌, 实体

瘤, 巨骨细胞

瘤, 多发性骨

髓瘤, 高钙血

症, 类风湿性

关节炎, 骨质

疏松症 

骨巨细胞瘤发病率低，3/100 万，好发于青壮

年，对手术切除可能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患者

以及不可切除的中轴骨病变患者确无有效的

治疗手段，Denosumab 国外研究显示达到 70%

以上的肿瘤缓解率 

7 
Fingolimod HCl 

Oral Capsules 

Novartis Pharma

ceuticals Corp 
美国 2010/9/21 

免疫系统

疾病 

S1PR1；S

1PR3；S1

PR5；S1

PR4 

多发性硬化症 罕见病用药 

8 Ponatinib 
Ariad Pharmace

uticals Inc 
美国 2012/12/14 肿瘤 

EPH rec

eptor,FG

FR,Src,V

慢性髓细胞性

白血病; 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

Ponatinib 为第三代 Bcr-Abl 激酶靶向抑制剂，

对 T315I 突变型 Bcr-Abl 激酶具有高效特异性

抑制作用，可有效解决现有以伊马替尼为代表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批准

地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治疗领

域 
治疗靶点 适应症 列为临床急需原因 

EGFR,Ki

t,FLT-3,P

DGFR,V

EGFR,TI

E2,RET 

病; 白血病 的靶向抑制Bcr-Abl激酶的CML治疗药物普遍

存在的、因激酶突变引起耐药性的缺陷。 

9 Vedolizumab 

Takeda Pharmac

euticals U.S.A., 

Inc. 

美国 2014/5/20 消化系统

Integrin 

&alpha;4

&beta;7 

溃疡性结肠炎;

 克罗恩氏病 

克罗恩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肠道炎症性疾病。

该疾病病因不明，病情常有反复，急性重症病

症预后较差，近期死亡率 3%-10%左右。目前

尚无根治疗法，主要为支持疗法和对症治疗，

主要为 SASP、5-ASA、肾上腺皮质激素、硫唑

嘌呤、环孢素等。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原因不

明的慢性结肠炎，病程漫长反复发作，合并结

肠穿孔，病死率高达 20%-50%，目前的治疗药

物包括症治疗，主要为 SASP、5-ASA、肾上腺

皮质激素、ACTH。该品种抑制的靶点，在 C

D 和 UC 介导炎症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该

品种为病因治疗，具有较好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具有一定临床优势，为临床提供选择。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批准

地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治疗领

域 
治疗靶点 适应症 列为临床急需原因 

10 Eliglustat Genzyme Corp 美国 2014/8/19 
内分泌和

代谢病 
UGCG 戈谢病 

罕见病用药,用于 1 型戈谢氏病患者，临床急

需。本品为第二代底物清除疗法 SRT 产品，用

于更广泛的戈谢氏病 I 型患者。 

11 Secukinumab 
Novartis Pharma

 K.K. 
日本 2014/12/26 

皮肤疾

病；免疫

系统 

IL-17A 

银屑病,银屑病

关节炎,强直性

脊柱炎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免疫介导多系统

疾患，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严重的致残。传统

药物（甲氨蝶呤（MTX）、阿维 A、环孢素及

其他药物）存在多种潜在毒性。本品国外研究

中被证明具有治疗效果并且耐受性良好，目前

国内暂无此作用机制药物上市用于银屑病治

疗。 

12 Ixekizumab 
ELILILLYAND

COMPANY 
美国 2016/3/22 

皮肤病；

免疫系统
IL-17A 

斑块状银屑病;

 银屑病关节

炎; 红皮病型

银屑病; 脓疱

型银屑病; 寻

常型银屑病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免疫介导多系统

疾患，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免疫介导

多系统疾患。中至重度银屑病可降低降低生活

质量甚至致残，传统药物（甲氨蝶呤（MTX）、

阿维 A、环孢素及其他药物）存在多种潜在毒

性。本品国外研究中被证明具有治疗效果并且

耐受性良好，本品为 IL-17 单抗药物，对 IL-1

7A 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和特异性。目前国内暂无

此作用机制药物上市用于银屑病治疗。 

13 Enasidenib mesyl CELGENECOR 美国 2017/8/1 肿瘤 IDH2 急性骨髓性白 Enasidenib 是全球首个批准的针对 IDH2 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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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批准

地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治疗领

域 
治疗靶点 适应症 列为临床急需原因 

ate P 血病 的成人 AML 患者的药物，IDH2 突变在 AML

中大约占 17%。对于复发难治的 AML 目前尚

无标准的有效治疗，国外研究显示本品在具有

IDH2突变的复发难治的AML中获得 23%的完

全缓解率和 8.2 个月的缓解持续时间。 

14 Icatibant 
Shire Orphan T

herapies GmbH
欧盟 2008/7/11 

心脑血管

疾病 
BDKRB2 

遗传性血管性

水肿 

遗传性血管水肿是一种罕见、严重的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病，预计患病率为 1/50000。在临床

上，HAE 患者会出现可累及多个解剖学部位

（包括胃肠道、面部组织、声带和喉头、口咽、

泌尿生殖区域和/或双臂和双腿）的软组织水肿

复发性急性发作。喉部发作可因窒息之风险而

危及生命。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 

15 Dalfampridine 
Acorda Therape

utics Inc 
美国 2010/1/22 

免疫系统

疾病 

Potassiu

m chann

el 

多发性硬化症 罕见病用药 

16 Vismodegib Genentech Inc 美国 2012/1/30 肿瘤 SMO 基底细胞癌 

基底细胞癌为 常见的皮肤恶性肿瘤。Vismod

egib 为全球首个上市 hedgehog 通路抑制剂，首

个被批准用于治疗基底细胞癌的药物。国外研

究显示在无有效治疗的转移性基底细胞癌患

者中可达到 43%的肿瘤缓解率 

17 Apremilast Celgene Corp 美国 2014/3/21 

免疫系

统；皮肤

病 

PDE4 
银屑病关节炎;

 银屑病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免疫介导多系统

疾患。中至重度银屑病可降低降低生活质量甚

至致残，传统药物（甲氨蝶呤（MTX）、阿维

A、环孢素及其他药物）有效性有限且存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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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批准

地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治疗领

域 
治疗靶点 适应症 列为临床急需原因 

种潜在毒性。本品国外研究中被证明具有治疗

效果并且耐受性良好。本品为口服途径给药，

全新的作用靶点。目前国内暂无此作用机制药

物上市用于银屑病治疗。 

18 Rilonacept Regeneron 美国 2008/2/27 
免疫系统

疾病 

IL-1&alp

ha;,IL-1

&beta 

冷吡啉相关的

周期性综合征,

穆-韦二氏综合

征,家族性寒冷

型自身炎症综

合征,家族性乳

糜微粒血症 

冷吡啉相关的周期性综合征是罕见病，为遗传

性炎性疾病，包括家族性寒冷型自身炎症综合

征、穆-韦二氏综合征、新生儿多系统炎症综合

征等。主要表现为皮疹、发热、关节痛、肌痛

等。病情日益加重在中国目前无有效治疗药

物，临床急需。 

19 Tetrabenazine Prestwick 美国 2008/8/15 

精神障

碍；神经

系统疾病

VMAT2 
亨廷顿氏舞蹈

症 

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病，目前无有效治疗手段。本品为氘代丁苯

那嗪，已有临床研究显示，本品用于治疗亨廷

顿舞蹈症具有明确的疗效。 

20 Ecallantide Dyax Corp. 美国 2009/12/1 
血液系统

疾病 
KLKB1 

遗传性血管性

水肿 

遗传性血管水肿是一种罕见、严重的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病，预计患病率为 1/50000。在临床

上，HAE 患者会出现可累及多个解剖学部位

（包括胃肠道、面部组织、声带和喉头、口咽、

泌尿生殖区域和/或双臂和双腿）的软组织水肿

复发性急性发作。喉部发作可因窒息之风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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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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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生命。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 

21 
Velaglucerase Alf

a 

Shire Human G

enetic Therapies

 Inc 

美国 2010/2/26 
内分泌和

代谢疾病

Glucosyl

ceramida

se replac

ements 

戈谢病 

戈谢病(Gaucher disease)是属罕见病，为溶酶体

贮积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戈谢病主要

分为非神经病变型(I 型)及神经病变型(Ⅱ型及

Ⅲ型)。该病由于葡萄糖脑苷脂酶基因突变导致

机体葡萄糖脑苷脂酶活性缺乏，造成其底物葡

萄糖脑苷脂在肝、脾、骨骼、肺，甚至脑的巨

噬细胞溶酶体中贮积，形成典型的贮积细胞即

“戈谢细胞”，导致受累组织器官出现病变，临

床表现多脏器受累并进行性加重。目前治疗有

两种：酶替代疗法 (ERT) 及底物清除疗法 (S

RT)。伊米苷酶是目前国内唯一可获得的戈谢

病特异性治疗药物，为 I 型戈谢病治疗药物。

本品属酶替代疗法，用于 I 型戈谢病，临床急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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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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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批准

地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治疗领

域 
治疗靶点 适应症 列为临床急需原因 

22 Tafamidis Pfizer Ltd 欧盟 2011/11/16 神经系统 TTR 

转甲状腺素蛋

白家族性淀粉

样多发性神经

病,甲状腺素运

载蛋白淀粉样

变性 

转甲状腺素蛋白家族性淀粉样多发性神经病

为一种罕见病，由于基因突变而导致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的淀粉样变性疾病。目前无有效治疗

手段。FDA 和 EMA 因其可延缓神经损害优于

安慰剂，批准其上市。 

23 Taliglucerase Alfa Pfizer Inc 美国 2012/5/10 
内分泌和

代谢病 

Glucosyl

ceramide 
戈谢病 

戈谢病(Gaucher disease)是属罕见病，为溶酶体

贮积病，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目前治疗有

两种：酶替代疗法 (ERT) 及底物清除疗法 (S

RT)。本品用于 I 型戈谢病长期酶替代治疗药

物，临床急需。 

24 Lomitapide 
Aegerion Pharm

aceuticals Inc 
美国 2012/12/21 

心脑血管

疾病 
MTP 

纯合子家族性

高胆固醇血症;

 高胆固醇血症

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是一种遗传性

疾病，属罕见病，并可威胁生命。早期发现诊

断和治疗是关键。多种他汀类药物和依折麦布

已有治疗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

H）的适应症，但是，由于该类患者基线血脂

水平特别高，现有的降脂疗法无法满足本适应

症患者的降脂需求，故目前对于本适应症尚无

有效治疗手段。已有临床研究显示，本品用于

治疗本适应症有效性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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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名称 

（活性成分） 
企业名称 

（持证商） 
首次批准

地 
欧美日首次

批准日期 
治疗领

域 
治疗靶点 适应症 列为临床急需原因 

25 
Mipomersen Sodi

um 
Genzyme Corp 美国 2013/1/29 

心脑血管

疾病 
APOB 

纯合子家族性

高胆固醇血症 

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是一种遗传性

疾病，属罕见病，并可威胁生命。早期发现诊

断和治疗是关键。多种他汀类药物和依折麦布

已有治疗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HoF

H）的适应症，但是，由于该类患者基线血脂

水平特别高，现有的降脂疗法无法满足本适应

症患者的降脂需求，故目前对于本适应症尚无

有效治疗手段。已有临床研究显示，本品用于

治疗本适应症有效性明确。 

26 Dinutuximab 
UnitedTherapeuti

csCorporation 
美国 2015/3/10 肿瘤 GD2 神经母细胞瘤 

神经母细胞瘤发病率低，多发于儿童。Dinutu

ximab是 FDA首个批准的针对高风险性的神经

母细胞瘤的治疗药物。 

27 Sonidegib 
NovartisPharmac

euticalsCorp 
美国 2015/7/24 肿瘤 SMO 基底细胞癌 

基底细胞癌为 常见的皮肤癌。Sonidegib 为 h

edgehog 通路抑制剂，具有新的作用机制，在

国外研究中显示对于既往治疗后复发的患者

具有较高疗效（ORR，58%） 

28 Olaratumab 礼来 美国 2016/10/19 肿瘤 

PDGFRα

 (CD140

A) 

软组织肉瘤 

软组织肉瘤发病率低，2.63/10 万，预后差，晚

期患者中位生存 1 年左右，缺乏有效治疗药物。

国外研究显示在现有化疗基础上联合 Olaratum

ab 可显著延长生存（26.5vs14.7 月) 

29 Nusinersen 
BIOGENIDECI

NC 
美国 2016/12/23 

肌肉骨骼

系统 
SMN2 脊髓性肌萎缩 罕见病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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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Deutetrabenazine
TEVABRANDE

DPHARM 
美国 2017/4/3 

肌肉骨骼

系统 
VMAT2 

迟发性运动障

碍; 亨廷顿氏

舞蹈症 

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

传病，目前无有效治疗手段。具体作用机制不

详，但被认为与它可逆的单胺耗竭作用有关。

已有临床研究显示，本品用于治疗本适应症有

效性明确。 

31 Dinutuximab Beta
EUSA Pharma 

(UK) Limited 
欧盟 2017/5/8 肿瘤 GD2 神经母细胞瘤 

神经母细胞瘤发病率低，多发于儿童患者。Di

nutuximab beta 是欧盟首个批准的针对高风险

性的神经母细胞瘤的治疗药物。在复发难治的

神经母细胞瘤中显示了疗效 

32 

Cenegermin（Rec

ombinant Human

 Nerve Growth F

actor） 

Dompe farmace

utici s.p.a. 
欧盟 2017/7/6 眼部疾病 NGFR 角膜炎 

神经营养性角膜炎是角膜上皮愈合障碍的一

种变性疾病。它的特征是角膜感觉缺失，形成

大面积的角膜上皮缺失和溃疡、溃疡进展严重

的可造成角膜穿孔。由于神经营养性角膜炎患

者数量少，该疾病被视为罕见病。目前国内缺

乏有效治疗。本品含活性成分重组人神经生长

因子，2015 年 12 月 14 日被欧盟认定为“孤儿

药”（用于罕见病的药物）。本品可帮助恢复眼

部的正常愈合过程，并修复角膜的损伤。 

33 Guselkumab JANSSENBIOT 美国 2017/7/13 皮肤病； IL23 红皮病型银屑 银屑病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免疫介导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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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 免疫系统 病; 斑块状银

屑病; 脓疱型

银屑病; 银屑

病关节炎; 寻

常型银屑病 

疾患，皮肤病变的类别为红皮型，表明其同时

涉及脉管系统（红斑）和表皮（鳞屑形成增多）。

传统药物（甲氨蝶呤（MTX）、阿维 A、环孢

素及其他药物）存在多种潜在毒性。本品国外

研究中被证明具有治疗效果并且耐受性良好，

本品为 IL-23 单抗药物，国外大型临床试验证

实本品安全有效。目前国内暂无此作用机制药

物上市用于银屑病治疗。 

34 
Vestronidase Alfa

-Vjbk 

ULTRAGENYX

PHARMINC 
美国 2017/11/15 

内分泌和

代谢病 
GAG 

VII 型黏多糖贮

积症 

黏多糖贮积症属罕见病，本品为重组人 β葡糖

醛酸糖苷酶，为酶替代疗法。用于治疗儿童和

成人 VII 型黏多糖贮积症。国内缺乏有效药物。 

35 

Shingrix Zoster 

Vaccine Recombi

nant, Adjuvanted

GlaxoSmithKline

 Biologicals Ru

e de l"Institut 8

9, B1330 Rixen

sart, Belgium Li

c # 1617 

美国 2017/10/20 
感染性疾

病 
- 

带状疱疹病毒

疫苗（50 岁以

上成人）  

带状疱疹为病毒感染性疾病，皮疹一般有单侧

性和按神经节段分布的特点，由集簇性的疱疹

组成，并伴有疼痛；年龄愈大，神经痛愈重。

带状疱疹治疗后的后遗神经痛，是剧烈的顽固

性的疼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本疫苗可预

防带状疱疹的发病。 

36 
Luxturna Voretige

ne Neparvovec 

Spark Therapeut

ics, Inc. 3737 

Market Street, S

uite 1300, Phila

美国 2017/12/19 眼部疾病 - 

双等位 RPE65

突变相关的视

网膜营养不良 

双等位 RPE65 突变相关的视网膜营养不良为

罕见疾病，可导致视力丧失。本品为经过重组

的腺相关病毒，将正常人的 PRE65 基因输送至

视网膜细胞，使患者视力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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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phia, PA, 19

104 Lic# 2056 

37 
Vernakalant Hydr

ochloride 

Cardiome UK L

imited 
欧盟 2010/9/1 

心脑血管

疾病 

Voltage-g

ated sodi

um chan

nels,KCN

H2 

心房颤 本品为首个治疗药物，且具有明确的疗效。 

38 Vorapaxar 
Merck Sharp A

nd Dohme Corp
美国 2014/5/8 

心脑血管

疾病 
PAR-1 

心肌梗塞; 周

边动脉血管疾

病; 血栓性心

血管病 

本品为全新治疗靶点药物，疗效明显，且优于

现有治疗药物。 

39 
Ledipasvir And S

ofosbuvir 

Gilead Sciences

 Inc 
美国 2014/10/10 

感染性疾

病 

NS5B,NS

5A 
丙肝 

本品为全口服，治疗基因 1b 型丙肝药物，疗

效可达 90%以上。 

40 

Sofosbuvir; Velpa

tasvir; Voxilaprev

ir 

Gilead Sciences

 Inc 
美国 2017/7/18 

感染性疾

病 

NS3/NS4

A; NS5

B; NS5A 

丙肝 
本品用于对现有治疗药物无效的丙肝治疗，为

突破性治疗药物。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药监药管〔2018〕35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1501.html           2018 年 11 月 01 日 发布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

〔2015〕95 号），进一步提高药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根据《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推

动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完善追溯体系的意见》（食药监科〔2016〕122 号）和商务部等部

门《关于推进重要产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商秩发〔2017〕53 号）等有

关规定，现就建立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为目标，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为基础，以实现“一物一码，物码同追”为方向，加快推进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

强化追溯信息互通共享，实现全品种、全过程追溯，促进药品质量安全综合治理，提升

药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二、工作目标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药品追

溯系统，及时准确记录、保存药品追溯数据，形成互联互通药品追溯数据链，实现药品

生产、流通和使用全过程来源可查、去向可追；有效防范非法药品进入合法渠道；确保

发生质量安全风险的药品可召回、责任可追究。 

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等环节共同建成覆盖全过程的药品追溯系统，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质量管理水平明显提升，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

监管信息化水平和监管效率逐步提高，行业协会积极发挥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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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纽带和引领示范作用，实现药品信息化追溯数据社会公众可自主查验，提升全社会对

药品信息化追溯的认知度。 

 

三、基本原则 

 

（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各负其责。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是药品质量安全的责任主体，负有追溯义

务。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承担药品追溯系统建设的主要责任，药品经营企业

和使用单位应当配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建成完整药品追溯系统，履行各

自追溯责任。 

（二）部门监督指导。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有关法规与技术标准，监督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建立药品追溯系统，指导行业协会在药品

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分类分步实施。充分考虑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

单位的数量、规模和管理水平，以及行业发展实际，坚持企业建立的原则，逐步有序推

进。 

（四）各方统筹协调。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要在地方政府统一领

导下，注重同市场监管、工信、商务、卫生健康、医保等部门统筹协调、密切合作，促

进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协同管理、资源共享。 

 

四、适用范围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建立药品

信息化追溯系统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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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任务 

（一）编制统一信息化追溯标准。结合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实际需要，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规划确立药品信息化追溯标准体系，明确基本要求，发布追溯体系建设指

南、统一药品追溯编码要求、数据及交换标准。 

（二）建设信息化药品追溯体系。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

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消费者等与药品质量安全相关的追

溯相关方，通过信息化手段，对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等各环节的信息进行追踪、溯源

的有机整体。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要遵守相关法规和

技术标准，建立健全信息化追溯管理制度，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应当按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对相关活动进行记录，记录

应当真实、准确、完整、防篡改和可追溯，并应按照监管要求，向监管部门提供相关数

据；要通过药品追溯系统实现追溯信息存储、交换、互联互通，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查

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可以自建药品信息化追溯系统，也可以采用第三方

技术机构的服务。药品经营企业和使用单位应配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建设

追溯系统，并将相应追溯信息上传到追溯系统。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应履行药品信息化追溯管理责任，按照统一药品追

溯编码要求，对产品各级销售包装单元赋以唯一追溯标识，以实现信息化追溯。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在销售药品时，应向下游企业或医疗机构提供相关追溯信息，

以便下游企业或医疗机构验证反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生产企业要能及时、准确获

得所生产药品的流通、使用等全过程信息。 

药品批发企业在采购药品时，向上游企业索取相关追溯信息，在药品验收时进行核

对，并将核对信息反馈上游企业；在销售药品时，应向下游企业或医疗机构提供相关追

溯信息。 

药品零售和使用单位在采购药品时，向上游企业索取相关追溯信息，在药品验收时

进行核对，并将核对信息反馈上游企业；在销售药品时，应保存销售记录明细，并及时

调整售出药品的相应状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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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信息技术企业作为第三方技术机构，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

企业、使用单位提供药品追溯信息技术服务。 

（三）推进追溯信息互联互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全国药品信息化追溯协同

服务平台，不断完善药品追溯数据交换、共享机制。鼓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

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行业协会、第三方服务机构、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药品追溯协

同服务平台，实现药品信息化追溯各方互联互通。鼓励企业创新查询方式，面向社会公

众提供药品追溯数据查询服务。 

（四）拓展药品追溯数据价值。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基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构

建大数据监管系统，创新药品安全监管手段，探索实施药品全过程信息化、智能化监管，

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充分发挥药品追溯数据在问题产品召回及应急处置工作中的作用，

进一步挖掘药品追溯数据在监督检查、产品抽检和日常监管中的应用价值。 

药品追溯数据“谁产生、谁所有”，未经所有方授权，其他各方不得泄露。鼓励相

关方按照合法合规方式，利用药品追溯数据为社会服务。 

（五）建立数据安全机制。药品追溯各相关方应从制度上、技术上保证药品追溯数

据真实、准确、完整、不可篡改和可追溯。药品追溯数据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五年。应明确专职部门及人员负责药品追溯数据管理，确保数据安全、防止数据泄露。 

（六）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指导和监督追溯体系建设。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履行指

导和监管责任，根据监管需求，建设追溯监管系统。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与标准，结合行政区域实际，制定具体措施，明确各级责任。 

地方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

单位建立信息化追溯系统情况监督检查，督促相关单位严格遵守追溯管理制度，建立健

全追溯体系。对于没有按照要求建立追溯系统、追溯系统不能有效运行的，要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等规定严肃处理。 

 

六、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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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重点，分步实施。各省（区、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结合监管实际制

定实施规划，按药品剂型、类别分步推进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疫苗、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血液制品等重点产品应率先建立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

基本药物、医保报销药物等消费者普遍关注的产品尽快建立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其他

药品逐步纳入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 

（二）加强引导，社会共治。地方监管部门要加强政策引导，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

任，推动药品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的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并适时对接国家信用体系。

要创新工作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行业自律作用，推动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

设纳入行业发展规划。要加强舆论正面宣传，发挥媒体作用，培养公众的药品信息化追

溯意识，努力形成人人参与的良好工作氛围。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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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注销乳酸钠林格注射液（国药准字

H20023404）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公告（2018年第 80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500.html        2018 年 11 月 01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注销乳酸钠林格注射液（国药准字 H20023404）药品批准证明

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品种目录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80 号公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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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品种目录	

 

品种名称 批准证明文件号 规格 剂型 生产企业 注销情形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国药准字 H20023404  500ml  注射剂  威海爱威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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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 2018年第 148号（关于《进

口药品通关单》等 7种监管证件实施联网核查的公告）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504.html           2018 年 11 月 01 日 发布

为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决定对《进口药品通关单》等 7种监管证件实施电子数据联网核查。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麻精药品进出口准许证（包括麻醉药

品进口准许、麻醉药品出口准许、精神药物进口准许、精神药物出口准许），进口医疗

器械备案/注册证（包括医疗器械注册证、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以及《进口特殊

用途化妆品卫生许可批件》《进口非特殊用途化妆品卫生许可批件》电子数据与进出口

货物报关单电子数据的联网核查。 

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在杭州、青岛海关开展《进口药品通关单》和蛋白同化

制剂、肽类激素《药品进口准许证》《药品出口准许证》电子数据与进出口货物报关单

电子数据的联网核查试点。 

三、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发上述证件，将证件电子数据传

输至海关，海关在通关环节进行比对核查，并按规定办理进出口手续。联网核查实施前

已签发的证件，企业可凭纸质证件在有效期内向海关办理进出口手续。 

四、报关企业按照海关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的规定，可采用无纸方式向海关申报。

因海关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核需要，或计算机管理系统、网络通信故障等原因，可以

转为有纸报关作业或补充提交纸质证件。 

五、企业可登陆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查询证件电子数据传输状态。 

六、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为联网核查的技术支持部门。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联系方式：010-95198。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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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4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第 110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1519.html          2018 年 11 月 02 日 发布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等 4 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太仓制药厂等 23 家

企业生产的 47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太仓制药厂生产的 24 批次盐酸多塞

平片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重量差异。 

经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河北联康药业有限公司、河北蔺氏盛泰

药业有限公司、哈药集团世一堂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亳州成源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江西宏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江西康齐乐中药材有限公司、成都吉安康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千方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陕西兴盛德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生产的 11 批次槟榔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水分、黄曲霉毒素。 

经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公司、山西国泰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上海万仕诚药业有限公司、绍兴震元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九州

红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彭氏国药堂饮片有限公司、江西樟树成方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广东天泰药业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厂、海南国瑞堂中药制药有限公司、酒泉市培丰中药材

生态种植加工有限公司生产的 10 批次鸡内金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浸出物。 

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安徽同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灵芝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微生物限度。 

经海南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山西万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清胃黄连丸

（水丸）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薄层色谱、显微鉴别、装量差异。（详见附

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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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附件：1.47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1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10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10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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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7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盐酸多

塞平片 
太仓制药厂 

161014 

25mg（按

C19H21NO

计） 

潮州市康惠医药有限公司第一分店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药

典》2015 年

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重量

差异） 

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 

161104 开封医药有限公司 

161105 集安市同乐堂一店 

161202 宿迁市第三医院 

170101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昆明云中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70102 湖北景琦医药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70104 山西皇城相府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分公司 

170108 山东省夏津医药有限公司 

170109 上药控股贵州有限公司 

盐酸多

塞平片 
太仓制药厂 170110 

25mg（按

C19H21NO

计） 

扬州市百信缘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罗城店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药

典》2015 年

不符合

规定 

[检查]（重量

差异） 

中国食品药品

检定研究院 岳阳康尔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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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170112 
晋城杏泽药品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版二部 

喀什惠生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170113 忻州市吉达惠康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170115 
潮州市南春福源大药行 

广东新发医药有限公司环城分店 

170202 承德天健药业有限公司 

170208 怀仁县宝芝灵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怀安大街一店 

170602 福建康佰家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漳州延安北店 

170603 泉州市顺和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170605 
河北泰和医药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 

乌兰察布市集宁新特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70606 江西仁济医药有限公司 

170704 
内蒙古国力药业有限公司 

松原市神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盐酸多 太仓制药厂 170704 25mg（按 江西九州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不符合 [检查]（重量 中国食品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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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塞平片 C19H21NO

计） 
江西益生盛和医药有限公司 共 和 国 药

典》2015 年

版二部 

规定 差异） 检定研究院 

170707 山西君雁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治分公司 

170708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170804 长治市福顺祥医药有限公司 

170805 

天津乾昌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辛集市医药药材公司 

内蒙古健昘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槟榔 
（炒槟

榔） 

河北联康药业有限公司 1607012029

/ 

内蒙古盛古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药

典》2015 年

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黄曲

霉毒素） 

安徽省食品药

品检验研究院 

四川省中药饮片有限责

任公司 
170316 平昌县人民医院 

槟榔 

河北蔺氏盛泰药业有限

公司 
1701011507 焦作市中医院 

哈药集团世一堂中药饮

片有限责任公司 
1611041S 哈药集团世一堂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宏洁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P201802010
6 

江西宏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江西康齐乐中药材有限

公司 
20171201 江西康齐乐中药材有限公司 

槟榔 四川千方中药股份有限 17100048 / 昆明圣爱中医馆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不符合 [检查]（黄曲 安徽省食品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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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公司 和平泰康资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共 和 国 药

典》2015 年

版一部 

规定 霉毒素） 品检验研究院 

成都吉安康药业有限公

司 

170301 岳池县人民医院 

170801 贵州省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兴盛德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171101 陕西省人民医院 

亳州成源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20161201 孝义市中医院 

[检查 ]（水

分）、（黄曲

霉毒素） 

鸡内金 

安国市聚药堂药业有限

公司 
1711001 

/ 

广西桂阳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药

典》2015 年

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浸出物] 

安徽省食品药

品检验研究院 

山西国泰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180302 山西国泰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上海万仕诚药业有限公

司 
171010‐1 上海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绍兴震元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 
170928 衢州市化城平安堂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安徽九州红中药股份有

限公司 
161001 禹州市中西药采购供应站 

江西彭氏国药堂饮片有

限公司 
17123009 国药控股莆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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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批号  药品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鸡内金 

江西樟树成方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 
170901 

/ 

漳州老瑞林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药

典》2015 年

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浸出物] 

安徽省食品药

品检验研究院 

广东天泰药业有限公司

中药饮片厂 
171001 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 

海南国瑞堂中药制药有

限公司 
20170102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 

酒泉市培丰中药材生态

种植加工有限公司 
170901 山西省医药集团吕梁股份有限公司 

灵芝胶

囊 
安徽同泰药业有限公司 170501 

每粒装

0.27 克 
陆丰市医药公司 

《卫生部药

品标准》中

药成方制剂 
第四册 

不符合

规定 

[检查]（微生

物限度）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食品药品

检验所 

清胃黄 
连丸 
（水 
丸） 

山西万辉制药有限公司 160303 每袋装 9g

蚌埠市珠城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药

典》2015 年

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鉴别]（（1）
显微鉴别、

（2）薄层色

谱），[检查]
（ 装 量 差

异） 

海南省药品检

验所 

信阳市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鉴别]（（1）
显微鉴别、

（2）薄层色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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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鉴别项系根据反映该药品某些物理、化学或生物学

等特性所进行的药物鉴别试验，不完全代表对该药品化学结构的确证。鉴

别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包括经验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显微鉴

别中横切面、表面观及粉末鉴别，均指经过一定方法制备后在显微镜下观

察的特征。理化鉴别包括物理、化学、光谱、色谱等鉴别方法。鉴别项目

的在于鉴定和研究中药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二、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

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水分、重量差异、

装量差异、黄曲霉毒素、微生物限度等分项目。 

水分系指药品中的含水量。水分偏高通常是由于药品包装不严，在储

存和流通过程中引湿所导致。水分偏高会引起药品稳定性下降，导致药品

水解等。 

重量差异或装量差异是反映药物均匀性的指标，是保证准确给药的重

要参数。重量差异或装量差异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药剂量不准，带来

相应的安全风险，不符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不稳定。 

黄曲霉毒素可以由曲霉菌黄曲霉、寄生曲霉、集峰曲霉和伪溜曲霉 4

种真菌产生，是一组化学结构类似的二呋喃香豆素的衍生化合物。中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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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制备、运输过程中若保存不当，可能因受潮霉变而污染黄曲霉毒素。

严格控制黄曲霉毒素残留量对保证药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微生物限度系对非直接进入人体内环境的一大类药物制剂的微生物控

制要求。由于此类制剂用药的风险略低，可以允许一定数量的微生物存在，

但不得检出一些条件致病菌。因此，微生物限度分为计数检查和控制菌检

查两部分。计数检查通常由需氧菌总数或（和）霉菌和酵母菌总数组成，

控制菌检查根据给药途径的风险分设不同的致病菌检查项目。 

三、中药材及饮片标准中的浸出物项系指用水或其他适宜的溶剂对中

药材及饮片中可溶性物质进行的测定。浸出物测定值可以反映出中药材及

饮片内在成分含量，直接关系到其质量优劣。中药材及饮片产地、生长年

限、采收季节、加工方式、炮制工艺等各生产环节不规范均可能导致其浸

出物的含量不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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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撤销磺胺索嘧啶片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

公告（2018年第 84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525.html          2018 年 11 月 02 日 发布 

磺胺索嘧啶片用于治疗敏感细菌及其他敏感病原微生物所致感染，临床使用中发生

严重不良反应风险较高，在部分国家已退出市场，目前在我国已无生产、销售和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磺胺索嘧啶

片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认为该药品在我国使用风险大于获益，决定撤销其药品批准证

明文件。 

目前，持有磺胺索嘧啶片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企业有 1家，为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

（磺胺索嘧啶片，国药准字 H46020591），请该企业做好撤市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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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八批）的通告（2018年第 111

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789.html            2018 年 11 月 06 日 发布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核确定，现发布

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八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八批）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1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11 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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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八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8‐1  盐酸乙哌立松片 
Eperisone Hydrochloride

/Myonal 
50mg  片剂  Eisai Co.,Ltd.  日本橙皮书   

18‐2  熊去氧胆酸片 
Ursodeoxycholic Acid 

Tablets 
/URSO 250 

0.25g  片剂 
ALLERGAN SALES LLC/Aptalis 

Pharma US Inc. 
美国橙皮书  增补 

18‐3  头孢特仑新戊酯片 
Cefteram Pivoxil Tablets

/TOMIRON 
0.1g  片剂  Toyama Chemical Co., Ltd.  原研进口   

18‐4  头孢特仑新戊酯片 
Cefteram Pivoxil Tablets

/TOMIRON 
50mg  片剂  Toyama Chemical Co., Ltd.  原研进口   

18‐5  奥替溴铵片 
Otilonium Bromide 

Tablets 
/Spasmomen 

40mg  片剂 
A.Menarini Industrie 

Farmaceutiche Riunite S.r.l 
原研进口   

18‐6  磷酸雌莫司汀胶囊 
Estramustine Phosphate 

Capsules 
/Estracyt 

0.14g  胶囊剂  Pfizer Italia S.r.l.  原研进口   

18‐7 
重酒石酸卡巴拉汀

胶囊 

Rivastigmine Hydrogen 
Tartrate   

Capsules/Exelon 
1.5mg  胶囊剂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原研进口   

18‐8 
重酒石酸卡巴拉汀

胶囊 

Rivastigmine Hydrogen 
Tartrate   

Capsules/Exelon 
3.0mg  胶囊剂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原研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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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 备注 2 

18‐9 
重酒石酸卡巴拉汀

胶囊 

Rivastigmine Hydrogen 
Tartrate    6.0mg  胶囊剂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原研进口   

18‐10  琥珀酸索利那新片 
Solifenacin Succinate 

Tablets 
/Vesicare 

5mg  片剂  Astellas Pharma Europe B.V 原研进口   

18‐11  盐酸乙哌立松片 
Eperis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妙纳 
50mg  薄膜衣片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

品种 
 

18‐12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Rabeprazole Sod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
波利特 

10mg 
片剂 

（肠溶片）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

品种 
 

18‐13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Rabeprazole Sodium 

Enteric‐coated Tablets/
波利特 

20mg 
片剂 

（肠溶片）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

品种 
 

18‐14  乙酰半胱氨酸颗粒 
Acetylcysteine Granules/

富露施 
0.1g  颗粒剂  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

品种 
 

18‐15  乙酰半胱氨酸颗粒 
Acetylcysteine Granules/

富露施 
0.2g  颗粒剂  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地产化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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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

第 109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783.html           2018 年 11 月 06 日 发布

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诊疗特色和优势，完善符合中药特点的技术评价体系，落实《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

定了《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1.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2.《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起草说明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1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09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09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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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证候（简称证）是对疾病（泛指非健康）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病因、病

性、病位及病势等的高度概括，具体表现为一组有内在联系的症状和体征，

是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依据。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注册相关法规，特制定《证候类中药新药临

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 

证候类中药新药是指主治为证候的中药复方制剂新药。《指导原则》旨

在为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展和有效性、安全性评价提供基础性指

导，其正文内容中的每一个原则性要求都可以随着后续研究的不断深入，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更详实具体的技术标准。 

一、证候类中药新药的处方来源及基本要求 

证候类中药新药的处方应来源于临床实践，符合中医药理论，体现理、

法、方、药相一致的原则。证候类中药新药申请临床试验应有充分的人用

历史证明性文献材料，包括处方来源、组方合理性、临床应用情况（包括

提供临床实践完善处方的演变过程）、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等相关内容。

如拟开发的证候类中药新药是来源于中医临床经验的积累，针对临床常见

基本证候的，应提供相关证明；如是源于医案中对比分析研究所发现的相

对成熟有效的处方，应提供典型医案和系列医案；如具有一定临床研究基

础且有相应数据证明的成熟有效的处方，应提供相关临床研究总结报告，

该总结报告应明确具体中医证候、疗效特点和安全性信息；如是源于国家

科技立项的临床研究成果，应提供临床研究部分的总结资料及相关的成果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鉴定材料。 

证候类中药新药立项开发时，应注意评估与已上市同类药品的临床价

值差异，以明确其是否具备临床开发价值。 

二、证候类中药新药的临床定位 

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应定位于消除、改善或控制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一

组疾病的主要临床症状、体征等，也可定位于通过证候改善达到疾病治疗

等目的。 

三、证候类中药新药的证候诊断 

拟开发新药的中医证候确定应有与之相关的临床实践基础，并应遵循

中医药理论。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可以参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等进

行制定，如无适用的诊断标准，可自行制定并经专家论证达成共识。证候

诊断构成要素可采用定性或半定量方式，或主次症的方法，鼓励制定具有

中医特色的证候诊断量表，并可根据具体研究内容辅以客观诊断指标。 

四、证候类中药新药的基本研究思路及试验设计 

（一）基本研究思路 

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可有多种模式，如单纯中医证候研究模式、

中医病证结合研究模式或中医证统西医病的研究模式，无论何种研究模式，

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均应对所研究证候的动态变化规律及相关西医疾病所

处特定阶段要有明确的界定。 

1.单纯中医证候研究 

选择符合某个中医证候诊断标准的适应人群进行研究，观察药物对该中

医证候所涉及的症状、体征以及相关指标的改善情况。 

2.中医病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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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某一中医疾病诊断标准的基础上，选取该病的某一证候进行研

究，观察药物对该证候所涉及的症状、体征以及相关指标的改善情况。 

3.证病结合研究 

在中医“异病同治”“以证统病”诊治思维模式的指导下，基于不同疾病发

生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出现有相同病机特点、相似证候要素的，可以在

同一证候下选择至少 3 个不同西医疾病来进行研究，突出以证候为中心的

设计理念，观察药物对中医证候疗效以及西医疾病的疗效。 

（二）设计考虑 

1.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的制定，应考虑到临床试验目的以及实施过程，包括应符合

相关诊断标准的规定，受试者在病情、病程等基线一致性方面的规定。建

议纳入基础治疗和证候表现基本稳定的患者，对基础治疗处于动态调整阶

段的患者不宜纳入。纳入西医疾病时应注意把握证候与西医治疗之间的关

系。试验设计者可根据试验的需要制定合理的纳入标准。受试者应在充分

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自愿参加临床试验。 

2.排除标准 

应排除兼夹影响目标证候诊断或证候疗效判断的其他证候的人群。应

基于受试者安全性的角度考虑排除标准，应排除通过改善症状可能导致掩

盖病情进展的情形，排除服药后会发生严重后果或加速疾病进程的特定人

群。 

3.试验设计 

探索性研究可以根据试验目的采用多种试验设计。确证性研究应遵循

随机、双盲、对照、重复的原则，并基于探索性研究的初步结果去估算样

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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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采用加载设计，须事先规定好基础治疗，如基础治疗的用药指征、

用药种类、用药剂量、用药方法、用药时间等。 

4.对照药 

对照药宜首选安慰剂。如果已有用于该证候的中成药上市，可选择业

内所公认的中成药进行阳性对照，但该药的有效性须经过安慰剂对照确证。 

安慰剂应在剂型、外观、气味、口感、质感等特征上与试验药物尽量

接近，确保临床研究者和受试者在盲态下开展研究。如采用阳性药对照且

剂型不一致时，需通过双盲双模拟技术保证盲态实施。 

临床研究如果涉及多个西医疾病，应结合所纳入的疾病情况，采用分

层随机，以保证组间基线具有可比，以免影响药物的疗效评价。 

五、疗程及随访 

应根据药物特点和前期研究信息合理设置观测时点及疗程，并根据研

究目的的不同，科学设计随访的方式、时点、内容等。 

六、有效性评价 

证候类中药新药应采用科学公认的中医证候疗效评价标准，根据研究

目的确定好主要疗效指标和次要疗效指标，应重视证候疗效的临床价值评

估。疗效指标选择如下： 

1.以改善目标症状或体征为目的者，应以目标症状或体征消失率/复常

率，或临床控制率为疗效评价指标，但同时应注意观察目标症状或体征痊

愈时间和/或起效时间的评价。 

2.建议引入患者报告结局指标，将患者“自评”与医生“他评”相结合。 

3.鼓励采用能够反映证候疗效的客观应答指标进行评价。证候疗效的客

观指标，包括现代医学中的理化指标、生物标志物等。临床试验期间需观

察评估中医证候疗效的起效时间、缓解时间或消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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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生存质量或生活能力、适应能力改善等方面的考虑，推荐采用公

认具有普适性或特异性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能力、适应能力等量表进行疗效

评价。也可采用基于科学原则所开发的中医证候疗效评价工具进行疗效评

价。 

5.鼓励采用反映疾病的结局指标或替代指标进行疗效评价。 

七、安全性评价 

安全性评价可以结合受试者疾病相关检查去评估，如某些能够反映疾

病病情进展的理化检查指标；安全性评价必须通过与安慰剂或阳性药的平

行对照去反映试验药物的安全性。临床试验期间，研究者需关注中医证候

的变化情况以及疾病进展情况，及时评估可能存在的用药风险。 

八、试验质量控制与数据管理 

（一）信息采集 

中医四诊信息采集是现代中医证候研究的必需手段，中医数据的信息

化采集有利于临床试验质量的控制。建议中医四诊信息采集应参照 新的

“中医四诊操作规范（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诊断分会）”制定，研究者应据此

制定“四诊信息采集标准操作规程（SOP）”并严格执行。临床试验前，应对

各临床研究中心进行四诊信息采集规范化培训，并对各临床研究中心研究

者的四诊信息采集进行一致性评价。 

四诊信息采集应遵循客观化原则。其信息采集工具可以是纸质版采集

表，或基于计算机软件的图文采集系统，乃至未来中医人工智能和云计算

的应用。四诊信息采集表/系统，可以是普适性也可以是特异性，并以量化

评定的形式呈现。鼓励引入经国家批准上市、较为成熟的四诊信息采集仪

如舌诊仪、脉诊仪等配合使用，该仪器应具有实时显示、存储和复读功能，

有利于临床试验数据可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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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管理 

申办方和研究者应加强数据管理工作，建议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项目须成立独立的数据监察委员会，鼓励研究者应通过电子数据采集系统

采集数据以确保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另外，临床研究项目应制定

临床试验风险控制计划及措施、临床试验数据管理计划与报告、数据核查

计划与报告、统计分析计划与报告等，以促进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整

体质量控制水平的提升。 

（三）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者必须是具备中医专业或中西医结合专业的正高级技术职称

及其以上的人员。研究者必须是具备中医专业或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副高级

技术职称的人员。 

九、说明书撰写原则 

证候类中药新药的说明书【功能主治】项的内容应符合中医术语表述，

【临床试验】项的内容会就支持该药上市的临床试验情况进行简要概述。

说明书其余内容可参照《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和中药相关指导原

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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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起草说明 

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诊疗特色和优势，落实《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中

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证

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07 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就中药复方制剂注册分类首次提出了

“证候类中药新药”这一类别，即“主治为证候的中药复方制剂”。2008 年，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该规定对

2007 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用于治疗中医证候的中药复方制剂的注册

要求进行了进一步丰富。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自 2008

年起即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召开多次专题研讨会，就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研发

和技术要求进行了专题研究和讨论。2011年底，药审中心正式申报“证候类

中药新药疗效评价方法研究”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随即组织专家评审并

以国家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基金予以立项资助。该项目在近八年的研究时

间里，参与课题调研、座谈和会议讨论的全国相关领域专家不下 500 人，

曾得到王永炎院士、张伯礼院士、孙光荣国医大师、晁恩祥国医大师等中

医药专家的指导。根据全国范围内的专家共识意见和目前相关科学技术的

发展情况，课题组起草了《指导原则》。 

二、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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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证候类中药新药疗效评价方法研究”作为中医药行业科研专

项立项后，课题组在开展课题研究的同时即开始着手起草《指导原则》，

并作出如下安排：南京中医药大学申春悌教授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

基础医学研究所王忠教授负责成立起草组，执笔起草《指导原则》讨论稿；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王阶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高颖教

授、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段俊国教授分别负责对气滞血瘀证和气虚血

瘀证进行临床研究的实践探索，以进一步丰富证候类中药新药的相关技术

要求。 

2017 年，课题组通过与中医诊断学专业委员会、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临

床数据监查工作委员会、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临床疗效评价专业委员会、中

国药理学会、中国药学会临床中药学专业委员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成药

分会等多个学会携手，广泛邀请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专家全面参与讨论，形

成了对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 基本的原则性要求。在此基础上，课题

组于 2018年起草完成了《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6 月 28 日—7 月 13 日，通过药审中心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

求了对《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的意见，从所有反馈的信息来看，主要是

完善性的意见，无原则性的反对意见。 

三、主要内容 

《指导原则》旨在为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展和有效性、安全

性评价提供基础性指导，在证候类中药新药的处方来源、临床定位、证候

诊断、临床试验基本研究思路、疗程及随访、有效性评价和安全性评价、

试验质量控制与数据管理、说明书撰写等方面着重就有关中医药特殊性的

考虑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有关临床试验的其他通则性要求，在《中药新

药临床研究一般原则》等相关技术指导原则中已有明确表述，在《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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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不再赘述。 

四、重点问题说明 

（一）关于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前的基本要求 

《指导原则》强调了证候类中药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所必须的前提

条件，例如处方应具有充分的人用基础，并在前期临床实践中通过较为规

范的临床观察提示该证候类中药新药的初步疗效和安全性。鉴于目前中医

证候动物模型的开发和药效学研究仍有一定局限性，故证候类中药新药的

前期人用数据在证据等级上要优先于单纯的动物实验。 

（二）关于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的基本研究思路 

《指导原则》建议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目前可以采取单纯中

医证候研究模式、中医病证结合研究模式和以证统病研究模式，鼓励研制

者可以根据品种特点自行选择适合的临床研究路径。但是，不论何种研究

模式，从评价角度建议对照药应首选安慰剂，并建议证候疗效评价应逐渐

从患者主观感受向客观化指标方向过渡发展。通过一些必要的深入研究，

阐释清楚中医证候疗效的科学本质，用客观数据去证实中医证候诊治的科

学性。 

（三）关于证候疗效评价 

《指导原则》丰富了证候疗效评价的指标，将其分为五大类：一是以

目标症状或体征消失率/复常率，或临床控制率为疗效评价指标；二是患者

报告结局指标，将患者“自评”与医生“他评”相结合；三是采用能够反映证候

疗效的客观应答指标进行疗效评价；四是采用公认具有普适性或特异性的

生存质量或生活能力、适应能力等量表，或采用基于科学原则所开发的中

医证候疗效评价工具进行疗效评价；五是采用反映疾病的结局指标或替代

指标进行疗效评价。无论采用哪一类疗效评价指标，均应当考虑所选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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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是否与研究目的相一致，评价标准是否公认、科学合理，并应重视证

候疗效的临床价值评估。 

（四）关于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质量控制 

现阶段的中医诊断和证候疗效评价仍以医生个人经验判断为主，而近

年来，中医在四诊客观化和生物标记物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因

此，《指导原则》建议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把传统中医的一

些主观定性判断通过客观定量的数据去呈现出来。这可使中医临床的实践

过程规范化、标准化，确保临床试验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从而提

高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质量控制水平。 

（五）关于本《指导原则》的定位 

本《指导原则》为现阶段学术界、工业界及监管部门对证候类中药新

药临床研究的基本考虑，后续将根据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实践经验的积累

及学科进展情况，继续出台相关技术要求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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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蒲地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的公告（2018

年第 82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1790.html          2018 年 11 月 06 日 发布 

根据监测评价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蒲地

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蒲地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生产企业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按照蒲地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见附件 1、附件 2），提出修订

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 

蒲地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做好蒲地蓝消炎片

（胶囊）药品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和培训，指导医师、药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蒲地蓝消炎片（胶囊）药品说明书的修订内容，

在选择或指导用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或指导用药。 

三、患者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蒲地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 

四、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的相关药品生产企业按要求做好蒲地

蓝消炎片（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1.蒲地蓝消炎片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2.蒲地蓝消炎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1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82 号公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82 号公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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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蒲地蓝消炎片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蒲地蓝消炎片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蒲地蓝消炎片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抗炎消肿。用于疖肿、咽炎、扁桃体炎。 

【规格】每片重 0.3 克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5～8 片，一日 4 次。 

【不良反应】该制剂有以下不良反应报告：恶心、呕吐、腹胀、腹

痛、腹泻、头晕、乏力等；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 

【禁忌】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2.用药期间不宜同时服用温热性药物。 

3.症见腹痛、喜暖、泄泻等脾胃虚寒者慎用。   

4.孕妇慎用，儿童、哺乳期妇女、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应在医师指

导下使用。   

6.疮疖较重或局部变软化脓；扁桃体化脓及全身高热者应到医院就诊。 

7.服药 3 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8.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0.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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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2.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药物相互

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

师或药师。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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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地蓝消炎片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蒲地蓝消炎片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抗炎消肿。用于疖肿、咽炎、扁桃体炎。 

【规格】每片重 0.6 克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3～4 片，一日 4 次。 

【不良反应】该制剂有以下不良反应报告：恶心、呕吐、腹胀、腹

痛、腹泻、头晕、乏力等；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 

【禁忌】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2.用药期间不宜同时服用温热性药物。 

3.症见腹痛、喜暖、泄泻等脾胃虚寒者慎用。   

4.孕妇慎用，儿童、哺乳期妇女、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应在医师指

导下使用。   

6.疮疖较重或局部变软化脓；扁桃体化脓及全身高热者应到医院就诊。 

7.服药 3 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8.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0.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11.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2.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药物相互

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

师或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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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蒲地蓝消炎片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蒲地蓝消炎片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抗炎消肿。用于疖肿、咽炎、扁桃体炎。 

【规格】每片重 0.73 克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2～3 片，一日 4 次，小儿酌减。 

【不良反应】该制剂有以下不良反应报告：恶心、呕吐、腹胀、腹

痛、腹泻、头晕、乏力等；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 

【禁忌】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2.用药期间不宜同时服用温热性药物。 

3.症见腹痛、喜暖、泄泻等脾胃虚寒者慎用。   

4.孕妇慎用，儿童、哺乳期妇女、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应在医师指

导下使用。   

6.疮疖较重或局部变软化脓；扁桃体化脓及全身高热者应到医院就诊。 

7.服药 3 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8.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0.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11.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2.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药物相互

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

师或药师。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蒲地蓝消炎片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蒲地蓝消炎片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抗炎消肿。用于疖肿、咽炎、扁桃体炎。 

【规格】每片重 0.31 克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5～8 片，一日 4 次，小儿酌减。 

【不良反应】该制剂有以下不良反应报告：恶心、呕吐、腹胀、腹

痛、腹泻、头晕、乏力等；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 

【禁忌】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2.用药期间不宜同时服用温热性药物。 

3.症见腹痛、喜暖、泄泻等脾胃虚寒者慎用。   

4.孕妇慎用，儿童、哺乳期妇女、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应在医师指

导下使用。   

6.疮疖较重或局部变软化脓；扁桃体化脓及全身高热者应到医院就诊。 

7.服药 3 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8.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0.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11.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2.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药物相互

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

师或药师。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2：蒲地蓝消炎胶囊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蒲地蓝消炎胶囊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蒲地蓝消炎胶囊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抗炎消肿。用于疖肿、咽炎、扁桃体炎。 

【规格】每粒装 0.4 克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3～5 粒，一日 4 次，小儿酌减。 

【不良反应】该制剂有以下不良反应报告：恶心、呕吐、腹胀、腹

痛、腹泻、头晕、乏力等；皮疹、瘙痒等过敏反应。 

【禁忌】对本品及所含成份过敏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2.用药期间不宜同时服用温热性药物。 

3.症见腹痛、喜暖、泄泻等脾胃虚寒者慎用。   

4.孕妇慎用，儿童、哺乳期妇女、年老体弱者应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5.有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应在医师指

导下使用。   

6.疮疖较重或局部变软化脓；扁桃体化脓及全身高热者应到医院就诊。 

7.服药 3 天症状无缓解，应去医院就诊。 

8.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9.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10.儿童必须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11.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2.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药物相互

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

师或药师。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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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药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 年 11 月 06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25.html  

各有关单位： 

现停止使用以下化学对照品： 

101361-201501 罗库溴铵 

特此通知。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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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优先审评申请审核工作程序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54      发布日期：20181107 

 

进一步提高审核优先审评申请的效率，即日起我中心对申请人提出的优先审评申请采取即到即

审方式组织专家进行审核，确定优先审评的品种。同时，对拟纳入优先审评的品种不再按批对外发

布公示征求意见，调整为在我中心网站“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期

5 日，欢迎社会各界加强监督。 

              现有按程序组织专家审核后拟纳入优先审评的 17 个品种向社会公示，请社会各界在“拟

优先审评品种公示”栏目下查阅，如有异议请及时提出。 

                         

药品审评中心                          

2018年 11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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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药材停用通知 

 2018 年 11 月 08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32.html    

各有关单位： 

现停止使用以下对照药材 

121133-201303 松叶 

特此通知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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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

第 114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864.html           2018 年 11 月 08 日 发布

为指导和规范抗精神病药物临床试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抗精神病

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14 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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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抗精神病药是指能够缓解精神病性症状并预防精神病性症状复发的一

类药物。依照 DSM‐5 诊断系统，精神分裂症谱系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中的

各种疾病，均可能使用到抗精神病药进行治疗。本指导原则中，抗精神病

药是指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药物。 

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在我国研发的抗精神病创新药，着重对确证性

临床试验设计的考虑要点提出建议，供药物研发的申办者和研究者参考。

与其他各类创新药研发有共性原则的内容，例如临床药理学研究、探索性

临床试验、上市后研究的要求等，未涵盖于本指导原则的范畴。 

应用本指导原则时，还请同时参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ICH）和其他国内外已发布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当前的观点和认识，不具有强制性的

法律约束力。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本指导原则中的相关内容将不断完善

与更新。 

二、基本原则 

与其他创新药一样，抗精神病药的临床研发也应本着“以说明书为目标

导向”的临床研究模式。整个临床研究计划要设定明确的终极目标与清晰的

研究路径，每个具体的临床试验应有明确的研究目的。 

在每个临床试验结束后，应及时进行阶段性获益与风险评估，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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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或继续进行临床研究。 

临床试验应科学地进行设计、实施和分析，保证试验过程规范、结果

科学可靠，并完整真实地呈现在临床试验报告中。 

在设计抗精神病药临床试验时，建议咨询有临床研究经验的精神科临

床专家和统计学专家，讨论确定试验方案。 

三、确证性试验设计考虑要点 

（一）研究目的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原因未明的疾病，由复杂病理机制导致的不同症状

群构成。目前，精神分裂症主要依靠症状学及病程进行诊断，临床治疗也

主要定位在缓解症状。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主要由阳性症状群、阴性症

状群、认知功能障碍、情感症状和兴奋激越等组成，可以某一种为主，也

可多种兼有。 

因此，抗精神病药的确证性临床试验的主要研究目的可以划分为以下

两种情况： 

第一种，证明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整体症状的治疗作用（整体症状并非

指疾病的全部症状，而是指在研究目的中不对症状进行阳性或阴性等的选

择）。同时，根据药理学机制特点，可以将阳性症状、阴性症状或认知功能

障碍作为关键次要研究目的。在证明了药物对整体症状具有治疗作用的基

础上，可以进一步分析是由哪个症状群的改善而主导了治疗作用的产生。 

第二种，证明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某一种或几种症状群（阳性症状、阴

性症状、认知功能障碍、兴奋激越等）的治疗作用。 

依据《精神分裂症防治指南（第二版）》中建议，精神分裂症需要全程

的长期治疗，包括急性期、巩固期（稳定期）和维持期（康复期）。急性期

治疗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精神病性症状和相关症状的严重性；巩固期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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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是采用急性期所用的有效药物和剂量巩固治疗至少６个月，防止

已缓解的症状复发；维持期治疗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症状持续缓解，预防复

发。维持治疗的时间在首发患者至少需要 2年，一次复发的患者需要 3至 5

年，多次复发的患者需要 5年以上甚至终生。 

因此，抗精神病药的确证性临床试验应证明药物在诊疗指南推荐的“全

病程治疗”中能够实现对症状的良好控制，并具有可接受的安全性。试验应

包括证明药物能够缓解症状和药物能够维持疗效两个部分，同时，相应提

供短期安全性和相对长期的安全性证据。原则上，在确证药物能够缓解症

状且短期安全性良好的基础上，还应进一步开展证明药物维持疗效和相对

长期安全性的临床试验。 

（二）受试者 

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受试者。如果研究目的是证明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整

体症状的治疗作用。通常，建议选择初次发作或多次发作、处于急性发作

期且目前未接受抗精神病药治疗的患者。如果必须使用正在接受抗精神病

药治疗的患者，应设计足够时间的导入期对既往药物进行清洗。 

如果研究目的是证明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某一种或几种症状群的治疗作

用。应设计合理的入排标准，筛选符合研究目的的受试者。入排标准的考

虑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病史条件、病程条件、症状严重程度量表评分条件。

如果采用加载试验设计，还应考虑基础治疗药物条件。 

建议采用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

或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诊断系统进行受试人群的筛选。 

建议采用基于 ICD 和 DSM 系统开发的、已被广泛验证的诊断性量表作

为诊断标准化工具，如《DSM精神疾病用临床定式检查》（Structured 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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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for  DSM  Disorders， SCID）或《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 

基于量表评分的严重程度筛选与研究目的相关。如果研究目的是证明

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整体症状的治疗作用，通常，建议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总分≥70分；临床总

体印象量表‐疾病严重程度（Clinical Global Impressions Scale‐Severity，CGI‐S）

评分≥4分。量表单项分的要求可根据研究目的，在试验方案中予以明确规

定。 

如果研究目的是证明药物对精神分裂症某一种或几种症状群的治疗作

用，应根据与研究目的的相关性确定量表中症状群评分标准。通常，建议

PANSS量表中与研究目的相关或相关性强的关键条目的单项评分≥4分，必

要时，与研究目的不相关或相关性弱的关键条目的单项评分≤3分。 

如果选择其他诊断系统、诊断标准化工具、基于量表评分的严重程度

筛选标准等，应在试验方案中阐述依据。 

（三）试验类型 

抗精神病药的确证性临床试验应包括证明药物能够缓解症状和药物能

够维持疗效两个部分。 

1.短程试验 

短程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证明药物缓解症状的作用。观察期（双盲治疗

期）通常需要至少 6周。 

2.长程试验 

长程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证明药物维持疗效的作用。通常，长程试验有

以下两种设计方法： 

平行对照试验：可以是短程试验的延续。观察期通常不少于 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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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撤药试验：随机撤药试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所有受试者均服用试验药物，采用开放、非对照设计，建

议持续治疗 12周（包括滴定导入期和至少 6至 8周的剂量稳定期）。 

第二阶段：符合要求的受试者进入双盲期，随机分入试验药组或安慰

剂组，观察两组的复发情况。受试者持续接受治疗直至达到预先规定的复

发标准或研究结束标准，如在观察到多少起复发事件之后结束试验或期中

分析结果阳性（试验药组优于安慰剂组）的情况下结束试验。 

从稳定期进入双盲期时，受试者须符合以下标准：稳定期内剂量无变

化，或者剂量变化在方案事先规定的允许范围内；没有复发事件；PANSS

总分<70（根据研究目的允许相应调整）；和/或 PANSS 量表中与研究目的相

关或相关性强的症状群的单项评分≤3分（根据研究目的允许相应调整）。 

本指导原则中建议的观察期并非强制规定的截止时间点，建议根据药

物特征和研究目的，确定合理的观察期，并在试验方案中阐述依据。 

（四）评估指标 

目前，无论是在临床诊疗中还是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对精神分裂症严

重程度及抗精神病药疗效的评估尚缺乏可靠的客观指标。使用经过验证的

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量表是目前通行的评估方法。 

PANSS可以区别精神分裂症的各个症状群，不仅能够评估精神分裂症整

体症状及其严重程度的改善，也可以评估各个症状群及其严重程度的改善，

具有症状严重程度的详细操作标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是抗精神病药研

发中应用最广泛的量表。目前，建议在抗精神病药的确证性临床试验中采

用 PANSS 作为疗效指标评估工具，包括主要疗效指标，以及以症状群为对

象的次要疗效指标。 

次要疗效指标的评估工具，包括临床总体印象量表、认知功能评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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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功能评价量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社会经济学评价量表等。在试

验方案中，应阐述所选择的量表的合理性依据。 

通常，建议以试验观察终点相对于基线的主要疗效指标（量表评分）

的变化值作为最主要的统计学分析对象，其统计学分析结果作为评价药物

疗效的最主要的依据。在以药物的维持疗效为研究目的的长程试验中，根

据试验设计，可以采用短程试验主要疗效指标的延续观察或者采用复发相

关指标作为主要疗效指标。 

有效率、缓解率和复发（复燃）率作为人群获益的指标，在药品上市

后的临床诊疗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参照意义。因此，基于主要疗效指

标（量表评分）计算所得的有效率、缓解率和复发（复燃）率通常作为关

键次要疗效指标，是评价药物疗效的支持性依据。 

有效指治疗后症状减轻，代表出现了有临床意义的疗效。通常，以主

要疗效指标（量表评分）变化率≥50%来定义。 

缓解是指治疗后症状几乎完全消失或完全消失。缓解至少包括两个维

度：症状维度和时间维度，即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并且，能够维持一段

时间（通常为 6个月）。 

复发是指在经过一段没有或几乎没有症状的时间后，主要精神病性症

状的重新出现。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复发能够较全面和确切的反映疾病与

药物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复燃是指本次发作时的症状在停止药物治疗后

即刻或几乎即刻再次出现或加重，通常用于描述用药时间过短（相对不当

的治疗行为）以至于症状未达到良好控制的情况。无论是复发还是复燃都

是具有临床意义的指标，可以根据药物特点和研究目的进行选择，需在试

验方案中阐述合理依据并给出明确的量化标准。 

复发时间指自症状缓解后记录到首个复发事件之间的时间。在随机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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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试验中，指自随机分组至双盲期治疗中记录到首个复发事件之间的时间。

试验方案中应对复发事件及复发给出明确的可操作性的量化标准，如：复

发是指出现以下任一情况：住院治疗（复发前未住院，由于精神分裂症症

状恶化而住院）；增加门诊就诊频率或需要紧急干预；需要改变治疗方案；

出现有临床意义的异常行为，如伤人、自杀或自伤等；PANSS总分及单项分

的变化（应给出量化标准）。 

目前没有统一的对于精神分裂症有效（率）、缓解（率）、复发（率）、

复燃（率）、复发时间等指标的量化标准。建议进行充分调研和文献汇总，

结合临床经验与专家共识，确定明确的可操作性的量化标准，在试验方案

中进行阐述，并提供依据。 

抗精神病药常见的安全性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锥体外系反应、心血管

安全性风险、自杀风险、体重与代谢异常、性功能障碍、恶性综合征、中

枢神经系统症状、血液学异常等。在临床试验中，建议对已知安全性风险

进行监测，同时，根据药物药理学机制及受试者特征，对潜在的其他安全

性风险进行监测。 

（五）对照药 

建议根据研究目的、试验设计类别、评估指标等合理选择对照药。如

果采用优效设计，对照药可以是阳性药或安慰剂。如果采用非劣效设计，

对照药应包括阳性药和安慰剂，即三臂试验。在三臂试验中，安慰剂可以

作为内部质量控制的标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通常，阳性对照药建议选择药理学机制相似的药物。全新靶点/机制药

物的试验，可以选择国内已上市的、临床应用广泛的、有循证证据的安全

有效治疗药物作为阳性对照药。如有原研药品，建议作为首选。 

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应严格执行试验方案规定的退出与终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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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地降低受试者风险。必要时，可考虑在严密管理与监测的精神科

病房内开展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 

（六）合并治疗 

建议对临床试验中的合并用药进行明确严格的规定。对于允许使用的

合并用药，无论是试验前即可服用还是试验中允许服用的，均应明确其使

用条件，列出可接受的剂量范围及使用期限。 

心理咨询、康复治疗和物理治疗等是精神科临床中常见的辅助治疗方

式。这些方式本身可能对缓解症状有所助益，也可能会增加安慰剂效应，

从而影响对试验药物安全有效性的客观评价，特别是当这些方式的运用在

各个研究中心间不统一时。建议根据药物特征及治疗定位，预先在试验方

案中明确规定是否允许使用辅助治疗方式，并对试验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辅

助治疗方式进行详细记录，在试验结果分析时，讨论其对药物安全有效性

评价的影响。 

（七）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计划中应清晰描述主要指标和次要指标的定义，包括具体观

察和测量的方法、观察时点、指标属性。如果主要指标需要通过计算得到，

则需给出相应的计算公式。 

临床试验的分析数据集一般包括意向治疗分析（ Intention  to  Treat 

Analysis，ITT）/全分析集（Full Analysis Set，FAS）、符合方案集（Per Protocol 

Set，PPS）、安全性数据集（Safety  Set，SS）。通常，建议同时采用 FAS 和

PPS进行主要疗效指标的统计分析，且要求对二者的结论进行比较分析。 

安全性分析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受试者的主诉、症状、体征以及实验室

检查结果等。建议对不良事件采用统一的编码词典进行编码，比如药事管

理的标准医学术语集（Medical Dictionary for Regulatory Activities，Med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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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良事件的分析，应按事件发生的频数、频次和发生率描述，进行组间

发生率的比较。 

期中分析的时点、具体实施方式和所采用的 α 消耗函数等应当事先制

订计划并在试验方案中阐明。对于确证性临床试验，原则上不得进行计划

外期中分析。 

四、特殊考虑 

（一）特殊人群试验 

1.老年人群 

老年患者的药代动力学和/或药效学特性有可能与成人患者存在差异。

老年患者的给药剂量，需有可靠的研究数据予以支持。 

建议根据药物特点、治疗定位和人群特征等，考虑在抗精神病药的临

床试验中纳入部分老年患者或者单独开展老年患者（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定

义为≥65岁）临床试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儿科人群 

精神分裂症起病于青壮年。在儿童中患病率低，症状不典型，确诊难

度大。因此，不建议在≤12 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开展抗精神病药的临床

试验。 

应首先在成人中开展确证性临床试验，证明抗精神病药治疗成人精神

分裂症安全有效，之后，可以考虑扩展抗精神病药的适应症范围至儿科人

群，具体方法参考相关指导原则。不建议在缺乏成人安全有效性数据时，

直接在儿科人群中开展抗精神病药临床试验。由于筛选标准、评价标准及

安全性监测等方面难以达到充分一致，不建议在成人确证性临床试验中同

时纳入儿科人群患者。 

在儿科人群中开展抗精神病药的临床试验时，应首先评估儿科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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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与成人的相似性，考虑儿科人群中存在的一些与年龄相关的症状

特点。 

儿科人群的自杀风险是已知的精神科药物安全性风险之一，在抗精神

病药临床试验中应重视对儿科人群自杀风险的监测。 

儿科人群的表达能力和对病症的理解程度不如成人，在进行信息收集

和报告时，应采用适宜的交流手段和评估工具，如专为儿科人群开发的评

估量表。 

（二）数据和安全监察 

临床试验数据监察委员会（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DMC）也称为

数据和安全监察委员会（DSMB；DSMC），由一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

的与试验无任何利益关系的专业人员组成，定期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评价。

其职责是：确保受试者安全和利益；确保试验数据的完整性和可信性；及

时、准确地将试验结果反馈到申办方。 

精神疾病患者往往属于弱势群体，为了保证受试者的权益，同时，为

了确保试验数据的完整性和可信性，建议在抗精神病药的临床试验中建立

DMC。 

（三）客观检测指标的应用 

鉴于精神分裂症病生理特征的复杂性，迄今为止，还没有用于精神分

裂症筛查或症状评估的客观检测指标被广泛认可或被推荐使用在药物临床

试验中。但是，相关研究与探索已在逐步开展，比如药物基因组学、生物

标志物、神经影像学、微生物学、神经免疫等。 

随着知识与技术的进步，在有合理依据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在抗精神

病药临床研发中纳入生物标记物等客观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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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

（2018年第 115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865.html          2018 年 11 月 08 日 发布 

为指导和规范双相障碍治疗药物临床试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双相

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15 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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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	

 

一、概述  

本指导原则主要适用于在我国研发的创新的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着重

对确证性临床试验设计的考虑要点提出建议，供药物研发的申办者和研究

者参考。有关创新药研发共性原则的内容，例如临床药理学研究、探索性

临床试验、上市后研究的要求等，未涵盖于本指导原则的范畴。 

应用本指导原则时，请同时参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GCP）、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ICH）和其他国内外已发布的相关技术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仅代表药品监管部门当前的观点和认识，不具有强制性的

法律约束力。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本指导原则中的相关内容将不断完善

与更新。 

二、基本原则 

与其他创新药一样，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研发也应本着“以说明

书为目标导向”的临床研究模式。整个临床研究计划要设定明确的终极目

标与清晰的研究路径，每个具体的临床试验应有明确的研究目的。 

在每个临床试验结束后，应及时进行阶段性获益与风险评估，以决定

终止或继续进行临床研究。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 
 

临床试验应科学地进行设计、实施和分析，保证试验过程规范、结果

科学可靠，并完整真实地呈现在临床试验报告中。 

在设计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时，建议咨询有临床研究经验的

精神科临床专家和统计学专家，讨论确定试验方案。 

三、确证性试验设计考虑要点 

（一）研究目的 

双相障碍（Bipolar  Disorder，BD），又称双相情感障碍，一般是指既

有躁狂或轻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一类疾病。躁狂发作时，主要表现

为情感高涨，兴趣和动力增加，言语行为增多等；抑郁发作时，主要表现

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思维行为迟滞等；也可表现为混合特征。部分患

者伴发精神病性症状、焦虑症状、躯体化症状等。 

双相障碍一般呈发作性病程，躁狂和抑郁常反复循环、交替往复或不

规则等多样形式出现，也可混合存在。通常，躁狂发作持续 1周以上，抑

郁发作持续 2周以上。双相障碍遵循“全病程治疗”原则，包括急性期、巩

固期和维持期。急性期的治疗目标是尽快控制发作相症状，争取病情完全

缓解；巩固期的治疗目标是保持急性期主要治疗药物的种类、剂量、用法

不变，促使病情持续缓解；维持期的治疗目标是防止疾病复发。通常，急

性期治疗持续 6至 8周；抑郁发作的巩固期治疗持续 4至 6个月，躁狂或

混合发作的巩固期治疗持续 2至 3个月；维持期治疗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和

发作特点等决定。 

目前，治疗双相障碍的药物主要包括心境稳定剂、抗精神病药和抗抑

郁药。通常认为，单药治疗或联合用药均可作为双相障碍患者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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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稳定剂和具有心境稳定作用的抗精神病药作为双相障碍的基础治疗

药物。根据临床治疗需求，允许其他药物作为增效治疗药物联合用药，比

如，抗抑郁药联合心境稳定剂用于双相障碍抑郁发作。 

综上，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确证性临床试验的研究目的可以划分为以

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证明单药（试验药）对双相障碍双相发作（躁狂发作和抑郁

发作）均具有治疗作用。 

第二种，证明单药（试验药）对双相障碍单相发作（躁狂发作或抑郁

发作）具有治疗作用。 

第三种，证明联合用药（试验药与基础治疗药物合用）对双相障碍双

相发作（躁狂发作和抑郁发作）均具有治疗作用。 

第四种，证明联合用药（试验药与基础治疗药物合用）对双相障碍单

相发作（躁狂发作或抑郁发作）具有治疗作用。 

原则上，四种情况均需要在确证药物缓解发作相急性期症状且短期安

全性良好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证明药物预防双相障碍反复发作和相对长

期安全性的临床试验。 

药物对轻躁狂的治疗作用可通过对躁狂的治疗作用外推获得。对轻躁

狂的治疗作用不作为独立研究目的。 

（二）受试者 

建议采用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

或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诊断系统进行受试人群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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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用基于 ICD 和 DSM 系统开发的、已被广泛验证的诊断性量表

作为诊断标准化工具，如《DSM 精神疾病用临床定式检查》（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 Disorders，SCID）或《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 

基于 DSM‐5诊断系统，存在双相 I型障碍和双相 II型障碍两种常见的

双相障碍分型。双相 I型障碍是指至少包括一次躁狂发作，常伴有一次或

多次抑郁发作。双相 II型障碍是指至少包括一次抑郁发作和一次轻躁狂发

作，从未有过躁狂发作。 

在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确证性临床试验中，应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受试

者。如果研究目的是证明药物对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的治疗作用，可以选择

双相 I型抑郁发作或双相 II型抑郁发作的患者。如果研究目的是证明药物

对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治疗作用，应选择双相 I型躁狂发作的患者。 

基于量表评分的严重程度筛选与研究目的相关。如果研究目的是证明

药物对双相障碍抑郁发作的治疗作用，通常建议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 项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HAMD‐17）评分≥18分，或蒙哥

马利‐艾斯伯格抑郁量表（Montgomery–Åsberg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MADRS）评分≥22 分。如果研究目的是证明药物对双相障碍躁狂发作的

治疗作用，通常建议 Young躁狂量表（Young Mania Rating Scale）评分≥

20分。   

如果选择其他诊断系统、诊断标准化工具、基于量表评分的严重程度

筛选标准等，应在试验方案中阐述依据。 

（三）试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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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确证性临床试验应包括证明药物能够缓解发作

相急性期症状和药物能够预防双相障碍反复发作两个部分。 

1.短程试验 

短程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证明药物缓解发作相急性期症状的作用。如果

研究目的是针对躁狂发作，观察期（双盲治疗期）通常不少于 4周；如果

研究目的是针对抑郁发作，观察期（双盲治疗期）通常不少于 6周。   

2.长程试验 

长程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证明药物预防双相障碍反复发作的作用。通常，

长程试验有以下两种设计方法： 

平行对照试验：可以是短程试验的延续。如果研究目的针对躁狂发作，

观察期通常不少于 8周；如果研究目的针对抑郁发作，观察期通常不少于

16周。 

随机撤药试验：随机撤药试验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所有受试者均服用试验药物，采用开放、非对照设计，建

议持续治疗 6至 8周（包括滴定导入期和至少 4至 6周的剂量稳定期）。 

第二阶段：符合要求的受试者进入双盲期，随机分入试验药组或安慰

剂组，观察两组的复发情况。受试者持续接受治疗直至达到预先规定的复

发标准或研究结束标准，如在观察到多少起复发事件之后结束试验或期中

分析结果阳性（试验药组优于安慰剂组）的情况下结束试验。 

本指导原则中建议的观察期并非强制规定的截止时间点，建议根据药

物特征和研究目的，确定合理的观察期，并在试验方案中阐述依据。 

（四）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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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论是在临床诊疗中还是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对双相障碍严重

程度及药物疗效的评估尚缺乏可靠的客观指标。使用经过验证的具有良好

信效度的量表是目前通行的评估方法。 

目前，建议在双相障碍药物临床试验中采用 Young躁狂量表作为躁狂

发作主要疗效指标评估工具，采用 HAMD或 MADRS作为抑郁发作主要疗

效指标评估工具。 

根据研究目的、药物特征和适应症特点等，可以选择其他量表作为次

要疗效指标评估工具，如临床总体印象量表、焦虑评价量表、性功能评价

量表、生活质量评价量表、社会经济学评价量表等。在试验方案中，应阐

述所选择的量表的合理性依据。 

通常，建议以试验观察终点相对于基线的主要疗效指标（量表评分）

的变化值作为短程试验 主要的统计学分析对象，其统计学分析结果作为

评价药物急性期疗效的 主要的依据。在以药物的维持疗效为研究目的的

长程试验中，根据试验设计，可以采用短程试验主要疗效指标的延续观察

或者采用复发相关指标作为主要疗效指标。 

有效率、缓解率和复发（复燃）率作为人群获益的指标，在药品上市

后的临床诊疗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参照意义。因此，基于主要疗效指

标（量表评分）计算所得的有效率、缓解率和复发（复燃）率通常作为关

键次要疗效指标，是评价药物疗效的支持性依据。 

有效是指治疗后症状减轻，代表出现了有临床意义的疗效。通常，以

主要疗效指标（量表评分）变化率≥50%来定义。 

缓解是指治疗后症状几乎完全消失或完全消失。通常以主要疗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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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评分）达到某个数值来定义，如 Young 躁狂量表评分≤5 分；

HAMD‐17 评分≤7分或 MARDS评分≤12分。 

复发是指在经过一段没有或几乎没有症状的时间后，主要精神病性症

状的重新出现。在药物临床试验中，复发能够较全面和确切的反映疾病与

药物治疗效果之间的关系。复燃是指本次发作时的症状在停止药物治疗后

即刻或几乎即刻再次出现或加重，通常用于描述用药时间过短（相对不当

的治疗行为）以至于症状未达到良好控制的情况。无论是复发还是复燃都

是具有临床意义的指标，可以根据药物特点和研究目的进行选择，需在试

验方案中阐述合理依据并给出明确的量化标准。 

转相是指处于抑郁/躁狂相发作的患者在治疗（包括药物或其他物理

治疗）期间出现符合躁狂或轻躁狂/抑郁发作的症状，符合症状及病程标

准，并且症状持续时间超过了抑郁/躁狂相治疗药物的效应持续时间。 

目前没有统一的对于双相障碍有效（率）、缓解（率）、复发（率）、

复燃（率）、转相（率）等指标的量化标准。建议进行充分调研和文献汇

总，结合临床经验与专家共识，确定明确的可操作性的量化标准，在试验

方案中进行阐述，并提供依据。 

双相障碍治疗药物常见的安全性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自杀风险、体重

与代谢异常、锥体外系反应、心血管安全性风险、性功能障碍、中枢神经

系统症状、血液学异常、撤药现象和药物依赖性等。在临床试验中，建议

对已知安全性风险进行监测，同时，根据药物药理学机制及受试者特征，

对潜在的其他安全性风险进行监测。 

（五）对照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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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根据研究目的、试验设计类别、评估指标等合理选择对照药。如

果采用优效设计，对照药可以是阳性药或安慰剂。如果采用非劣效设计，

对照药应包括阳性药和安慰剂，即三臂试验。在三臂试验中，安慰剂可以

作为内部质量控制的标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通常，阳性对照药建议选择药理学机制相似的药物。全新靶点/机制

药物的试验，可以选择国内已上市的、临床应用广泛的、有循证证据的安

全有效治疗药物作为阳性对照药。如有原研药品，建议作为首选。 

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应严格执行试验方案规定的退出与终止程序，

大程度地降低受试者风险。必要时，可考虑在严密管理与监测的精神科

病房内开展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 

（六）合并治疗 

建议对临床试验中的合并用药进行明确严格的规定。对于允许使用

的合并用药，无论是试验前即可服用还是试验中允许服用的，均应明确

其使用条件，列出可接受的剂量范围及使用期限。 

心理咨询、支持性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等是精神科临床治疗中常见的辅

助治疗方式。改良电抽搐治疗（Modified Electronconvulsive Therapy，MECT）

等物理治疗，以及光照治疗、音乐疗法、运动疗法、针灸等其他治疗方法

也已在临床上广泛使用或开始使用（有些治疗尚未获批适应症）。这些方

式本身可能对缓解症状有所助益，也可能会增加安慰剂效应，从而影响对

试验药物安全有效性的客观评价，特别是当这些方式的运用在各个研究中

心间不统一时。建议根据药物特征及治疗定位，预先在试验方案中明确规

定是否允许使用辅助治疗方式，并对试验过程中发生的所有辅助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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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详细记录，在试验结果分析时，讨论其对药物安全有效性评价的影响。 

（七）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计划中应清晰描述主要指标和次要指标的定义，包括具体观

察和测量的方法、观察时点、指标属性。如果主要指标需要通过计算得到，

则需给出相应的计算公式。 

临床试验的分析数据集一般包括意向治疗分析（Intention  to  Treat 

Analysis，ITT）/全分析集（Full Analysis Set，FAS）、符合方案集（Per Protocol 

Set，PPS）、安全性数据集（Safety Set，SS）。通常，建议同时采用 FAS和

PPS 进行主要疗效指标的统计分析，且要求对二者的结论进行比较分析。 

安全性分析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受试者的主诉、症状、体征以及实

验室检查结果等。建议对不良事件采用统一的编码词典进行编码，比

如药事管理的标准医学术语集（Medical  Dictionary  for  Regulatory 

Activities，MedDRA）。对不良事件的分析，应按事件发生的频数、频

次和发生率描述，进行组间发生率的比较。 

期中分析的时点、具体实施方式和所采用的 α 消耗函数等应当事先制

订计划并在试验方案中阐明。对于确证性临床试验，原则上不得进行计划

外期中分析。 

四、特殊考虑 

（一）特殊人群试验 

1.高龄/老年人群 

50 岁后首发的双相障碍、双相障碍患者进入老龄、继发于躯体疾病

或物质依赖等的老年期双相障碍在临床中并不少见。建议根据临床需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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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特点等，考虑在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中纳入部分高龄/老年

人群或者单独开展高龄/老年人群临床试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高龄/老年患者的药代动力学和/或药效学特性有可能与年轻成人患

者存在差异。高龄/老年患者的给药剂量，需有可靠的研究数据予以支持。 

2.儿科人群 

双相障碍主要发病于成人早期。在儿童中，特别是低龄儿童中患病率

低，症状不典型，确诊难度大。因此，不建议在＜6岁的儿科人群中开展

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 

应首先在成人中开展确证性临床试验，证明药物治疗成人双相障碍安

全有效，之后，可以考虑扩展适应症范围至儿科人群，具体方法参考相关

指导原则。不建议在缺乏成人安全有效性数据时，直接在儿科人群中开展

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由于筛选标准、评价标准及安全性监测等

方面难以达到充分一致，不建议在成人确证性临床试验中同时纳入儿科人

群患者。 

在儿科人群中开展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时，应首先评估儿科

人群的临床表现与成人的相似性，考虑儿科人群中存在的一些与年龄相关

的症状特点。 

儿科人群的自杀风险是已知的精神科药物安全性风险之一，在双相障碍

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中应重视对受试者自杀风险的监测。 

儿科人群的表达能力和对病症的理解程度不如成人，在进行信息收集

和报告的时候，应采用适宜的交流手段和评估工具，如专为儿科人群开发

的评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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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效治疗试验 

增效治疗（Augmentation  Treatment）是指使用一种药物增强另一种

药物的疗效，仅在使用基础治疗药物后症状缓解不充分时采用。通常，增

效药物单独用于双相障碍治疗时不产生有临床意义的症状改善或无法满

足治疗要求。 

在增效治疗试验中，应纳入对基础治疗药物部分有效的患者，而不应

纳入完全无效的患者。在试验方案中需对“部分有效”的判定标准进行明确

规定，并提供依据。 

通常，在平行对照的增效治疗试验中，受试者在接受开放的基础治疗

药物的同时，随机接受试验药（增效治疗药物）或安慰剂治疗。在证明预

防复发疗效的随机撤药试验中，受试者在接受开放的基础治疗药物联合增

效治疗药物治疗达到疗效稳定后，随机接受基础治疗药物或继续保持稳定

时的联合治疗方案。 

（三）数据和安全监察 

临床试验数据监察委员会（Data Monitoring Committee，DMC）也称

为数据和安全监察委员会（DSMB；DSMC），由一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

经验的与试验无任何利益关系的专业人员组成，定期对试验数据进行分析

评价。其职责是：确保受试者安全和利益；确保试验数据的完整性和可信

性；及时、准确地将试验结果反馈到申办方。 

精神疾病患者往往属于弱势群体，为了保证受试者的权益，同时，为

了确保试验数据的完整性和可信性，建议在创新的双相障碍治疗药物的临

床试验中建立 D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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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观检测指标的应用 

鉴于双相障碍病生理特征的复杂性，迄今为止，还没有用于双相障碍

筛查或症状评估的客观检测指标被广泛认可或被推荐使用在药物临床试

验中。但是，相关研究与探索已在逐步开展，比如药物基因组学、生物标

志物、神经影像学、微生物学、神经免疫等。 

随着知识与技术的进步，在有合理依据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在双相障

碍治疗药物的临床研发中纳入生物标记物等客观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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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的公告（2018年第 85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1889.html           2018 年 11 月 08 日 发布

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

定对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增加警示语，并对【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项进

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祖师麻注射液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

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9 年 1 月

5 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祖师麻注射液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

做好祖师麻注射液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指导医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应当仔细阅读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药时，应当

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 

四、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的相关药品生产企业按要求做好祖师

麻注射液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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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祖师麻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警示语应增加以下内容： 

本品有严重过敏反应病例报告，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用

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二、【不良反应】项应增加以下内容： 

上市后监测数据显示本品可见以下不良反应： 

过敏反应：皮肤潮红、皮疹、瘙痒、呼吸困难、心悸、紫绀、血压下

降、过敏性休克等。 

呼吸系统：胸闷、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等。 

皮肤：皮疹、瘙痒、皮肤潮红等。 

全身：寒战、畏寒、发热、疼痛、四肢发冷等。 

用药部位：疼痛、红肿、屈伸不利等。 

其他：头晕、恶心、呕吐、心悸、多汗等。 

三、【禁忌】项应增加以下内容： 

1．对本品或含有黄瑞香根皮和茎皮制剂及成份中所列辅料过敏或有严

重不良反应病史者禁用。 

2．本品含苯甲醇，禁止用于儿童肌肉注射。 

四、【注意事项】项应增加以下内容： 

1．本品有严重过敏反应病例报告，应在有抢救条件的医疗机构使用，

使用者应接受过过敏性休克抢救培训，用药后出现过敏反应或其他严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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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须立即停药并及时救治。 

2．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规定的功能主治使用，禁止超功能主治用药。 

3．严格按照药品说明书推荐的用法用量使用，不超剂量、不长期连续

用药，禁止静脉给药等。 

4．用药前应仔细询问过敏史，对过敏体质者应慎用。 

5．本品保存不当可能会影响药品质量，用药前应认真检查本品，发现

药液出现浑浊、沉淀、变色、结晶等药物性状改变以及瓶身有漏气、裂纹

等现象时，均不得使用。 

6．本品应单独使用，严禁与其他药品混合配伍使用。 

7．对老年人、肝肾功能异常患者等特殊人群和初次使用中药注射剂的

患者应慎重使用，加强监测。 

8．加强用药监测。发现异常，立即停药，采用积极救治措施，救治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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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情况的公告（2018年第

86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1862.html           2018 年 11 月 08 日 发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新收到的7个已完成临床试验申报生产的药品注册申请

（见附件）进行临床试验数据核查。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核查前，药品注册申请人自查发现药物临床试验数

据存在真实性问题的，应主动撤回注册申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其名单，不追究

其责任。 

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将在其网站公示现场核查计

划，并通知药品注册申请人及其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公示 10 个工作日后该中心

将通知现场核查日期，不再接受药品注册申请人的撤回申请。 

三、对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现场核查中发现数据造假的申请人、药物临床试验责任人

和管理人、合同研究组织责任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依法严肃处理。 

 

特此公告。 

 

附件：7 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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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个药物临床试验数据自查核查注册申请清单 

序号 省份 受理号 药品名称 申报人 分类 

1  江苏    CYHS1700658  盐酸艾司氯胺酮注射液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2  江苏    CYHS1700285  奥美拉唑干混悬剂（Ⅱ）  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南京海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3  江苏    CYHS1700286  奥美拉唑干混悬剂（Ⅰ）  南京海纳制药有限公司；南京海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 

4  安徽  CYHS1390039  依非韦伦片  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5  安徽  CYHS1390040  依非韦伦片  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6  安徽  CYHS1390041  依非韦伦片  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 

7  甘肃  CYSB1700221  注射用 A型肉毒毒素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补充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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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年第十一期） 

 2018 年 11 月 08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31.html    

现发布 2018 年第十一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 47 个即将换批品种的预计

上市时间、47 个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和 2 个停用品种名单，详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11613 硫酸亚铁 111613-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2 111612 硫酸亚铁铵 111612-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3 111866 大戟二烯醇 111866-201805 2018 年第 4季度 

4 120976 山豆根 120976-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5 111780 朝藿定 C 111780-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6 121439 土茯苓 121439-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7 121374 叶下珠 121374-201802 2018 年第 4季度 

8 121066 牛膝 121066-201809 2018 年第 4季度 

9 121021 委陵菜 121021-201803 2018 年第 4季度 

10 121289 余甘子 121289-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11 121481 椿皮 121481-201805 2018 年第 4季度 

12 121033 续断（川续断） 121033-201812 2018 年第 4季度 

13 111927 异钩藤碱 111927-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14 121345 艾叶 121345-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15 121466 菝葜 121466-201804 2018 年第 4季度 

16 130608 
阿莫西林系统适用性对

照品 
130608-201804 2019 年第 1季度 

17 110740 秦皮甲素 110740-201806 2019 年第 1季度 

18 610005 
有机氯农药混合对照品

溶液 
610005-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19 121346 鸦胆子 121346-201703 2019 年第 1季度 

20 100936 普伐他汀四甲基丁胺 100936-201803 2019 年第 1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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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10713 盐酸小檗碱 110713-201814 2019 年第 1季度 

22 100722 4-异丁基乙酰苯 100722-201804 2019 年第 1季度 

23 110888 环维黄杨星 D 110888-201804 2019 年第 1季度 

24 140704 琥珀酰明胶 140704-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25 100170 左旋多巴 100170-201805 2019 年第 1季度 

26 100062 维生素 E 100062-201811 2019 年第 1季度 

27 130619 
头孢噻肟系统适用性对

照品 
130619-201803 2019 年第 1季度 

28 130520 头孢地嗪 130520-201803 2019 年第 1季度 

29 130484 头孢他啶 130484-201806 2019 年第 1季度 

30 100317 倍他环糊精 100317-201804 2019 年第 1季度 

31 100571 来氟米特 100571-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32 111835 反式茴香脑 111835-201804 2019 年第 1季度 

33 100565 美沙拉嗪 100565-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34 130422 克林霉素 130422-201807 2019 年第 1季度 

35 130375 制霉菌素 130375-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36 130344 制霉素 130344-201703 2019 年第 1季度 

37 130453 依诺沙星 130453-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38 121325 冬凌草 121325-201703 2019 年第 1季度 

39 120958 墨旱莲 120958-201708 2019 年第 1季度 

40 121105 麦芽 121105-201808 2019 年第 1季度 

41 121162 翻白草 121162-201704 2019 年第 1季度 

42 121363 肉桂 121363-201703 2019 年第 1季度 

43 121594 淡豆豉 121594-201804 2019 年第 1季度 

44 140631 鸟嘌呤 140631-201807 2019 年第 1季度 

45 121614 紫苏子 121614-201803 2019 年第 1季度 

46 120947 防风 120947-201810 2019 年第 1季度 

47 100947 长春西汀 100947-201804 2019 年第 1季度 

 

表 2 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11613 硫酸亚铁 111613-200301 2019-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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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612 硫酸亚铁铵 111612-200301 2019-03-24 

3 111866 大戟二烯醇 111866-201704 2019-03-25 

4 120976 山豆根 120976-200503 2019-03-26 

5 111780 朝藿定 C 111780-201503 2019-03-26 

6 121439 土茯苓 121439-201102 2019-03-26 

7 121374 叶下珠 121374-200401 2019-03-26 

8 121066 牛膝 121066-201508 2019-03-26 

9 121021 委陵菜 121021-200002 2019-03-26 

10 121289 余甘子 121289-201403 2019-03-26 

11 121481 椿皮 121481-201304 2019-03-26 

12 121033 续断（川续断） 121033-201311 2019-03-26 

13 111927 异钩藤碱 111927-201403 2019-03-26 

14 121345 艾叶 121345-201403 2019-03-26 

15 121466 菝葜 121466-201403 2019-03-26 

16 130608 阿莫西林系统适用性对照品 130608-201403 2019-04-07 

17 110740 秦皮甲素 110740-200405 2019-04-07 

18 610005 有机氯农药混合对照品溶液 610005-201501 2019-04-08 

19 121346 鸦胆子 121346-201402 2019-04-08 

20 100936 普伐他汀四甲基丁胺 100936-201502 2019-04-08 

21 110713 盐酸小檗碱 110713-201613 2019-04-08 

22 100722 4-异丁基乙酰苯 100722-201203 2019-04-08 

23 110888 环维黄杨星 D 110888-200503 2019-04-08 

24 140704 琥珀酰明胶 140704-200401 2019-04-08 

25 100170 左旋多巴 100170-200303 2019-04-08 

26 100062 维生素 E 100062-201110 2019-04-09 

27 130619 头孢噻肟系统适用性对照品 130619-201402 2019-04-09 

28 130520 头孢地嗪 130520-200902 2019-04-09 

29 130484 头孢他啶 130484-201205 2019-04-09 

30 100317 倍他环糊精 100317-201203 2019-04-09 

31 100571 来氟米特 100571-200601 2019-04-09 

32 111835 反式茴香脑 111835-201503 2019-04-13 

33 100565 美沙拉嗪 100565-200701 2019-04-14 

34 130422 克林霉素 130422-201306 2019-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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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30344 制霉素 130344-201002 2019-04-14 

36 130453 依诺沙星 130453-19901 2019-04-16 

37 121325 冬凌草 121325-201102 2019-04-17 

38 120958 墨旱莲 120958-201407 2019-04-17 

39 121105 麦芽 121105-201607 2019-04-17 

40 121162 翻白草 121162-201103 2019-04-17 

41 121363 肉桂 121363-201102 2019-04-17 

42 121594 淡豆豉 121594-201403 2019-04-21 

43 140631 鸟嘌呤 140631-201606 2019-04-21 

44 121614 紫苏子 121614-201302 2019-04-21 

45 120947 防风 120947-201409 2019-04-21 

46 100947 长春西汀 100947-201203 2019-04-22 

47 100468 替加氟 100468-200401 2019-01-04 

 

表 3 ：近期停用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1 140697 脑蛋白水解物 140697-201805 2018.10.18 

2 100362 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 100362-201202 2018.10.9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 新批次标准物质（一

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不再对其进行质量监测，

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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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关于修订含可待因感冒药说明书的公告（2018年第 63

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1917.html           2018 年 11 月 09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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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药监药管〔2018〕43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2114.html           2018 年 11 月 13 日 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为进一步规范《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的办理，为我国药品出口提供便利和服务，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省（区、市）局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

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8〕45

号）和本通知要求，完善内部申请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积极推行网上受理和出证，

为出口企业提供便利。信息化条件成熟的，可视情况逐步以电子提交代替纸质复印件申

报。 

二、国家局将建设统一的药品出口销售证明信息管理系统。在该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前，各省（区、市）局通过药品生产和监管信息直报系统上传出证数据信息，包含证明

文件原件（pdf 文件格式）。信息管理系统上线后，按系统要求传送出证数据信息。 

三、关于本规定第四条中“与我国有相关协议的国际组织提供的相关品种证明文件”，

由国家局提出审核意见。各省（区、市）局可依据国家局审核意见予以办理。 

四、请各地对出口药品生产企业加强监管，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严格把握

检查标准和尺度，重点关注企业执行供应商审计和落实数据可靠性要求的情况。各地为

企业提供出证服务的同时，督促企业持续合规生产；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及时采取措施。 

五、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出具“药品销

售证明书”若干管理规定〉的通知》（国药监安〔2001〕225 号）同时废止。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9 日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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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的办理，为我国药品出

口提供便利和服务，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已批准上市药品的出口，国务院有关部门限

制或者禁止出口的药品除外。 

对于与已批准上市药品的未注册规格（单位剂量），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药品生产企业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生产的，也可适用本

规定。 

对于未在我国注册的药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按照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生产的，且符合与我国有相关协议的国际组织

要求的，也可适用本规定。 

出具《药品出口销售证明》是根据企业申请，为其药品出口提供便利

的服务事项。 

第三条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药品出口销售证明》出具办理工作（已批准上市的药品的式样见附件 1，

已批准上市药品的未注册规格的式样见附件 2，未在我国注册的药品的式样

见附件 3）。 

第四条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办理药品出口销售证明

的，应当向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申请表》

（式样见附件 4）。 

对于已批准上市的药品、已批准上市药品的未注册规格，应当分别提

交相应的《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申请表》，同时提交以下资料： 

（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证明文件或者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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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正、副本（均为复印件）； 

（二）已批准上市药品的药品注册证书（复印件）； 

（三）境内监管机构近 3 年内最近一次相关品种接受监督检查的相关

资料（均为复印件）； 

（四）《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按照批签发管理的生物制品须提交《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

（复印件）； 

（六）申请者承诺书； 

（七）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另行公示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对于未在我国注册的药品，提交《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申请表》的同时，

提交以下资料： 

（一）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证明文件或者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生产

许可证》正、副本（均为复印件）； 

（二）与我国有相关协议的国际组织提供的相关品种证明文件（原件）；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境内监管机构近 3 年内最近一次生产场地接受监督检查的相关

资料（复印件）； 

（五）申请者承诺书； 

（六）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另行公示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 

所有以复印件形式提交的材料需加盖申请者的公章，内容应当真实准确。 

第五条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企业提交的资料不能充分证明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合规性的，可以根据需要开展现场检查。不符合药品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不予出具《药品出口销售证明》，并依法依规作出

处理。 

第六条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编号的编排方式为：省份简称 XXXXXXXX

号，示例：“编号：京 20180001 号”“蒙 20180001 号”。英文编号编排

方式为：No.  省份英文 XXXXXXXX。省份英文应当参考证明出具单位的英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译法，略去空格，示例：“No. Beijing20180001”“No. InnerMongolia20080001”。

其中：第一位到第四位 X；代表 4位数的证明出具年份；第五位到第八位 X

代表 4位数的证明出具流水号。 

第七条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有效期不超过 2 年，且不应超过申请

资料中所有证明文件的有效期，有效期届满前应当重新申请。 

第八条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有效期内，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

于现场检查发现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所在地省级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对相应的《药品出口销售证明》予以注销。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的持有者和生产场地属不同省份的，如生产场

地在检查中被发现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持有者应当立即将

该情况报告持有者所在地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相应的《药品出口销

售证明》予以注销。 

第九条  凡是提供虚假证明或者采用其他手段骗取《药品出口销售证

明》的，或者知悉生产场地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未立即报告

的，注销其相应《药品出口销售证明》，5年内不再为其出具《药品出口销

售证明》，并将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通报征信机

构进行联合惩戒。 

第十条  出口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保证所出口的

产品符合进口国的各项法律要求，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出口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出口药品档案。内

容包括《药品出口销售证明》、购货合同、质量要求、检验报告、包装、

标签式样、报关单等，以保证药品出口过程的可追溯。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依照本规定制

定具体实施细则，明确工作程序、办理时限和相关要求。 

鼓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推行网上办理，电子申

报、出证，方便申请者办理。 

第十二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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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出口销售证明》的数据信息通过信息系统上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政府网站公示《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相关信息，

以便公众查证，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印发的相关文件与本规定

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件：1.药品出口销售证明（已在中国批准上市的药品） 

2.药品出口销售证明（已在中国批准上市药品的未注 

册规格） 

附件：3.药品出口销售证明（未在中国注册药品） 

附件：4.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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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 
CERTIFICATE OF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已在中国批准上市药品） 

（Pharmaceutical Product Approved in China） 
 

 
This certificate conforms to the format recommen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该证明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格式。 
 

证书编号 

（Certificate No.） 
中文： 

英文： 

进口国/地区(提出要求的国

家/地区) 

Importing Country /Region 
(Requesting Country /Region) 

中文： 

英文： 

产品名称与剂型 

Name and Dosages Form of the 
Product 

中文： 

英文： 

商品名
 

Trade Name 

中文： 

英文： 

活性成分与规格[不对外公

开] 

Active Ingredient(s) and 
Strength[Not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中文： 

英文： 

包括辅料在内的完整处方组

成（可附表）[不对外公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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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mplete composition 
including excipients, see 
attached[Not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英文： 

该药品规格是否获得许可在

出口国市场上使用 

Is this product strength 
licensed to be placed on the 
market for use in the exporting 
country 

是（Yes） （ ）    

 

 

该药品规格是否已经在出口

国市场上使用 

Is this product strength 
actually on the market in 
exporting country 

是（Yes）（ ）     

 

否（No）（ ） 

 

产品批准文号（原料药备案

号）及批准（备案）时间 

Number of product license 
(DMF number) and date of 
issue 

中文： 

英文： 

药品生产企业或者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名称和地址） 

Manufacturer or 
Product‐license holder(name 
and address) 

名称 

Name 

中文： 

 

英文： 

 

地址 

Address

中文： 

 

英文 

 

如果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不

是生产者，药品实际生产者是 

If  the  license holder  is not  the 
manufacturer,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manufacturer 
producing the dosage form is 

生产者 
Manufa
cturer 

中文： 

 

英文： 

 

 
地址 
Address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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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当局是否对该药品的实

际生产企业进行定期检查 

Does the certifying authority 
arrange for periodic 
inspections of the 
manufacturing plant in which 
the dosage form is produced 

是（Yes） （  ） 

 

 

定期检查的周期 

Periodicity of routine 
inspections (years) 

 

生产设备和操作是否中国药

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Do the facilities and operations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GMP 

是（Yes）  （  ） 

 

 

兹证明上述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标准，已在中国注册，准许在中国市场销售。该产

品出口不受限制。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bove product(s) comply with the relevant standards of the P. R. China, 
have been registered and authorized to be sold in China. The exportation of the product(s) is not 
restricted. 

证明的有效期至 

This  certificate  remain 
valid until 

 

 

 

 

证明当局 

Certifying authority 
 

 

名  称 

Name 

中文： 

英文： 

地  址 

Address 

中文： 

英文： 

电  话 

Telephone number  

传  真 

Fax  

签  字 

Signature 
 

 

签章与日期 

Stamp and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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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 
CERTIFICATE OF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已在中国批准上市药品的未注册规格） 

（Unregistered Strength of the Pharmaceutical Product Approved in 

China） 
 

 
This certificate conforms to the format recommen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该证明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格式。 
 

证书编号 

Certificate No. 
中文： 

英文： 

进口国/地区(提出要求的国

家/地区) 

Importing Country /Region 
(Requesting Country /Region) 

中文： 

英文： 

产品名称与剂型 

Name and Dosages Form of 
Product) 

中文： 

英文： 

商品名
 

Trade Name 

中文： 

英文： 

活性成分与规格[不对外公

开] 

Active Ingredient(s) and 
Strength[Not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中文： 

英文： 

包括辅料在内的完整处方组

成（可附表）[不对外公开]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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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omplete composition 
including excipients, see 
attached [Not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英文： 

该药品规格是否获得许可在

中国市场上使用 

Is this product strength 
licensed to be placed on the 
market for use in China 

 

否（No）（ ） 

该药品规格是否已经在中国

市场上使用 

Is this product strength 
actually on the market in China 

 

否（No）（ ） 

 

产品批准文号及批准时间 

Number of product license and 
date of issue 

中文： 

英文： 

药品生产企业或者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名称和地址） 

Manufacturer or 
Product‐license holder(name 
and address) 

名称 

Name 

中文： 

 

英文： 

 

地址 

Address

中文： 

 

英文 

 

如果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不

是生产者，药品实际生产者是 

If  the  license holder  is not  the 
manufacturer,  the  name  and 
address  of  the  manufacturer 
producing the dosage form is 

生产者 
Manufa
cturer 

中文： 

 

英文： 

 

 
地址 
Address

中文： 

 

英文： 

 

证明当局是否对该药品的实

际生产企业进行定期检查 

Does the certifying authority 
arrange for periodic 
inspections of the 
manufacturing plant in which 
the dosage form is produced 

是（Y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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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检查的周期 

Periodicity of routine 
inspections (years) 

 

生产设备和操作是否符合中

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

要求 

Do the facilities and operations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GMP 

是（Yes）  （  ） 

 

 

该规格未注册的理由 
Why is the product strength (s)   
not registered in China

中英文说明 
Specif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兹证明上述产品规格未在中国注册，尚未进入中国市场。该产品规格出口不受限制。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bove product strength (s) is not registered in China and not authorized 
to be placed in China. The exportation of the product strength is not restricted. 

证明的有效期至 

This  certificate  remain 
valid until 

 

 

 

 

证明当局 

Certifying authority 
 

 

名    称 
Name 

中文： 

英文： 

地    址 
Address 

中文： 

英文： 

电  话 

Telephone number  

传  真 

Fax  

签  字 

Signature 
 

 

签章与日期 

Stamp and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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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 
CERTIFICATE OF A PHARMACEUTICAL PRODUCT 

（未在中国注册药品） 

(Product Unregistered in China) 
 
 

This certificate conforms to the format recommen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该证书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格式。 
 

证书编号 

（Certificate No.） 
 

进口国/地区(提出要求的国家

/地区) 

Importing Country /Region 
(Requesting Country /Region) 

 

产品名称与剂型 

(Name and Dosages Form of the 
Product) 

中文： 

英文： 

商品名
 

Trade Name 
中文： 

英文： 

活性成分与规格[不对外公开] 

Active Ingredient(s) and 
Strength[Not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中文： 

英文： 

包括辅料在内的完整处方组成

（可附表）[不对外公开] 

For complete composition 
including excipients, see 
attached[Not disclosed to the 
public]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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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药品是否获得许可在中国市

场上使用 

Is this product licensed to be 
placed on the market for use in 
China 

 

 

否（No）  （ ） 

药品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 

Manufacturer（name and 
address） 

名称 

Name 
中文： 

英文： 

地址 

Addre
ss 

中文： 

英文： 

未在中国注册的理由 
Why is the product not 
registered in China 

产品专门用于治疗中国以外地域的疾病（） 
The product has been developed exclusively for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outside of China 
产品处方组成有调整，以改进在中国以外地域特定条件下

的稳定性（） 
The product has been reformulated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its stability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outside of China 
产品处方组成有调整，以除去在进口国未被批准的辅料（）

The product has been reformulated to exclude excipients not 
approved for use in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   
受专利权限制（） 
Restricted by patents 
其他原因（中英文） 
Any other reason (Chinese and English) 
 

证明当局是否对该药品的实际

生产企业进行定期检查 

Does the certifying authority 
arrange for periodic inspections 
of the manufacturing plant in 
which the dosage form is 
produced 

是（Yes） （  ） 

 

 

定期检查的周期 

Periodicity of routine 
inspections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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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和操作是否符合中国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 

Do the facilities and operations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GMP 

是（Yes）  （  ） 

 

 

 
兹证明上述产品未在中国注册，尚未进入中国市场。该产品出口不受限制。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the above product(s) is not registered in China and not authorized to be 

placed in China.    The exportation of the product(s) is not restricted. 
 

证明的有效期至 

This certificate remain 
valid until 

 

证明当局 

certifying authority 
 
 

名  称 

Name 

中文： 

 

英文： 

 

地  址 

Address 

中文： 

 

英文： 

 

电  话 

Telephone number 
 

传  真 

Fax 
 

 

签  字 

Signature 
 

 

签章与日期 

Stamp and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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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申请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药品出口销售证明 

申请表 
 
 
 
 
 
 
 
 
 

 

 

 

 

申请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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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申请表应当打印，填写内容应当完整、清楚、整洁，不得涂改。 

2.按照《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报送资料。报送的资料应当按规

定中的顺序排列，并标明顺序号，装订成册。 

3.表中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和批准文号或原料药备案号，系指已获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药品注册证及其附表中的相关内容。表中填写不

下时，可添加附件，但需在表中相应栏目注明。如附件内容较多，请将附

件内容电子版一并提交。 

4.请在“所附资料”栏对应项目右侧括号内划“√”，如“所附资料”栏中的项

目不适用，请标明“不适用”。 

5.已在中国批准上市的药品、已在中国批准上市药品的未注册规格、未

在中国注册药品，应当分别提交相应的《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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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药品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中文： 

英文： 

商品名称 
中文： 

英文： 

剂型 
中文： 

英文： 

规格（单位剂量） 
中文： 

英文： 

活性成分 
中文： 

英文： 

包括辅料在内的

配方（可附表） 

中文： 

英文 

产品是否注册 

 

是：产品规格均已批准上市（ ） 

相关产品已批准上市但申报规格未注册（ ） 

否：产品未注册，但符合与我国有相关协议的国际组织要求的（ ） 

是，请填写以下信息： 

药品批准文号或原料药备案号：（中文）         （英文） 

批 准 时 间：（中文）         （英文） 

该药品规格是否获得许可在中国市场上使用：是（ ） 否（ ） 

该药品规格是否已经在中国市场上使用：    是（ ） 否（ ） 

未在中国注册的理由 产品专门用于治疗中国以外地域的疾病（） 

产品处方组成有调整，以改进在中国以外地域的稳定性（） 

产品处方组成有调整，以除去在进口国未被批准的辅料（） 

受专利权限制（） 

其他原因，请同时用中英文说明 

相关产品已批准上市

但申报规格未注册的

理由 

请同时用中英文说明 

 

进口国家 

（地区） 

中文：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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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基本信息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或者药品生产企

业 

名

称 

中文： 

英文： 

 

地

址 

中文： 

 

英文： 

 

电

话 

 
邮编 

 

 

如为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实际药品

生产者 

 

 

名

称 

中文： 

英文： 

地

址 

中文： 

英文 

电

话 

 

邮编 

 

所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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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承诺书 

 

申请者保证： 

1.本申请表中所填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

处，我企业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2.所申请出口的药品符合进口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3.药品出口所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企业承担。 

4.申报资料中的中英文内容一致。 

特此承诺。 

 

 

 

申请者（盖章）        填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图解政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

程序的公告之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2112.html           2018 年 11 月 13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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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解读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200/332138.html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发布

为继承和发扬中医药诊疗特色和优势，完善符合中药特点的技术评价体系，落实《药

品注册管理办法》《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的相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

定了《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技术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 

一、制定依据 

2007 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就中药复方制剂注册分类首次提出了“证候类中药

新药”这一类别，即“主治为证候的中药复方制剂”。2008 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发布了《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该规定对 2007 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用于

治疗中医证候的中药复方制剂的注册要求进行了进一步丰富。 

《指导原则》旨在为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展和有效性、安全性评价提供基

础性指导，其正文内容中的每一个原则性要求都可以随着学科进展、后续研究的不断深

入以及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实践经验的积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为更详实具体的技术标

准。 

二、适用范围 

《指导原则》适用于以药品注册为目的的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开展和有效性、

安全性评价。 

三、主要内容及相关问题说明 

《指导原则》在证候类中药新药的处方来源、临床定位、证候诊断、临床试验基本

研究思路、疗程及随访、有效性评价和安全性评价、试验质量控制与数据管理、说明书

撰写等方面着重就有关中医药特殊性的考虑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有关临床试验的其他

通则性要求，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一般原则》等相关技术指导原则执行。 

（一）关于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前的基本要求 

《指导原则》强调了证候类中药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例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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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应具有充分的人用基础，并在前期临床实践中通过较为规范的临床观察提示该证候类

中药新药的初步疗效和安全性。鉴于目前中医证候动物模型的开发和药效学研究仍有一

定局限性，故证候类中药新药的前期人用数据在证据等级上要优先于单纯的动物实验。 

（二）关于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的基本研究思路 

《指导原则》建议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目前可以采取单纯中医证候研究模

式、中医病证结合研究模式和以证统病研究模式，鼓励研制者可以根据品种特点自行选

择适合的临床研究路径。但是，不论何种研究模式，从评价角度建议对照药应首选安慰

剂，并建议证候疗效评价应逐渐从患者主观感受向客观化指标方向过渡发展。通过一些

必要的深入研究，阐释清楚中医证候疗效的科学本质，用客观数据去证实中医证候诊治

的科学性。 

（三）关于证候疗效评价 

《指导原则》丰富了证候疗效评价的指标，将其分为五大类：一是以目标症状或体

征消失率/复常率，或临床控制率为疗效评价指标；二是患者报告结局指标，将患者“自

评”与医生“他评”相结合；三是采用能够反映证候疗效的客观应答指标进行疗效评价；

四是采用公认具有普适性或特异性的生存质量或生活能力、适应能力等量表，或采用基

于科学原则所开发的中医证候疗效评价工具进行疗效评价；五是采用反映疾病的结局指

标或替代指标进行疗效评价。无论采用哪一类疗效评价指标，均应当考虑所选评价指标

是否与研究目的相一致，评价标准是否公认、科学合理，并应重视证候疗效的临床价值

评估。 

（四）关于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质量控制 

现阶段的中医诊断和证候疗效评价仍以医生个人经验判断为主，而近年来，中医在

四诊客观化和生物标记物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因此，《指导原则》建议有必

要通过一些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把传统中医的一些主观定性判断通过客观定量的数据去

呈现出来。这可使中医临床的实践过程规范化、标准化，确保临床试验数据采集的准确

性和客观性，从而提高证候类中药新药临床试验的质量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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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关于优化优先审评申请审核工作程序的通知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2140.html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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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

程序的公告之二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2139.html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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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 年 11 月 16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55.html   

各有关单位： 

现停止使用以下化学对照品 

111580-200503 甲基橙皮苷 

特此通知。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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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拨云锭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的公告（2018年第 90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2295.html          2018 年 11 月 19 日 发布 

根据监测评价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拨云

锭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拨云锭生产企业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按照拨云锭非处方

药说明书范本（见附件），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前报省级

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 

拨云锭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做好该品种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和培

训，指导医师、药师和患者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拨云锭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或指导用药时，

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或指导用药。 

三、患者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拨云锭非处方药说明书。 

四、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的相关药品生产企业按要求做好拨云

锭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拨云锭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13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90 号公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拨云锭非处方药说明书范本	
 

拨云锭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拨云锭 
汉语拼音： 
【成份】 
【性状】 
【功能主治】明目退翳，解毒散结，消肿止痛。用于暴发火眼，目

赤肿痛，痧眼刺痛，目痒流泪，翼状胬肉，牙龈肿痛，喉舌红肿。 
【规格】每锭重 0.17 克，滴眼用溶剂每瓶装 8 毫升 
【用法用量】外用，临用时，取本品 2 锭，加入滴眼用溶剂中，振

摇使之溶解，摇匀后即可滴入眼睑内，一日 2～4 次。牙龈肿痛、喉舌炎

症可含服，一次 1 锭，一日 3 次。 
【不良反应】该制剂有以下不良反应报告：眼部疼痛、红肿、瘙痒

等。 
【禁忌】 
1.孕妇禁用。 
2.结膜或角膜损伤者禁用。 
【注意事项】 
1.忌烟、酒、辛辣食物，忌鱼虾腥物。 
2.小儿应在医师指导下应用。 
3.用药后有眼痒，眼睑皮肤潮红，结膜水肿者停用，并到医院就诊。 
4.如与其他眼药联合使用，应间隔 1 小时后滴用。 
5.用药 3 天后症状无改善者应到医院就诊。 
6.对本品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7.本品性状发生改变时禁止使用。 
8.儿童必须在成人的监护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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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10.如正在使用其他药品，使用本品前请咨询医师或药师。【药物相互

作用】如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可能会发生药物相互作用，详情请咨询医

师或药师。 
【贮藏】 
【包装】 
【有效期】 
【执行标准】 
【批准文号】 
【说明书修订日期】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网      址： 
如有问题可与生产企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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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证照分离”改革要求做好药品监管相关审

批工作的通知 

国药监药管〔2018〕46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2328.html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

号）文件要求，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指导思想，进一步优化行业准入环

境，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简化流程，优化审批服务。各地要将思想认识统一到国务院相关改革工作部署

上来，认真梳理“证照分离”改革与其他“放管服”改革的工作任务，统筹部署，协调

推进。要深化管理，优化流程，细化要求。一是优化窗口办理程序。要结合行政区域实

际，整合药品行政审批业务办理窗口，力争实行集中统一受理，并在门户网站、受理场

所公示相关流程和时限要求。二是压缩审批时限。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在保证审批质量的

前提下，进一步简化审批步骤；及时公开审批进度，方便申请人查询。各省药品监管部

门要将开办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等审批事项的行政审批时限压缩三分之一。借助“证照

分离”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契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的部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加快新药上市许可。进一步将新

药上市许可的法定行政审批时限压缩三分之一。三是推进在线审批服务。各省级药品监

管部门要在药品再注册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审批中进一步推广网上业务办理，公示审

批程序、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公开办理进度，除涉及药品质量安全必须进行现场检查

的外，不再另行开展药品再注册、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等审批事项现场检查。四是试行

告知承诺。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一、二类）等审批事项试行告知承诺，申

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符合要求的，当场发放许可；对试行告知承诺的事

项，有关改革举措应在法律框架内实施。 

二、放管结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各地要依法依规、合理设置审批条件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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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有关要求，对审批标准进行公平性审查。对于涉及药品质量安全的审批事项务必严

格把关，注意防止出现简化流程、提升服务后降低审批标准现象。要结合机构改革事权

划分，明确“谁审批谁监管”原则，创新过程监管、动态监管等举措，加强对药品生产、

经营和使用环节全过程的监督检查。要进一步强化风险和隐患的排查，突出对重点企业

和重点品种的现场检查、产品抽检，多措并举提升监管成效。要做到放开准入和严格监

管相结合，督促从业者持续合法合规，守住药品质量安全的底线。 

三、部门协作，提升监管成效。各地要加强部门协作，实现证照信息在线获取、信

息共享。各地要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发挥社会引导和舆论监督作用，将弄虚作假、违背

承诺或严重违法违规的申请人，纳入信用“黑名单”，予以联合惩戒。 

各口岸药监局和口岸药检所在配合海关总署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过程中，

要认真落实海关总署、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48 号公告要求和 “证照分离”

改革要求，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在药品和中药材进口备案过程中通过在线获取核验有关

证明文件等措施优化工作程序。同时做好审批程序、受理条件、办理标准、办理进度等

信息公开，并推进部门间信息共享应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结合当前机构改革新形势，各级负责药品监管的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主动作为，

按照通知要求梳理行政审批事项，研究明确具体措施，按照《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

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 号），及时将涉及改革事项调整到位。请各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将落实工作进展情况书面报送国家局。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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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盐酸溴己新注射剂说明书的公告（2018年第 89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15/332324.html      2018 年 11 月 20 日 发布 

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对盐酸溴己新注射剂（包括

注射用盐酸溴己新、盐酸溴己新注射液、盐酸溴己新葡萄糖注射液）说明书增加警示语，

并对【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儿

童用药】、【老年用药】等项进行修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所有盐酸溴己新注射剂生产企业均应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按照注射用盐酸溴己新和盐酸溴己新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 1）或盐酸溴己新

葡萄糖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见附件 2），提出修订说明书的补充申请，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前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备案。 

修订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说明书及标签其他内容应当与原批

准内容一致。在补充申请备案后 6 个月内对所有已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 

各盐酸溴己新注射剂生产企业应当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深入研究，采取有

效措施做好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涉及用药安全的内容变更要立即以适当方式

通知药品经营和使用单位，指导医师、药师合理用药。 

二、临床医师、药师应当仔细阅读盐酸溴己新注射剂说明书的修订内容，在选择用

药时，应当根据新修订说明书进行充分的效益/风险分析。 

三、患者应严格遵医嘱用药，用药前应当仔细阅读说明书。 

四、请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督促企业做好有关产品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

明书更换工作。 

特此公告。 

附件：1.注射用盐酸溴己新和盐酸溴己新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2.盐酸溴己新葡萄糖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12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89 号公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89 号公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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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注射用盐酸溴己新和盐酸溴己新注射液	

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警示语 

增加警示语： 

1.本品溶液显酸性，临床使用应单独给药，避免与碱性药品配伍使用；

需合并使用其他药物时，应单独溶解稀释，单独滴注，如与本品共用同一

输液通道，两组药物之间需 5%葡萄糖注射液充分冲管或更换输液管。 

2.本品不推荐婴幼儿使用。 

二、【适应症】项 

【适应症】项修改为“用于在口服给药困难的情况下，慢性支气管炎

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如哮喘、支气管扩张、矽肺等有粘痰不易咳出的患者。” 

三、【用法用量】项 

【用法用量】项修改为“静脉滴注时用 5%葡萄糖注射液稀释后使用。” 

四、【不良反应】项 

【不良反应】项修订为： 

震颤，休克，类过敏症状休克，过敏性症状（皮疹、血管神经性水肿、

支气管痉挛、呼吸困难、瘙痒等）。 

其他上市后监测中发现的不良反应/事件包括： 

皮肤及其附件：斑丘疹、荨麻疹、红斑疹、多汗。 

消化系统：恶心、呕吐、胃不适、腹痛、腹泻、腹部不适、腹胀、口

干、肝功能异常、转氨酶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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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性损害：胸闷、寒战、发热（高热）、乏力、苍白、水肿。 

神经系统：头晕、头痛、局部麻木、抽搐、眩晕。 

心血管系统：心悸、紫绀、血压升高、血压降低，心动过速、潮红。 

呼吸系统：呼吸急促、咳嗽。 

用药部位损害：静脉炎、注射部位疼痛、注射部位皮疹、注射部位瘙

痒、注射部位红肿。 

其他：烦躁、视力异常、遗尿、白细胞减少。 

五、【注意事项】项 

【注意事项】项增加以下内容： 

1.肌肉注射时，如发生注射部位疼痛的情况下，应改为静脉滴注，并

尽可能缓慢静滴。为避免肌肉注射对组织和神经等的影响，应避开神经分

布的部位，小心注射，重复注射时，可变换注射部位。此外，不推荐婴幼

儿使用。 

2.本品溶液显酸性，与多种碱性药物有配伍反应，临床使用应单独给

药；需合并使用其他药物时，应单独溶解稀释，单独滴注，如与本品共用

同一输液通道，两组药物之间需 5%葡萄糖注射液充分冲管或更换输液管。 

3.如发现药液混浊切勿使用。 

4.研究显示，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三层共挤输液用袋与聚丙烯输液瓶

对盐酸溴己新均有不同程度的吸附作用，配液时首选玻璃输液瓶装葡萄糖

注射液溶解本品。 

5.研究显示，乳胶管、聚氨酯类热塑性弹性体输液器（TPU）、聚氯乙

烯输液器（PVC）对盐酸溴己新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因接触层材料为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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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聚乙烯（PE）的输液器具对本品吸附作用较小，建议临床使用时应首

选接触层材料为 PE的输液器具。 

六、【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项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项修订为： 

对于怀孕妇女或可能怀孕妇女，只有当获益被判定超过风险时，才可

以给药。怀孕期间的用药安全性尚未确定。 

七、【儿童用药】项 

【儿童用药】项修订为： 

未进行该项试验。儿童慎用，尤其不推荐婴幼儿使用。 

八、【老年用药】项 

【老年用药】项修订为： 

老年人的各项生理功能下降，注意减少用量。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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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盐酸溴己新葡萄糖注射液说明书修订要求	

 

一、警示语 

增加警示语： 

1.本品溶液显酸性，临床使用应单独给药，避免与碱性药品配伍使用；

需合并使用其他药物时，应单独滴注，如与本品共用同一输液通道，两组

药物之间需 5%葡萄糖注射液充分冲管或更换输液管。 

2.本品不推荐婴幼儿使用。 

二、适应症 

【适应症】项修改为“用于在口服给药困难的情况下，慢性支气管炎

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如哮喘、支气管扩张、矽肺等有粘痰不易咳出的患者。” 

三、【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项修订为： 

震颤，休克，类过敏症状休克，过敏性症状（皮疹、血管神经性水肿、

支气管痉挛、呼吸困难、瘙痒等）。 

其他上市后监测中发现的不良反应/事件包括： 

皮肤及其附件：斑丘疹、荨麻疹、红斑疹、多汗。 

消化系统：恶心、呕吐、胃不适、腹痛、腹泻、腹部不适、腹胀、口

干、肝功能异常、转氨酶升高。 

全身性损害：胸闷、寒战、发热（高热）、乏力、苍白、水肿。 

神经系统：头晕、头痛、局部麻木、抽搐、眩晕。 

心血管系统：心悸、紫绀、血压升高、血压降低，心动过速、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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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呼吸急促、咳嗽。 

用药部位损害：静脉炎、注射部位疼痛、注射部位皮疹、注射部位瘙

痒、注射部位红肿。 

其他：烦躁、视力异常、遗尿、白细胞减少。 

四、【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增加以下内容： 

1.本品溶液显酸性，与多种碱性药物有配伍反应，临床使用应单独给

药；需合并使用其他药物时，应单独滴注，如与本品共用同一输液通道，

两组药物之间需 5%葡萄糖注射液充分冲管或更换输液管。 

2.如发现药液混浊切勿使用。 

3.研究显示，乳胶管、聚氨酯类热塑性弹性体输液器（TPU）、聚氯乙

烯输液器（PVC）对盐酸溴己新有较强的吸附作用；因接触层材料为低密

度聚乙烯（PE）的输液器具对本品吸附作用较小，建议临床使用时应首

选接触层材料为 PE的输液器具。 

五、【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项修订为： 

对于怀孕妇女或可能怀孕妇女，只有当获益被判定超过风险时，才可

以给药。怀孕期间的用药安全性尚未确定。 

六、【儿童用药】 

【儿童用药】项修订为： 

未进行该项试验。儿童慎用，尤其不推荐婴幼儿使用。 

七、【老年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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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用药】项修订为： 

老年人的各项生理功能下降，注意减少用量。 

（注：说明书其他内容如与上述修订要求不一致的，应当一并进行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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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规范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管理，提高研究课题完成质量和管理效

率，特制订《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请各有关单位遵

照执行。 

 

附： 

 

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制定目的）为规范国家药典委员会（以下简称药典委）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

题管理，提高研究课题完成质量和管理效率，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课题分类）本办法适用于药典委根据国家药品标准工作规划、《中国药典》编制

大纲和其他工作需要组织开展并划拨经费的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 

课题分为品种课题和通用技术要求课题。 

品种课题是针对国家药品标准（含《中国药典》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其他药

品标准）制修订工作设立的品种标准研究课题。 

通用技术要求课题包括《中国药典》凡例、通则等的制修订，以及标准研究相关的课题。 

研究周期较长、研究内容较多的课题可以按年度或内容分设子课题。 

第三条（组织分工）药典委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整体规划工作由药典委领导牵头负

责；业务综合处会同相关业务处室负责课题的征集、立项确认和任务落实，业务综合处会同

办公室负责经费的申请；办公室负责经费管理与审核；相关业务处室负责具体课题的组织实

施；办公室会同相关业务处室负责课题绩效评价工作；宣传交流处负责课题管理的信息化建

设。 

第四条（征集立项）药典委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实行全年公开征集制度。药典委员会各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6ed5beb01672fed2f606c1d?a=tz                                时间: 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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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委员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使用单位、监管部门、检验

机构以及有关教育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立项建议。立项建议单位或个人应填

写《国家药典委员会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立项建议表》（附件 1），并按要求发送至药典委。 

立项建议由相应处室依职责汇总整理；如有课题涉及多个处室业务职责范围，可由相关

处室协商确定牵头负责处室及配合处室。 

第五条（形成拟立项目录）各业务处室根据国家药品标准工作规划、《中国药典》编制大

纲、征集的立项建议等，于每年 9 月提出拟立项课题目录，并提交相关专业委员会审议。 

第六条（审议立项）相关专业委员会应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

认真审议拟立项课题目录，重点审议立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立项应符合如下要求： 

（一）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符合国家采用国际标准的政策，符合产业及

技术发展需要； 

（二）满足国家药品标准工作规划、《中国药典》编制大纲和其他工作需要； 

（三）能弥补现有标准在可操作性、可控性或适用性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升检测方法

及指标的科学性，使国家药品标准引领、达到或接近国际标准及相关行业标准。 

（四）不与现行药品监管法规、技术文件、标准及已立项的课题交叉、重复。 

第七条（委内协调）各业务处室于每年 9 月底前将经专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拟立项课题

目录交业务综合处汇总，并由委领导召集会议进行协调，集体商定下一年度课题经费分配原

则和方案。 

各业务处室根据商定的方案修订本处室下一年度拟立项课题目录，业务综合处负责汇总。 

第八条（公布拟立项课题目录）每年 10 月初，业务综合处负责草拟通知，在药典委网站

公布下一年度药典委拟立项课题目录，并征集课题承担单位。征集期为 15 天。 

第九条（填报申报书）有意向承担药典委课题的单位可按要求填写《国家药典委员会标

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申报书》（附件 2），按要求加盖单位公章，并发送至药典委；相应处室依

职责负责汇总整理。 

申报书中含课题经费概算，有意向承担药典委课题的单位可根据研究内容对所需经费进

行概算。允许申报单位自筹或部分自筹经费。 

第十条（审议申报书）每年 11 月初，各业务处室将本处室负责的课题的申报书提交专业

委员会审议，重点审议申报书中的课题研究技术内容和经费概算额度，并确定承担单位。 

第十一条（确定承担单位）品种课题的承担单位指起草单位和复核单位，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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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的承担单位主要指牵头单位。上述承担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或签约主体资格，能够提供

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对课题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能够承担课题管理和经费管理责任。 

鼓励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检验机构以及有关教育科研机构、社会团体

等承担或参与标准研究工作。 

品种课题的起草单位应具有熟悉该品种标准中涉及的国内外技术发展趋势、生产水平和

使用要求，了解标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的技术人员。 

品种课题的复核单位应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 

通用技术要求课题的牵头单位应具备相关的科研和技术能力，在行业内具有代表性和较

高的权威性；具有熟悉国内外有关政策法规、技术发展趋势，了解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

法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二条（审定课题研究技术内容）各专业委员会按照专业领域和职责范围，对确定的

承担单位的申报书进行审议，填写国家药典委“专家审评意见单”并签字存档。 

各业务处室根据“专家审评意见单”草拟《国家药典委员会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申报书

综合意见审批单》（附件 3），经处室审核后报委领导审签，确定《国家药典委员会标准制修

订研究课题申报书综合意见单》（附件 4）。 

第十三条（审议课题经费额度）各专业委员会应对确定的承担单位的申报书中课题经费

概算进行审议，对于明显超出同类课题经费额度的费用予以核减，明显不足的提出经费增加

建议。 

第十四条（审议方式）各专业委员会在审议中如有较大分歧，可采取投票方式形成最终

意见。如拟立项课题经费超出本年度经费额度，可采取打分的方式排出优先顺序。 

第十五条（课题公示）每年 12 月，业务综合处负责汇总各业务处室的课题立项目录，并

在药典委网站公示。公示期为 7 天。 

品种课题公示内容为品种名称、起草单位和复核单位；通用技术要求课题公示内容为项

目名称、牵头单位、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 

第十六条（下达任务）公示期满后，业务综合处汇总各业务处室的反馈信息，于次年 1

月起草下达本年度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的通知。 

通知应明确品种课题的品种名称、起草单位、复核单位、起草单位经费、复核单位经费、

执行周期；明确通用技术要求课题的项目名称、牵头单位、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经费、执

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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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业务处室负责将《国家药典委员会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申报书综合意见单》的电子版

发送课题承担单位联系人。 

第十七条（填写合同）起草单位和牵头单位按要求填写《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研究

课题合同书》（附件 5）。 

合同书包含以下附件：经专家审议的《国家药典委员会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申报书》、《国

家药典委员会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申报书综合意见单》的电子版打印件、课题经费预算。 

第十八条（审核预算）办公室负责组织对合同书及课题经费预算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

在合同书中加盖药典委公章。 

第十九条（课题启动及总结会）每年 2 月，经委领导同意，业务综合处会同各业务处室

召开课题管理工作会，总结分析上年度课题完成情况，部署本年度课题工作。 

第二十条（过程管理）各业务处室应加强课题管理，逐一落实承担单位的课题联系人以

及药典委的课题负责人；及时跟踪课题研究进展，采取月报或季报等措施督促完成进度；必

要时，各业务处室可采取座谈会及现场会等方式，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确保课题研

究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十一条（中期评估）对研究时间较长、研究经费较多的课题，相关业务处室应组织

中期评估，或委托牵头单位召开中期会，并根据中期评估情况形成《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

准制修订研究课题中期评估报告》（附件 6）。 

第二十二条（课题结题）品种课题拟结题时由起草单位按药典委有关要求提交标准草案

和技术资料，按国家药品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办理，经专业委员会审议后予以结题。 

通用技术要求课题原则上由承担单位商药典委组织结题会，并提交《国家药典委员会药

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结题验收报告》（附件 7）以及其他研究成果资料，如形成的通用技术

要求草案、起草说明、调研报告等。 

第二十三条（课题总结）课题承担单位除按药典委要求及时报送有关数据外，应于每年

11 月底前，将本单位本年度完成药典委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总结提交药典委。总结应包括本

年度承担课题情况及完成进展、工作经验、下一步打算、有关意见和建议等。 

第二十四条（课题管理）业务综合处负责收集整理课题承担单位的年度总结，并分送各

业务处室，作为下一年度课题安排的重要参考。 

业务综合处定期统计课题承担单位的完成进度，形成分析报告，并组织各业务处室提出

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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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成果转化）除特别约定外，药典委支付经费的课题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

药典委所有。课题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前，须征得相关业务处室的同意，并注明药典委研究课

题及编号。每个项目应尽量在《中国药品标准》杂志中投稿至少一篇。 

第二十六条（成果利用）各业务处室负责推动所负责课题的成果转化，通过收载入《中

国药典》、修订国家标准、推动行业标准提升、推荐给相关部门采用、组织相关培训、编制出

版物等方式使课题研究成果尽快得到应用。 

第二十七条（成果统计）各业务处室应积极推进课题研究成果转化和利用，做好相应的

组织协调和汇总统计工作。 

第二十八条（其他）课题原则上采取定向委托的方式；金额较大的，可采取招标采购的

方式。经费管理及审核细则另文制定。 

课题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课题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另文制定。 

 

 

附：主要参考文件 

1 国家药典委员会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立项建议表.doc 

2 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申报书.doc 

3 国家药典委员会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申报书综合意见审批单.doc 

4 国家药典委员会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申报书综合意见单.doc 

5 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合同书.doc 

6 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中期评估报告.doc 

7 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标准制修订研究课题结题验收报告.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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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 年 11 月 22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69.html   

各有关单位： 

现停止使用以下化学对照品： 

100324-200001 林旦 

特此通知。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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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之二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3441.html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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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之一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3440.html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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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沟通交流讨论会会议视频与 PPT 资料向行业公开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56         发布日期：20181123 

 

为落实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进一步加快一致性评价工作的要求，服务企业开展一致性评价

的工作，国家局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办公室及药审中心、各省局共同于 2018年 10 月 29日

‐30 日举办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沟通交流讨论会，针对当前一致性评价相关工作进展、企业研究存在

的问题、一致性评价研究与申报资料整理规范、一致性评价审评品种技术问题及案例分析、企业一

致性评价组织管理经验分享、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上市后持续合规等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 

经整理，现将会议视频和 PPT 在药审中心网站一致性评价专栏登载，企业研究人员可自行观看

和下载。 

        视频附件  1.一致性评价工作介绍   

                        2.一致性评价品种合规工作   

                        3.一致性评价品种说明书撰写与审核   

                        4.一致性评价品种受理审查工作   

                        5.一致性评价生产现场检查工作   

                        6.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学研究关键技术要求和常见问题   

                        7.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药学审评案例分析   

                        8.BE审评工作   

                        9.一致性评价 BE案例分析   

                        10.高变异品种 BE指导原则介绍   

                        11.一致性评价经验分享（1）   

                        12.一致性评价经验分享（2）   

                                                                                                                  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3日 

附件  1  ：  PPT_公布版本_PDF.r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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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药品标准物质说明书电子版加盖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专用章的

通知 

 2018 年 11 月 29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789.html   

为积极促进国家药品标准物质的发展，进一步规范国家药品标准物质说明书的管理，我

院标物中心开展了对国家药品标准物质说明书电子版的修订与规范和加盖国家药品标准物质

专用章的工作，以期满足 CNAS-GL010：2018《标准物质/标准样品证书和标签的内容》中有

关要求，使我院标准物质质量管理体系与标准物质/标准样品生产者认可规则进一步契合。 

该工作历时三个多月，通过标物中心与各业务所沟通，反复仔细核对说明书内容，逐一

修改、排版、校对；将现行在售的沿用纸质说明书的 558 个品种，制作电子版说明书并替换；

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管理系统》中新建“标签说明书分类数据库”模块，将非变量数据一

次录入并固化，指导和规范说明书的起草与制作，确保说明书内容的准确性。在完成上述说

明书的修订工作后，标物中心统一对 3936 个现行在售国家药品标准物质说明书电子版，加盖

了“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专用章”，并上传至我院外网标准物质查询

栏目的说明书项下，供用户作为标准物质证书下载使用，特此通知。 

加盖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专用章的说明书样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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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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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15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年第 117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3519.html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发布 

经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等 4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广西圣民制药有限公司

等 9家企业生产的 15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标示为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2批

次盐酸金霉素眼膏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粒度。 

 

经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广西圣民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6批次清火片

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性状、显微特征。 

 

经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御室（北京）集团通化御室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1批次炎立消胶囊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装量差异。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标示为信宜市安然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广东俊邦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2批次酒苁蓉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性状。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安国市辉发中药饮片加工有限公司、江西

和硕药业有限公司、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生产的 4批次肉苁蓉（肉苁蓉

片）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性状。（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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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告。 

 

附件：1.15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22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17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17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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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5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备注 

盐酸金

霉素眼

膏 

云南植物药业有
限公司 

20180202

0.5% 

黔西南州天地药业贸易有限

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粒度） 

江西省药

品检验检

测研究院 

/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 

20180203
/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新疆新特

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 

清火片 
广西圣民制药有

限公司 

170402 

每片重

0.25 克

内蒙古新希望医药有限责任

公司 

《卫生部药品

标准》中药成方

制剂第二册 

不符合

规定 

[性状]，[鉴别]
（（1）显微特征）

西安市食

品药品检

验所 

/ 

161002 山东普天药业有限公司 

[鉴别]（（1）显微

特征） 

/ 

170301 内蒙古仁爱堂药业有限公司  / 

170401 四川宏华医药有限公司  / 

170501 
国药控股新疆阿勒泰药业有

限公司 
/ 

180401 天津领先新跃医药有限公司  / 

炎立消

胶囊 

御室（北京）集

团通化御室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160102 
每粒装

0.25g 
黄山市新安医药零售连锁有

限公司 

《卫生部药品

标准》中药成方

制剂第二十册

不符合

规定 
[检查]（装量差异）

江苏省食

品药品监

督检验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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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 
或供货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 

项目  检验机构 备注 

及国家药典委

员会药典业发

（2001）第 179
号 

究院 

酒苁蓉 

广东俊邦药业有

限公司 
160901 

/ 

郁南县中医院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性状] 

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

研究院 

/ 

信宜市安然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 
1712052 郁南县人民医院 / 

肉苁蓉

（肉苁

蓉片） 

安国市辉发中药

饮片加工有限公

司 

160301 

/ 

梅河口市中医院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性状] 

中国食品

药品检定

研究院 

/ 

北京时珍堂（宜

昌）药业有限公

司 

201704001 湘乡市中医医院 * 

江西和硕药业有

限公司 
171001 萍乡众旺医药有限公司 / 

海南寿南山参业

有限公司 
1712201 海南寿南山参业有限公司 / 

备注：标“*”的药品为标示生产企业否认为该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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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性状项记载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物理

常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品的质量特性。性状不符合规定可能与投料

质量及工艺、储运环境等因素有关，往往直接影响药品质量。 

二、药品标准中的鉴别项系根据反映该药品某些物理、化学或生物学

等特性所进行的药物鉴别试验，不完全代表对该药品化学结构的确证。鉴

别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包括经验鉴别、显微鉴别和理化鉴别。显微鉴

别中横切面、表面观及粉末鉴别，均指经过一定方法制备后在显微镜下观

察的特征。理化鉴别包括物理、化学、光谱、色谱等鉴别方法。鉴别项目

的在于鉴定和研究中药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三、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方法

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种杂质检

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中可能含有或

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

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特性有粒度、装量差异等

分项目。 

粒度系指颗粒的大小。药品中对有粒度要求的制剂产品如颗粒剂、散

剂、混悬型滴眼液、混悬型软膏剂等会进行该项目的设定。该指标主要用

于控制药物生产过程中工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保证主药与辅料能较好地

混匀。该指标不合格可能会导致药物主成分含量不均一，导致剂量存在差

异，产生用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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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量差异系反映药物均匀性的指标，是保证准确给药的重要参数。装

量差异不符合规定会导致临床给药剂量不准，带来相应的安全风险，不符

合规定的主要原因是工艺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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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临床试验用生物制品参照药品一次性进口有关事宜的公告

（2018年第 94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3516.html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发布

为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

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的有关要求，支持和鼓励生物类似药的研发，

更好地满足公众用药需求，现决定对符合以下条件、用于临床试验参照药的生物制品，

可予以一次性进口。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以申请一次性进口的生物制品范围包括： 

 

（一）国内已经批准注册，但药品研发机构或者生产企业无法及时从国内市场获得

的原研生物制品； 

 

（二）国外已上市、国内尚未批准注册但已获批开展临床试验的原研生物制品。 

 

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委托药品审评中心负责办理临床试验用生物制品参照药品

一次性进口的受理、审查及审批。 

 

三、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关于研制过程中所需研究用对照药品一次性进口

有关事宜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20 号）、《生物类似药研

发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5 年第 7 号）与

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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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的公告（2018

年第 92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3518.html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

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再评价，认为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

麻胶囊存在心脏毒性不良反应，使用风险大于获益，决定自即日起停止特酚伪麻片和特

洛伪麻胶囊在我国的生产、销售和使用，撤销相关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已上市销售的特

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召回工作应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召回产品由企业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销毁。 

 

特此公告。 

 

附件：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生产企业名单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1 月 23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92 号公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特酚伪麻片和特洛伪麻胶囊生产企业名单	

 
序号 通用名称 生产企业 批准文号 

1 特酚伪麻片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国药准字 H10940182 

2 特洛伪麻胶囊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H19990093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勘误维 E三油胶丸国家标准（WS‐10001‐（HD‐0378）‐2002）的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维 E 三油胶丸”现执行标准为 WS-10001-（HD-0378）-2002。经我委审核，其标准有

关内容有误，更正内容如下：标准正文【处方】项下：“……精鱼油   100g……”应更正为

“……精鱼油   200g……”。 

特此勘误，请及时通知辖区内相关企业遵照执行。 

 

 

 

    

国家药典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6ed5beb01677266dd554c4b?a=KWHXYP                  时间: 2018‐12‐03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对因科瑞斯药业（营口）有限公司等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跟踪检查有关情况的通报（2018年第 2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0/333813.html          2018 年 12 月 04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

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现将我局

对因科瑞斯药业（营口）有限公司等 18 家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 跟踪检查的有关

情况予以通报，本次跟踪检查的形式以飞行检查为主。 

 

 

附件：药品 GMP检查情况通报表―2018年第 2号.docx 

 

                      

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药品 GMP检查情况通报表―2018年第 2号	
 

企业名称 因科瑞斯药业（营口）有限

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李颖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16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8007887646466 

企业负责人 孙景刚  质量负责人  孙景刚 

生产负责人 柴国栋  质量受权人  刘乐勋 

生产地址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东海大街西 97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6月 8‐10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文件管理不规范。例如，《员工培训管理规程》中无定期评估培训实际效果的内容；《中间产品、

成品放行管理规程》中未对 QC 审核报告予以规定，实际 QC 履行了审核职责；质量管理部门未按《变更

管理规程》建立相应的变更登记台账；《供应商审计管理规程》对主要物料和一般物料采用相同审计方

式，均为调查评估、必要时现场审计，未综合考虑企业所生产的药品质量风险、物料用量以及物料对药

品质量的影响程度等因素；《有机溶剂回收管理规程》未规定有机溶剂的回收使用次数，未对环维黄杨

星 D 萃取用环己烷、结晶用氯仿及丙酮的使用次数进行验证。 

处理措施 

一、要求营口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丹东天铖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宋和明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203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681752773671Y 

企业负责人 宋和明  质量负责人  张金凤 

生产负责人 姜玉明  质量受权人  王秋力 

生产地址 东港经济开发区锦绣路 20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6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硫酸庆大霉素碳酸铋胶囊（批号为 20170502）在头孢类胶囊成品库内存放。 

2．2018 年 6 月 5 日停产后，车间空调设备运行记录不及时。 

3．企业未制定 RCY-808 溶出仪的内部校准操作规程。 

处理措施 

一、要求丹东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佰福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刘洪敏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20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681319070764T 

企业负责人 潘春侨  质量负责人  朱姝 

生产负责人 马安民  质量受权人  朱姝 

生产地址 辽宁省丹东市东港市锦绣路 17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6月 8‐10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文件、记录管理不规范。例如，未制定普通中药饮片内包装使用封口机的使用、清洁、维护和

维修操作规程；板蓝根（批号：180601）净选工序批生产记录未体现分次称量过程。 

2.实验室管理不规范。例如，2018 年 5 月 16 日配制的氢氧化钠滴定液（0.1mol/L）未按照药典

规定储存；检验中心理化室存放的 10μg/ml 的标准铅溶液已过有效期；Primaide 高效液相色谱仪计

算机化系统使用权限未实施分级管理。 

处理措施 

一、要求丹东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龙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黄本仁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309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08533050‐X 

企业负责人 黄本仁  质量负责人  黄蕾 

生产负责人 赵忠华  质量受权人  黄蕾 

生产地址 本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香椿路 2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6月 8‐12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质量管理不规范。例如，该企业未购置薄层色谱检测器，不具备枸杞子含量测定项下的甜菜碱

含量的检验能力，也未对该项目进行委托检验；枸杞子药材（批号：YZ01601-180101）在未完成全项

检验的情况下即放行、投入生产； QC 人员过少，药品质量控制管理存在较大风险，《员工登记表》

显示 QC 只有 2 人，赵思慧为 QC 负责人，王金实为 QC 检验员，《销售员法人委托授权书》显示，王金

实兼任销售员；地黄饮片（批号：170101）浸出物应按干燥品计算，实际未按干燥品计算，但此计算

方式不影响检验结论；未在对照品台账上及时登记羟基红花黄色素 A（红花含量测定所用对照品；批

号为 11163-201609）、杯苋甾酮（川牛膝含量测定所用对照品；批号为 111804-201705）的取用情况；

质量受权人未对计算机化系统的审计追踪情况进行审核；2017 年产品质量回顾分析中未涵盖企业的所

有炮制范围，未对制炭、煅制、燀制、煨制等炮制过程进行回顾。 

2. 计算机化系统管理不规范。例如，未对高效液相色谱仪工作站权限进行分级管理；高效液相色

谱仪工作站审计追踪描述中缺少样品名称、批号等信息；未对高效液相色谱仪工作站计算机化系统进

行验证；高效液相色谱仪工作站系统时钟已锁定、但时区未锁定；未按《化验室电子数据备份与恢复

管理规程》（SMP-JS003-00）要求使用移动硬盘对电子数据进行备份，实际使用 U盘进行备份。 

处理措施 

一、要求本溪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富东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兰军胜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06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68008264-3 

企业负责人 霍艳玲 质量负责人 贺玲 

生产负责人 刘慧凤 质量受权人 贺玲 

生产地址 本溪经济开发区药业产业园区溪湖区石桥子春安街 9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6 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文件、记录管理不规范。例如，企业《中药材（饮片）原辅料包装材料分类账》中未记录人工

牛黄、冰片的取样数量；《小儿咽扁颗粒生产工艺规程》规定药液沉降时间不少于 12 小时、未规定药

液沉降时间的上限，未对蔗糖分次粉碎称量操作作出规定；小儿咽扁颗粒批生产记录缺少制粒工序称

量设备的型号和编号，缺少蔗糖分次粉碎操作记录，缺少 80%乙醇配制及浸膏收率、总混物料平衡计

算过程。 

2.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管理不规范。例如，企业未将质量负责人、质量受权人变更纳入企业变更

管理中；企业从 2016 年 6 月 12 日至今共生产小儿咽扁颗粒浸膏 121 批，其中有 6 批（批号

171101-171106）浸膏产出量均为 276kg，接近收膏范围下限 271.16kg，企业对此不良趋势未开展调查

分析并制定纠正预防措施。 

处理措施 

一、要求本溪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格林生物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沈振宏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3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6436238-6 

企业负责人 沈振宏 质量负责人 李妍 

生产负责人 刘巍巍 质量受权人 李妍 

生产地址 沈阳市沈北新区辉山经济开发区沈北路 176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6 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问题 

1.设施设备管理不规范。例如，空调净化系统初中效过滤器使用的压差指示表量程过大（初始压力

为 16pa、量程为 500pa），不易读数。 

2.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管理不规范。例如，企业未对叶酸片含量测定检验操作出现异常情况时重新

进针及其处理方法进行规定；《供应商质量评估及审计管理规程》未对审计进口原料供应商时除审计常

规资料外还需审计《进口药品注册证》、进口药品注册标准及进口药品检验报告书等内容进行规定。 

处理措施 

一、要求沈阳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大连水产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刘晓峰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7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231118429240M 

企业负责人 胡德敏 质量负责人 金燕 

生产负责人 陈吉禄 质量受权人 金燕 

生产地址 大连市高新园区龙天路 39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6 月 8-10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问题 

1.偏差管理不规范。例如，固体制剂生产车间沸腾干燥设备 6 月 7 日出现故障，导致妇炎康复颗

粒制粒过程中止，生产的妇炎康复颗粒混合粉（批号：180602-1、180602-2、180602-3、180602-4）

存放于中间站，企业未对此偏差及时开展调查评估；对 2017 年出现的重大偏差（编号：PCED2017001

号；内容：170101、170102、170103 三批干膏粉含量不合格）调查不彻底，仅对检验操作和收膏操作

过程开展调查；170202 批妇炎康复颗粒干膏粉实际产出量为 76.59 公斤，与其他批次产出量（例如，

180501 批产出量为 123.74kg、180502 批产出量为 119.49kg、180503 批产出量为 110.32kg）差异明显，

企业未对此情况开展调查。 

2.文件、记录管理不规范。例如，固体制剂车间中间站存放的中间产品货位卡信息内容不全，缺

少数量、批号等信息；《妇炎康复颗粒生产工艺规程Ⅱ》（批量 12 万袋）缺少妇炎康复颗粒分四锅进

行制粒、干燥、整粒工序的操作过程；《妇炎康复颗粒前处理及提取生产工艺规程》中缺少妇炎康复

颗粒干膏粉收率范围。 

处理措施 

一、要求大连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盘锦恒昌隆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刘锌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7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1100734207588A 

企业负责人 刘锌 质量负责人 刘小丹 

生产负责人 陈伟 质量受权人 刘小丹 

生产地址 盘锦市大洼县平安乡 

检查日期 2018 年 6 月 8-10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问题 

1.设施与设备管理不规范。例如，成品退货库的窗户玻璃破碎；中药前处理及提取车间的粉碎机

（型号：SF-320）清洁不彻底；95%乙醇储罐上料口有较多积尘。 

2.个别生产记录缺少可追溯性。例如，清淋颗粒清膏（批号：171215）批生产记录中，减压浓缩

工序生产记录单未记录浓缩液的相对密度；清淋颗粒的批生产记录中，制粒干燥工序未按照工艺规程

要求记录物料铺盘的厚度，总混工序未体现开始和结束时间；企业购进滑石药材，炮制成饮片，但未

制定中药饮片生产工艺规程。 

处理措施 

一、要求盘锦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大连雅立峰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李建青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80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200732786053B 

企业负责人 张玉慧 质量负责人 张敬武 

生产负责人 周蕾 质量受权人 张敬武 

生产地址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中路 1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6 月 9-12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问题 

1.文件与记录管理不规范。例如，《危险品管理规程》中未对危险品领用量进行规定，现场检

查发现流感疫苗原液车间裂解室 2-8℃冰箱内存放 200 瓶（500ml/瓶）无水乙醚；《流感病毒离心再

纯化液二次脱糖及灭活岗位标准操作规程》中甲醛加入量计算公式中的“甲醛溶液的配制浓度”应

为“经检测后的甲醛溶液配制浓度”；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批检验记录（批号：20170614）外观与可

见异物检查记录项下未记录光照条件；《溶液配制记录》中乙醚对照品溶液配制记录仅记录所用试

药批号，未记录试药生产厂家。 

2.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管理不规范。例如，与 SPF 种蛋供应商北京梅里亚维通实验动物技术有

限公司签订的质量保证协议中缺少 SPF 种蛋运输温度要求的相关内容，对大连保税区兴华养鸡场进

行的现场审计报告中缺少鸡群健康档案的内容；预充式注射器用活塞供应商为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

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该产品为免清洗、已灭菌的内包材，企业对购入后的产品每次对供应商提

供的取样包进行检测，未对取样包的代表性进行充分评估。 

处理措施 

一、要求大连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鹿王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郑飞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180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67048157-9 

企业负责人 郑飞 质量负责人 李殿学 

生产负责人 孙晶 质量受权人 李殿学 

生产地址 西丰县工业园区公合工业园 

检查日期 2018 年 5 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关键岗位人员缺失。企业质量负责人唐文杰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离职，现场检查期间企业无质

量负责人在岗；QA 人员数量（1 人）偏少。 

2.工艺规程与批生产记录描述的生产工艺不一致。中药饮片大枣（批号：20170301）批生产记录

中记载的生产工序为拣选、包装，《大枣生产工艺规程》（WJ/TS/03701）中描述的生产工艺为除去杂

质、洗净、晒干、包装；中药饮片当归（批号：20170401）批生产记录中干燥岗位记录操作方式为晾

干，《当归生产工艺规程》（WJ/TS/03901）规定使用热风循环烘箱干燥。 

3.实验室管理不规范。例如，企业在使用 Y3217001、Y3217002 批中药材大枣生产的 4批次饮片的

检验报告中引用了药材的检验结果，但未对将药材检验结果用于中药饮片质量评价进行评估，其引用

的检验结果亦未在中药饮片检验报告中注明；企业缺少黄曲霉毒素检测所需的防护措施，且废液处理

方式不当。如企业未设置独立的黄曲霉素检测间，黄曲霉素检测没有安全防护措施，废液直接流入下

水道。另，企业能按第一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检测黄曲霉素，当测定结果超出限度时，不能采用第

二法（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进行确认；中药材大枣原始检验记录（批号：Y3217002）黄曲霉毒

素项下高效液相色谱图无校对人员签字；中心化验室的 20%硫酸溶液未标注有效期；中心化验室的高

效液相色谱仪（编号：SB-HY002）工作站电脑时间未锁定。 

4.文件（记录）管理不规范。例如，《当归生产工艺规程》（WJ/TS/03901）中未规定生产批量；

当归（批号：20170401）批生产记录干燥岗位未规定温湿度；《当归饮片质量标准》（WJ/TS/13501）

中缺少【浸出物】项。 

处理措施 

一、要求铁岭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沈阳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王威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2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2093120-9 

企业负责人 王威 质量负责人 刘雪寒 

生产负责人 王春红 质量受权人 刘雪寒 

生产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金辉街 9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5 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设施设备管理不规范。例如，口服固体制剂车间称量室的压差表在房间门开启和关闭状态下的

读数均为 20Pa；成品阴凉储存库未设置退货区；口服固体制剂车间中控室存放的电子天平（JA120003）

的天平台不牢固，有震动现象。 

2.OOS 管理不规范。例如，未对复方丹参片浸膏的丹酚酸 B 含量不合格情况（内控标准为不低于

19.5mg/片，实测结果为 12.6mg/片）进行 OOS调查并记录。 

处理措施 

一、要求沈阳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民康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吴升全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66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2466658042731 

企业负责人 吴升全 质量负责人 姜平 

生产负责人 吴升全 质量受权人 姜平 

生产地址 大连炮台经济开发区光彩街 1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5 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物料管理不规范。例如，氯化钠、活性炭与塑料输液容器聚丙烯组合盖（拉环式）存放于同一

库房内。 

2.记录管理不规范。例如，5%葡萄糖注射液(500ml:25g)（批号：A180306A）批生产记录中，稀

配岗位过滤工序缺少过滤器编码、型号等信息。 

处理措施 

一、要求大连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吉林敖东集团大连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刘德胜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56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4093281-5 

企业负责人 关延坤 质量负责人 栾海霞 

生产负责人 宋志国 质量受权人 栾海霞 

生产地址 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北路（三涧段）477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5 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实验室管理不规范。例如，羧甲淀粉钠（批号：20171114）的检验记录中，酸碱度检查项未

注明仪器校正用的标准缓冲液；电位滴定法测定羧甲淀粉钠（20171114 批）含量未打印图谱。 

处理措施 

一、要求大连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郑峰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37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111711144908A 

企业负责人 郑峰 质量负责人 李宝喜 

生产负责人 牟东军 质量受权人 李宝喜 

生产地址 沈阳市苏家屯区雪莲街 10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5 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不规范。例如，2017 年度注射用盐酸氨溴索（15mg、30mg）质量

回顾报告趋势分析中缺少警戒限和纠偏限的内容；注射用盐酸氨溴索成品检验原始记录中，检验图

谱无复核人签字。 

处理措施 

一、要求沈阳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鞍山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刘振东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229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303118887081F 

企业负责人 刘振东 质量负责人 王海涛 

生产负责人 杜鹃 质量受权人 王海涛 

生产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双台路 14 号、16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5 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物料管理不规范。例如，净料天花粉（批号：Y1183‐20171201‐14，数量: 50kg）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出库用于如意金黄散（批号：180101）生产，但其物料台账未及时登记；女二更后的

手消毒液，无品名、配制时间、有效期等信息标识；乙醇罐、回收乙醇罐均无物料标识信息。 

2.生产管理不规范。例如，综合制剂车间制粒干燥整粒间为负压、直排，不利用回风，但心

血宁胶囊（批号：180204）整粒工序操作时产生的粉尘较大。 

处理措施 

一、要求鞍山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康博士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张品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8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3211191754816 

企业负责人 万韬 质量负责人 黄彦辉 

生产负责人 李巍 质量受权人 黄彦辉 

生产地址 辽宁省台安县康博士工业园甲区 3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5 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物料与产品管理不规范。例如，提取车间提取间暂存的黄连未标识物料批号，制剂车间称

量配料间薄荷脑（Y073‐170401）的物料批号填写为制剂批号(枇杷止咳颗粒 20180502)；冷库存

放的用于贮存期考察的枇杷止咳颗粒稠膏（20180301、20180302、20180303，数量 100g）样品

标签的取样日期填写为考察日期（2018 年 5 月 15 日、2018年 5 月 16 日、2018 年 5月 17 日）。

2.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不足。例如，2018 年 5月 8 日 QC发现泮托拉唑肠溶胶囊（批号：

20180405）含量测定为 86%，经调查原因为样品未完全溶解，重新配制样品，检测结果为 101.4%，
未制定纠正与预防措施；2018 年对药材供应商安徽和济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现场审计表、供

应商审计报告中未体现其供应的三批决明子（20170401、20170701、20170501，各 700 公斤）

黄曲霉素检查项目不合格的情况调查；未制定用于保喉片生产的直接入药的蟾酥粉的内控质量

标准。 
3.文件记录管理不规范。例如，枇杷止咳颗粒湿法制粒后用 LYK摇摆颗粒机进行整粒操作，

薄荷脑乙醇溶液的喷入操作为取 100kg 颗粒、分二次在不锈钢槽里喷入二分之一量薄荷脑乙醇

溶液混匀，枇杷止咳颗粒工艺规程中未描述上述过程；微生物限度批检验记录未设置阳性对照

菌名称和菌种编号的记录项；含量测定的相关图谱无校对者的签字、未计算平行样的平均偏差。

处理措施 

一、要求鞍山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九洲龙跃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赵庆峰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110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500680086054E 

企业负责人 赵庆峰 质量负责人 张海永 

生产负责人 李茂杰 质量受权人 张海永 

生产地址 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神农大街 49-2 栋 

检查日期 2018 年 5 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质量控制管理不规范。例如，旋光仪温度控制所用温度计精度不符合要求，使用分度为

1℃的温度计，应使用分度为 0.1℃的温度计；辅料活性炭吸附力检查项使用硫代硫酸钠滴定液

滴定，结果计算未带入滴定液的 F 值；氯化钠原料亚铁氰化物检查项使用的混合溶液无配制记

录；无二氯化汞饱和溶液配制记录；无溴化汞试纸配制记录；菌种销毁记录信息不全，缺少菌

种名称、代次、数量等。 
2.计算机化系统管理不规范。例如，企业所用原料葡萄糖使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检验，

现场检查时计算机系统中存有数据文件，但工作站损坏无法查看；查看双光束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所用数据时，企业文件规定的仅有一般用户权限的操作员工能够使用计算机系统管理员权

限登录；未建立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过程中涉及的所有计算机化系统清单。 

处理措施 

一、要求本溪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格瑞仕特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姜勇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111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500715706787J 

企业负责人 姜勇 质量负责人 窦恒 

生产负责人 南宁 质量受权人 窦恒 

生产地址 溪湖区石桥子春安街 

检查日期 2018 年 5 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文件、记录管理不规范。例如，批号为 201706003、201706004、201707005 外用红色诺

卡氏菌细胞壁骨架进行了批量为 20000 支的三批工艺验证，采取 1 批制剂对应 1 批原液（制剂稀配

液只灌装一半，另一半废弃）的方式来生产，但未记录剩余半成品的处理方式；未记录清洗或灭菌

后的中性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的处理方式;  检定菌及菌液销毁记录内容不详细，如不能体现部分传

代过程中菌液的销毁；菌种传代编号与文件规定不一致；《待包装产品、成品取样管理 SOP》规定“轧

盖后按照灌装前、中、后生产流程进行分别取样”，在批生产记录中不能体现此过程。 
2.取样管理不规范。例如，企业对注射用冷冻干燥无菌粉末用溴化丁基橡胶塞的入厂检验，每批

次对供应商提供的取样小包装进行样品检验，未对取样小包装样品的代表性进行评估；《中间产品取

样管理 SOP》规定了中间产品（包括菌液、原液及半成品）的取样由车间岗位人员完成，但未规定

在 QA人员的监督下进行取样；取样授权书对 8名岗位人员授权菌液、原液取样，未明确中间产品的

取样人员。 

处理措施 

一、要求本溪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图解政策：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之一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3551.html           2018 年 12 月 04 日 发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年第八期） 

 2018 年 12 月 05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803.html   

现发布 2018 年第十二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包括 13 个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13个即将换批品种的预计上市时间、13个即将失效品种的有效使用期限和4个停用品种名单，

详见表 1、表 2、表 3、表 4。  

表 1 即将上市的新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01422 马来酸右噻吗洛尔 101422-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2 101431 替硝唑杂质 B 101431-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3 190172 L-丙交酯 190172-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4 190170 DL-丙交酯 190170-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5 420054 奥替拉西钾 420054-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6 195040 金属穿刺针（Φ1.6mm） 195040-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7 195039 金属穿刺针（Φ0.8mm） 195039-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8 195038 塑料穿刺器（Φ5.2mm）） 195038-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9 190198 喹啉黄 190198-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10 101430 对氨基苯乙酸 101430-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11 190171 D-丙交酯 190171-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12 190083 阿尔法环糊精 190083-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13 190173 乙交酯 190173-201801 2019 年第 1季度

 

表 2 即将换批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预计上市时间 

1 111523 5-O-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111523-201811 2019 年第 1季度

2 230034 

▲结核分枝杆菌异烟肼耐

药基因检测试剂用国家参

考品 

230034-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3 230033 

▲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耐

药基因检测试剂用国家参

考品 

230033-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4 100503 氨基比林 100503-201803 2019 年第 1季度

5 100581 西吡氯铵 100581-201803 2019 年第 1季度

6 121457 雄蚕蛾（家蚕） 121457-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7 100512 2-甲基-5-硝基咪唑 100512-201804 2019 年第 1季度

8 100121 茶碱 100121-201805 2019 年第 1季度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9 100077 胆红素 100077-201808 2019 年第 1季度

10 112018 β-细辛醚 112018-201802 2019 年第 1季度

11 110715 黄芩苷 110715-201821 2019 年第 1季度

12 140717 

脱氧核糖胸腺嘧啶核苷酸

钠（T） 

140717-201803 2019 年第 1季度

13 140687 亮氨酸 140687-201804 2019 年第 1季度

 

表 3 即将失效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有效使用期限 

1 111523 5-O-甲基维斯阿米醇苷 111523-201610 2019-04-29 

2 230034 

▲结核分枝杆菌异烟肼耐药基

因检测试剂用国家参考品 

230034-20110702 2019-05-01 

3 230033 

▲结核分枝杆菌利福平耐药基

因检测试剂用国家参考品 

230033-20110701 2019-05-01 

4 100503 氨基比林 100503-201302 2019-05-05 

5 100581 西吡氯铵 100581-201302 2019-05-05 

6 121457 雄蚕蛾（家蚕） 121457-200501 2019-05-05 

7 100121 茶碱 100121-201104 2019-05-06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8 100077 胆红素 100077-201607 2019-05-07 

9 112018 β-细辛醚 112018-201601 2019-05-14 

10 110715 黄芩苷 110715-201720 2019-05-14 

11 140717 脱氧核糖胸腺嘧啶核苷酸钠（T） 140717-201102 2019-05-22 

12 140687 亮氨酸 140687-201503 2019-05-22 

13 100512 2-甲基-5-硝基咪唑 100512-201603 2019-05-06 

 

表 4 ：近期停用的品种  

序号 编号 名称 批号 停用时间 

1 100324 林旦 100324-200001 2018-11-20 

2 111580 甲基橙皮苷 111580-200503 2018-11-15 

3 101361 罗库溴铵 101361-201501 2018-04-11 

4 121133 松叶 121133-201303 2018-10-29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 新批次标准物质（一

般指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不再对其进行质量监测，

用户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2 月 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图解政策：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之二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3552.html          2018 年 12 月 05 日 发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注销盐酸米多君片等 2个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公告（2018年

第 95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3825.html          2018 年 12 月 12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注销盐酸米多君片等 2 个药品批准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附件：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目录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7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95 号公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 

附件：注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目录	

 

品种名称 批准证明文件号 规格 剂型 生产企业 注销情形 

盐酸米多君片  H20130782  2.5mg  片剂 
Takeda Austria GmbH   
（Takeda GmbH,Plant 

Oranienburg） 
企业申请 

氯诺昔康速释片  H20181198  8mg  片剂 
Takeda Pharma A/S 

（Takeda Pharma A/S）  企业申请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对海城市天亿康制药有限公司等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

跟踪检查有关情况的通报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0/333908.html          2018 年 12 月 14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

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现将我局

对海城市天亿康制药有限公司等 16 家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 跟踪检查的有关情况

予以通报，本次跟踪检查的形式以飞行检查为主。 

 

 

附件：药品 GMP检查情况通报表―2018年第 3号.docx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药品 GMP检查情况通报表―2018年第 3号	
 

企业名称 海城市天亿康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李洪振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22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3817816168785 

企业负责人 杨长辉  质量负责人  韦谦 

生产负责人 孙磊  质量受权人  韦谦 

生产地址 海城市兴海大街 246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人参（批号：1709001）检验记录“薄层鉴别”检查项，未记录人参对照药材、人参皂苷对照品 Rb1、

Re、Rf、Rg1 及供试品的称量重量，薄层色谱均未标注斑点颜色；“水分”项未记录供试品破碎程度及烘

干温度。 

2.企业2017年质量回顾分析报告中未对鹿角胶新增的供应商山东济水阿胶有限公司进行质量回顾分

析。 

处理措施 

一、要求鞍山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奇尔康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宋晓红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21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1022723728716A 

企业负责人 宋晓红  质量负责人  王景涛 

生产负责人 于向伟  质量受权人  王景涛 

生产地址 辽宁省灯塔市古城街道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熔点测定用的温度计（编号 128），分度值为 1℃，达不到熔点测定精度要求。 

2.批检验记录中部分检验仪器使用信息记录不全，如琥乙红霉素颗粒待包装颗粒（批号：20180502）

“酸碱度”项未记录测试溶液温度；二氧丙嗪苯丙哌林片（批号：20180601）“溶出度”项没有标示出

溶出温度；二氧丙嗪苯丙哌林片（批号：20180602）两个混合对照品进样，缺少一个定位峰进样。 

3.岛津液相色谱仪 LC-2010AHT 已安装了审计追踪功能，时间已锁定，但系统时区未锁定，可更改。

处理措施 

一、要求辽阳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锦州紫金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张元秋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56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12052515‐1 

企业负责人 张元秋  质量负责人  宋丽华 

生产负责人 沈桂艳  质量受权人  宋丽华 

生产地址 锦州市凌河新区百官屯 

检查日期 2018年 6月 8‐10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设施设备管理不规范。例如，原辅料阴凉库中无温湿度监控设备；未设置专柜存放易串味的留

样样品；中药材阴凉库内没有设置驱鼠或是捕鼠装置；纯化水系统维护不当，在停产期间系统未保持

循环状态，也未将存水全部排放; 原子吸收用乙炔气体钢瓶与仪器共同存放，没有安全防护或控制措

施。 

2.《狗皮膏（改进型）生产工艺规程》内容不完整。例如，未规定提取批与制剂批的对应关系；

中药前处理工序缺少干燥的控制要求；工艺流程图中部分物料添加路线不清晰，未标出关键的质量控

制点；生产加工工艺步骤中未描述所用生产设备或容器具；《关键控制点》列表缺少水提工艺的关键

控制参数。 

3.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措施不规范。例如，未对购进的中药材及饮片增加相应的二氧化硫残留检

测；麻黄（170548）、洋金花（20177330410）含量测定的色谱峰不符合要求，企业未发起相应的偏差

调查；未将内包材（药品包装）用涂二甲基硅油低密度聚乙烯/防粘纸生产商沈阳中加塑胶制品有限公

司纳入合格供应商清单，未进行质量评估；樟脑的供应商档案中缺少质量保证协议。 

处理措施 

一、要求锦州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王红兵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53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1645715‐3 

企业负责人 王红兵  质量负责人  刘晓东 

生产负责人 王爽  质量受权人  刘晓东 

生产地址 锦州市高新区曙光街 1号、凌海市大业乡大业村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物料管理不规范。中药材常温库存放有需阴凉干燥处存放的檀香药材（进场编号：

Y721yc-170301），且无温度、湿度控制设施。 

2.文件管理不规范。批生产记录个别信息未填写，如复方丹参片（提取部分）20180602 批浓缩工

序混合浓缩后浓缩液相对密度未记录。（第一百七十四条） 

3.质量保证部门对橡胶膏剂生产中发生的偏差（处理单号：18-06-06）制定预防纠正措施，但未按

照《纠正和预防措施操作规程》（SMP-QA-Z02-01）规定对预防纠正措施有效性进行跟踪确认。 

处理措施 

一、要求锦州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

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滨口洋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04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1066046138951 

企业负责人 滨口洋 质量负责人 李艳红 

生产负责人 边岩 质量受权人 李艳红 

生产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10号路 6 甲 3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企业《清洁验证管理标准操作规程》（SJ-04-12）中“残留基准设定方法”对“J：制品 B 的有效

成分的一日的最小投料量”表述有误，应为“最大投料量”，查看企业胶囊充填机、PTP 充填机清洁确认

报告，实际采用最大投料量参与计算。企业清洁再验证未对待清洁设备最长保留时间、已清洁设备最长

保留时间进行确认，企业未在相关的文件中予以规定或评估。 

2.企业《检验记录、报告及台账作成标准操作规程》中 RSD 数字修约规则为“比规格值多保留一位，

后面数据要舍弃”，与《中国药品检验标准操作规范》（2010 年版）中规定的“只进不舍”原则不符。

处理措施 

一、要求沈阳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沈阳金龙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魏永梅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05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106720983789B 

企业负责人 魏永梅 质量负责人 邓娜 

生产负责人 穆春梅 质量受权人 邓娜 

生产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星海路 15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9月 13-15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问题 

1.GH-800 三维运动混合机清洁 SOP（SOP-QJ-30-025 04 版）规定生产结束至 24 小时进行清洁， GH-800

三维运动混合机清洁验证方案（VP-SQ-30-005 02 版）未体现待清洁设备的保留时间。 

2.部分文件描述不清晰，（1）企业《员工培训管理规程》（SMP-JR-10-004 05 版）未规定人员培训

计划的审批流程；（2）产品批号、有效期及生产日期管理规程（SMP-SC-30-005）中中间产品批号编制方

式描述不清楚；（3）洁净区环境监控管理规程（SMP-ZL-20-006 05 版）未明确日常监测的区域。 

处理措施 

一、要求沈阳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沈阳康芝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李韵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03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1001179954513 

企业负责人 李韵 质量负责人 胡跃兰 

生产负责人 李韵 质量受权人 胡跃兰 

生产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7 甲 1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3-15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问题 

1.《工艺用水管理规程》（SMP-SK-SD0-029-02）中，未明确企业处于间歇性生产状态时纯化水系统

的维护使用及监测规程。 

2.生化培养箱（设备编号：SB-GY12-022）未做仪器设备校准结果确认。 

3.《GL-200 流化床干燥机再确认方案》（SVP-SK-SD0-237-03）中缺少抖袋频率和抖袋时间的考察内

容。 

处理措施 

一、要求沈阳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沈阳管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张杰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19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2093489‐9 

企业负责人 张杰 质量负责人 刘丽丽 

生产负责人 郭园园 质量受权人 刘丽丽 

生产地址 沈阳市浑南产业区高科路 22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6-19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问题 

1.中药前处理及提取车间前处理室未挑选药材和已挑选药材无明显状态标识区分。 

2.隔水式电热恒温箱（设备编号：07070717）校准温度为 37℃，实际使用温度为 33℃，校准的范围

未涵盖实际检验的使用范围。 

3.对照品未标识首次开启日期和贮存条件。 

处理措施 

一、要求沈阳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倍奇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王艳玲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45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12006746‐1 

企业负责人 梁宏  质量负责人  郑晨光 

生产负责人 张敬国  质量受权人  郑晨光 

生产地址 丹东市振兴区黄海大街 18‐6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6-17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问题 

1.企业《固体制剂 1 车间过滤器清洁、更换 SOP》要求空调系统连续运行时，每 3月更换一次，检查

现场初、中效过滤器更换卡显示上次更换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 日。 

2.明胶空心胶囊，批号 201712203 入库 29 件，未使用，现场查看此批胶囊只取样 2件。 

3.企业对盐酸左氧氟沙星片进行了 3 工艺验证，分别为：S03170318 批、S03170319 批、S03170322

批，但验证结论未确定产品批量。 

处理措施 

一、要求丹东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丹东康复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周鹰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143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6037497897523 

企业负责人 周鹰 质量负责人 郭银 

生产负责人 李蕴松 质量受权人 郭银 

生产地址 丹东市振兴区四道沟街地质路 488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3-15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口服液体制剂车间洗衣岗位、外清岗位、容器具清洗岗位，现场未见岗位操作规程；制水系统纯

化水储罐呼吸器及洗瓶岗位压缩空气过滤器未建立使用、清洁等相关文件。 

2.空调系统运行记录未记录开机、关机时间；制剂车间隧道式灭菌烘箱中效过滤器未记录初始阻力

值。 

处理措施 

一、要求丹东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福源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黄庆柏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2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5913778‐2 

企业负责人 黄庆柏  质量负责人  金明智 

生产负责人 方春荣  质量受权人  金明智 

生产地址 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镇新安街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企业规定复方黄连素片浸膏有效期 10 天，软材粉有效期 12 个月，但无相关验证数据支持。 

2.WQF-510A 红外分光光度计未按照《化验室电子数据管理 SOP》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现场检查未

经授权人员可删除红外电子谱图数据。 

3.现场核查企业 180401 及 180403 批复方黄连素片盐酸小檗碱含量测定项下液相电子谱图峰面积积

分不准确；复方黄连素片（批号 180501）批检验记录中微生物限度检项未完整记录供试品的制备过程；

马来酸氯苯那敏（批号：180620）气相色谱法测定残留溶剂，结果为未检出，但未测检出限。 

处理措施 

一、要求本溪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铁岭鹿宝堂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王丽红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11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8514174‐2 

企业负责人 王丽红  质量负责人  郭静 

生产负责人 赵海龙  质量受权人  王有智 

生产地址 铁岭市西丰县西丰镇工业园区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3-15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企业培训计划中缺少对实验岗位操作人员的仪器操作培训，对相关操作人员的实际履职能力评估

效果欠佳；现场检查，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及卡氏微量水分测定仪岗位操作人员对仪器操作不熟练。 

2.熔点测定用温度计分度值不符合要求。 

3.碘化汞钾试液和标准砷溶液无验收、分发及使用记录；未建立培养基、菌种的接收台账。 

处理措施 

一、要求铁岭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兴海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张秀敏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56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1100122450077G 

企业负责人 张秀敏 质量负责人 田贵波 

生产负责人 杨志刚  质量受权人  信堡森 

生产地址 盘锦市兴隆台区工业开发区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旋光仪未进行校准。 

2.《QN－500 球形浓缩器清洁规程》（P—OS—297）中未规定对进料管道如何进行清洗的内容。

3.四季感冒片干膏粉有效期的稳定性考察方案设计不合理，未将成品质量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

目纳入考察范围。 

处理措施 

一、要求盘锦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富祥（大连）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汤德平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77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2885042‐X 

企业负责人 刘路辕  质量负责人  陈斌 

生产负责人 张红军  质量受权人  陈斌 

生产地址 大连市旅顺经济开发区顺康街 18 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3-15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压片机模具使用台帐》记录中缺少接收人签字等内容。 

2.仓库辅料存放区硬脂酸镁（批号：20171004）的取样证，未填写取样人。 

处理措施 

一、要求大连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大连天山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郭春义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6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200723495502C 

企业负责人 郭春义 质量负责人 荣军 

生产负责人 潘宗超 质量受权人 荣军 

生产地址 大连市甘井子区营日路 17 号‐1、2、3号 

检查日期 2018 年 9 月 13-15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口服固体制剂车间称量室量程为1kg‐‐150kg的电子秤无设备标识，校准砝码只有20kg的，对

称量量为1.4kg的明胶的称量不能进行有效校准。 

2.质量控制部理化室使用的容量瓶超过校准有效期未及时进行校准。 

3.现场检查时易串味库和阴凉饮片库配置有空调设施，但室内温度分别为 26℃和 24℃，超出

了规定的温度范围。 

处理措施 

一、要求大连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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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沈阳奥吉娜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魏国平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1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1579423‐8 

企业负责人 魏国平  质量负责人  韦松 

生产负责人 李智杰  质量受权人  韦松 

生产地址 沈阳市于洪区大潘镇沈辽西路 99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9月 13‐15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编号为PC2018001的偏差处理，具体描述为“使用批号为A1711014阿司匹林进行生产时，压

片使用GZPL‐83型压片机压片时，样片硬度低于1.5kg，不符合内控要求”，企业经评估确定为次要偏

差，采取了CAPA措施，但未深入评估原料质量对制剂工艺的影响。 

2.  《阿司匹林肠溶片中间体物料储存有效期验证》中对肠溶包衣液的储存时限进行了验证，

但未在工艺规程中进行相关的规定。   

3.批号为180813的聚丙烯酸树脂Ⅱ货位卡及物料台账未体现取样数量；《物料收发明细账》中

的取样人员记录为取样复核人，未记录实际的取样人员。 

处理措施 

一、要求沈阳市局做好监督整改工作，加强日常监管。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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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2018年第十三期） 

 2018 年 12 月 17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870.html    

现发布2018年第十三期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新情况，共包括69个即将失效品种名单，

详见附表。  

附表： 即将失效的品种名单 

序号 品种批号 品种名称 有效使用期限 

1 100190-200903 甲芬那酸 2019/6/17 

2 100846-200501 异喹啉物 2019/6/17 

3 100981-200901 马来酸桂哌齐特 2019/6/17 

4 110859-200502 湖贝甲素 2019/6/17 

5 111513-200001 7—甲氧基香豆素 2019/6/17 

6 111561-200603 辛夷脂素 2019/6/17 

7 111623-200301 柯里拉京 2019/6/17 

8 111654-200301 白鲜碱 2019/6/17 

9 111708-200501 鹰嘴豆芽素 A 2019/6/17 

10 111741-200501 6-羟基-7-甲氧基香豆素 2019/6/17 

11 111757-200601 二苯基庚烷 A 2019/6/17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12 111783-200801 注射用益气复脉随行对照品（暂行） 2019/6/17 

13 111801-201201 异型南五味子丁素 2019/6/17 

14 111888-201001 紫萁酮 2019/6/17 

15 120919-200304 广防已 2019/6/17 

16 120954-200204 饿蚂蝗 2019/6/17 

17 121001-200202 小檗皮 2019/6/17 

18 121010-201504 合欢花 2019/6/17 

19 121064-201004 羚羊角 2019/6/17 

20 121176-200502 爵床 2019/6/17 

21 121181-200001 红杜仲 2019/6/17 

22 121192-200101 夏天无 2019/6/17 

23 121193-200703 钻山风 2019/6/17 

24 121201-201103 冬虫夏草 2019/6/17 

25 121213-0101 矮地茶 2019/6/17 

26 121215-0101 藤黄 2019/6/17 

27 121220-201002 葶苈子(播娘蒿) 2019/6/17 

28 121228-0301 槲叶 201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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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21267-0301 博落回 2019/6/17 

30 121282-200703 头花蓼 2019/6/17 

31 121292-200402 透骨香 2019/6/17 

32 121307-200301 宽叶缬草 2019/6/17 

33 121317-200502 苦菜子 2019/6/17 

34 121326-200502 肾茶 2019/6/17 

35 121328-200301 牛黄 2019/6/17 

36 121337-200401 珊瑚姜 2019/6/17 

37 121347-200602 杏叶防风 2019/6/17 

38 121365-200602 洗碗叶 2019/6/17 

39 121372-200401 甜茶 2019/6/17 

40 121374-200401 叶下珠 2019/6/17 

41 121377-200401 东风桔 2019/6/17 

42 121387-200802 车前草 2019/6/17 

43 121395-200401 喜马拉雅紫茉莉 2019/6/17 

44 121413-200501 披麻草 2019/6/17 

45 121424-201404 荆芥穗 201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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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21426-200601 野牡丹 2019/6/17 

47 121428-200502 黑种草子 2019/6/17 

48 121438-201102 黑老虎 2019/6/17 

49 121445-200501 大叶骨碎朴 2019/6/17 

50 121448-200702 土荆芥 2019/6/17 

51 121450-200401 绵大戟 2019/6/17 

52 121453-201303 橙皮 2019/6/17 

53 121460-200401 满山白 2019/6/17 

54 121466-201403 菝葜 2019/6/17 

55 121468-201002 地耳草 2019/6/17 

56 121476-200902 九里香 2019/6/17 

57 121477-200501 火炭母 2019/6/17 

58 121479-200602 蒲葵子 2019/6/17 

59 121493-200501 全叶青兰 2019/6/17 

60 121511-200501 绣线菊 2019/6/17 

61 121527-200501 西藏棱子芹 2019/6/17 

62 121529-200501 甘青青兰 201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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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121547-200501 藤合欢(南蛇藤果) 2019/6/17 

64 121565-201002 蚂蚁(棕褐沙林蚁) 2019/6/17 

65 130105-200901 *▲四氢呋喃 2019/6/17 

66 130111-200901 *▲二甲基甲酰胺 2019/6/17 

67 130603-201001 环丙沙星杂质 H 2019/6/17 

68 140674-200401 三磷酸腺苷二钠 2019/6/17 

69 190056-201102 1,4-去水山梨醇 2019/6/17 

* 对于有效使用期限外的标准物质以及未规定有效使用期限的非最新批次标准物质（一般指

在国家药品标准物质供应目录中不收载的老旧批次），我院将不再对其进行质量监测，用户

如若继续使用，其特性量值及适用性请自行验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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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等 2项注册技术审查指导

原则的通告（2018年第 126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3946.html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发布

为加强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进一步提高注册审查质量，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一次

性使用活检针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1.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2.一次性使用活检针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26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26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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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给出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以下简称胆红素

血浆吸附器）注册具有指导意义的指南性文件，一方面有利于监管部门对

胆红素血浆吸附器上市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准确、高效的评价，另一

方面有利于指导企业规范产品的研究和生产。 

本指导原则系对胆红素血浆吸附器的一般要求，注册申请人应依据产

品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实和细化。注册申请人还应依据具体

产品的特性确定其中的具体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详细阐述其理由

及相应的科学依据。 

本指导原则是对注册申请人和审评人员的技术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

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够满足相

关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可以采用，但是需要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

证资料。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订的，随

着法规和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

容也将进行适时的调整。 

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所涉及的胆红素血浆吸附器，是指血浆吸附治疗时，与血

浆分离器及配套治疗管路使用的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吸附剂为树脂型，仅

用于高胆红素血症患者的血浆吸附治疗。本指导原则仅适用于胆红素血浆

吸附器，不包含该吸附器以外的其他血液净化设备和用具（如血管通路、

血浆分离器及管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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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应保证体外循环的畅通，各端口应能与各配用装置

的接口兼容，避免空气进入。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以无菌、无热原状态提供

的树脂型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属于《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 10

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项下 04‐02血液灌流器具。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1.概述 

产品名称应符合《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 19号）及有关规定。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 

2.产品描述 

描述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工作原理、结构组成、原材料，以及区别于其

他同类产品的特征等内容；必要时提供图示说明。 

3.型号规格 

应当明确各型号规格的区别，对于各种型号规格的结构组成、功能、

特征等方面内容应加以具体描述。 

4.包装说明 

提供有关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包装相关的信息，特别应当仔细说明与灭

菌方法相适应的 初包装的信息与资料。 

5.适用范围和禁忌症 

（1）适用范围； 

（2）预期使用环境； 

（3）适用人群：如对适用患者有特殊要求，应注明； 

（4）禁忌症（如适用）。   

6.参考的同类产品或前代产品的情况（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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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详细说明同类或前代产品国内外研究及临床使用情况。描述本次申

报器械与已上市器械（包括本企业已上市同类产品或其他企业已上市同类

产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比较的项目宜包括产品设计、适用范围、工作

原理、结构组成、吸附树脂、填充液等原材料、灭菌方式、性能指标、有

效期等内容，建议以列表方式列出。对于同类产品，应当说明选择其作为

研发参考的原因。 

7.原材料控制 

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原材料不得人为添加已列入相关法规及指令禁止的、

或未经毒理学评估的物质，常规使用过程中不得对人体产生有害影响。 

提交胆红素血浆吸附器所有组件使用的全部组成材料的化学名称、商

品名/材料代号、组成比例、供应商名称、符合的标准等基本信息。应明确

每种原材料，包括吸附树脂制备原材料、致孔剂、嫁接用化学试剂、溶剂、

特殊原材料的化学添加物、粘合剂等物质。建议提供原材料生物学性能符

合 GB/T 16886.1‐2011《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1部分：风险管理过程中的

评价与试验》（注：本指导原则中标准适用于 新版本，下同）和 YY 1290‐2016

《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等文件要求的评价报告。对于首次用于

胆红素血浆吸附器的新材料，应提供其适用人体预期使用部位的相关研究

资料。 

原材料（含外购组件）应具有稳定的供货渠道，提供原材料（含外购

组件）生产厂家的资质证明及外购协议。对于生产企业自己研制生产的原

材料粒料，应提供详细的配方研制报告，以及符合的相应标准。原材料常

见标准如 YY/T  0242‐2007《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聚丙烯专用料》、

YY/T 0114‐2008《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聚乙烯专用料》、YY/T 0806‐2010

《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及其他医疗器械用聚碳酸酯专用料》等。如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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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使用的是外购材料，则应要求供方提交原材料标准和检测文件，如

符合上述原材料标准的检测报告。同时提供生产企业原材料验收标准和报

告。 

（二）研究资料 

从技术层面论述申报产品设计验证、工艺验证，以及技术特征、生产

工艺、灭菌工艺研究、有效期和包装研究等内容。至少应包含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1.产品性能研究 

（1）设计特征 

应列明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各部件的名称，结构和功能，提供图样（单

个部件与总装图），内容应足够详尽。提交各部件功能与实现功能的工作原

理、途径与技术指标的制定与验证的详细描述。如产品具有特殊结构、组

件、功能等，应提供相应结构特征、参数和性能分析，以及针对性设计和

验证的内容。 

胆红素血浆吸附器设计验证建议包括对适用人群生理特点的分析与验

证，以及针对性设计输出的内容。列出产品部件所使用全部材料（包括助

剂、粘合剂、催化剂、溶剂等）名称，一般包括：每个材料的通用名称与

准确的化学名称、分子量及其分布、选用材料商品名/材料代号、使用时材

料组成比例。有机高分子材料应列出其分子结构式，金属材料应列出其全

部金属元素名称、比例及其牌号。无机材料列明结构式、结晶状况等信息。 

（2）物理特性 

①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各组件外观、尺寸、血室容量、血浆进出端与管

路的连接、微粒脱落、密封性能、耐温性能等指标。所有组件应具有各自

性能要求。如包含特殊组件、结构，应规定该组件、结构的尺寸、性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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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②使用特性 

对胆红素的吸附性能、总蛋白吸附率等指标。如包含特殊功能，应规

定相应功能要求。 

③涂层特性 

如产品带有涂层，建议提供涂层成分、性能特性、稳定性和安全性评

价等要求和支持性文件。 

（3）化学性能要求 

还原物质（易氧化物）、金属离子、酸碱度、蒸发残渣、吸光度、化学

物残留（如适用）等。   

（4）其他性能 

无菌、细菌内毒素和热原等。 

（5）物质溶出检测 

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可能会包含吸附树脂制备原材料、致孔剂、嫁接用

化学试剂、溶剂、特殊原材料的化学添加物、粘合剂等物质。这些物质具

有一定潜在毒性或限量使用。为保证产品使用的安全性，建议选择相应物

质用量 大的型号，采用适宜浸提溶液（如血液替代溶剂、血液等），模拟

临床 严格使用条件（如参考YY 1290‐2016《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

化学性能检验液制备规定方法，1L/h流速和产品宣称临床使用 大血浆流速

下，37℃循环2小时或临床宣称 长使用时间，取时间长者），检测上述物

质溶出总量。提供人体血液接触这些物质的毒性分析、安全限值和来源文

件，并针对不同人群生理特点分别进行安全性评价。 

2.生物相容性评价研究 

应对胆红素血浆吸附器与人体直接或间接接触材料的生物相容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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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可参考 GB/T 16886.1‐2011和 YY 1290‐2016等文件要求提供生物学评

价报告。 

3.生物安全性研究 

如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含有动物源性材料或生物活性物质等成分，如生

物涂层。参考动物源性医疗器械申报指导原则，提供相关材料及生物活性

物质的生物安全性研究资料等文件。包括说明组织、细胞和材料的获取、

加工、保存、测试和处理过程；阐述来源并描述生产过程中对病毒、其他

病原体及免疫原性物质去除或灭活方法的验证试验；工艺验证等。 

如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包含药物成分物质，应提供药物在生产国或我国

药品注册证明文件，明确药物来源和质量要求。提供药物药理学、药学、

毒理学、临床不良反应、与高分子材料结合后对材料和药物双向影响等药

械组合产品的研究资料，以证明产品安全性。 

4.灭菌工艺研究 

明确产品灭菌方法的选择理由，明确灭菌工艺和无菌保证水平，并提

供灭菌确认报告。灭菌过程还应开展以下方面的确认：产品与灭菌方法的

适应性、包装与灭菌工艺适应性、灭菌有效期验证资料、毒性物质残留量

研究资料。 

5.有效期和包装研究 

有效期验证项目包括产品使用性能和包装完整性。可采用加速老化或

实时老化的研究。实时老化的研究，应从产品定型后即开始进行。加速老

化研究的具体要求可参考 ASTM  F1980‐16  《Standard Guide  for Accelerated 

Aging of Sterile Barrier Systems for Medical Devices》和 YY/T 0681.1‐2009《无

菌医疗器械包装试验方法  第 1部分：加速老化试验指南》。 

提交包装验证报告，如：包装材料的物理化学、毒理学特性；包装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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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与产品的适应性；包装材料与成型和密封过程的适应性；包装材料所能

提供的物理、化学和微生物屏障保护；包装材料与使用者使用时的要求（如

无菌开启）的适应性；包装材料与标签系统的适应性；包装材料与贮存运

输过程的适应性等。 

6.临床前动物试验 

如需要，建议提供动物试验的完整资料，应包括： 

（1）动物试验目的、模型选择的依据； 

（2）研究中使用的治疗参数与建议用于人体治疗参数的比较； 

（3）试验方案、检验方法和设备； 

（4）记录及结果（包括原始数据样本）； 

（5）结论。 

（三）生产制造信息 

应包含产品设计过程和生产工艺过程资料，特别是上述胆红素血浆吸

附器的性能指标、指标的选择依据与验证资料。可采用流程图的形式概述

设计过程和生产过程。 

详细说明产品生产工艺过程及其确定的依据、质量控制标准及其可靠

性论证；确认关键工艺点并阐明其对产品物理性能、化学性能、生物性能

的影响；确认生产工艺的稳定性。对生产加工过程使用的所有溶剂、助剂、

粘合剂等添加剂均应说明使用剂量、对残留量的控制措施和接受标准，以

及检验报告和安全性评价报告。有多个研制、生产场地，应当概述每个研

制、生产场地的实际情况。 

（四）临床试验资料 

如开展临床试验，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如《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

管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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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令第 25号）等文件的要求实施。申报资料中应提交伦理委员会批件、

试验方案和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等文件，建议提交统计分析报告。 

临床试验根据产品申报用途、试验目的考虑纳入病种和严重程度，在

试验方案中应详细说明入选/排除标准以及中止试验标准。 

1.临床试验基本要求 

试验方案应明确研究目的、研究人群、观察指标、对照选择及研究设

计类型等。多中心临床试验由多位研究者按照同一试验方案在不同的临床

试验机构中同期进行。 

试验品和对照品选择原则：申报产品选择试验型号时，建议选择原材

料和组件 全，使用性能可以覆盖本注册单元其他产品，且经过生物学评

价、全项目注册检测的型号进行临床试验。 

建议优先选择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设计，应详细描述对照品的规格型号、

生产厂家和批号、对照品选择依据等。对照品应选择已经获得有效医疗器

械注册证、有确切疗效和安全性的产品。对照品的原材料和填充液、性能

结构、吸附性能参数、适用范围和使用方式等应尽量与试验品一致。试验

组和对照组的试验条件、方法步骤、临床观察项目、评价依据等应相同。

两组试验对象按随机原则分配。 

2.受试者入选和排除标准 

（1）入选标准 

①各种原因引起的高胆红素血症患者，血清总胆红素（TBiL）≥171µmol/L。 

②年龄 18—75岁，性别不限。 

③自愿参加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2）排除标准 

①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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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患有重度贫血、感染、肿瘤、活动出血、有严重出血或出、凝血功

能严重障碍（PTA≤20%）或血小板低于 50×109/L，以及严重的心、肾、肺脏

疾病者； 

③没有控制的肝性脑病患者； 

④伴有严重高血压、全身循环功能衰竭、DIC患者； 

⑤非稳定性的心肌梗塞、脑梗塞患者； 

⑥有精神性疾病或病史者、吸毒者； 

⑦既往对体外循环管路、血液净化器械、所用药品如肝素、鱼精蛋白

有过敏史者； 

⑧诊断明确的梗阻性黄疸患者； 

⑨三个月内参加过其他临床试验者； 

⑩同时使用其他影响疗效观察的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以及研究者认为

不适合入组者。 

3.临床观察指标 

（1）主要有效性评价指标： 

胆红素血浆吸附成功率，指血浆吸附治疗（治疗时间至少 2 小时）前

后，即刻血清总胆红素（TBiL）下降比例达到预先设定数值（例如不小于

15%）患者数占全部治疗患者的比例。即刻血清总胆红素下降比例=（治疗

前浓度－治疗后浓度）÷（治疗前浓度）×100%。 

（2）次要有效性评价指标： 

观察血浆吸附治疗前后，即刻血清中直接胆红素（DBiL）、间接胆红素

（IBiL）和总胆汁酸（TBA）的下降比例。下降比例=（治疗前浓度－治疗后

浓度）÷（治疗前浓度）×100%。 

（3）安全性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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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治疗前、治疗开始后 15 分钟、30 分钟、治疗结束时和治疗后 24 小

时体温、心率、呼吸和血压等生命体征变化； 

②治疗前和治疗结束时血常规（白细胞、红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

等）、电解质（钾、钠、氯、钙等离子）、血生化（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

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总蛋白、白蛋白、球蛋白等）、凝血指标（凝血酶原活

动度、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国际标准化比值 InR等）的变

化； 

③治疗过程中、治疗后不良反应（如心悸、畏寒、发热、皮疹、皮肤

潮红、皮肤瘙痒等）的发生情况。 

采血时间点包括治疗前和治疗结束时，于治疗管路动脉端采样口处采

集血标本。治疗后 24小时取静脉血检测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间接胆红

素、总胆汁酸和上述凝血指标。所有临床试验机构的采血方式应相同。 

记录临床试验中不良事件，并分析其原因、后果，以及与试验产品的

关系。 

4.样本量 

样本量根据受试产品的临床试验设计类型、主要评价指标等因素来确

定。需详细写明样本量估算采用的软件或公式，以及公式中的所有参数及

其估计值，还应结合临床实际情况考虑试验对象的可能脱落率等因素。对

于非劣效试验设计，应由临床专家和统计学家事先给出具有临床意义的非

劣效界值。如采用单组目标值设计，亦需明确给出目标值确定的合理依据。 

以下举例内容仅供参考： 

如果某产品采用非劣效试验设计，预计主要有效性评价指标“胆红素血

浆吸附成功率”为 90%。假定试验产品疗效与对照产品疗效相当，当非劣效

界值取 10%，等比例入组分配，统计学检验水准取 α=0.025（单侧），β=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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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度取 80%）。每组所需样本量为 142例，两组共计 284例。如果考虑

到试验过程中约 5%的病例脱落（含因严重违背方案而剔除的情况），试验

纳入病例数应不低于 300例。 

为了保证受试者的安全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建议采用基于互联网的中

央随机系统，以备监管部门跟踪稽查全部参与试验病例。 

5.临床试验统计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时应考虑数据完整性，所有签署知情同意并使用了受试产品

的试验对象必须纳入 终的统计分析。分析受试者退出或脱落的严重程度

和产生原因。数据剔除或偏倚数据的处理必须有科学依据和详细说明，并

应进行灵敏度分析，以评价其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数据分析应采用国内外公认的统计分析方法。试验方案应明确统计检

验的类型、检验假设、判定疗效有临床意义的界值（非劣效界值）等，界

值的确定应有依据。 

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 大值、 小值、中位数、第 25及第 75分位数描述。 

疗效分析时不能仅报告 p 值，还应给出组间疗效的差异及其 95%置信

区间的估计，并作统计学检验。 

安全性评价：按试验组和对照组分别描述治疗前正常、治疗后异常例

数及所占比例。不良事件用不良事件发生例数及发生率进行描述，并对此

比例进行 χ2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检验。应对所有试验过程中发生的不

良事件进行评价，并描述其种类、发生频率以及与试验器械的关系。 

6.统计分析结果 

统计分析应基于所有临床试验数据分析得出，并用于撰写临床试验总

结报告。统计分析结果应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临床试验完成情况、人群基线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描述、疗效/效果评价及安全性评价等。对所有试验对象进行安全性评价分

析，不能遗漏任何不良事件（包括试验前正常、试验后异常并有临床意义

的实验室指标等）。脱落病例应列表逐例陈述脱落时间、原因等。主要疗效

指标缺失时按 差值法（WOCF）进行填补。 

7.临床试验总结报告 

提交各分中心临床试验小结。建议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撰写并出具临床

试验总结报告，其中应提供患者一般资料（性别、年龄、体重等）。临床总

结报告内容包括：试验对象资料、试验方法、评价方法和标准、试验结果

和结论、疗效分析、副反应、不良事件、并发症及其处理、适用范围、禁

忌症和注意事项、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等。 

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应与研究方案保持一致。报告所有不良事件发生时

间、原因、具体表现、后果及与试验用器械的关系，对于所采取的处理措

施需予以明确。无论是预期还是非预期不良事件，都应如实记录和报告。

对因不良事件而中止研究以及出现重度或严重不良事件的病例，加以特别

的注明。 

8.  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提交参考《接受医疗器械境外临床试验数据技

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8年第 13号）相关规定。 

（五）产品风险分析资料 

应包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措施的实施和验证结果、剩余

风险可接受性评定等文件。 

可参考 YY/T  0316‐2016《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制订

文件。生产企业要成立风险管理小组，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风险管理活

动要贯穿产品设计、试生产、量产、上市后使用及产品处理的整个生命周

期。要体现生产企业风险管理活动计划的完整性，尤其是上市管理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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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评价过程。对于上市前风险管理中尚未认知的风险，应在上市后开

展信息收集，一旦发现异常及时进行风险评价，采取控制措施，更新风险

管理文件。 

剩余风险分析时，要注意风险控制措施新引入风险能转化为可接受风

险，方能认为风险受控。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必须进行风险与收益分析，收

益大于风险时方可接受。同时提供胆红素血浆吸附器产品上市前风险管理

报告，此报告旨在说明并承诺： 

－风险管理计划已被正确地实施； 

－综合剩余风险是可接受的； 

－已建立产品上市后的追溯与临床应用信息收集制度。 

应随风险管理报告一并附上包括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概述

管理资料。至少应包括： 

1.产品安全特征清单； 

2.产品可预见危险（源）及危险（源）分析清单（说明危险（源）、可

预见事件序列、危险情况和可能发生的伤害之间的关系）； 

3.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剩余风险评价汇总表。 

对于风险分析和管理概述，应包括一份风险总结，以及如何将风险控

制在可接受程度的内容等。 

（六）产品技术要求 

应当按照《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9号）的规定编制产品技术要求，技术指标应当不

低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引用标准应当为现行有效版本。对企业宣

称的所有技术参数和功能，应在产品技术要求中予以规定。 

胆红素血浆吸附器的产品技术要求应参照 YY  1290‐2016 等标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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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验证结果、临床应用相关报告与文献来制定。申报产品型号、规

格划分尽量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表示方法，所有产品的组件、材料

对应关系应明确，不用“系列”“等”含糊用词。 

1.产品型号/规格及其划分说明 

提供产品规格型号、结构组成示意图，列明各组件名称及制造材料（准

确化学名称、金属牌号及常用名）、填充液、灭菌方法、有效期、包装材料

等要求。应明确吸附剂类型、各规格产品之间区别（用湿态吸附剂体积来

区分），建议明确 大使用压力。同时规定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原材料不得人

为添加已列入相关法规及文件禁止的或未经毒理学评估的物质。 

2.性能指标 

（1）物理特性 

①胆红素血浆吸附器各组件外观、尺寸、血室容量、血浆进出端与管

路的连接、微粒脱落、密封性能、耐温性能等指标。所有组件应具有各自

性能要求。如包含特殊组件、结构，应规定其尺寸、性能要求。如产品带

有涂层，建议提供涂层成分、性能特性等规定。 

②使用特性 

对胆红素的吸附性能、总蛋白吸附率等指标。如包含特殊功能，应规

定相应功能要求。 

（2）化学性能要求 

还原物质（易氧化物）、金属离子、酸碱度、蒸发残渣、吸光度、化学

物残留（如适用）等。   

（3）其他性能 

根据胆红素血浆吸附器与人体接触方式及时间等，规定无菌、细菌内

毒素、热原等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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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验方法 

有关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规定各个性能技术指标的检测方法，应作为

各条款对应的检测方法。 

4.术语（如适用） 

三、注册单元划分原则和检测要求 

注册单元划分依据《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7年第 187号）等文件进行，包括但不限于吸附剂材

料不同、技术原理不同、主要性能指标不同、适用范围不同等情形时，建

议区分不同注册单元，提供各自完整的注册申报资料。 

典型性产品选择包含全部原材料和组件、结构 复杂、风险 高、使

用性能可以覆盖本注册单元其他型号的产品，进行全项目注册检测。同一

注册单元产品，建议至少对吸附剂装量 大型号进行全项目检测，同时再

检测吸附剂装量 小型号的物理性能。所有组件均应进行注册检测，特别

是具有特殊结构、性能的组件。完成典型性产品检测后，同一注册单元其

他型号可进行差异性检测。 

四、产品说明书和最小销售单元的标签样稿 

胆红素血浆吸附器产品说明书、标签和包装标识应符合《医疗器械说

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号）、YY 1290‐2016

等适用文件的要求。说明书注明适用范围，包含胆红素血浆吸附器适用人

群的说明。此外，应注明预冲洗步骤、血浆流向、吸附性能、 大 小血

浆流速、 大使用压力、禁忌症、注意事项、灭菌方式、有效期、配套使

用的血浆分离器性能参数等。所有信息应与临床评价文件结论和国家出台

的规范性文件一致。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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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0号） 

2.《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号） 

3.《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6号） 

4.《关于发布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5年第 14号） 

5.《关于发布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年第 9号） 

6.《关于公布医疗器械注册申报资料要求和批准证明文件格式的公告》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4年第 43号） 

7.《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9

号） 

8.《总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公告 2017年第 104号）   

9.  GB/T  16886.1‐2016《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第 1部分：风险管理过程

中的评价与试验》 

10. YY 1290‐2016《一次性使用胆红素血浆吸附器》 

11.YY/T 0242‐2007《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聚丙烯专用料》 

12.YY/T 0114‐2008《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聚乙烯专用料》 

13.YY/T 0806‐2010《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及其他医疗器械用聚碳酸酯

专用料》 

14.ASTM  F1980‐16  《Standard  Guide  for  Accelerated  Aging  of  Sterile 

Barrier Systems for Medical Devices》 

15.YY/T 0681.1‐2009《无菌医疗器械包装试验方法第 1部分：加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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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指南》 

16.《吸附型血液净化器质量标准》（日本人工脏器工业协会） 

17.《接受医疗器械境外临床试验数据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8年第 13号） 

18.YY/T 0316‐2016《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 

19.《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员会令第 25号） 

20.《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通告 2017年第 187号） 

六、起草单位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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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一次性使用活检针注册技术审查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旨在指导一次性使用活检针的产品注册申报资料准备和撰

写，同时也为技术审评部门审评注册申报资料提供参考。 

本指导原则是对一次性使用活检针的一般要求，注册申请人应依据具

体产品的特性对注册申报资料的内容进行充分说明和细化。注册申请人还

应依据具体产品的特性确定其中的具体内容是否适用，若不适用，需详细

阐述理由及相应的科学依据。 

本指导原则是对注册申请人和审评人员的技术指导性文件，但不包括

注册审批所涉及的行政事项，亦不作为法规强制执行，如果有能满足相关

法规要求的其他方法，也可以采用，但是需要提供详细的研究资料和验证

资料。应在遵循相关法规的前提下使用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是在现行法规和标准体系以及当前认知水平下制订的，随

着法规和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本指导原则相关内

容也将进行适时的调整。 

一、适用范围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 

1．符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 14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目录下 01  注

射、穿刺器械项下 09  活检针条目描述和预期用途的一次性使用活检针。产

品通常由针座、芯针、内针管、内外针定位鞘、外针管、保护套组成。针

管一般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无菌提供。可单独使用，或与活检枪配合使

用，用于对人体活体组织进行样本采集，供临床使用。 

2．符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 02无源手术器械目录下 07  手术器械

‐针项下 04  内窥镜取样针条目描述和预期用途的一次性使用内窥镜活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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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通常由头部、杆部或软性导管和手柄组成，头部为针形，通过手柄操

作传递、控制头部工作。一般头部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无菌提供。手术

中在内窥镜下操作，用于探查组织、取样。 

本指导原则不适用于可重复使用的活检针，以及可用于注射药物、硬

化剂、醇化剂等进行治疗，或用于输送骨水泥等功能的活检针。 

对于含有特殊材料、特定部件，以实现特定功能的一次性使用活检针，

还应遵循其他相关标准或指导原则等的要求，必要时需申请产品的属性界

定，本指导原则不再赘述。 

二、注册申报资料要求 

（一）综述资料 

1.概述 

描述申报产品的管理类别、分类编码及名称的确定依据。申报产品应

符合《医疗器械分类目录》中 14 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目录下 01  注射、

穿刺器械项下 09  活检针；或者 02 无源手术器械目录下 07  手术器械‐针项

下 04  内窥镜取样针。管理类别为第二类。 

2.产品描述 

产品描述应全面、详细，至少应包括申报产品名称、结构性状及相应

图示、作用机理、取样原理、各部件所用原材料、各部件在产品中的功能、

规格型号及划分依据、尺寸、灭菌方式、技术性能指标、使用方法、适用

部位、预期用途等。 

3.规格型号 

说明产品的规格型号及划分依据，明确各规格型号的区别。可采用对

比表对不同规格型号的结构组成、性能指标加以描述。 

4.  产品注册单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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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注册单元划分应依据总局颁布的《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

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7 年第 187 号）进行。如结构设

计和取样原理不同，建议申请人划分不同注册单元。例如：手动式活检针、

机动一体式活检针、机动装配式活检针，因其产品结构组成不同，而导致

产品性能指标不同，建议划为不同注册单元。如接触人体的主要原材料不

同，例如取样针材料为医用不锈钢、镍钛合金，建议划为不同注册单元。

骨活检针和用于软组织的活检针，因其产品使用方式、作用部位不同而导

致适用范围不同，建议划为不同注册单元。 

5.包装说明 

综述资料应包括有关产品包装信息，应当说明与灭菌方法相适应的初

包装信息。产品初包装材料应选择化学稳定性良好、生物相容性良好、密

封性良好的材料。 

6.适用范围和禁忌症 

可根据申报产品的具体预期用途及研究资料，参考本指导原则相关内

容要求，进一步确认申报产品具体的适用范围及禁忌症。 

7.与已上市产品的比较 

应综述同品种/类似产品国内外研究及临床使用现状、发展趋势。描述

本次申报器械与已上市同品种/类似器械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建议以列表方

式表述，比较的项目建议包括产品名称、结构组成、适用部位、预期用途、

产品设计、原材料选择、生产工艺、灭菌方式、性能指标、有效期、已上

市国家等。已上市产品应符合本指导原则的定义范畴，可包括本企业或其

他企业已上市同品种/类似产品。 

（二）研究资料 

至少应包含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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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材料控制 

说明原材料的选择依据，明确产品的起始材料，列明产品生产过程中

由起始材料至终产品所需全部材料的化学名称、商品名/材料代号、CAS号、

化学结构式/分子式、纯度、不锈钢牌号、使用量或组成比例、供应商名称、

符合的标准等基本信息，建议以列表的形式提供。 

原材料应具有稳定的供货渠道以保证产品质量，需提供原材料生产厂

家的资质证明及外购协议。应明确所用原材料的标准/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

如 GB/T 18457‐2015《制造医疗器械用不锈钢针管》（注：本指导原则中标准

适用于 新版本，下同）、YY/T 0114‐2008《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聚

乙烯专用料》、YY/T 0242‐2007《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聚丙烯专用料》、

YY/T 0806‐2010《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及其他医疗器械用聚碳酸酯专用料》、

YY/T 1557‐2017《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热塑性聚氨酯专用料》、GB/T 

2965‐2007《钛及钛合金棒材》和 YY/T 0294.1‐2016《外科器械  金属材料  第

1 部分:不锈钢》等标准。应提交原材料符合相应标准的全性能检测报告。

对于首次用于医疗器械方面的新材料，应提供该材料适合用于人体的预期

使用部位的相关研究资料。 

2.产品性能研究 

应当提供产品性能研究资料，包括有效性、安全性指标以及与质量控

制相关的其他指标的确定依据，所采用的标准或方法、采用的理由及理论

基础。应根据产品的性能特点，制定适合产品的技术指标并说明依据。如

对于预期经医学影像引导下使用的产品，建议根据其特点和在临床上所需

达到的性能，进行相应的研究和验证工作。对于针尖形状/斜面角对活检针

穿刺/切削力的影响，可进行数学建模、理论计算，或提供可证明穿刺/切削

力安全和有效的试验验证及其他数据/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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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产品的样本采集空间和畅通性进行研究，阐明样本采集空间的控

制范围，使其满足所需的样本采集量及保持其畅通性的关系，提交有关研

究资料。 

应对产品的采样形式进行研究，使其满足不同的临床使用需求。在说

明书和/或标签中予以明示，并提供针尖图示/示意图。 

应对产品的配合性进行研究，使活检针及机械动力装置配合良好，易

于安装及拆分，并避免误装配。 

还应对产品的触发装置、安全锁扣进行研究（如适用）。确保其使用安

全，并避免误击发。并在说明书和/或标签中予以明示。 

3.生物相容性评价研究 

生物相容性评价资料应当包括：生物相容性评价的依据、项目和方法；

产品所用材料的描述及与人体接触的性质；实施或豁免生物学试验的理由

和论证；对于现有数据或试验结果的评价。 

应按照 GB/T  16886《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系列标准进行生物学评价

或试验，在评价项目选择时应考虑产品累积使用的接触时间。 

4.灭菌工艺研究 

参考 GB 18280《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辐射》系列标准、GB 18279《医疗

保健产品灭菌  环氧乙烷》系列标准和 GB/T 16886.7‐2015《医疗器械生物学

评价  第 7部分：环氧乙烷灭菌残留量》等相应标准规定，提交产品包装及

灭菌方法选择的依据，经过确认并进行常规控制，并应开展以下方面的确

认： 

（1）产品与灭菌过程的适应性：应考察灭菌工艺过程对于一次性使用

活检针的影响。 

（2）包装与灭菌过程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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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明确灭菌工艺（方法和参数）和无菌保证水平（SAL），并提供

灭菌确认报告。无菌保证水平（SAL）应达到 1×10-6。 

（4）残留毒性：若灭菌使用的方法容易出现残留，如环氧乙烷灭菌，

应当明确残留物信息及采取的处理方法，并提供研究资料。 

5.产品有效期和包装研究 

应提供产品有效期的验证资料。在稳定性研究中应监测整个有效期内

确保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关键参数，如在产品技术要求中所描述的参数，

并提交所选择测试方法的验证资料。考虑加速/实时老化对于终产品的影响，

以及产品的稳定性和批间可重复性。还应通过无菌检测或包装完整性检测

证明产品在有效期内保持无菌状态。 

产品包装验证可根据有关国内、国际标准进行，如 GB/T 19633《 终

灭菌医疗器械包装》系列标准、YY/T 0681 系列标准、YY/T 0698 系列标准、

ISO 11607 系列标准、ASTM D4169-16 等，提交产品的包装验证报告。 

6.其他资料 

结合申报产品的特点，证明产品安全性、有效性的其他研究资料。 

（三）生产制造信息 

提交产品的生产工艺管理控制文件，详细说明产品的生产工艺和步骤，

列出工艺图表，对生产工艺的可控性、稳定性应进行确认。对生产加工过

程中所使用的添加剂、助剂等（如二甲基硅油等针尖润滑剂，光固化胶等

粘合剂）均应说明起始浓度、去除措施、对残留量的控制标准、毒性信息

以及安全性验证报告。应提供产品加工过程中以及终产品的质量控制要求。 

若产品有多个研制、生产场地，应当概述每个研制、生产场地的实际

情况。 

（四）产品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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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YY/T 0316‐2016《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的要求，

对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实施风险管理。在产品准备注册上市前，应对风险

管理过程进行评审。评审应至少确保：风险管理计划已被适当地实施；综

合剩余风险是可接受的；已建立产品上市后的追溯与临床应用信息收集制

度。 

产品风险管理报告包括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概述的产品风

险管理资料。至少应包括： 

（1）产品安全特征清单； 

（2）产品可预见的危害及危害分析清单（说明危害、可预见事件序列、

危害处境和可能发生的损害之间的关系）； 

（3）风险评价、风险控制措施以及剩余风险评价汇总表。 

对于风险管理报告及提交的风险管理资料的要求可参考 YY/T 

0316-2016 附件。 

（五）产品技术要求 

产品技术要求的制定应符合《医疗器械产品技术要求编写指导原则》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4 年第 9 号）的要求。应根据产品的

技术特征和临床使用情况来确定产品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技术要求与检

验方法。对宣称的产品的所有技术参数和功能，应在产品技术要求中予以

规定。技术指标应不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产品技术要求中的

试验方法均应为已验证的方法。若对公认标准中的试验方法有所修改，应

说明修改的内容及原因，并提交验证资料。对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中不适用的推荐要求条款，应说明不适用的原因。 

常见的活检针通用技术指标包括以下几点（不限于此）： 

活检针采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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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公差 

外观与清洁度 

针尖 

样本采集空间和畅通性 

连接牢固度 

刚性和弹性 

韧性 

针座圆锥接头 

无菌 

细菌内毒素 

酸碱度 

重金属总含量 

环氧乙烷残留量（适用于经环氧乙烷灭菌的一次性使用活检针） 

对于手动式活检针，除满足通用要求外，技术指标还应包括以下几点

（不限于此）： 

针尖结构 

内孔清洁度 

内针连接牢固度 

扭矩 

刻度标识 

定位器 

护套 

对于机动装配式活检针，除满足通用要求外，技术指标还应包括以下

几点（不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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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取样型式 

内针杆连接牢固度 

刻度标识 

活检针的配合性 

固定件 

护套 

对于机动一体式活检针，除满足通用要求外，技术指标还应包括以下

几点（不限于此）： 

切割取样型式 

内针杆连接牢固度 

刻度标识 

机械动力装置（触发装置、安全锁扣、取样长度定位装置） 

护套 

如有不适用的项目，应予以说明。 

产品技术要求中应明确产品规格型号并阐明各规格型号之间的区别和

划分依据，并明确各规格型号产品所适用的组织/器官，或采样方式，列明

产品结构并提供产品示意图，产品各组成部分的材料、组成比例及所符合

的标准等内容。申请人应考虑添加剂、助剂等物质的残留（如用于针尖润

滑的二甲基硅油，或光固化胶等粘合剂等）问题，必要时在产品技术要求

中加以控制。对于预期经医学影像引导下使用的产品，建议根据其特点和

在临床上所需达到的性能，增加相应的技术指标要求。若产品标示为无热

原，应在产品技术要求中单独规定，不应与细菌内毒素混淆。如注册产品

带有其他组件，应制定相应性能指标要求及检验方法。 

列明产品灭菌方法、有效期、初包装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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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产品检验报告 

产品检验资料应包括产品检验报告及相关的说明文件。检验报告应由

具有医疗器械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产品在检验机构承检范围内，检

验机构出具产品技术要求预评价意见表。若申报的产品包括多个型号，选

取检验的典型性型号应当能代表本注册单元内其他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如被检型号产品无法覆盖其他型号产品全部性能指标，应进行差异性检验。 

（七）产品临床评价 

申请人应按照《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通告 2015 年第 14 号）提交临床评价资料。一次性使用活检针的

临床评价应遵循医疗器械产品研究和开发的基本规律，通过科学的过程来

评估产品临床效果和潜在风险， 终确定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为产

品使用说明书的撰写提供依据。在进行临床评价之前，应明确一次性使用

活检针的临床作用机理、对活检器官或组织的预期作用效果，可能带来的

风险和可能出现的不良事件，并在临床评价时予以充分考虑。 

根据《关于公布新修订免于进行临床试验医疗器械目录的通告》（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通告 2018 年第 94 号），分类编码为 02-07-04 的一次性内窥

镜超声吸引活检针，通常由头部、杆部或软性导管和手柄组成，头部为针

形，通过手柄操作传递、控制头部工作。一般头部采用不锈钢材料制成。

无菌提供。以及分类编码为 14-01-09 的一次性使用活检针，组成仅限于包

括穿刺针和针芯的活检针，材料符合 GB/T 18457-2015 的要求，通过直接进

行人体组织器官穿刺以获取病理组织，不包括与内窥镜系统、负压吸引装

置等配合使用或需超声、X 线等影像设备引导下操作的活检针。如产品基

本原理、适用范围、性能和组成结构与已经上市产品相同。可免于进行临

床试验，但豁免情况不包括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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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符合豁免条件，如（1）使用了新材料、活性成分、新技术、新

设计、新作用机理、新功能的产品；（2）用于注射、定位、治疗的产品，

申请人应按照《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通告 2015 年第 14 号）的其他途径论证产品临床应用的安全有效性。

如开展临床试验，应符合《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员会令第 25 号）要求，

如提交境外临床试验数据，应符合《接受医疗器械境外临床试验数据技术

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 2018 年第 13 号）相关要求。

如提交同品种产品的临床数据，应按照该指导原则要求的项目和格式出具

评价报告。 

（八）产品说明书、标签 

产品说明书、标签应符合《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 号）及 YY/T 0980 系列标准等相关的要求，同

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不限于此）： 

1.进口产品说明书中内容应忠实于原文，提交完整版的原文说明书、标

签及中文翻译件； 

2.产品适用范围及相关性能介绍所宣称内容应有充分的支持资料，不能

夸大； 

3.使用说明应详细阐明所申报产品应用于患者时具体的操作步骤，如影

像学引导方式、患者体位、采样方式、针号选择、活检针入路、进针方式

等，以及是否需要配合其他产品使用。对于影像引导下使用的活检针，建

议申请人增加提示性信息：为提高穿刺的精准性，推荐使用相应的一次性

穿刺支架； 

4.在说明书中明确产品的禁忌症、针对产品特点的注意事项、警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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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不良事件及处理措施等，如对产品中所含成分过敏的患者不能使用

等。应根据活检针部位/术式等列明并发症，如经皮肺穿刺活检中针道出血、

感染、气胸、血胸、肿瘤针道转移/种植、气体栓塞等风险；经皮肾穿刺活

检中出血、血尿、肾周血肿、疼痛等风险；经皮肝胆穿刺活检中急性胰腺

炎、胆汁型腹膜炎、肿瘤针道转移/种植等风险； 

5.说明书中列出的特殊性能测试或试验研究结果，应注明是来自体外试

验、动物实验，还是人体试验； 

6.产品的储存、运输要求； 

7.其他应载明的内容。 

三、参考文献 

1.《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80号） 

2.《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号） 

3.《医疗器械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6号） 

4.《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生委员会令第25号） 

5.《关于公布新修订免于进行临床试验医疗器械目录的通告》（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通告2018年第94号） 

6.《关于发布医疗器械临床评价技术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通告2015年第14号） 

7.《总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分类目录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公告2017年第104号） 

8.GB/T 16886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系列标准 

9. YY/T 0980《一次性使用活组织检查针》系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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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YY/T 0316‐2016《医疗器械  风险管理对医疗器械的应用》 

11.《总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注册单元划分指导原则的通告》（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通告2017年第187号） 

12. YY/T 0681《无菌医疗器械包装试验方法》系列标准 

13. YY/T 0698《 终灭菌医疗器械包装材料》系列标准 

14. GB 18280《医疗保健产品灭菌  辐射》系列标准 

15. GB 18279《医疗器械灭菌  环氧乙烷》系列标准 

16. GB/T 18457‐2015《制造医疗器械用不锈钢针管》 

17. YY/T 0114‐2008《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聚乙烯专用料》 

18. YY/T 0242‐2007《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聚丙烯专用料》 

19. YY/T 0806‐2010《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及其他医疗器械用聚碳酸酯

专用料》 

20.YY/T 1557‐2017《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用热塑性聚氨酯专用料》 

21.GB/T 2965‐2007《钛及钛合金棒材》 

22.YY/T 0294.1‐2016《外科器械  金属材料  第1部分：不锈钢》 

23. GB/T 14233.1‐2008《医用输液、输血、注射器具检验方法  第1部分：

化学分析方法》 

24.《接受医疗器械境外临床试验数据技术指导原则》（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通告2018年第13号） 

四、起草单位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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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西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停产整改的通告（2018年第 129

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3966.html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发布

近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广西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飞行检查。检

查中，发现该企业严重违反《化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有关规定，质量管理体系主要

存在以下缺陷： 

一、人员管理方面 

（一）检验人员履职能力不足，菌落总数、霉菌酵母菌的检验方法与化妆品安全技

术规范（2015 版）要求不一致。 

（二）企业生产负责人学历及专业不符合要求，无化妆品生产管理相关经历，不熟

悉企业生产负责人职责。 

二、质量管理方面 

（一）质量管理人员未按要求履行成品放行权，“荟乐多舒活御颜佰草油”（批号为

Y110428A）的批生产记录中成品检验报告单无质量负责人签字。 

（二）“荟乐多舒活御颜佰草油”（批号为 Y110428A）批生产记录不完整，缺少灌装

记录，且配料操作与生产工艺不符。 

（三）未建立不合格品处理记录。 

（四）检验记录缺失，并且检验记录未写入判定标准。 

（五）实验室仪器设备无使用、清洁、保养、校验记录和状态标识。 

（六）实验室未建立检验结果超标管理制度。 

三、厂房与设施方面 

未制定车间环境监控计划，未定期开展环境监控。 

四、设备管理存在问题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一）水处理系统无定期清洗、消毒等记录，水处理设备原水流量阀严重积垢。 

（二）企业不能提供厂房设施设备使用维护保养记录。 

（三）水处理系统管道无恰当的标识，未标注取水点。 

五、物料与产品方面 

（一）部分原料未按要求摆放和储存，如一些需干燥密封保存的原料直接敞口放置

地面上。 

（二）物料仓库、成品仓库温湿度记录空白。 

（三）原料仓库、生产车间均发现有过期原料。 

六、生产管理方面 

未见灌装前调机确认文件、首件检查和巡回检验记录。 

企业已对上述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的缺陷予以确认。该企业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化

妆品生产许可工作规范》有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责成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

管理局责令该企业暂停生产销售，对企业涉嫌违法违规生产行为依法严肃处理。待企业

完成全部项目整改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跟踪复查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销售。 

 

特此通告。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12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对大连万福制药有限公司等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跟

踪检查有关情况的通报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0/334000.html          2018 年 12 月 20 日 发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品

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现将我局对

大连万福制药有限公司等 20 家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 跟踪检查的有关情况予以通

报，本次跟踪检查的形式以飞行检查为主。 

 

附件：药品 GMP检查情况通报表―2018年第 4号.docx 

 

                         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药品 GMP检查情况通报表―2018年第 4号 

 

企业名称 大连万福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孙庆发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075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2440890768364 

企业负责人 孙庆发  质量负责人  倪妮 

生产负责人 高业枝  质量受权人  倪妮 

生产地址 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峦秀路 50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1月 7‐9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监控纯化水循环系统巴氏消毒水温的温度表，设置在回水管路近纯化水罐处，加热器设置于

总送水管路上，不能有效监控纯化水罐的消毒时水温。 

2.磷酸苯丙哌林缩合（批号：201811001-AAd）岗位操作时，企业发生停电情况，岗位人员上报

的《偏差处理报告》偏差报告内容不详细，不利于偏差的调查和分析。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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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沈阳中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胡群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39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24376613‐1 

企业负责人 胡群  质量负责人  王训祥 

生产负责人 丛林  质量受权人  王训祥 

生产地址 沈阳市苏家屯区十里河镇财吉街 20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1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月见草油（批号：20180903、20180906、20180909）批生产记录中缺少生产所用 9%氢氧化钠

溶液、3%氯化钠溶液的配制用量计算方法。 

2.《2018 年月见草油质量年度回顾报告》中未对辅料、直接接触药品包材质量进行回顾和分析。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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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东港市宏达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宫润平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51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681319070764T 

企业负责人 于波  质量负责人  程绍春 

生产负责人 于健  质量受权人  程绍春 

生产地址 东港市前阳镇振阳大街 1～2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1月 6‐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化验室原辅料留样丙酮（批号:180601）未按照《易制毒化学品管理规定》（HZL-SMP-012-01）

进行管理。 

2.企业按照产品年度质量回顾分析制度（HZL-SMP-010-01）进行了 2017 年度质量回顾分析，但

未对有关物质及残留溶剂的检验结果进行回顾。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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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鹿王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郑飞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80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67048157‐9 

企业负责人 郑飞  质量负责人  谭波 

生产负责人 蒋伟玉  质量受权人  谭波 

生产地址 西丰县工业园区公合工业园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0‐21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未完全按照培训计划进行培训，未按照《员工培训管理规程》建立员工个人培训档案，未对培

训效果进行评估。 

2.枸杞子药材（物料编号：Y4317003）的入厂检验记录中，鉴别二：薄层色谱检验记录未附检验

薄层图。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整

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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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鹿源参茸饮片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马秀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81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X0425679‐1 

企业负责人 马秀  质量负责人  董本祥 

生产负责人 赵立彦  质量受权人  董本祥 

生产地址 辽宁省西丰县西丰镇红旗路 19 号、辽宁省西丰县西丰镇红旗路 130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4‐2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中药材供应商档案不完整，如天麻供应商农户唐红芳未提供当地农户的自产自销证明。

2.设备管理标准不统一，如：企业饮片生产一车间净选台均有设备标识及设备编号（如：

SB1-SC012），但红旗路 130 号生产车间净选台均无设备标识及相关设备信息。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大连广会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王小平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79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11861506‐X 

企业负责人 王小平  质量负责人  薛龙滨 

生产负责人 于军  质量受权人  薛龙滨 

生产地址 大连市旅顺经济开发区顺乐街 323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空气净化系统初、中效过滤器清洗更换标准操作规程》（SB-SOP-04-014-00）规定的过滤

器清洗更换标准不准确，不具有可操作性；《小容量容器校正标准操作规程》（HY-SOP-02-107-00）

未对检验周期进行分类，统一规定为三年，未包括无塞滴定管检定周期为一年的有关内容。 

2.检验用纯化水和合成车间工器具间接取的清洗取样器的纯化水均未标示接取时间、开启时间

和有效期限。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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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沈阳惠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李翔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213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106738694360H 

企业负责人 李翔  质量负责人  姜辉 

生产负责人 蔡楠  质量受权人  姜辉 

生产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沧海路 33‐1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9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企业未按《供应商质量审计管理规程》（编号：02-QM-027-06）中的规定对关键物料供

应商进行现场审计。 

2. 冷库报警为声光报警一种报警设置，停电时报警装置停止运行，不能及时有效的通知相

关人员采取处置措施。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

行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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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盘锦恒昌隆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刘锌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7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1100734207588A 

企业负责人 刘锌  质量负责人  刘小丹 

生产负责人 陈伟  质量受权人  刘小丹 

生产地址 盘锦市大洼县平安乡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1‐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滑石饮片工艺规程》中，缺少批量、原料领用量的内容。 

2.菊明降压丸（181001）批生产记录中，未设置配浆过程的记录项。 

3.未及时记录和启动偏差处理程序。如氨咖黄敏胶囊（181002）铝塑包装工序发生铝箔破裂；

析晶室冷藏柜温度显示电子屏不显示。 

4.原料（鸡胆）运输全程温度监控，但缺少接收时的温度追溯措施或装置，用以确认温度始终

符合质量控制的要求。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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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美罗君元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黄积辉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03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5006896936270 

企业负责人 刘先继  质量负责人  刘先继 

生产负责人 关昊  质量受权人  许丽杰 

生产地址 本溪市溪湖区石桥子平台二街 8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用于蜂蜜净制的压滤机的清洁验证中，其验证方案规定了维修后清洁的相关内容，而验证报

告中并未体现相关的考察；未体现相关设备离心泵的清洁及考察内容。 

2.朱砂粉干燥室温湿度分布验证中未明确设备上温度显示仪表的校准。 

3.YH20180101 批马钱子，20180101、20180102 批制马钱子检验记录中，未体现所使用对照品相

关信息；部分检验项目未体现出具体计算过程。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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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大连辉仁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杜建华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52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213751594778H 

企业负责人 杜建华  质量负责人  蔡忠彬 

生产负责人 白奇林  质量受权人  蔡忠彬 

生产地址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 D 港生命 2路 8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操作规程如丸剂车间《工器具洗存岗位标准操作规程》（SOP-SC-023）、固体制剂车间

《生产区容器具清洁、消毒标准操作规程》（SOP-SC-011）和《30BL 粉碎机清洁规程》（SOP-SB-425）

可操作性不强。 

2.对照品购进、发放记录登记不全，如缺少伤科跌打片（批号 20180401）鉴别项人参皂苷 Rg1

对照品领取登记。 

3.企业新增供应商（亳州华云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质量部门未将发放至库管部门的合格供应

商名单及时更新。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本济饮片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裴富才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16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500059811553F 

企业负责人 邸明  质量负责人  张雅贤 

生产负责人 金妍  质量受权人  张雅贤 

生产地址 辽宁省本溪经济开发区枫叶路 201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企业制定的《再验证管理规程》（GB-YZ-004-02）中设备验证周期的规定未经过风险评估确

定。 

2.企业中药材养护场所未配备相应的养护设施。 

3.企业制定的批生产记录内容不完整，缺少内包工序的称量记录，缺少收率、物料平衡的计算

公式。   

4.《计算机化系统权限及密码管理规程》（GB-ZL-055-02）规定计算机化系统的三级管理中一、

二级管理分别设为质量负责人、QC 主管，实际由同一人管理。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龙宝参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孙孝贤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85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11999108‐3 

企业负责人 孙孝光  质量负责人  孙永金 

生产负责人 胡艳  质量受权人  孙永金 

生产地址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滨河西路 219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企业 2018 年 9 月 27 日以后，未按工艺用水监控标准操作规程规定的监测周期对总送水口、

总回水口、储罐的纯化水进行检测。 

2.企业三七粉工艺规程中未对干燥、灭菌过程微波干燥灭菌器输送带速度或频率进行规定。 

3.企业西洋参片（批号:20180802）检验原始记录不规范，如未记录高效液相色谱仪编号、总灰

分测定温度等。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龙参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任学明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24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11999108‐3 

企业负责人 任学明  质量负责人  孟祥云 

生产负责人 王兴仁  质量受权人  孟祥云 

生产地址 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北江大街 17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饮片车间设备清洁验证报告（编号：VR-TS12-0001）中未明确规定设备取样点位置； 三七粉

瓶装生产工艺验证报告（编号：VR-TS10-0001）中未记录粉碎细度；《干燥系统设备验证报告》（编

号：VR-TS11-0002）中负载热分布未记录温度探头编号，只记录 13 个点的数值。 

2.西洋参片（批号：181001）批生产记录蒸制工序未详细记录每柜药材蒸制起止时间；三七粉

批生产记录在线装量监测，西洋参片批生产记录在线装量监测、切片厚度监测未记录 QA 监测的具体

过程。 

3.药材五味子外包装标签信息不全，缺少采收或初加工时间。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丹东宏业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朱登志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46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60389186‐9 

企业负责人 朱登志  质量负责人  徐晓刚 

生产负责人 赵红娟  质量受权人  徐晓刚 

生产地址 丹东前阳经济开发区振阳大街 16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1‐12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制水岗位新转岗员工岗前培训缺少纯化水系统消毒灭菌内容。 

2.化验室高效液相色谱仪（编号：JY-011-03)缺少仪器维护保养记录。 

3.化验室未按照《产品留样及留样观察管理标准》（文件编号：ZL-SMP0029-00）建立留样观察

记录。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贝乔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谢辰辰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209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60389186‐9 

企业负责人 谢树涛  质量负责人  关守成 

生产负责人 姜玉明  质量受权人  王一鹏 

生产地址 辽宁省丹东市新区港口工业园区 4号楼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熟地黄批生产记录蒸煮工序缺少蒸煮温度记录项；板蓝根批生产记录干燥工序缺少翻盘时间、

次数记录项。 

2.白芍（批号：170601）成品检验原始记录中，检验图谱缺少复核人签字。 

3.留样室留样记录中缺少留样数量及留样人签字。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桓仁中富参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高圳君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25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0185541‐5 

企业负责人 高树峰  质量负责人  孙萍 

生产负责人 刘伟 质量受权人  孙萍 

生产地址 桓仁满族自治县桓仁镇福民街 03 组 13 栋 0 单元 9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0‐21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农残残留检验方法确认方案》中缺少检出限测定内容。 

2. 生产车间中控实验室电子天平为十分之一天平，精度不能满足杂质检查要求。 

3. NaOH 滴定液（0.01mol/L）复标时间为六个月，规定应为三个月。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光太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王雁铭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17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12049499‐X 

企业负责人 王雁铭  质量负责人  单淑敏 

生产负责人 郝毅  质量受权人  单淑敏 

生产地址 宽甸满族自治县鸭绿江路 45 号（宽甸镇城南产业园区）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0‐22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企业辅料库中存放的蜂蜜（批号：20150102）物料货位卡未标明复验期。 

2.企业购入的中药材茯苓（入厂批号：20180607，供应商：岳西县夫仁堂药材有限公司），仅

在包装袋上注明品名、数量，无包含产地、采收加工日期等信息的原厂标签。 

3. 企业麸炒白术工艺验证报告中记录不完整，如未记录附录 13-1 蜂蜜、麦麸投入量；附录

15-2 白术片投料量、辅料蜜制麦麸投入量。 

4. 企业炒鸡内金（批号：20170501）批生产记录内容不详细，如未写明中间品、成品收率及

物料平衡的计算公式；干燥岗位未记录敞开式干燥箱的温度；炒制岗位未记录河砂的操作过程；净

选岗位未记录取样操作过程；内包装岗位无产品称量记录。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抚顺青松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林森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9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60379311‐8 

企业负责人 林森  质量负责人  王升辉 

生产负责人 陈照国  质量受权人  王升辉 

生产地址 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0‐22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红药片应储存于阴凉库中，但待验的红药片（批号：20181001、20181002、20181003）实际

存放于常温库待验区。 

2. 前处理车间混合室的 SYH-600 三维运动混合机（600L）在验证报告中的性能确认数据不足，

缺少蓝花药粉（53.6kg）的相关性能确认数据。 

3. 检验原始记录不规范，如西洋参药材（批号：Y0165-20171102)的农药残留量无具体操作及

计算过程；红参片（批号：20180601）含量测定未记录仪器型号，对照品信息不全。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企业法定代表人  杜维栋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83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1200X042401839 

企业负责人 杜维栋  质量负责人  彭爽 

生产负责人 彭鹏  质量受权人  孔越 

生产地址 辽宁省铁岭经济开发区起步区繁盛路 26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0‐22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空气净化系统清洁标准操作规程》规定初效过滤器、中效过滤器清洁 7 次更换一次。制剂

车间空调机组（SS-SC-001）空气过滤器更换记录显示 2018 年 1 月 1 日更换初、中效过滤器，至

2018 年 10 月 14 日已清洁 10 次，但未更换。 

2.前处理车间部分物料没有数量标识。 

3.2017 年度杜记独角膏产品质量回顾分析报告中中间产品软化点、待包装产品软化点趋势分

析图中未设置警戒线和纠偏线；未对纯化水做趋势分析。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企业名称 辽宁祥云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曾祥云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24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6832540‐0 

企业负责人 曾祥云  质量负责人  邢春娇 

生产负责人 仇仁春  质量受权人  邢春娇 

生产地址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泡子沿街 68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5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红参工艺规程》（SC/JB/GY/00401）批量为 6000kg，实际生产批量为 10000kg。 

2.《红参工艺规程》（SC/JB/GY/00401）未对红参晾晒厚度进行规定。 

3.未制定红参复验期。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

行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发布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的通告（2018 年

第 131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4011.html          2018 年 12 月 21 日 发布 

为规范持有人药品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与报告工作，落实持有人直接报告药品不良

反应主体责任，遵循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指导原则相关规定，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31 号通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 
 

附件：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和报告指导原则	

 

为规范药品上市后个例不良反应的收集和报告，指导上市许可持有人

开展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相关工作，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

42 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81 号）、《关

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宜的公告》（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公告 2018 年第 66 号），参照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上市后

安全性数据管理：快速报告的定义和标准》（ICH E2D），制定本指导原则。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上市许可持有人（包括持有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生

产企业，以下简称持有人）开展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收集和报告工作。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疫苗不良反应收集和报

告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指导原则中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单个患者使用药品发生的不良

反应。 

1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收集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收集和报告是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基础，也

是持有人应履行的基本法律责任。 

持有人应建立面向医生、药师、患者等的有效信息途径，主动收集临

床使用、临床研究、市场项目、学术文献以及持有人相关网站或论坛涉及

的不良反应信息。 

持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或手段干涉报告者的自发报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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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医疗机构 

持有人可采用日常拜访、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定期向医务

人员收集临床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并进行详细记录，建立和保存药

品不良反应信息档案。 

持有人或其经销商在与医疗机构签订药品购销合同时，应让医疗机构

充分知晓持有人的不良反应报告责任，鼓励医务人员向持有人报告不良反

应。 

1.2  药品经营企业 

药品经营企业应直接向持有人报告不良反应信息，持有人应建立报告

信息的畅通渠道。 

持有人通过药品经销商收集个例不良反应信息，双方应在委托协议中

约定经销商的职责，明确信息收集和传递的要求。持有人应定期评估经销

商履行信息收集责任的能力，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所收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持有人或其经销商应确保药品零售企业知晓向其报告不良反应的有效

方式，制定信息收集计划，并对驻店药师或其他人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信

息收集的目标、方式、方法、内容、保存和记录要求等，以提高不良反应信

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追溯性。 

1.3  电话和投诉 

药品说明书、标签、持有人门户网站公布的联系电话是患者报告不良

反应、进行投诉或咨询的重要途径。持有人应指定专人负责接听电话，收

集并记录患者和其他个人（如医生、药师、律师）报告的不良反应信息。

持有人应确保电话畅通，工作时间应有人接听，非工作时间应设置语音留

言。电话号码如有变更应及时在说明书、标签以及门户网站上更新。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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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以有效方式将不良反应报告方式告知消费者。 

持有人应报告通过法律诉讼渠道获悉的不良反应，无论该报告是否已

由其他报告人向监管部门提交。 

1.4  学术文献 

学术文献是高质量的药品不良反应信息来源之一，持有人应定期对文

献进行检索，并报告文献中涉及的个例不良反应。持有人应制定文献检索

规程，对文献检索的频率、时间范围、文献来源、文献类型、检索策略等

进行规定。 

对于首次上市或首次进口五年内的新药，文献检索至少每两周进行一

次，其他药品原则上每月进行一次，也可根据品种风险情况确定。检索的

时间范围要有连续性，不能间断。 

持有人应对广泛使用的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如中国知网（CNKI）、

维普网（VIP）、万方数据库等国内文献数据库和 PubMed、Embase、Ovid

等国外文献数据库。国内外文献均要求至少要同时检索两个数据库。 

有关不良反应的文献类型主要包括：个案报道、病例系列、不良反应

综述等，此外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荟萃分析等也可能涉及到药品的

不良反应。文献来源的个例不良反应主要通过检索不良反应个案报道（对

单个患者的不良反应进行描述和讨论，如“XX 药致肝衰竭一例”）和不良

反应病例系列（对多个患者同一性质的不良反应进行描述及讨论，如“XX

药致过敏性休克四例”）获得。对于其他类型文献报道（如以观察疗效为

主要目的临床观察性研究）中的不良反应，一般不作为个例报告。 

持有人应制定合理的检索策略，确保检索结果全面，减少漏检，例如

关键词可使用药品的国际非专利名称（INN）/活性成分进行检索，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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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药品通用名称、商品名称和别名组合进行检索。 

1.5  互联网及相关途径 

持有人应定期浏览其发起或管理的网站，收集可能的不良反应病例。

原则不要求持有人搜索外部网站，但如果持有人获知外部网站中的不良反

应，应当评估是否要报告。 

持有人应利用公司门户网站收集不良反应信息，如在网站建立药品不

良反应报告的专门路径，提供报告方式、报告表和报告内容指导，公布完

整、 新的产品说明书。 

由持有人发起或管理的平面媒体、数字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也是个

例药品不良反应的来源之一，例如利用企业微信公众账号、微博、论坛等

形式收集。 

1.6  上市后研究和项目 

由企业发起的上市后研究（包括在境外开展的研究）或有组织的数据

收集项目中发现的个例不良反应均应按要求报告，如临床试验、非干预性

流行病学研究、药品重点监测、患者支持项目、市场调研或其他市场推广

项目等。 

上市后研究或项目中发现的不良反应，原则上应由持有人向监管部门

报告，但持有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手段干涉研究或项目合作单位的报告行

为。 

1.7监管部门来源 

境内监管部门向持有人反馈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主要用于持有人对产

品进行安全性分析和评价。持有人应对反馈的报告进行处理，如术语规整、

严重性和预期性评价、关联性评价等，并按照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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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限要求报告（参见 3.2和 5.2）。 

境外监管部门向持有人反馈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符合境外报告要求

的，应按境外报告处理流程向我国监管部门提交。 

2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记录、传递与核实 

2.1记录 

持有人或其委托方第一位知晓个例不良反应的人员称为第一接收人。第

一接收人应尽可能全面获取不良反应信息，包括患者情况、报告者情况、怀

疑和并用药品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如果全面获取信息困难，应尽量

首先获取四要素信息（参见 3.1）。 

对各种途径收到的不良反应信息，如电子邮件、信函、电话、医生面

访等均应有原始记录。除报告者外，也应记录提供病例报告信息的其他相

关人员情况，保证信息提供者具有可识别性（参见 3.1）。记录应真实、准

确、客观，并应妥善保存。原始记录可以是纸质记录，也可以是电子文档、

录音或网站截屏等。电话记录、医生面访等常规收集途径应制定原始记录

表格。 

所有原始记录应能明确持有人或其委托方本次获得该药品不良反应

的日期以及第一接收人的姓名及其联系方式。文献检索应记录检索日期、

人员、检索策略等，保存检索获得的相关原始文献；如果未检索到相关信

息也应记录。 

对于监管部门反馈的数据，持有人应确保反馈数据及时下载，记录下

载时间、数量、操作人员等信息。 

2.2传递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原始记录由第一接收人传递到药物警戒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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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应保持记录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删减、遗漏。为确保报告的

及时性，应对传递时限进行要求。所有对原始数据的改动均应进行备注说

明。持有人应制定有关缺失信息的处理规则，确保处理的一致性。药物警

戒部门应对接收的所有个例不良反应报告进行编号，编号应有连续性，根

据编号可追溯到原始记录。 

2.3核实 

持有人应对个例不良反应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评估。当怀疑患

者或报告者的真实性，或怀疑信息内容的准确性时，应尽量对信息进行核

实。监管部门反馈的报告默认为具有真实性和准确性，但如果持有人认为

该报告可能影响药品的整体安全性评估，也应尽量核实。 

药品不良反应如果来自持有人以外的合作方，如企业委托信息收集的

单位、委托文献检索的机构、研究合作单位等，双方协议中应有约束规定，

确保合作方收集的信息真实、准确。持有人有责任对合作方提供的不良反

应信息进行审核，并对提交给监管部门的报告负责。 

3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确认 

通过各种途径收集的个例药品不良反应，应进行确认。需要确认的内

容主要包括：是否为有效报告、是否在报告范围之内、是否为重复报告等。

经确认无需向监管部门提交的个例药品不良反应，应记录不提交的原因，

并保存原始记录。 

3.1有效报告 

首先应确认是否为有效报告。一份有效的报告应包括以下四个元素（简

称四要素）：可识别的患者、可识别的报告者、怀疑药品、不良反应。如果

四要素不全，视为无效报告，应补充后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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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识别”是指能够确认患者和报告者存在。当患者的下列一项或几项

可获得时，即认为患者可识别：姓名或姓名缩写、性别、年龄（或年龄组，

如青少年、成年、老年）、出生日期、患者的其他识别代码。提供病例资

料的初始报告人或为获得病例资料而联系的相关人员应当是可识别的。对

于来自互联网的病例报告，报告者的可识别性取决于是否能够核实患者和

报告者的存在，如提供有效的电子邮箱或者其他联系方式。 

3.2报告范围 

患者使用药品发生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当无法排除反应与

药品存在的相关性，均应按照“可疑即报”的原则报告。报告范围包括药

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不良反应，也包括在超说明书用药情况下发

生的有害反应，如超适应症用药、超剂量用药、禁忌症用药等，以及怀

疑因药品质量问题引起的有害反应等。 

应收集药物过量信息，并在定期安全性报告中进行分析，其中导致不

良反应的药物过量应按个例药品不良反应进行报告。 

出口至境外的药品（含港、澳、台）以及进口药品在境外发生的严重

不良反应，无论患者的人种，均属于个例报告的范围。非严重不良反应无

须按个例报告提交，应在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中汇总。 

对于来自上市后研究或有组织的数据收集项目中的不良反应，经报告

者或持有人判断与药品存在可能的因果关系，应该向监管部门报告。其他

来源的不良反应，包括监管部门反馈的报告，无论持有人是否认为存在因

果关系，均应向监管部门报告。 

文献报告的不良反应，可疑药品如确定为本持有人产品，无论持有人

是否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均应报告；如果确定非本持有人产品的则无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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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确定是否为本持有人产品的，应在定期安全性更新报告中进行讨论，

可不作为个例不良反应报告。 

如果文献中提到多种药品，则应报告怀疑药品，由怀疑药品的持有人

进行报告。怀疑药品由文献作者确定，通常在标题或者结论中作者会提及

怀疑药品与不良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报告人认为怀疑药品与文献作

者确定的怀疑药品不同，可在报告的备注中说明。 

3.3重复和未提交的报告 

为避免因收集途径不同而导致重复报告，持有人应对收到报告进行查

重，剔除重复报告后上报。对于不能确定是否重复的报告，应及时上报。 

4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评价 

药物警戒部门人员在收到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后（包括监管部门反

馈的报告），应对该报告进行评价，包括对新的不良反应和严重不良反应

进行判定，以及开展药品与不良反应的关联性评价。 

4.1新的药品不良反应的判定 

当不良反应的性质、严重程度、特性或结果与本持有人说明书中的术

语或描述不符，应当被认为是新的不良反应（或称非预期不良反应）。持

有人不能确定不良反应是新的或已知的，应当按照新的来处理。 

导致死亡的不良反应应当被认为是新的不良反应，除非说明书中已明

确该不良反应可能导致死亡。 

同一类药品可能存在某个或某些相同的不良反应，称之为“类反应”。

仅当在说明书中已有明确描述时，类反应才能认为是已知的不良反应，例

如：“与同类其他药品一样，药品 XX也会发生以下不良反应。”或“同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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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括药品 XX会引起…。”如果药品 XX至今没有发生该不良反应的记录，

说明书中可能出现如下描述：“已有报告同类其他药品会引起…”或“有报告

同类药品会引起…，但至今尚未收到药品 XX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不

应当认为该不良反应对于药品 XX是已知的不良反应。 

4.2严重药品不良反应的判定 

存在以下损害情形之一的不良反应应当被判定为严重药品不良反应：

（1）导致死亡；（2）危及生命；（3）导致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4）导

致永久或显著的残疾/功能丧失；（5）先天性异常/出生缺陷；（6）导致其

他重要医学事件，如不进行治疗可能出现上述所列情况的。 

对于不良反应来说，“严重程度”和“严重性”并非同义词。“严重程度”

一词常用于描述某一特定事件的程度（如轻度、中度或重度心肌梗塞），

然而事件本身可能医学意义较小（如严重头痛）；而“严重性”则不同，是

以患者/事件的结局或所采取的措施为标准，该标准通常与造成危及生命

或功能受损的事件有关。严重药品不良反应是指其“严重性”而非“严重程

度”。 

死亡病例应理解为怀疑因药品不良反应（如室颤）导致死亡的病例，

而非只看病例结局本身。如果死亡病例的不良反应仅表现为轻度皮疹或腹

痛，并不能导致死亡，患者死亡原因可能是原患病（如癌症）进展，则不

能判定为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也不能归为死亡病例。 

4.3因果关系的判定 

因果关系的判定又称关联性评价，是评价怀疑药品与患者发生的不良

反应/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相关指导原则，关

联性评价分为肯定、很可能、可能、可能无关、待评价、无法评价 6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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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标准如下： 

肯定：用药与不良反应的发生存在合理的时间关系；停药后反应消失

或迅速减轻及好转（即去激发阳性）；再次用药不良反应再次出现（即再

激发阳性），并可能明显加重；同时有说明书或文献资料佐证；并已排除

原患疾病等其他混杂因素影响。 

很可能：无重复用药史，余同“肯定”，或虽然有合并用药，但基本可

排除合并用药导致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性。 

可能：用药与反应发生时间关系密切，同时有文献资料佐证；但引发

不良反应的药品不止一种，或不能排除原患疾病病情进展因素。 

可能无关：不良反应与用药时间相关性不密切，临床表现与该药已知

的不良反应不相吻合，原患疾病发展同样可能有类似的临床表现。 

待评价：报表内容填写不齐全，等待补充后再评价，或因果关系难以

定论，缺乏文献资料佐证。 

无法评价：报表缺项太多，因果关系难以定论，资料又无法获得。 

以上 6级评价可通过下表表示： 

关联性评价 时间相关性 是否已知 去激发 再激发 其他解释

肯定  ＋  ＋  ＋  ＋  － 

很可能  ＋  ＋  ＋  ？  － 

可能  ＋  ±  ±？  ？  ±？ 

可能无关  －  －  ±？  ？  ±？ 

待评价  需要补充材料才能评价 

无法评价  评价的必须资料无法获得 

1.＋表示肯定或阳性；－表示否定或阴性；±表示难以判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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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 

2.时间相关性：用药与不良反应的出现有无合理的时间关系。 

3.是否已知：不良反应是否符合该药已知的不良反应类型。   

4.去激发：停药或减量后，不良反应是否消失或减轻。 

5.再激发：再次使用可疑药品是否再次出现同样的不良反应。 

6.其他解释：不良反应是否可用并用药品的作用、患者病情的进展、

其他治疗的影响来解释。 

初始报告人（如报告的医生、药师）可能对报告进行了关联性评价，

原则上持有人评价意见不应低于初始报告人。持有人与初始报告人评价意

见不一致的，可在备注中说明。多种因素可能会干扰因果关系判断，如原

患疾病、并用药品或药品存在可疑的质量问题等，评价人员应科学评估，

不能盲目将这些因素作为排除药品与不良反应关联性的理由，从而不予上

报。 

5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提交 

5.1  提交路径 

持有人应通过药品不良反应直接报告系统提交个例不良反应报告，并

对系统注册信息进行及时维护和更新。 

5.2  报告时限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应按时限要求提交。报告时限开始日期为持有人或

其委托方首次获知该个例不良反应，且达到 低报告要求的日期，记为第

0天。第0天的日期需要被记录，以评估报告是否及时提交。文献报告的第

0天为持有人检索到该文献的日期。 

境内严重不良反应在15个日历日内报告，其中死亡病例应立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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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不良反应在30个日历日内报告。境外严重不良反应在15个日历日内报

告。 

对于持有人委托开展不良反应收集的，受托方获知即认为持有人获知；

对于境外报告，应从境外持有人获知不良反应信息开始启动报告计时。 

当收到报告的随访信息，需要提交随访报告时，应重新启动报告时限

计时。根据收到的随访信息，报告的类别可能发生变化，如非严重报告变

为严重报告，随访报告应按变化后的报告类别时限提交。 

6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报告质量控制 

持有人应确保报告内容真实、完整、准确。持有人应真实记录所获知

的个例药品不良反应，不篡改、不主观臆测，严禁虚假报告。要求尽量获

取药品不良反应的详细信息，个例报告表中各项目尽可能填写完整。 

药品不良反应过程描述应包括患者特征、疾病和病史、治疗经过、临

床过程和诊断，以及不良反应相关信息，如处理、转归、实验室证据，包

括支持或不支持其为不良反应的其他信息。描述应有合理的时间顺序，

好按患者经历的时间顺序，而非收到信息的时间顺序。在随访报告中，应

当明确指出哪些是新的信息。除了实验室检查数据外，尽量避免使用缩略

语或英文首字母缩写。报告中应当包括补充材料中的关键信息，在描述中

应当提及这些材料的可用性并根据要求提供。在描述中也应当概述任何有

关的尸体解剖或尸检发现。 

药品名称、疾病名称、不良反应名称、单位名称应规范填写。药品通

用名称和商品名称应准确填写，避免混淆颠倒。不良反应名称和疾病、诊

断、症状名称应参照《WHO 药品不良反应术语集》（WHOART）或《ICH

监管活动医学词典》（MedDRA）及其配套指南，如《MedDRA 术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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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要点》来确定。体征指标、实验室检查结果应与原始记录无偏差。 

对于文献报道中每一位身份可识别的患者都应该填写一份个例报告

表，因此，如果一篇文献中涉及多名可识别的患者，应填写相应数量的报

告表。文献的过程描述部分也应尽量包括患者特征、疾病和病史、治疗经

过、临床过程、诊断以及不良反应相关信息。报告表中应提供文献的出版

信息来源，原始文献应作为报告表的附件上传。 

7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随访和调查 

随访和调查的目的是获取更详细、更准确的病例信息资料，便于对报

告做出准确的评价，以及对药品的安全性进行深入分析。 

7.1病例的随访 

首次收到的个例不良反应信息通常是不全面的，应对缺失的信息进行

随访。持有人应对严重报告中缺失的信息进行随访，非严重报告中怀疑可

能是严重病例，或为新的不良反应的，缺失信息也应尽量随访。 

随访的优先顺序为：（1）新的且严重不良反应病例；（2）其他严重不

良反应病例；（3）新的且非严重不良反应病例。除此之外，一些具有特殊

重要性的病例报告，如管理部门要求关注的，以及可能导致说明书修订的

任何病例，也应作为优先随访的对象。持有人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电

话、访视等适宜的方式对报告中缺失的信息进行追踪访问，并有完整的随

访记录。随访记录应包括随访人（随访和被随访者）、时间、地点、方式、

内容、结果（例如随访获取的回函、电话或访谈记录等），随访失败还应

记录失败原因。随访记录应妥善保存。为获取更有价值的信息，持有人应

预设特定的问题，随访方法也可能需要调整。如果可能，应对提供的口述

信息进行书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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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应在不延误首次报告的前提下尽快完成。如随访结果无法在首次

报告时限内获得，应先将首次报告提交至监管部门，再提交随访信息。对

病例的随访应尽快进行，以避免因时间过长而无法获取相关信息。随访报

告也应按报告时限提交。对于收到的所有妊娠暴露病例，持有人应尽可能

随访至妊娠终止，并明确记录妊娠结果。 

文献中报告的个例不良反应,  持有人认为有价值的，在必要时可进行

随访，以获取更全面的信息。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终止随访：（1）从报告者处已获取充分信息；

（2）报告者明确没有进一步信息或拒绝随访；（3）两次随访之后没有新

的信息，并且继续随访也无法获得更多信息；（4）不同日期三次以上均联

系不上报告者；（5）邮件、信函被退回且没有其他可用的联系方式。 

7.2死亡病例调查 

持有人应对获知的死亡病例进行调查，并在 15 个日历日内完成调查

报告并提交。调查内容包括：对死亡病例情况、药品使用情况、不良反应

发生及诊治等信息进行核实、补充和完善；向医疗机构了解药品存储和配

液环境、类似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等；如患者转院救治，应对转院治疗相关

情况进行调查。此外，应根据实际情况收集患者的病历、尸检报告等资料。

调查过程中还应对产品的质量进行回顾，必要时进行质量检验。 

8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数据管理 

本指导原则中的数据是指与个例药品不良反应的收集与报告工作相

关的所有数据，包括不良反应信息的原始记录(如面访记录、电话记录、

电子邮件或截图、文献检索记录、原始报告表)、随访记录、已经提交的

报告表、未提交的报告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反馈的报告、死亡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 
 

病例调查报告，以及其他报告相关的调查与沟通内容。根据数据的载体形

式不同，分为电子数据和纸质数据。 

数据管理应贯穿整个数据的生命周期，从数据的采集、记录、传递、

处理、审核、报告、保存到销毁，应坚持真实、完整、安全、可追溯的管

理原则。 

个例药品不良反应信息应以数据库形式管理，便于查找、分析、评价

等，如 Excel表格，或持有人的药物警戒信息系统/平台。已提交的药品不

良反应报告表应能追溯到原始记录、随访记录及调查报告。 

为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应对数据库实行严格的访问控制，仅

有经过授权的人员才能进行访问。登录的账号和密码应严格保密，同时应

避免因人员更替而导致账号和密码的遗失。数据库中的数据应定期备份，

并保存在性能良好的电脑、服务器或其他存储介质中，储存介质应进行维

护，防止因为设备损坏或淘汰造成数据的丢失。 

纸质数据的记录应清晰、可读，并可被理解。应做好纸质数据分类，

建立目录，便于查找。应建立安全控制和归档规程，确保纸质数据在留存

期内免于被故意或无意地更改或丢失。所有电子数据和纸质数据均应按照

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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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对照品停用通知 

 2018 年 12 月 21 日 发布            原文：http://www.nicpbp.org.cn/bzwz/CL0276/11884.html   

各有关单位： 

现停止使用以下化学对照品 

111782-2017063, 5-O-二咖啡酰基奎宁酸  

特此通知。 

标准物质与标准化管理中心 

2018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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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审评中心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管理规范（试行） 

原文：http://www.cde.org.cn/regulat.do?method=largePage&id=102           颁布时间: 20181221 

 

附件  1  ：  药品审评中心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管理规范（试行）.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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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审评中心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管理规范（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药品档案的真实、完整与安全，加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

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管理，促进药品档案信息资源的开

发与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15）、《电

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信息保密

管理办法》、《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进口药品档案立卷归档规范（暂行）》，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在中心内对药品档案进行整理立卷归档，适用本规范。 

第三条  药品档案，是指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审批结束

的行政审批文件、药品审评中心审评卷宗送签件与品种的存档资料一并按照档案整理的

要求形成的整套档案资料。 

第四条  业务管理处主管中心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工作，负责对药品档案整理立

卷人员（以下简称整理人员）和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工作区域进行监督管理。 

第五条  中心各部门工作人员对药品档案负有保密的义务，保证药品档案的安全与

完整。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六条  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是指将纸质记录材料和电子记录材料（指以光盘

为载体的临床试验数据库资料）整理立卷,形成纸质药品档案和电子药品档案（以下简

称光盘）移交的过程。 

（一）纸质药品档案整理立卷，是指将形成药品档案的纸质记录材料以卷为单位进

行分类、排列、组合、编码、编目、建立全宗，装订成卷的过程。 

（二）电子药品档案整理，是指将电子记录材料以件为单位进行分类、标识、装盒

的过程。 

第七条  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包括药品档案收集、药品档案整理立卷、药品档案

验收、药品档案归档、药品档案废旧文件销毁和单据保管。 

第八条  整理人员应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禁止携带与工作无关的物品进入库房；非

整理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进入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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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药品档案的收集 

第九条  基本要求 

（一）收集齐全。库房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库管人员）应严格按照《药品档案整理

出库单》（见附件 1，以下简称出库单）收集记录材料，确保药品档案完整齐全。 

（二）信息准确。库管人员应做到“两核对”，一是和整理人员核对出库单与记录

材料信息的一致性，二是核对出库单与电子任务的一致性，确保收集的药品档案信息准

确。 

（三）记录完整。药品档案收集完成后，库管人员和整理人员应在出库单上签字确

认，确保记录完整。 

第十条  药品档案收集流程 

（一）库管人员依据出库单，将形成药品档案的全部记录材料准确下架； 

（二）库管人员依据品种信息，将已批批件夹合并到对应品种记录材料中，与整理

人员办理交接。 

（三）库管人员同步提交电子任务至第一验收人。 

 

第四章   药品档案整理立卷 

第十一条  基本要求 

（一）遵循整理原则。为便于药品档案的保管与利用，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应遵循文

件的形成规律和特点，保持文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区分文件的价值，确定档案的保管期

限。 

（二）统一整理标准 

1.纸质药品档案应按照《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15）要求，采用按批件组

卷、按单元排列的方法，按“卷”整理。 

2.光盘应按照《档案数字化光盘标识规范》（DA/T 52—2014）要求，制作和填写盘

盒纸和盘面标识，按“件”整理。 

第十二条  药品档案分类 

（一）为实现档案分类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便于档案科学管理与开发利用，依据基

本职能，结合档案内容、形成特点以及载体形式，对药品档案进行分类。 

（二）药品档案采用种类-保管期限-年度分类法进行分类，划分为进口化药、进口

中药（包括中成药和中药材）、进口生物制品、国产化药、国产中药（包括中成药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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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国产生物制品六类。 

第十三条  组卷与卷内文件排列 

按批件组卷，一个批件可依据审评资料的多少立一个卷或多个卷；卷内文件应按

照卷内文件目录、审批、审评、受理、报告、申报资料顺序进行排列。 

第十四条  编写页码 

卷内除卷宗封面、卷内目录、卷底和空白页外，所有有效文件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

写页码。 

第十五条  填写卷内文件目录、备考表和案卷封皮 

严格按照《填写说明》（见附件 2），填写卷内文件目录、备考表和案卷封皮。 

第十六条  案卷装订 

（一）装订原则 

案卷装订应确保不覆盖文字图片，对于装订部分有内容的，应按要求贴纸加宽后再

装订；每卷装订的文件材料一般不超过 3厘米，超出部分应适当分卷。 

（二）装订方法 

案卷装订采用左侧装订和三孔一线装订法，打孔不得使用塑料套管，装订好的案卷

应根据薄厚选择盒脊厚度为 40mm 或 60mm 的档案盒装盒。 

第十七条  案卷号编写原则 

（一）一个批件编为一个案卷号； 

（二）同品种多个批件且共用一份申报资料时，编为一个案卷号。 

第十八条  光盘应装入规格为 0.13mm 的盘盒纸（见附件 2），按照《填写说明》（见

附件 2）的要求，使用碳素笔工整填写盘盒纸标识内容。 

 

第五章  药品档案验收 

第十九条  基本要求 

（一）遵循验收原则 

1.纸质药品档案验收遵循 “两验收一检查”原则，由第一验收人、第二验收人和

检查人共同负责。 

2.光盘验收遵循“一验收一检查”原则，由第一验收人和检查人共同负责。 

（二）执行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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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纸质药品档案验收，第一验收人应确保药品档案整理前后的信息齐全、完整

和一致，第二验收人应确保药品档案案卷装盒前后的信息一致。 

2.对于光盘验收，第一验收人应确保光盘盘盒纸标识清晰、准确，与对应纸质药品

档案信息一致。 

3.检查人应确保出库、验收信息与电子任务一致。 

三、明确验收内容。 

1.纸质药品档案验收以按“卷”验收、装盒验收和信息审验顺序进行。按“卷”验

收是对组卷、文件排列、编页、内容填写和装订进行全面检查，由第一验收人执行；装

盒验收是对档案盒信息和案卷封面信息的一致性进行核对，由第二验收人执行。 

2.光盘验收以按“件”验收、信息审验顺序进行。按“件”验收是对光盘盘面和盘

盒纸标识内容进行验收。 

3.信息审验是对出库单、验收单和电子任务的一致性进行核对，由检查人负责。 

第二十条  业务管理处指定第一验收人、第二验收人和检查人按标准有序执行药品

档案验收工作。 

第二十一条  药品档案应每日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案卷，不得进行

或通过整体验收。 

第二十二条  纸质药品档案验收流程 

（一）第一验收人制定《药品档案验收单》（见附件 3，以下简称验收单），检查存

档资料袋、案卷和电子任务是否一致，核对无误后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同步提交电子

任务至检查人。 

（二）第二验收人根据验收单检查案卷盒信息及装盒是否清晰准确，档案盒与案卷、

验收单信息是否一致，核对无误后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后存档。 

（三）检查人在资料管理系统内校验案卷整理前的出库单信息与案卷整理后的验收

单信息、电子任务是否一致，核对无误后在备考表的检查人处签字确认并标注日期，方

可归档。 

第二十三条  光盘验收流程 

（一）第一验收人制定验收单，参照《档案数字化光盘标识规范》（DA/T 52—2014）

对光盘进行验收。 

（二）第一验收人查看光盘盘面是否干净整洁，盘盒纸标识内容是否填写完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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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核对光盘信息、盘盒纸信息和 

对应纸质药品档案信息是否一致，确认无误后在验收单上签字确认，同步提交电子

任务至检查人处。 

（三）检查人在资料管理系统内校验光盘整理前的出库单信息与光盘整理后的验收

单信息、电子任务是否一致，核对无误后方可归档。 

第六章  药品档案归档 

第二十四条  基本要求 

（一）执行归档标准。根据总局药品档案归档质量相关要求，药品档案应符合相应

标准并经验收后方可移交总局办公厅。 

（二）再次确认信息。药品档案移交前，第一验收人应再次核对药品档案数量和一

致信息，确认无误后方可办理移交。 

第二十五条  业务管理处指定第一验收人和库管人员共同负责定期向总局办公厅

移交药品档案。 

第二十六条  归档流程 

（一）第一验收人应及时汇总药品档案整理立卷情况，归档前，制定《药品档案归

档移交单》（见附件 4，以下简称移交单）并再次核对移交药品档案的数量和信息； 

（二）移交当日，库房管理人员负责押运药品档案； 

（三）归档后，移交单经库房管理人员和总局办公厅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后存档。 

 

第七章  药品档案废旧文件销毁 

第二十七条  药品档案废旧文件销毁指对已归档药品档案在整理立卷过程中用于

存放纸质记录文件的资料袋进行销毁。 

第二十八条  药品档案废旧文件销毁的指定单位是国家保密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涉

密载体销毁中心（以下简称销毁中心）。 

第二十九条  药品档案废旧文件销毁工作由业务管理处指定第一验收人和库房管

理人员共同负责，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秘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执

行。 

第三十条  销毁流程 

（一）整理人员和第一验收人应共同确认资料袋全部清空后，由第一验收人装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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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文件袋并放置到待销毁区。 

（二）库管人员应与销毁中心相关工作人员提前确定销毁时间，并于销毁当日负责

押运销毁资料前往销毁中心进行监销。 

 

第八章   单据保管 

第三十一条 为确保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过程具有可追溯性，应对整个过程中形

成的全部单据进行汇总与分类，以备存档查阅。 

第三十二条  单据由出库单、验收单和移交单组成，由业务管理处指定的库房管理

人员永久保存。 

第三十三条  库房管理人员应确保接收和移交的单据字迹清晰、内容准确和格式规

范，并按时间先后顺序定期分类整理，装订成册，进行电子备份。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范由业务管理处负责解释并监督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药品档案整理出库单 

2.填写说明 

      3.药品档案验收单 

4.药品档案归档移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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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药品档案整理出库单（____年国产化药） 

: 
导出人：      导出时间： 

序号 批件号 药品名称 流转单编号 流水号 资料册数 

            

            

            

            

            

      

      

      

      

      

      

      

 

备注： 

1.标题加粗“国产化药”应根据实际整理档案情况变换为国产中药、国产生物制品、进

口化药、进口中药和进口生物制品。 

2.库房管理人员与整理人员办理完存档资料出库手续，核对信息无误后，将此单及时留

存保管。 

附件 1-2 

填写说明 

一、案卷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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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药化注册司品种档案 

国产（进口）+化药（中药/生物制品）—药品类别 

关于+申报企业+申请的+品种名称+的审批档案—案卷题名 

自 X 年 X 月至 X 年 X 月 保管期限 永久 

本卷共 X 册 X 页 归档号  

 
全宗号 目录号 案卷号 

/ X X 

 
1.药品类别：根据品种所属类别对应填写“国产化药”、“国产中药”、“国产生物制

品”或“进口化药”、“进口中药”、“进口生物制品”。 

2.案卷题名：编写格式为“关于+申报企业+申请的+品种名称+的审批档案”。 

3.时间起止：用阿拉伯数字填写品种的受理时间和签批时间。 

4.册数和页数：册数填写一个品种最终整理的总册数，页数填写该册卷内文件目录

内“页号”的最大号。 

5.归档号和全宗号：不填写。 

6.目录号：一个年度品种对应一个目录号，按实际年度填写。 

7.案卷号：一个受理号对应一个案卷号，同一年度同种药品类别的品种根据整理顺

序依次编写。 

二、卷内文件目录 

序号 责任者 文号 题名 日期 页号 备注 

       

1.序号：以卷内文件排列先后顺序填写的序号，每份文件为一号。如 1个受理号按

文件排列顺序编为 3卷，第 1卷卷内有 3份文件，则该卷卷内文件目录中的序号依次为

1、2、3；第 2卷卷内有 2份件，则该卷卷内文件目录中的序号依次为 4、5；以此类推，

第 3卷卷内有 1份文件，卷内文件目录中的序号为 6。 

2.责任者：制发文件的组织或个人，即文件的发文机关或文件形成者，审批类资料

为总局或总局相关司局，审评类资料为审评单位，受理类资料为受理部门，申报资料类

资料为申报单位。责任者可以用全称或规范简称。 

3.文号：文件的发文字号，批件类资料录入批件号，受理类资料录入受理号，没有

文号的不填写。 

4.题名：文件标题。没有标题或标题不明确的，应根据文件内容自拟标题。 

5.日期：文件材料的形成时间，以 8位阿拉伯数字标注年月日，如 20170820。 

6.页号：填写本份文件材料在该卷内的起止页号，其格式为“8-20”，每卷页号均

从 1开始编写。 

7.备注：对卷内文件作特别说明时用，如出现共用检验报告和公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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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考表 

 

 

 

 

 

 

1.本卷情况说明：写明本卷文件材料有无缺损、修改、补充、移出、销毁等情况。

由填写人签名，并标注说明日期。 

多个案卷共用一份检验报告等资料时，应放置在一份案卷内且在备考表中标明。 

2.立卷人：由立卷责任人签名。 

3.检查人：由案卷质量审核者签名并标注检查日期。 

 
 
 
 
 
 

 
四、光盘盘盒纸封面标签 

单位为毫米 

 
光盘  

目录号
     

编号 
       
         

           

全宗名称        

         

内容摘要 

       
     

121      
           

 
 
 
 
 
 
 
 
 
 

  保管   密级与   案卷号    

本卷情况说明 

 

立卷人___________ 

检查人___________ 

立卷时间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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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限   保密期限       
               
   

121 

       
          

          
              
               

1.光盘编号：填写目录号、年度、案卷号、光盘序号，中间用分隔符连接。目录号、

年度、案卷号与该品种纸质资料一致，光盘序号是同一目录号内档案光盘排列顺序号，

用 5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示例：55-2016-182-00001 

2.内容摘要：填写对档案信息内容的简要说明，标明光盘存储内容所对应的目录号、

案卷号和起止时间（受理和签批时间）。 

3.全宗名称：填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4.保管期限：填写存储在光盘内档案的保管期限。 
 

五、光盘盘盒纸封底标签 

              

              单位为毫
米 

 
                 
                 

    光  盘  背  景  信  息      

 

 

             
文件   类型        

  ：
格式 

 
容量 

       
               
                   
      运行            
      环境        

118 
             

      
制作 

 
制作 

 
               
      单位   日期  

：
    

             
        

复制 
 

复制 
 

          编    
     

单位 

 
日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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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1.文件格式：填写光盘内各种文件的存储格式。 

示例：DOC、XLS、AVI、TXT、JPEG、MPEG 等。 

2.类型及容量：填写光盘载体的类型及存储数据的容量。示例：CD-R620MB。 

3.运行环境：填写识别或操作档案光盘的软、硬件系统。 

4.制作单位：填写制作光盘内容的立档单位。 

5.制作日期：填写制作光盘的年、月、日。YYYYMMDD。 

6.复制单位：填写复制光盘的单位。 

7.复制日期：填写复制光盘的年、月、日。YYYYMMDD。 

8.备注：填写特殊情况的说明。 

 

 

 

附件 1-3 

 

药品档案验收单 
 

 

导出人：         导出时间： 

案卷号 题名 单位 卷数 期限 批件号 收审号 药品类型 备注

                  

                  

                  

                  

                  

         

         

         

         

         

         

         

         

受理号数量：   卷数：       

         

第一验收人： 第二验收人：       

备注：库房管理人员与第一验收人办理完当日案卷验收后存放周转库房手续，核对信息

无误后，将此单及时留存保管，并在电脑上登记造册，进行数据备份。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1-4 

药品档案归档移交单 
 

交接档案内容：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移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

品化妆品注册司档案： 

（年度）    （类别）   案卷号：  

后附明细 

 

 

档案移交部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档案接收部门：国家总局办公厅 

药品审评中心                档案保密处 

 

 

 

 

 

档案移交人（签字）：                                 档案接收人（签字）： 

                                                    档案保管员： 

 

 

 

 

 

移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化注册司品种档案-国产(进口)化药（生物制品、中药）

-  年批准 

 

 

案卷号 题名 单位 卷数 期限 批件号 收审号 药品类型 

                

                

                

                

备注：库房管理人员与第一验收人办理完案卷每月定期移交总局办公厅档案保密处手续，

核对信息无误后，将此单及时留存保管，并在电脑上登记造册，进行数据备份。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2 

《药品审评中心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 

管理规范（试行）》起草说明 

 

为加强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管理，确保药品审评审批信息的可追溯性与药品档案

利用的质量，确保药品档案记录的真实、完整和准确，规范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总局档案管理相关规定，业务管理处结合实际工作起

草制定了《药品审评中心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管理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药品档

案整理规范》）。 

  《药品档案整理规范》共九章。第一章总则明确了药品档案的定义，并对药品档

案整理立卷人员履行的职责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二章至第七章分别对药品档案整理立卷

归档定义、药品档案的收集、整理立卷、验收和归档各环节的基本要求、工作原则、工

作内容及流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同时对库管人员、整理人员和验收人员的职责作了明

确的规定。第八章单据保管强调了药品档案整理立卷归档过程中形成记录的重要性和可

追溯性，库管人员应及时汇总出库单、验收单和移交单，以备存档查阅。第九章附则明

确了本规范制定和监督执行的主体，同时明确了规范施行的日期。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药品注册审评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管理管理规范 

原文：http://www.cde.org.cn/regulat.do?method=largePage&id=101                颁布时间: 20181221      
 

附件  1  ：  药品注册审评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管理管理规范.doc   

 

 
 
 

药品注册审评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 2 

第二章  工作流程 ........................................................................... 3 

第三章  工作要求 ........................................................................... 3 

第四章  附  则 ............................................................................... 4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2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5〕44 号）精神，落实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物研发

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试行）》（2016 年第 94 号）要求，进一步加

强药品技术审评咨询工作，优化技术咨询程序，提高药品审评技术咨询服

务质量和效率，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指的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以下简称“咨询问题”）

是指：申请人和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审中心”）之间通过药审中心

官网（www.cde.org.cn）的“申请人之窗”就一般性技术问题进行交流咨

询。该沟通交流方式通常不就技术审评过程中的重大决策性问题进行讨论。

咨询问题包括与中心职能相关的技术审评问题及相关管理问题，涉及保密

的问题不属于一般性技术问题。 

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的反馈意见基于当前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

文件和技术要求做出，可能会随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或技术要

求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总局就相关问题做出解释或解答，以总局的解释或

解答为准。 

第三条 业务管理处负责咨询问题的接收、分配、意见形成及反馈的总

体协调管理，业务管理处项目管理人根据任务分工开展具体协调管理工作，

中心其他相关部门配合完成此项工作。 

第四条 咨询问题的接收、分配、意见的形成及反馈等均应遵守本规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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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作流程 

第五条 药审中心通过官网的“申请人之窗”接收申请人提出的咨询问

题。针对申请人提出的不同类型的咨询问题，设定合理的问题分类。 

第六条 业务管理处项目管理人对申请人提出的问题进行初步审查，根

据申请人提出问题的内容分配到中心各部门处理。 

涉及未完成审评品种的咨询问题，根据受理号分配到主审报告人或专

业主审；涉及已结束审评或尚未申报品种的咨询问题，根据药物分类和专

业学科分类分配到相关具体项目管理人，再由相关项目管理人组织协调处

理。 

第七条 对共性问题已有解答的或现有指导原则、政策法规中已有明确

要求的咨询问题，审评人员或项目管理人直接形成反馈意见。 

对现有指导原则、政策法规中尚无明确要求的咨询问题，经研究讨论

后形成反馈意见。 

第八条 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由项目管理人反馈，特殊情况也可由解答

问题的具体人员反馈。反馈方式包括申请人之窗反馈和电话反馈，电话反

馈应在咨询平台上对反馈情况做好详细记录以备查看。 

 

第三章    工作要求 

第九条 项目管理人定期对申请人的咨询问题进行梳理，对于共性问题，

在网络咨询平台系统标引关键词，形成共性问题库，共性问题由业务管理

处提出并总结，征求中心各部门意见后发布。 

第十条 申请人应全面、准确填写咨询问题的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真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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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负责。 

项目管理人在收到咨询问题后应及时审核、分配申请人提交的咨询问

题，跟进咨询问题处理进度。咨询问题负责人员（审评人员或项目管理人）

应基于当前政策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及技术要求形成反馈意见，保

证反馈意见质量。 

药审中心逐步建立对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工作质量的双向评价体系。 

第十一条 项目管理人应在工作中保持与各部门和申请人之间的沟通，

涉及跨学科、跨适应症的问题，项目管理人之间应密切配合，确保及时向

申请人反馈意见。 

咨询问题处理过程中申请人可通过邮件与项目管理人沟通。 

第十二条 一般性技术问题咨询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反馈申请人。如遇

特殊原因不能按时限反馈的，应提前告知申请人并请示上级管理岗位人员，

视情况做好系统备注，并及时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规范由药审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关于发布《第二批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的药品清单》的通知 

原文：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largeInfo&id=314781       发布日期：20181224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

新的意见》（厅字﹝2017﹞42 号）的要求，引导仿制药研发生产，提高公众用药可及性，我中心筛

选出截至 2018 年 10 月前国内化合物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的国外已上市且具有

明确临床价值的药品，共计 7 个品种，现纳入《第二批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的

药品清单》并予以公布。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18年 12月 24 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	第二批专利权到期、终止、无效且尚无仿制申请的药品清单 

序

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首次上

市国家 

首次上

市时间

中国化合物

专利号 

中国化合物

专利到期日
原研公司 适应症 

1 
Atazanavir 

Sulfate 

硫酸阿扎那

韦 
美国 2003 CN1082508C 2017/4/14 

Bristol-Myers 

Squibb 

用于治疗和预

防艾滋病毒/艾

滋病 

2 Tipranavir 替拉那韦 美国 2005 CN1154642C 2015/5/4 
Boehringer 

Ingelheim 

与利托那韦联

合治疗HIV感染

3 
Mozavaptan 

Hydrochloride 

盐酸莫扎伐

普坦 
日本 2006 CN1027505C 2010/10/19 Otsuka 治疗低钠血症 

4 Sinecatechins 赛儿茶素 美国 2006 CN1086290C 2017/11/17 Mitsui Norin 治疗生殖器疣 

5 
Aliskiren 

Hemifumarate 

半延胡索酸

阿利吉仑 
美国 2007 CN1153759C 2015/4/17 Novartis 

治疗肾素型高

血压 

6 Finafloxacin 非那沙星 美国 2014 CN100335054C 2017/12/4 Alcon 

用于治疗由铜

绿假单胞菌和

金黄色葡萄球

菌引起的急性

外耳炎 

7 Tasimelteon 他司美琼 美国 2014 CN1152679C 2017/12/9 Vanda 

用于治疗非 24

小时睡眠 - 觉

醒症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九批）

的通告（2018年第 135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4183.html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发布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专家委员会审核确定，现发布

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九批）。 

 

特此通告。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九批） 

 

 

国家药监局 

2018年 12 月 25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35 号通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仿制药参比制剂目录（第十九批）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9‐1  布洛芬混悬液 
Ibuprofen 

Suspension/CHILDREN’S 
MOTRIN 

5ml:100mg  混悬剂 
Johnson & Johnson Consumer 

Inc., McNeil Consumer 
Healthcare Division 

美国橙皮书 

19‐2  桂利嗪片 
Cinnarizine 

Tablets/Stugeron 
25mg  片剂  JANSSEN CILAG S.P.A 

欧盟上市（上市国：意

大利，产地：意大利） 

19‐3  桂利嗪胶囊 
Cinnarizine 

Tablets/Stugeron 
75mg  胶囊  JANSSEN CILAG S.P.A 

欧盟上市（上市国：意

大利，产地：意大利） 

19‐4  地喹氯铵含片 
Dequalinium Chloride 
Buccal Tablets/ SP 

TROCHES 0.25mg（MEIJI）
0.25mg  片剂  MeijiSeikaファルマ株式会社  日本上市 

19‐5 
盐酸阿夫唑嗪缓

释片 

Alfuzosin Hydrochloride 
Prolonged Release 

Tablets/桑塔（Xatral XL）
10mg  片剂  Sanofi‐aventis France  原研进口 

19‐6 
沙格列汀二甲双

胍缓释片（II） 

Saxaglipt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s/
安立格（KOMBIGLYZE 

XR） 

每片含沙格

列汀 5mg与
盐酸二甲双

胍 500mg 

片剂 
（缓释片） 

 
AstraZeneca AB  原研进口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9‐7 
沙格列汀二甲双

胍缓释片（II） 

Saxaglipt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s/
安立格（KOMBIGLYZE 

XR） 

每片含沙格

列汀 2.5mg
与盐酸二甲

双胍 1000mg

片剂 
（缓释片） 

 
AstraZeneca AB  原研进口 

19‐8 
沙格列汀二甲双

胍缓释片（II） 

Saxagliptin and 
Metformin Hydrochloride 
Sustained‐release Tables/
安立格（KOMBIGLYZE 

XR） 

每片含沙格

列汀 5mg与
盐酸二甲双

胍 1000mg 

片剂 
（缓释片） 

AstraZeneca AB  原研进口 

19‐9  达格列净片 
Dapagliflozin Tablets/安

达唐（FORXIGA） 
5mg  片剂  AstraZeneca AB  原研进口 

19‐10  达格列净片 
Dapagliflozin Tablets/安

达唐（FORXIGA） 
10mg  片剂  AstraZeneca AB  原研进口 

19‐11  阿戈美拉汀片 
Agomelatine 

Tablets/Valdoxan 
25mg  片剂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原研进口 

19‐12  铝碳酸镁混悬液 
Hydrotalcite 

Suspension/Talcid 
10ml:1g或

1g/袋 
混悬剂  Bayer Vital GmbH 

上市国家：德国 
产地：西班牙 

19‐13  华法林钠片 
Warfarin Sodium 
Tablets/Marevan 

3mg  片剂  Orion Corporation Orion Pharma 国际公认进口 

19‐14 
阿法骨化醇软胶

囊 
Alfacalcidol Soft 

Capsules/Alpha D3 
0.25μg 

胶囊剂 
（软胶囊） 

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 

原研进口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序号 药品通用名称 英文名称/商品名 规格 剂型 持证商 备注 

19‐15  格列齐特片（Ⅱ） 
Gliclazide Tablets（Ⅱ）/

达美康 
80mg  片剂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  原研技术转移 

19‐16  依非韦伦片  Efavirenz Tablets  50mg  片剂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研技术转移 

19‐17  依非韦伦片  Efavirenz Tablets  200mg  片剂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研技术转移 

19‐18  依非韦伦片  Efavirenz Tablets  600mg  片剂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原研技术转移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吡硫醇注射剂的公告

（2018年第 99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4186.html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

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再评价，认为吡硫醇注射剂存在严

重不良反应，在我国使用风险大于获益，决定自即日起停止吡硫醇注射剂在我国的生产、

销售和使用，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已上市销售的吡硫醇注射剂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

召回工作应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前完成，召回产品由企业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

销毁。 

 

特此公告。 

 

附件：吡硫醇注射剂生产企业名单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2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99 号公告附件.doc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附件：吡硫醇注射剂生产企业名单	

 
序号 通用名称 批准文号 生产企业 

1 
盐酸吡硫醇氯化钠

注射液 
H20030999  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2 

盐酸吡硫醇注射液 

H20052265  青岛金峰制药有限公司 

3  H20040915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

4  H20041212  陕西开元制药有限公司 

5  H20051436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H20041112  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7 

注射用盐酸吡硫醇 

H20046762 
晋城海斯制药有限公司 

8  H20046761 

9  H20058992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10  H20058406 

11  H20058991 

12  H20066492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13  H20063862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H20068124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5  H20059750  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 

16  H20043354  武汉长联来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  H20046506  广东华润顺峰药业有限公司 

18  H14020814  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19  H20046305  安徽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 

20  H20059749  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 

21  H20065442  福建省闽东力捷迅药业有限公司 

22  H20045898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23  H20045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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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莫西林胶囊质量标准有关事宜的函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近期我委收到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制药）关于阿莫西林胶囊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质量标准溶出度有关问题的请示，来函反映你中心在针对该公司阿莫西林胶囊注册

申请（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发补通知中，鉴于其溶出度项目限度符合美国药典，

但不符合中国药典，要求该公司接洽我委商讨修订该品种国家标准的可能性。经我委认真研

究，现说明如下： 

药品国家标准制修订系基于已批准上市产品。华北制药的阿莫西林胶囊为在审品种，是

否批准生产尚未可知，申请人应在该品种获批后向我委提出修订国家标准的申请。针对此类

情形，建议你中心在相关批件中予以提醒。 

此说明亦适用于其他类似情形，包括但不限于溶出度项目。 

 

 

 

 

抄送：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药典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原文：http://www.chp.org.cn/view/ff80808167ca11690167edab51323447?a=HXYP                        时间: 201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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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加强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期间药品监管工作

的通知 

国药监药管〔2018〕57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4097.html           2018 年 12 月 27 日 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健康福祉，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

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方案》各项工作要求，切实保证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

点期间中标药品的质量，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试点工作重要意义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部署，各地要从

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本次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全力配合医改大局，全

面落实药品监管“四个最严”要求，以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检为抓手，推动企业落实主体

责任，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二、加强药品生产监管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日常监管，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

加大对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特别是中标药品生产企业的现场检查力度，重点检查

企业风险隐患排查责任落实情况、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实施情况、数据真实可靠情况，严

格落实原辅料质量控制，严控源头质量风险情况，严格按照批准的处方工艺组织生产情

况，涉及委托生产的，落实委托生产质量管理情况。要对照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公告的通

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建立台账，对通过日常监管发现应整改项目要逐项整改、逐

一销账，确保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质量安全。要督促企业落实产品供应保障责

任，严格执行药品停产报告工作要求，实事求是做好产能预估和各地投标工作。对存在

质量安全隐患的药品，应当按规定及时召回。 

三、加强药品流通使用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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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负责药品监管的部门要切实加强流通、使用环节监管工作，督促中标药品的

配送单位严格执行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督促医疗机构持续合规，确保中标药品

在流通使用环节的质量安全。要积极推进中标品种生产企业按照《国家药监局关于药品

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国药监药管〔2018〕35 号）要求，加快信息化追溯

体系建设，确保在 2020 年底前实现中标品种全过程可追溯。 

四、加强药品抽检和不良反应监测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科学合理制定本省药品抽检计划，对行政区域内通过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品种以及中标药品生产环节开展全品种覆盖抽检。各市县负责药品监管的部

门对流通和使用环节可能存在问题的产品要及时组织抽检，对抽检不合格药品要依法严

肃查处。要加强对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特别是中标药品的不良反应监测力度，对

监测中发现的异常风险信号、聚集性信号及时组织处置。中标企业要按照国家药监局《关

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宜的公告》（2018 第 66 号）要求，做好不良

反应监测、报告和分析评价工作，全面落实企业药品安全主体责任。 

五、加快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 

进一步加大服务指导力度。建立绿色通道，对一致性评价申请随到随审，加快审评

进度。企业在研究过程中遇到重大技术问题的，可以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

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与药品审评机构进行沟通交流。严格一致性评价审评审批工

作，坚持仿制药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审评原则，坚持标准不降低，按照现已发布

的相关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开展技术审评。 

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推药品高质量发展 

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紧紧围绕药品高质量发展目标，加快推进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厅字〔2017〕

42 号）政策，加快落实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等政策，鼓励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品创新，

支持创新型企业创新能力建设。鼓励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药品生产企业兼并重组、

联合发展，逐步培育一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药品企业集团。鼓励药品生产企业延伸

产业链，促进药品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鼓励具备药品现代物流条件的企业整合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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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和运输资源。 

七、工作要求 

（一）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切实履行药品安全管理责任，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完善体制机制保障，坚守集中采购试点的药品质量安全

底线。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和市县负责药品监管的部门要依法行政、履职尽责，加强日

常监管工作，加强对中标品种生产、流通、使用全周期的质量监管，加大违法违规企业

的处罚力度，要督促中标生产企业建立企业库存和停产报告制度，通过协议规范配送行

为，保证药品供应。 

（二）全面加强部门协调和信息沟通。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药品质量问

题应急处置工作机制，妥善处置热点问题，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要加强与试点工作有关部门信息沟通，及时通报药品监管工作信息情况，保证试点工作

平稳有序推进。要积极推进中标品种生产企业按照国药监药管〔2018〕35 号文件要求，

加快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确保在 2020 年底前实现中标品种全过程可追溯；积极推动

药品追溯信息与医疗、医保等相关机构互联互通，形成多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对

药品生产企业停产、产品质量问题等信息要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要加大政务信息公开

力度，及时公开监管执法信息，及时曝光违法行为，不断提高监管透明度。要畅通投诉

举报渠道，鼓励投诉举报，形成共治合力。 

（三）全面严惩药品违法行为。试点工作期间，各级地方药品监管部门要强化突出

问题整治，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行为，查处违反药品管理法及药品质量管理规范的行

为，对问题企业和药品依法采取责令停止生产经营、召回等措施，要依法落实行政处罚

到人各项要求，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要对违法违规行为追根溯

源，一查到底，形成有力震慑。 

试点期间遇到的问题和建议及时向国家药监局报告。国家药监局适时会同国家药品

集中采购试点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对各省落实试点期间药品监管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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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关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直接报告不良反应事宜的公

告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4094.html           2018 年 12 月 27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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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关事项的公告》政策解读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200/334162.html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 

一、为什么要坚持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 

答：随着医药科技不断进步，药品审评标准在不断提高，过去的药品审评标准没有

强制要求仿制药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所以有些药品在疗效上与原研药存在一定差

距，需要改进提高。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保障仿制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一致，

在临床上实现与原研药相互替代，不仅可以节约医疗费用，也有助于提升我国仿制药质

量和制药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保证公众用药安全有效。 

 

二、一致性评价工作的进展如何？ 

答：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已完成 112 个品种的评价，其中属于《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2 年版）》289 个基药相关品种的有 90 个。这些品种包括审评通过一致性评价品

种，原研地产化列为参比制剂品种，改规格、改剂型、改盐基品种中原型已通过一致性

评价品种等情形。 

 

三、如何进一步推进基本药物品种的评价？ 

答：国家鼓励企业积极开展基本药物品种的评价工作。药监部门将根据基本药物品

种的具体情况，继续发布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品种目录、存在特殊情形品

种评价要求等，进一步加大服务指导力度，对重点品种、重点企业组织现场调研和沟通，

帮助企业解决难点问题，对一致性评价申请建立绿色通道、随到随审。企业在研究过程

中遇到重大技术问题的，可以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与药品审评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四、如何保障一致性评价审评标准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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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家药监局将坚持按照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原则开展审评审批，按照现

已发布的相关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开展技术审评，督促企业持续提高药学研究及人体

生物等效性研究质量。 

 

五、如何加强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的监管，避免一致性评价成为“一次性评价”？ 

答：药品监管部门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加强监管，已经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将纳入下一年度国家药品抽检计划，对相关企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国家药监局正在组织制定有关规定，规范药品制剂原料药、药用辅料、药包材的变

更管理。 

 

六、目前一致性评价不能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规定时限完成，国家药监局对工作时限进行调整的

原因是什么？ 

答：一是对基本药物品种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与基本药物目录动态调整工作联动推进。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已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施行，对旧版目录品种作了

较大调整，基本药物目录已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优先纳入目录，

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将逐步调出目录。 

 

二是一致性评价工作在我国全面推进过程中，面临着提升科学认知，以及参比制剂

选择、评价方法确定、临床试验资源不足等诸多挑战。其中所发现的技术问题需要加以

科学评估，逐步研究解决。基本药物是一致性评价工作的重点，对于保障公众用药具有

重要意义。在基药品种中，约有 180 余个品种为低价药，例如氨苯砜片、地塞米松片、

巯嘌呤片等，其中部分品种为临床必需、市场短缺用药。保障基本药物可及性，事关公

众临床用药基本需求，需要一致性评价政策的积极配合，并作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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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充分听取和征求了医药企业、行业协会、医学药学专家，

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等部门的意见。各界一致认为，要

坚定不移科学推进一致性评价，从实际出发，对一致性评价工作的要求作适当调整和进

一步明确。 

 

七、基本药物品种的评价时限如何调整？ 

答：《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已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

种优先纳入目录，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将逐步调出目录。基本药物品种的一致性评

价工作已经与基本药物目录动态调整工作联动推进，因此不再对基本药物品种单独设置

评价时限要求。 

 

八、仿制药评价时限如何调整？ 

答：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含基本药物品种在内的仿制药，自首家

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相同品种原则上应在 3年内完成评价。 

 

考虑到药品临床需求存在地域性和时效性等特点，为确保市场供应和人民群众用药

可及性，企业未能按上述要求完成评价的，经评估认为属于临床必需、市场短缺的品种，

可向所在地省级药监部门提出延期评价申请，说明理由并提供评估报告，省级药监部门

会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研究论证，经研究认定为临床必需、市场短缺品种的，可适当予

以延期，原则上不超过 5年。同时，对同意延期的品种，省级药监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要

继续指导、监督并支持企业开展评价工作。届时仍未完成的，药监部门不予批准其药品

再注册申请。 

 

九、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含基本药物品种在内的仿制药包括哪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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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上述仿制药是指已上市化学药品中未按照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原则审评

审批的仿制药。 

 

十、如药品生产企业未能按公告要求按期完成一致性评价工作，如何申请延期？ 

答：申请人应自行评价是否属于临床必需、市场短缺品种，向所在地省局提交自评

估报告，所在地省级药监部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 60 日内完成认定，将认定结

果告知申请人，并抄报国家药监局。 

 

十一、未按期完成一致性评价且未申请延期的包括基本药物在内的仿制药，后续如

何处理？ 

答：对此类品种，不予再注册，批准文号将予注销。 

 

十二、通过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品种，是否继续享受相关政策支持？ 

答：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药品监管部门允许其在说明书和标签上予以标注，并

将其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相关部门也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 号）的要求给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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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辽宁澎健药业有限公司等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跟

踪检查有关情况的通报（2018年第 5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0/334176.html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药

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现将我局

对辽宁澎健药业有限公司等 14 家药品生产企业开展药品 GMP 跟踪检查的有关情况予以

通报，本次跟踪检查的形式以飞行检查为主。 

 

附件：药品 GMP检查情况通报表―2018年第 5号.docx 

 

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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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药品 GMP检查情况通报表―2018年第 5号	
 

企业名称 辽宁澎健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冯振泰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95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1644449‐1 

企业负责人 冯振泰  质量负责人  孙长华 

生产负责人 主萍  质量受权人  孙长华 

生产地址 抚顺市抚顺县兰山经济开发区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0‐22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罗黄降压片工艺规程》（MF-D01-00200 04）未对浸膏粉收率范围进行规定，但批生产记录

进行了收率计算。 

2.决明子（批号 20170201）货位卡未标注复验期。 

3.中药饮片川芎 (批号 Y0221608001)外包装没有原厂标签。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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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光太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王雁铭 

药品生产许可

证编号 辽 20150117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12049499‐X 

企业负责人 王雁铭  质量负责人  单淑敏 

生产负责人 郝毅  质量受权人  单淑敏 

生产地址 宽甸满族自治县鸭绿江路 45 号（宽甸镇城南产业园区）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0‐22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企业辅料库中存放的蜂蜜（批号：20150102）物料货位卡未标明复验期。 

2.企业购入的中药材茯苓（入厂批号：20180607，供应商：岳西县夫仁堂药材有限公司），仅在

包装袋上注明品名、数量，无包含产地、采收加工日期等信息的原厂标签。 

3. 企业中药标本柜未包含全部生产所用中药材、中药饮片标本，如：三七、天麻。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整

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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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朝花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陈臻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87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G1021130200056190F 

企业负责人 邢涛 质量负责人 王慧姝 

生产负责人 齐建高 质量受权人 王慧姝 

生产地址 朝阳市双塔区和平街四段 112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1‐13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天麻头痛片浸膏（批号：Q-PC0118014）批生产记录中未记录收膏后过滤工序的操作。 

2.企业山葡健脾颗粒工艺再验证方案（VP-ZKC01-B-03）未明确总混转数。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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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沈阳菁茂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康武举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51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39654349‐X 

企业负责人 康武举  质量负责人  颜玲 

生产负责人 张静梅  质量受权人  颜玲 

生产地址 新民市工业园区世纪大街 1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7‐2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制川乌批生产记录（批号：170901）中原料称量岗位只记录了总毛重总皮重和总净重，未

对每次称量结果分别进行记录。 

2.DY-700 型高温煅药炉和 QWZL-300C 直线往复式切药机传送带清洁不彻底。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

行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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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金草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廉姗姗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47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58388409‐7 

企业负责人 廉姗姗  质量负责人  刘杰 

生产负责人 李霄凌  质量受权人  刘杰 

生产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族盛路 2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20‐22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成品库存放的莲子（批号：20180101）货位卡未标明有效期；原料库存放的龟甲（Y011170301）

货位卡未标明复验期。 

2.《西洋参生产工艺规程》（STP-GY-30-023-01）中规定润药工序用水量为 20-25Kg/100Kg,

西洋参(批号：20180101)批生产记录中润药工序未按照规定记录用水量。 

3.西洋参原料（Y025-171201）的含量测定检验缺少 UV3100 液相色谱仪的使用记录（2018 年 1

月 11 日采集图谱）。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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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营口三花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欧军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64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811561397490P 

企业负责人 胡志坚 质量负责人 马佳 

生产负责人 张洪伟 质量受权人 马佳 

生产地址 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永昌路 10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9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马钱子粉药材炮制生产记录》（批号：20180601、20180602、20180603）混合工序物料平

衡分别为 98.8%、97.5%、98.0%，未在《马钱子粉炮制标准操作规程》（SC-SOP-116-02）混合工

序物料平衡规定的 99%-100%范围内，企业未开展偏差调查处理。 

2.企业未按照《供应商审计管理规程》（ZL-SMP-020-01）对三七等饮片和中药材的供应商安

徽魏武中药饮片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审计。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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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东方人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李国成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0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5275648‐4 

企业负责人 吕飞  质量负责人  吕飞 

生产负责人 王进波  质量受权人  由克 

生产地址 辽宁省本溪经济开发区医药园区 

检查日期 2018年 9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山梨酸的贮藏条件为遮光、密封，在阴凉处保存，企业实际存放于常温辅料库。 

2.空调机组运行记录只记录运行起止时间，未记录初、中效过滤器初始压差，未对初、中效过

滤器压差值进行日常监测记录。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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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美大康华邦药业有限公

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韩志超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2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57835651-3 

企业负责人 韩志超 质量负责人 张静艳 

生产负责人 李兆智 质量受权人 张静艳 

生产地址 沈阳市沈北新区兴农路 26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9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部分记录内容不全，开塞露（含甘油）20ml（批号：180901）成品含量测定检验记录中，未

记录滴定管的编号。原料甘油（批号：2018062）红外鉴别，未记录样品的制备过程。 

2.SHZ-YS00-Ⅱ液体灌装机清洁标准操作规程文件中，缺少灌装硅胶管清洁方法内容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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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华卫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崔书生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77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12106197‐7 

企业负责人 崔书生  质量负责人  陈霞 

生产负责人 万步云  质量受权人  陈霞 

生产地址 辽宁省义县中兴街 62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9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实验用数字自动旋光仪（设备编号：H-017）测定时，药典规定温度控制在 20℃±0.5℃，

企业将其放置于仪器室，无温湿度控制措施。 

2.未按《物料供应商管理规程》（SMP-QA-005-00）规定对 A级物料药用低密度聚乙烯袋的供

应商（山东凯博药用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进行两年一次的再审计。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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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鑫善源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牛爽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84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13037591146875 

企业负责人 牛爽  质量负责人  邴志刚 

生产负责人 王萍  质量受权人  邴志刚 

生产地址 辽宁省朝阳市中山大街二段 39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9月 13‐15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未按《供应商审计管理规程》（ZL-SMP-012-01）规定对硫酸钙供应商湖州展望药业有限公

司、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供应商沧县宝峰药用包装材料厂进行现场审计。 

2.雷公藤多苷批生产记录层析浓缩岗位未体现收膏后冷冻、粉碎、自然晾干过程。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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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北镇市山庆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廉丛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55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7251209851908 

企业负责人 杨继文  质量负责人  赵红 

生产负责人 杨继文  质量受权人  赵红 

生产地址 北镇市沟帮子镇铁南社区 

检查日期 2018年 9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编号为 J240101 的综合药品稳定性试验箱未做检定/校准结果确认，使用过程中未根据校准

证书所出具的示值准确性进行温度修正。 

2.纯化水检验使用的温度计无检定标识。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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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沈阳绿洲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赖福平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050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73100815‐3 

企业负责人 赖福平  质量负责人  栗景芬 

生产负责人 郑剑峰  质量受权人  栗景芬 

生产地址 沈阳市新民经济开发区东大营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企业未对主要物料双氯芬酸钠的供应商进行现场质量审计。 

2.常温留样室碱式碳酸铋（批号：20170203）为单层塑料袋包装，阴凉留样室三氯化铁（批号：

2018050101）为两层塑料袋包装，未模拟市售包装形式。 

3.芍药苷对照品溶液（批号：SYG/1801-1）储存期限无考察数据。 

4.批号为 20170801 的盐酸奥布卡因凝胶（规格 10ml：30mg）微生物学检验不符合规定，企业

对该批产品进行了召回并销毁。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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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新世纪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胡明彦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3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12009650‐2 

企业负责人 胡明彦  质量负责人  张玮 

生产负责人 张勇  质量受权人  张玮 

生产地址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果园路 40 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10月 14‐16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阴凉留样室原料西红花用透明塑封袋保存，没有按贮藏要求避光保存。 

2.使用紫外检测器进行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时均未按要求进行溶剂检查。 

3.内包材供应商档案内容不全，玻璃瓶（辽宁华鹏广源玻璃有限公司）包材注册证未及时归档，

企业未提供所购批次的原厂检验报告单。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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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辽宁华瑞联合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法定代表人  董金河 

药品生产许

可证编号 辽 20150148 
社会信用代码（组

织机构代码） 
91210682740785835Q 

企业负责人 董金河  质量负责人  张云刚 

生产负责人 白洪  质量受权人  张云刚 

生产地址 辽宁省丹东通远堡经济开发区园区路一号 

检查日期 2018年 9月 16－18 日 

检查单位 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事由 飞行检查 

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固体制剂二车间 EYH-2000 二维混合机清洁记录缺少清洁次数和清洁时间等内容的格式。 

2 头孢拉定颗粒（批号：2180810）含量测定结果未用相对平均偏差进行控制。 

3.大肠埃希菌菌种的使用与灭活记录缺少样品信息，菌种传代编号不具备唯一性。 

处理措施 

一、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深入分析，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制定有效的措施进行

整改。 

发布日期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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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管理规定的公告(2018年第101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4163.html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

为规范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工作，保证进口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制定了《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管理规定》，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26 日 

附件：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管理规定.docx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上市或者拟在境内上

市药品、医疗器械的境外研制及生产相关过程的检查。 

第三条    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是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国家局）为确认药品、医疗器械境外研制、生产相关过程的真实性、可

靠性和合规性实施的检查。 

第四条    国家局负责药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管理工作，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以下称核查中心）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药

品、医疗器械境外检查工作。药品、医疗器械的检验、审评、评价等相关

部门协助开展境外检查工作。 

第五条    国家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公开检查的基本情况和处理

结果。 

第六条    检查员和被检查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廉政相关要求。 

第七条    检查员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检查纪律，保守国家秘密和

被检查单位的秘密。 

 

第二章   检查任务 

第八条    国家局根据各相关部门提出的拟检查品种及相关研制、生产

场地的建议，通过风险评估和随机抽查方式，确定检查任务。根据监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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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需对检查任务进行变更的，可按照国家局境外检查外事管理有关规定

对检查任务进行调整。 

必要时，可对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等生产场地、供应商或者其他合

同机构等开展延伸检查。 

第九条    检查任务的确定，应当考虑药品、医疗器械的注册审评审批、

监督检查、检验、投诉举报、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监测等风险因素。重点

考虑以下情形： 

（一）审评审批中发现潜在风险的； 

（二）检验或者批签发不符合规定，提示质量管理体系存在风险的； 

（三）不良反应或者不良事件监测提示可能存在产品安全风险的； 

（四）投诉举报或者其他线索提示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 

（五）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器械注册人或者备案人（以下简称

持有人）有不良记录的； 

（六）境外监管机构现场检查结果提示持有人质量管理体系存在较大

问题的； 

（七）整改后需要再次开展检查的； 

（八）其他需要开展境外检查的情形。 

第十条    根据国家局境外检查任务，核查中心应当将《境外检查告知

书》（附件1）发送持有人或者其代理人。持有人应当在《境外检查告知书》

送达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核查中心提交授权书（有关要求见附件2）和

《境外检查产品基本情况表》（附件3），40个工作日内按照场地主文件清单

（附件4）提交场地主文件和其他检查所需材料。 

核查中心根据检查需要可以调取与检查品种相关的技术资料，调取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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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资料应当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检查结束后归入检查档案。 

持有人须指定一家中国境内代理人（其中医疗器械应当为医疗器械注

册人或者备案人的代理人），并按照有关要求出具授权书。代理人负责药品

监管部门与持有人之间的联络、承担药品不良反应或者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监测、负责产品追溯召回等工作。代理人应当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境内上

市药品医疗器械有关责任和义务，协助药品监管部门开展对产品境外研制、

生产场地的检查和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 

持有人变更代理人的，应当在完成法律法规规定的变更程序后，委托

新任代理人向核查中心及时提交新的授权书，授权书应当明确即将卸任的

代理人授权终止日期为新任代理人的授权开始日期。 

第十一条    核查中心收到《境外检查产品基本情况表》后，根据检查

工作总体安排，初步拟定检查时间，并下达《境外检查预通知》（附件5）

通知持有人。 

持有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推迟检查，确有特殊情况需要推迟检查的，应

当在《境外检查预通知》送达后10个工作日内向核查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

说明理由，经核查中心结合检查工作实际综合评估，不存在拒绝阻碍检查

情形的，再确定最终检查时间。 

第十二条    检查组原则上应当由3名以上检查人员组成，检查组实行组

长负责制。检查人员应当是依法取得检查员资格的人员。根据检查工作需

要，可以请相关领域专家参加检查工作。 

检查人员应当签署无利益冲突声明、检查员承诺书和保密承诺书；所

从事的检查活动与其个人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矛盾或者冲突的，应当主动提

出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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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持有人应当全面协调配合境外检查工作，确保检查顺利开

展，不得拖延、阻碍、逃避或者拒绝检查。 

第十四条    持有人应当负责与相关被检查单位（包括境外生产厂、研

发机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生产场地，供应商或者其他合同机构等）

沟通联系，协调检查相关事宜。 

第十五条    境外检查工作语言为中文，持有人提交的申报资料、整改

报告等材料应当为中文版本，检查期间应当配备可满足检查需要的翻译人

员。 

 

第三章   检   查 

第十六条    核查中心负责制定境外检查方案，检查组应当按照检查方

案实施现场检查。需要变更检查方案时，检查组应当报告核查中心批准后

实施。 

核查中心应当在检查组出发前集中组织行前教育，强调廉政纪律和外

事纪律。 

第十七条  现场检查开始时，检查组应当主持召开首次会议，向被检查

单位通报检查人员组成、检查目的和范围、检查日程，声明检查注意事项

及检查纪律等。 

被检查单位应当向检查组介绍被检查产品注册、生产、质量管理等情

况，明确检查现场负责人。 

第十八条    检查期间，被检查单位应当保持正常生产状态，向检查组

开放相关场所和区域，配合对相关设施设备的检查；根据检查日程，被检

查单位安排被检查品种关键生产工序的动态生产，及时提供检查所需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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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记录、电子数据等，如实回答检查组的询问。 

第十九条    根据检查需要，检查组可采取复印、拍照、摄像等方法收

集相关证据材料。 

第二十条    检查期间需要抽取样品的，检查组应当参照抽样程序抽样、

封样并附抽样文件。 

封好的样品应当交由持有人凭抽样文件寄回境内或者由检查组带回境

内进行检验。持有人应当确保样品的包装和运输条件可以保证样品质量不

受影响。 

第二十一条    检查组发现有严重质量风险的，应当立即向核查中心报

告，并提出初步处置建议。核查中心收到报告后及时进行风险评估，并向

国家局报告相关情况。 

第二十二条    检查结束前，检查组应当主持召开末次会议，向持有人

口头反馈检查情况以及检查发现问题，持有人可以陈述申辩，检查组应当

做好记录。 

第二十三条    检查组全体人员应当签字确认检查报告，检查组回境之

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核查中心提交检查报告。 

 

第四章   审核及处理 

第二十四条    现场检查结束后，核查中心应当在收到检查组提交的检

查报告后20个工作日内，向持有人或者代理人书面反馈《境外检查结果告

知书》（附件6）。 

需要检验的，检验机构应当在收到样品之日起法定时限内完成检验或

者研究，检验或者研究时间不计入反馈《境外检查结果告知书》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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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对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境外检查结果告知书》送达持

有人或者代理人后10个工作日内向核查中心书面提出陈述或者说明，超过

10个工作日未反馈的，视为无异议。持有人的陈述和说明应当一并归入检

查档案。 

第二十五条    持有人应当在《境外检查结果告知书》送达之日起50个

工作日内，向核查中心提交对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在规定时限内不

能完成整改的缺陷，应当提交详细的整改进度和后续计划，并按时提交相

应的更新情况直至全部整改落实完毕。 

第二十六条    核查中心应当结合持有人整改情况对现场检查报告进行

综合评定，综合评定应当在收到整改报告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持有人有

陈述或者说明的，可在综合评定时一并考虑。必要时，可对整改情况进行

再次检查。综合评定过程中需要进行风险会商或者持有人补充资料的，相

关时间不计入时限。 

第二十七条    综合评定应当采用风险评估的原则，综合考虑缺陷的性

质、严重程度以及所评估产品的类别对检查结果进行评定。判定原则如下： 

（一）符合要求：现场检查未发现缺陷的。 

（二）整改后符合要求：现场检查发现所有主要缺陷和一般缺陷的整

改措施，表明持有人能够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改正，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及技

术规范要求组织生产的。 

（三）不符合要求：药品现场检查发现存在真实性问题、影响产品质

量的关键要素与注册资料不一致、存在严重缺陷、存在主要缺陷且整改措

施不到位、整改计划不可行等不符合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医疗器械

现场检查发现存在真实性问题、影响产品质量的关键要素与注册资料/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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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不一致、存在严重缺陷、存在一般缺陷且整改措施不到位、整改计划

不可行等不符合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要求的。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持有人拖延、阻碍、限制或者

拒绝检查，直接判定为“不符合要求”： 

（一）《境外检查告知书》送达后，逾期不提供符合要求的授权文件的；

未在规定时限内提供相关文件、资料的； 

（二）持有人阻止或者两次推迟安排检查的; 

（三）被检查持有人拒不安排动态生产的； 

（四）不配合办理境外检查手续的； 

（五）不配合开展延伸检查的； 

（六）拖延、阻碍、限制、拒绝检查人员进入被检查场所或者区域的，

或者限制检查时间，设定不合理检查条件或者干扰检查的； 

（七）拖延、拒绝提供或者故意掩盖关键检查信息的； 

（八）拒绝或者限制现场检查收集证据相关资料，拒绝对证据相关资

料履行公证认证手续或者提交公证认证文件的； 

（九）其他不配合检查的情形。 

第二十九条    核查中心应当在做出综合评定后，形成境外检查审核意

见报送件，随同有关检查记录、文件等材料一并报送国家局。 

核查中心收到检查组现场报告或者经综合评定发现存在重大质量隐患、

需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立即报国家局。 

第三十条    对处于注册审评审批阶段的品种或者属于注册审评审批问

题，国家局结合综合评定结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疗

器械监督管理条例》《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法》《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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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做出处理。 

对已在境内上市的品种，国家局结合综合评定结论，对持有人做出约

谈、限期整改、发告诫信、暂停药品进口通关备案、暂停医疗器械进口、

暂停销售使用、监督召回产品直至撤销进口批准证明文件等风险控制措施。 

对综合判定为不符合要求、检查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行为或者产品存在

安全隐患的，国家局应当及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并依法公开。对于存在重

大质量隐患、需采取紧急措施的，国家局应当立即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并依

法依规处理。 

第三十一条    对发现涉嫌违法的，检查人员应当及时固定证据，国家

局组织依法立案调查处理。 

第三十二条    持有人应当建立产品追溯体系，确保检查发现问题需要

召回产品时，能够高效召回境内流通使用过程中的产品。 

第三十三条    风险因素消除或者整改到位后，持有人可向国家局提出

申请，经审核，必要时可再次开展现场检查。符合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

求的，解除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持有人

的产品研制、生产相关过程进行现场检查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对国产产品位于境外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等生产场

地或者供应商进行现场检查的，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中场地主文件是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一部分，描

述企业质量管理方针与活动、在指定场地实施药品、医疗器械生产和/或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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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在相邻或者附近建筑里进行相关操作的文件。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由国家局负责解释。 

 

附件：1.境外检查告知书 

2.持有人授权境外检查事务代理机构的有关要求 

3.境外检查产品基本情况表 

4.场地主文件清单（药品用、医疗器械用） 

5.  境外检查预通知 

6.境外检查结果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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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境外检查告知书 

 

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部署，你单位品种被列入境外研制/生产

现场检查任务。现将境外检查部分相关要求告知如下：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持有人）： 

品种名称： 

受理号/注册证号/备案凭证号： 

二、境外检查有关要求 

1.纳入检查任务的持有人须指定一家中国境内代理人（其中医疗器械注

册人、备案人应当指定其代理人作为检查事务代理机构），并按照有关要求

出具授权书。请于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将授权书原件寄送

至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核查中心。 

2.各受权代理人明确两个固定联系人，包括联系人信息：手机、座机、

传真、邮箱等，以保证检查准备工作沟通顺畅。 

3.请填写《境外检查产品基本情况表》，于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20个工

作日内，在线提交并将纸质文件 2 套加盖公章寄送至核查中心。请提出可

以接受现场检查的时间建议，期间要求安排检查品种动态生产。 

4.请于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40 个工作日内向核查中心在线提交场地主

文件中英文版及纸质文件 2 套。纸质场地主文件应当打印并加盖公章寄送

核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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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查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人： 

传真： 

邮箱： 

地址：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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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持有人授权 

境外检查事务代理机构的有关要求 

 

为保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持有人之间就境外现场检查工作和后续

措施落实的有效沟通，要求持有人对检查事务设立代理人并进行充分授权。

有关要求如下： 

一、持有人须指定一家中国境内代理人（其中医疗器械注册人、备案

人应当指定其代理人作为检查事务代理机构），并按照要求出具授权书。代

理人负责药品监管部门与持有人之间的联络、承担药品不良反应或者医疗

器械不良事件监测、负责产品追溯召回等工作。代理人应当履行法律法规

所规定的境内上市药品医疗器械有关责任和义务，协助药品监管部门开展

对产品境外研制、生产场地的检查和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 

二、授权书应当有持有人负责人的签字或者盖公章。授权书内容必须

清晰描述授权事项，至少应当包括向中国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检查相关

材料的授权、配合支持现场检查、落实后续处理要求等事宜的授权。授权

书中还应当明确代理人的法人、具体地址、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三、境外现场检查过程中，涉及延伸检查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生产

场地、供应商或者其他合同机构的，授权书中应当明确代理人同样具有可

协助支持延伸检查的授权。 

四、授权书须通过持有人所在地的法律机构或者律师的公证及当地中

国大使馆或者领事馆的认证，认证文件应当同时有中、外文版本，具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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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授权效力。 

五、代理人提交授权书的同时，还应当提交《外国企业常驻中国代表

机构登记证》复印件或者代理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复印件应当加盖

代理人公章。 

六、持有人变更代理人的，应当在完成法律法规规定的变更程序后，

委托新任代理人向核查中心及时提交新的授权书，授权书应当明确即将卸

任的代理人授权终止日期为新任代理人的授权开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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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药品境外检查产品基本情况表 

产品名称 
中文： 
英文： 

受理号或者进口注册证

号 
 

剂型    规格   

目前注册进度  已上市 再注册 申报生产 申报临床 补充申请 

公司名称 
（持有人） 

中文： 
英文： 

场地 1* 

名称 
中文： 
英文： 

生产活动   

生产地址 
中文： 
英文： 

国别   

场地 X 

名称 
中文： 
英文： 

生产活动   

生产地址 
中文： 
英文： 

国别   

代理机构 
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A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传真   

联系人 B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传真   

建议检查时间 1    备注   

建议检查时间 X    备注   

近 5 
年进 
口情
况 
** 

年度  进口批号  进口量  进口检验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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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次
申
请
情
况 

受理号  申请内容  审批情况  备注 

       

       

       

       

       

附
件 

1.品种生产工艺流程及相关工艺生产周期、对应生产地点 
2.进口药品注册证（如适用） 

声
明 

上报的电子版材料与提交的纸质材料一致。 

其
他 

产品近期有无发生变更或者计划变更情况 
□    无 
□    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    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工厂包括：产品生产、包装、检验、放行等涉及生产行为的所有工厂。 
**近 5年进口情况，如批次较多可另附文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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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境外检查产品基本情况表 

 

已获得注册证 
产品名称 

中文： 
英文： 

注册证号/
备案凭证号

 

正在申请注册 
产品名称 

中文： 
英文： 

受理号   
 首次注册 
 变更注册 
 延续注册 

公司名称 
中文： 
英文 
注册地址： 

工厂 1 

名称 
中文 
英文 

生产地址 
中文 
英文 

主要工序   

工厂 2 

名称 
中文 
英文 

生产地址 
中文 
英文 

主要工序   

研发 

名称 
中文 
英文 

研发地址 
中文 
英文 

国别   

代理人 
名称 

中文 
英文 

通讯地址   

联系人 A    联系电话    手机   

部门及职务    电子邮件    传真   

联系人 B    联系电话    手机   

部门及职务    电子邮件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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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检查时间 1   

建议检查时间 2   

建议检查时间 3   

近 3年产品进口 
中国的数量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进口量 

备注 
     

           

           

           

附
件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及对应生产地点 
进口注册证/许字注册证（含附件）复印件 

声
明 

上报的电子版材料与提交的纸质材料一致。 

其
他 

例如：产品近期有无变更和计划变更。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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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场地主文件清单（药品用） 

 

1. 企业总体情况 

1.1 企业联系信息 

‐ 企业名称、注册地址； 

‐ 企业生产工厂以及工厂内建筑及生产车间名称和地址； 

‐ 企业联系方式以及 24小时紧急联系人电话（以备产品发生问题或者

出现召回情况）； 

‐ 场地识别号码，例如 GPS 详细情况，D-U-N-S 号码（数据通用编号

系统）（一个由 Dun& Bradstreet 提供的独特识别号码）或者任何其他

地理定位系统。 

1.2 该场地获得许可的药品生产活动 

‐ 本清单附件 1中提供相关监管机构签发的有效生产许可文本复印件，

必要时，可参考 EudraGMP 数据库。如遇监管机构没有签发生产许可

情况，应当予以说明。 

‐ 简要描述由相关监管机构许可的生产、进口、出口、分销和其他活

动，包括许可文件中没有提及的国外机构许可的剂型/生产活动等。 

‐ 请在清单附件 2 中列出该场地目前生产的产品清单，上述产品未列

入清单附件 1或者未收录在 EudraGMP数据库中。 

‐ 近 5年工厂接受 GMP检查情况，包括检查时间和实施检查的监管机

构名称及国家。如果有，请在清单附件 3中提供当前的 GMP证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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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或者参考 EudraGMP 数据库。 

1.3 在该场地进行的其他生产活动 

‐ 如工厂有非药品生产活动，请说明。 

2. 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2.1 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 简要描述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以及参考的标准； 

‐ 包括高级管理层在内的质量体系相关职责； 

‐ 工厂质量体系获得认证认可的情况，包括认证认可日期、认可内容、

认可机构名称等。 

2.2 成品放行程序 

‐ 详细描述负责批确认与放行程序的受权人的资质要求； 

‐ 概述批确认与放行程序； 

‐ 质量受权人在待检与放行的职责，以及在评估上市许可合规性中的

职责 

‐ 当涉及多名受权人时，这些受权人之间的工作安排； 

‐ 对过程中是否使用过程分析技术（PAT）和/或实时放行或者参数放行

的情形进行描述。 

2.3 供应商和合同商的管理 

‐ 简述公司供应链以及外部审计项目等情况； 

‐ 简述合同商、原料药生产企业及其他关键物料供应商的资质确认系

统； 

‐ 采取哪些措施确保生产品种符合 TSE  （动物传染脑海绵状病）指南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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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怀疑或者已经识别的假冒/伪劣药品、待包装产品（例如未包装的

片剂)、原料药或者辅料所采取的控制措施； 

‐ 委托生产和委托检验及其他项目委托情况； 

‐ 在清单附件 4  中应当提供合同生产商与实验室的清单，包括地址和

联系信息，以及外包生产与质量控制活动的供应链流程图，例如，

无菌工艺的内包装材料的灭菌、起始原料检验等； 

‐ 简述委托方和受托方在产品放行中的责任（当未涵盖在第 2.2条时）。 

2.4 质量风险管理（QRM） 

‐ 简述企业质量风险管理方法。 

‐ 质量风险管理的范围和重点，包括公司层面进行的质量风险管理活

动，以及在公司内局部进行的风险管理活动。应当对任何运用质量

风险管理（QRM）系统评价供应连续性的活动进行描述。 

3.   人员 

‐ 企业质量管理、生产和质量控制及其负责人的组织机构图，包括高

级管理层和授权人等，应当列出职位/职务（清单附件5）； 

‐ 从事质量管理、生产、质量控制、储存及分发的员工数量。 

4. 厂房和设备 

4.1 厂房 

‐ 简述生产工厂情况，包括场地面积和各建筑物名称等，如不同建筑

物生产的品种面向当地以及欧盟、美国等不同市场，应当在特定市

场的建筑物上注明（如未在1.1明确）。 

‐ 简述生产区域规模情况，附厂区总平面布局图、生产区域的平面布

局图和流向图，标明比例（不需要建筑或者工程图纸）。应当标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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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的洁净级别、相邻房间的压差，并且能指示房间所进行的生产

活动（例如：配料、灌装、储存、包装等）（清单附件6）；仓库和储

存区域的平面图，如果有，包括储存和处理高毒性、危险性与敏感

物料的特殊区域。 

‐ 如有，请简述特殊储存条件情况，但不需在平面图上注明。 

4.1.1 简述空调净化（HVAC）系统 

‐ 简述空调净化系统设计原则，如送风、温度、湿度、压力差以及换

气次数、回风等(%)。 

4.1.2 简要描述水系统 

‐ 水质设计标准； 

‐ 水系统示意图清单附件7。 

4.1.3.  简要描述其他相关公用设施，例如蒸汽、压缩空气、氮气等系统。 

4.2 设备 

4.2.1 列出生产和检验用主要仪器、设备清单附件8。 

4.2.2 清洁与消毒 

          ‐    简述与药品直接接触设备、工器具的表面清洗、消毒方法及验证情

况（例如：人工清洁、自动在线清洁等）。 

4.2.3 与药品生产质量相关的关键计算机化系统 

          ‐    简述与药品生产质量相关的关键的计算机化系统情况（不包括逻辑

编程器（PLCs））。 

5. 文件 

‐ 描述企业的文件系统（例如电子、纸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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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文件和记录在生产工厂外保存（如有，包括药物警戒数据），请提

供外存的文件/记录目录、储存场所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从厂区外取回

文件所需的时间。 

6. 生产 

6.1 产品类型 

（可参考清单附件1或者清单附件2）： 

‐ 生产品种类型 

      ▪  工厂生产剂型一览表（包括人用与兽用产品） 

              ▪  工厂生产临床试验用药品（IMP）剂型一览表，如生产场所与上

市生产品种不同，请提供生产区域和生产人员信息。 

‐ 毒性或者危险物质的处理情况（如高活性和/或高致敏药品）； 

‐ 如有，请说明专用设备或者阶段生产制造产品情况； 

‐ 如有，请说明过程分析技术（PAT）应用情况，并概述相关技术和计

算机化系统应用情况。 

6.2 工艺验证 

‐ 简要描述工艺验证的原则； 

‐ 返工或者重新加工的原则。 

6.3 物料管理和仓储 

‐ 起始物料、包装材料、半成品与成品的处理，包括取样、待检、放

行与储存； 

‐ 不合格物料和产品的处理。 

7. 质量控制 

‐ 描述理化检验、微生物及生物学检验等质量控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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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销、投诉、产品缺陷与召回 

分销（属于制造商职责内的部分） 

‐ 分销商类型（包括是否持有经营许可证或者制造许可证等）及其所

在地区（欧盟/欧洲经济区、美国等）； 

‐ 描述用来确认顾客/接受者的系统，以证明顾客有合法资格接收药品； 

‐ 简要描述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确保其符合贮存条件要求的措施，例如：

温度监测/监控； 

‐ 产品分销管理以及确保其可追踪的方法； 

‐ 防止产品流入非法供应链的措施。 

9. 投诉、产品缺陷与召回 

‐ 简要描述投诉处理、产品缺陷与召回系统。 

10. 自检 

‐ 简要描述企业自检系统，重点说明自检计划中涉及范围的选择标准、

自检实施以及整改情况。 

 

相关清单附件： 

清单附件1        有效的制造许可文件复印件 

清单附件2        所有生产剂型目录，包括所用原料药的INN名称或者通用名

（如有） 

清单附件3        有效的GMP证书复印件 

清单附件4        合同生产企业和实验室情况一览表，包括地址和联系信息以

及外包活动的供应链流程图。 

清单附件5        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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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附件6        生产区域平面图，包括物料和人员流向图，各类型（剂型）

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清单附件7        水系统示意图 

清单附件8        关键生产设备与实验室设备、仪器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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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主文件清单（医疗器械用） 

 

1企业总体情况 

1.1  联系信息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联系方式（包括出现产品缺陷或者召回事件时 24小时联系人电话）： 

1.2企业基本信息 

历史沿革简述： 

生产工厂地址（如有多个地址应当逐一列明并与其被检查品种生产工

艺流程图匹配）： 

1.3企业产品信息 

1.3.1已取得注册证产品名称、注册证号（证书附后） 

1.3.2在审评中的产品名称、受理号 

 

2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2.1简述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及采用的标准 

2.2最高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在质量管理体系中的职责 

2.3简述近 2年工厂接受医疗器械质量体系检查情况：检查时间、检查机构

和检查结论等 

3供应商和合同商管理 

3.1简述企业供应商要求及其审核情况 

3.2简述合同商及其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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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合同生产、委托/合同检验及其委托事项，委托方和受托方在产品

放行中的责任 

    委托/合同生产企业（检验实验室）名录，包括地址、联系方式 

 

4人员 

4.1工厂组织机构图/质量组织机构图 

4.2高层管理者的姓名和职务 

4.3从事质量管理、生产操作、质量检验人员数量 

4.4人员培训与健康管理情况简述 

5厂房与设施 

5.1生产厂区情况 

5.1.1生产厂区面积 

5.1.2各厂房建筑的功能用途以及面积 

5.1.3生产厂区平面图 

5.2生产区域情况 

5.2.1生产区域平面图 

5.2.2明确各个区域涉及的工艺流程 

5.2.3明确各个区域的洁净级别 

5.3仓储区 

5.3.1仓储区功能 

5.3.2仓储区面积 

5.3.3特殊的储存条件 

5.4空调净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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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送风、回风 

5.4.2温度、湿度、压差 

5.5水系统 

5.5.1纯化水、注射用水 

5.5.2水质标准 

5.6简述其他公用设施，如蒸汽、压缩空气、氮气等 

6设备 

6.1与被检查品种相关主要生产工序及使用设备简述； 

6.2与被检查品种相关主要检验项目及检验设备简述； 

6.3计算机系统 

7文件 

简述文件控制系统。（如文件和记录在生产工厂外保存，请提供外存文

件/记录目录、储存场所名称和地址，以及从工厂外取回文件所需时间。） 

8生产 

8.1 被检查品种生产工艺流程图及简要说明（含洁净级别/合同生产/检验等

情况）。 

8.2返工或者重新加工的原则 

9物料仓储管理 

9.1原辅材料、零部件、半成品、成品控制。 

9.2状态标识、区域划分，不合格品管理 

10质量控制 

10.1简述理化、微生物及生物学检验等质量控制活动 

10.2过程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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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成品检验、放行 

10.4留样 

11销售、投诉、产品缺陷与召回 

11.1简述产品销售方式和售后服务，确保产品可追溯的方法和措施 

11.2简述投诉处理、产品缺陷与召回程序 

12内审 

简述企业内审、管理评审和 CAPA相关情况 

13简述企业产品研发管理情况 

14资料真实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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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境外检查预通知 

 

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部署，你单位品种被列入境外研制/生产

现场检查任务。经审核你单位提交的《境外检查产品基本情况表》及相关

材料，初步拟定现场检查时间，现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公司名称（持有人）： 

品种名称： 

受理号/注册证号/备案凭证号： 

现场检查地点： 

拟定现场检查时间： 

 

上述时间和地点为初步安排，检查组织过程中可能因检查需要调整检

查地点和/或检查时间，变更情况另行通知。 

你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得推迟检查，确有特殊情况需要推迟检查的，须

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核查中心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理由，

核查中心评估认为不存在拒绝阻碍检查情形的，再确定最终检查时间。 

特此通知。 

 

核查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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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邮箱： 

地址： 

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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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境外检查结果告知书 

任务编号:                   

药品持有人/医疗器械

注册人或者备案人 

名称   

地址   

生产企业  名称   

生产地址   

检查品种   

注册证号/备案凭证号

（或者受理号） 

 

检查类型   

检查依据   

代理机构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检查机构    检查时间   

检查组  检查组长   

检查员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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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基本情况 

 
 

检查结果 

现场检查共发现 XX项缺陷： 

 

（以下表述为示例，依据检查情况提出品种风险控制建议及整改要求） 

本表中所列出的缺陷，只是本次检查发现的缺陷，不代表企业的全部缺陷。你公司有责任遵循中

国现行药品、医疗器械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进行生产活动，保证出口中国药品、医疗器械的质量。

对于上述缺陷，你公司有责任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调查和确认，尽快进行整改。同时应当评估产

品风险，对有可能导致安全隐患的，应当按照《药品召回管理办法》《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的规定

召回相关产品。请在本告知书送达之日起50个工作日内，向核查中心提交对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在规定时限内不能完成整改的缺陷，应当提交详细的整改进度和后续计划。必要时，中国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将组织对你公司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18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的通告（2018

年 134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08/334096.html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 

经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等 5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标示为江西九连山药业

有限公司等 14 家企业生产的 18 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现将相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经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黑龙江天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妥布霉素滴眼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羟苯乙酯、羟苯丙酯与苯扎氯铵。 

 

经广东省药品检验所检验，标示为大元制药株式会社生产的 1批次注射用盐酸头孢

替安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经内蒙古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吉林省通化博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九连山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5批次云芝肝泰颗粒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包括

粒度、性状、含量测定。 

 

经甘肃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安国市辉发中药饮片加工有限公司、亳州市

谯城区万事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生产的 3批次白芷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

项目包括含量测定、二氧化硫残留量。 

 

经安徽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标示为安国市安兴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国市

久旺药业有限公司、河北仁心药业有限公司、云南宁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宗顺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昆明蓝海中药材饮片有限公司、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 8

批次槟榔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为黄曲霉毒素。（详见附件） 

 

二、对上述不符合规定药品，相关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采取查封、扣押等控制措施，

要求企业暂停销售使用、召回产品，并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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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上述企业和单位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条等规定对生产销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自收到检验报告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对相关企业或单位

的调查处理并公开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附件：1.18 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24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第 134 号通告附件 1.doc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第 134 号通告附件 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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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8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名单 

 

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或供货

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项目 检验机构  备注 

妥布霉素 
滴眼液 

黑龙江天龙药业有限

公司 
170405  5ml:15mg 黑龙江坤泰医药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二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羟苯乙

酯、羟苯丙酯与

苯扎氯铵）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 

注射用盐酸

头孢替安 
大元制药株式会社  AF0102 

0.5g（按头

孢替安

C18H23N9O4

S3计） 

北票市中心医院 

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进

口药品注册标

准 JX20050205

不符合

规定 
[检查]（溶液的澄

清度与颜色）  
广东省药品检验所  / 

云芝肝泰 
颗粒 

吉林省通化博祥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160401 

每袋装 5g
（含云芝

多糖

0.333g） 

仙游县医药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品

标准》中药成方

制剂第十三册

不符合

规定 
[检查]（粒度）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

检验研究院 

/ 

商丘嘉信医药商贸有限公司  / 

广西万国康药业有限公司  / 

重庆江岸坊医药有限公司  / 

巴宜区八一镇光明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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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或供货

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项目 检验机构  备注 

云芝肝泰 
颗粒 

江西九连山药业有限

公司 

201707
092 

每袋装 5g
（含云芝

多糖

0.333g） 

朝阳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卫生部药品

标准》中药成方

制剂第十三册

不符合

规定 
[性状]，[含量测

定]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

检验研究院 

/ 

长岭县长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 

201703
132 

湖北森林药业有限公司  / 

201710
312 

青岛医保城药品连锁有限公司  / 

武汉小药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市中源医药有限公司  / 

昆明云中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201801
051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江西九连山药业有限公司  / 

白芷 

河北康派中药材有限

公司 

A17030
1‐1 

\ 

廊坊市中医医院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含量测定]  

甘肃省药品检验研

究院 

* 

安国市辉发中药饮片

加工有限公司 
160401  梨树县信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检查]（二氧化硫

残留量） 

/ 

亳州市谯城区万事祥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170401  隆化县中医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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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 
品名 

标示生产企业或供货

单位 
生产 
批号 

药品 
规格 

检品来源  检验依据 
检验 
结果 

不符合规定项目 检验机构  备注 

槟榔 

安国市安兴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 

170601 

\ 

邢台市医药药材总公司 

《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2015
年版一部 

不符合

规定 
[检查]（黄曲霉毒

素）  
安徽省食品药品检

验研究院 

/ 

170401  内蒙古北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安国市久旺药业有限

公司 

170508
04 

白山康达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三

十店 
/ 

河北仁心药业有限公

司 

370180
01 

永宁县正阳中西医诊所  / 

云南宁坤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160101  昆明云中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 

云南宗顺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16031
2002 

昆明市中医医院  / 

昆明蓝海中药材饮片

有限公司 

201606
49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华医院） / 

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 
161101 

阿克苏腾龙药业零售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 
/ 

备注：标“*”的药品为标示生产企业否认为该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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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不符合规定项目的小知识	

 

一、药品标准中的性状项记载药品的外观、臭、味、溶解度以及

物理常数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药品的质量特性。性状不符合规定可

能与投料质量及工艺、储运环境等因素有关，往往直接影响药品质量。 

二、药品标准中的检查项包括反映药品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试验

方法和限度、均一性与纯度等制备工艺要求等内容；对于规定中的各

种杂质检查项目，系指该药品在按既定工艺进行生产和正常贮藏过程

中可能含有或产生并需要控制的杂质（如残留溶剂、有关物质等）；

改变生产工艺时需另考虑增修订有关项目。检查项下根据不同药品的

特性有粒度、二氧化硫残留量、黄曲霉毒素、溶液的澄清度与颜色、

抑菌剂等分项目。 

粒度系指颗粒的大小。药品中对有粒度要求的制剂产品如颗粒剂、

散剂、混悬型滴眼液、混悬型软膏剂等会进行该项目的设定。该指标

主要用于控制药物生产过程中工艺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保证主药与辅

料能较好地混匀。该指标不合格可能会导致药物主成分含量不均一，

导致剂量存在差异，产生用药风险。 

二氧化硫残留量系指中药材及饮片中残留的亚硫酸盐类物质的

总量，以二氧化硫计。中药材中之所以含二氧化硫，是因为淀粉和糖

含量高的中药材容易起虫，而含硫的化学物质能起到防虫、杀虫的作

用。商家用硫磺熏制中药材，正是这个目的。枸杞、当归、天麻、山

药、白芍、菊花等都是易被使用二氧化硫的中药材。过度硫熏对很多

中药材质量有不利影响。二氧化硫摄入过多也可能损害胃肠、肝脏等

器官的健康，严重时还会导致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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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曲霉毒素可以由曲霉菌黄曲霉、寄生曲霉、集峰曲霉和伪溜曲

霉 4种真菌产生，是一组化学结构类似的二呋喃香豆素的衍生化合物。

中药在贮存、制备、运输过程中若保存不当，可能因受潮霉变而污染

黄曲霉毒素。严格控制黄曲霉毒素残留量对保证药品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 

溶液的颜色是将药物溶液的颜色与规定的标准比色液比较，或在

规定的波长处测定其吸光度，而澄清度检查法系将药品溶液与规定的

浊度标准液相比较，用以检查溶液的澄清程度，是控制原料药和注射

剂质量的重要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药物的纯度，是一种能够

快速、简便、准确进行药品质量检查的有效方法。 

抑菌剂又称防腐剂，是指能防止或抑制病原微生物生长与繁殖的

化学药品，通过干扰微生物有机体的生长、繁殖和新陈代谢来发挥抑

菌作用。常用的抑菌剂有羟苯乙酯、羟苯丙酯与苯扎氯铵等。多剂量

包装眼用制剂开封后，容易在使用和保存过程中被微生物污染，从而

产生安全性隐患。为了防止眼用制剂在使用中被微生物污染，大部分

眼用制剂（包括抗生素类）中都添加了抑菌剂。抑菌剂对眼部均有不

同程度的刺激性，过量使用抑菌剂，将会给临床用药带来安全隐患。

同时，眼用制剂中某些抑菌剂由于自身稳定性的原因，抑菌剂的浓度

会随时间而逐渐降低，达不到有效浓度，不能保证药品使用的安全。 

三、药品标准中的含量测定项系指用规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原料及

制剂中有效成分的含量，一般可采用化学、仪器或生物测定方法。含

量测定与药物的疗效相关。含量测定不符合规定与投料量、投料质量

及工艺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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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关事项

的公告（2018年第 102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34161.html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

近年来，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

意见》（国发〔2015〕44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

意见》（国办发〔2016〕8 号）等规定，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企业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开展评价。为进一步做好一致性评价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严格评价标准，强化上市后监管 

严格一致性评价审评审批工作，坚持仿制药与原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的审评原则，

坚持标准不降低，按照现已发布的相关药物研发技术指导原则开展技术审评。强化药品

上市后监督检查，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纳入下一年度国家药品抽验计划，加大对相

关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二、时间服从质量，合理调整相关工作时限和要求 

（一）《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已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并建立了动

态调整机制，与一致性评价实现联动。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优先纳入目录，未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品种将逐步被调出目录。对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品种，不再统一设置评

价时限要求。 

（二）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含基本药物品种在内的仿制药，自首

家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相同品种原则上应在 3年内完成一致性

评价。逾期未完成的，企业经评估认为属于临床必需、市场短缺品种的，可向所在地省

级药品监管部门提出延期评价申请，经省级药品监管部门会同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研究认

定后，可予适当延期。逾期再未完成的，不予再注册。 

三、强化服务指导，全力推进一致性评价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坚持引导、督导与服务并重，根据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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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具体情况，分类处理、分别施策，进一步加大服务指导力度。建立绿色通道，对一

致性评价申请随到随审，加快审评进度。企业在研究过程中遇到重大技术问题的，可以

按照《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与药品审评机构进行沟通

交流。进一步加强对重点品种、重点企业的指导，组织现场调研和沟通，帮助企业解决

难点问题。 

四、加强配套政策支持，调动企业评价积极性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企业开展一致性评价的积极性。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

种，药品监管部门允许其在说明书和标签上予以标注，并将其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

集》；对同品种药品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生产企业达到 3 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

等方面，原则上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各地要在保证药品质量和供应的基

础上，从实际出发完善集中采购政策；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中价格低廉、临床必需的药品在配套政策中给予支持，保障临床用药需求。 

 

特此公告。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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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政策：关于印发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的通知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4155.html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图解政策：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之二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4157.html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整理：深圳市优普惠药品股份有限公司-专营进口原辅料、包材                                联系：0755-25165253  客服QQ：3002296941 邮箱：kefu@youpuhui.com



 

图解政策：药品出口销售证明管理规定之一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080/334156.html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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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吡硫醇注射剂的通知 

国药监药管〔2018〕59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96/334185.html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发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2 月 26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吡硫醇注

射剂的公告》（2018 年第 99 号），请各省（区、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真组织落实。

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请各省（区、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相关药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督

促企业排查药品销售流向，确保已上市销售药品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前全部召回，并予

以监督销毁。 

 

二、督促本行政区域内药品经营企业、使用单位落实停止销售和使用的措施，并配

合做好产品召回工作。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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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发布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BE）

试验品种（第二批）的通告（2018年第 136号） 

原文：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82/334184.html           2018 年 12 月 29 日 发布

为落实《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100 号）的要求，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办公室经调

研论证和征求意见，确定了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品种（第二批）（见

附件），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品种（第二批） 

 

国家药监局 

2018 年 12 月 26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第 136 号通告附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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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可豁免或简化人体生物等效性（BE）试验品种	

（第二批） 

 

序号  通用名称  规格  备注 

可豁免人体 BE 品种 

1  维生素 C泡腾片  0.3g、0.5g、1.0g 

可豁免 BE，不推荐参比制剂，需

满足药学研究和评价要求。 

2  辅酶 Q10 胶囊  5mg、10mg、15mg 

3  辅酶 Q10 片  10mg 

4 
氨基葡萄糖类口服固

体制剂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5  聚乙二醇钠钾散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6 
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

散Ⅲ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7  对乙酰氨基酚泡腾片  已批准的所有规格 

可豁免 BE，与参比制剂进行药学

比较，评价一致性。 
8 

对乙酰氨基酚维生素

C泡腾片 
每片含对乙酰氨基酚 0.33g、维

生素 C 0.2g 

9  西吡氯铵含片  2mg 

可申请豁免人体 BE品种 

10  甲钴胺片  0.5mg  根据《人体生物等效性豁免指导原

则》申请豁免 BE研究，采用药学

方法评价一致性。 
申请人应自证药物的 BCS 分类，

申请 BCS1 类豁免的仿制制剂，渗

透性数据可引用已公布参比制剂

说明书中的信息作为支持性数据；

申请 BCS3类豁免的仿制制剂应与

参比制剂处方完全相同，各组成用

量相似。 

11  替莫唑胺胶囊  5mg、20mg、50mg、100mg 

12  左乙拉西坦片  0.25g、0.5g、1g 

13  盐酸美金刚片  10mg 

14  恩曲他滨胶囊  0.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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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不易， 且读且珍惜！ 

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 

添加优普惠公众号，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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